
大荔县农村危房改造让困难群众住上放心屋
——破解农村危改难题的“大荔经验”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是党和国家保障民生的一项重要工
作,是推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让广大农民群
众分享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的新举措。

近年来，大荔县对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高度重视，把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作为“两不愁、三保障”的有效载
体，扎实安排，迅速行动，全面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四类重点对象的住房安全，确保农村危房贫困群众如
期脱贫。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实干是最
好的政德。”8月21日，走进朝邑镇
平罗村，迎面竖立着这样一幅巨大
的红色标语。这个花园般的村庄是
大荔县率先建成的10个幸福乡村
之一。

63岁的段水娥拄着单拐，步履
蹒跚地将笔者迎进门。如果不是村
干部介绍，门口3间整修一新的大
瓦房，让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把段水
娥和贫困户三个字联系起来。雪白
的墙壁让屋内显得格外亮堂，墙角
新增加的构造柱和屋顶漆着铅灰色
防锈漆的槽钢，传递出一股浓浓工
业风的设计感。

村支书赵建明告诉笔者，段水
娥的丈夫任森熬患有重度糖尿病，
段水娥又因为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
丧失劳动能力，段水娥家被列为平
罗村的贫困户。由于年久失修，两
口子30多年前盖起的三间大瓦房
也逐渐破败。在5月份县住建局组
织的全县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
危险等级认定中，段水娥的房子被

确定为C级危房，需要进行维修加
固处理。

葛啸琛是大荔县住建局规划站
的一名干部。在全县农村危房改造
工作中，局里抽调了16名干部包联
全县16个镇办，主要负责各个镇农
村危房改造工作的监督和指导。葛
啸琛负责包联朝邑镇，仅段水娥家
他前后跑了就不下七八回。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葛啸琛说，
经过勘察，他们发现段水娥家房子
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屋面塌陷
变形，造成局部漏水；二是建造时门
洞未设计过梁，导致房屋出现开裂；
三是层高过高，硬山直接搁檩，房屋
整体性和抗震性较差。按照县建筑
设计室提出的改造方案，在增加构
造柱和槽钢拉接加强抗震性之外，
工队将整个屋面全部揭开，换掉了
腐朽的檩条和椽子，然后给屋面整
体加了一层木工板，最后再重新敷
瓦，彻底解决了渗漏问题。段水娥
感激地说，工程结束后，工队还把拆
下来的椽木檩条给她盖了间厨房，

用多余的砖块铺了条小路通向后院
的厕所。

大荔县住建局副局长张鹏告诉
笔者，大荔县处于汾渭地震带，属于
地震活动活跃地区，但农村群众建造
房屋普遍缺乏抗震意识。为降低建
造成本，房屋普遍无抗震设计，房屋
安全性差。在这次农村危房改造中，
县上专门聘请了全国危改专家，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周铁刚教授团队操刀
设计。按照危险程度，从低到高，全
县农村危房被分为A、B、C、D四个
等级，除了需要拆除重建的D级危房
外，通过考察、测绘、论证，周铁刚教
授对不同类型的C级危房量身定制
了8个加固方案。通过采取支撑、拉
接、紧固等措施提高房屋整体性和抗
震性能，房子的选址安全、承重稳定、
抗震构造及卫生改厕等因素也被全
面纳入设计。

一砖到顶的清水墙，崭新的防
盗门。和段水娥家不同，羌白镇羌
西村贫困户潘春季的房屋被列入需
要拆除重建的D级危房。即将搬入
新居，潘春季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为潘春季盖房的包工头解江
峰有着27年的民房建筑经历。这
次他承揽了羌白镇31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危房改造工程，除4户属
于修缮加固之外，其余 27户全部
需要拆除重建。解江峰说，按照
县住建局的要求，这些危改房屋
必须有上、下圈梁和构造柱，屋面
采用钢筋混凝土现浇工艺，为提
高房屋保温效果，山墙和后墙厚
度必须达到 37厘米，其他墙体厚
度不少于24厘米。为确保工程验
收一次通过，解江峰挑的都是技
术好、干活实诚的老匠人。

解江峰说：“县上对工程质量盯

得很紧。每户改造前，镇政府和村
两委会负责人、施工单位负责人和
危房改造农户都要签订‘四方责任
书’。活干完，住建局驻村干部、县
规划站站长、技术组人员、镇城建专
干、县财政局、村主任、施工队负责
人、贫困户8个人中，一个人不签
字，工程就交不了手。”

翻开羌西村一摞档案盒，村里
的每户危改贫困户建房的所有书面
材料被保存得整整齐齐。不仅是危
改贫困户的基本情况，还有施工记
录表、周进度表、初验收表、施工用
料、费用核算表……通过这些资料，
全村危房改造情况一目了然。

主要负责羌白镇工程质量、进
度和安全的大荔县住建局质监站干
部王军淳告诉笔者，按照县上规定，
为确保公开公平，建档立卡贫困户
危房改造必须经过“一申二评三核

四批”的流程。即先由存在危房的
贫困户提出申请，村民大会评议后，
进行一榜公示；递交镇政府或街道
办审核后，再进行二榜公示；县住建
局审批通过后，还要进行三榜公
示。审批通过后的贫困户危房信息
会被录入全国危房改造系统，由县
上鉴定危险级别，制定施工计划。
按照这个流程，羌白镇存在C、D级
危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60户通
过审批，其中130户已经开工。

不只是精准改造，还要公开公
平。为把农村危改真正做成民心
工程，大荔县各镇村严格执行公开
程序、改造标准、资金管理三项规
定要求，在全县范围内积极宣传危
改政策。每月5日前，各镇办必须
向县危改领导小组上报进度，对完
不成任务的镇办，由县政府督查室
进行问责。

2017 年 9月 27 日，全国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培训暨加
固改造现场会在大荔召开，来
自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
住建系统专家，冒着大雨，深
入大荔县朝邑镇、赵渡、下寨
镇 11 个危改户家中参观学
习。大会上，大荔县委副书
记、县长翟玉宝以《大力推进
危房加固改造，同步提升村庄
人居环境》为题所做的经验介
绍引起与会代表的热烈讨
论。住建部总经济师赵晖要
求全国各地广泛学习大荔危
房改造加固的先进经验。

提起持续深入推进的大荔
危改，大荔县住建局局长郝荔告
诉笔者，为彻底解决农村贫困群
众住房问题，做到既满足群众居
住需要，又能使有限资金尽可能
惠及更多贫困群众，在这次危改
中，领导小组要求严把政策关，
对贫困户危房可修缮加固的原
则上尽量不新建。拆除重建住
房按照每户人口数确定建筑面
积，原则上每人不超过18平方
米。同时，严格制定拆除重建补
助标准和修缮加固补助标准，确
保补助资金能够基本满足群众

建房需要。
据郝荔介绍，以前国家很

多部门也安排有农村危房改
造资金，但兑付多采用“先建
后补”形式。这种做法固然避
免了虚报冒领现象，带来的后
果却是一方面亟需改善住房
条件的群众无钱建房，另一方
面大量财政资金因制度风险
无法充分发挥效益。

在这次危改中，大荔县住
建局引入了“第三方承建机
制”。就是由各镇办和危改户
签订改造协议，县住建局和镇
办政府共同选定施工企业。
由施工企业通过资金垫付的
形式为贫困户改造住房。改
造完毕经验收合格后，财政部
门将核准的改造资金打到农
户“一卡通”存折上，再由贫困
户向施工企业支付改造资金。

“此次的工队由镇上选
择，但是选择的工队必须经过
培训且有很强责任心，要真心
为贫困户干好事、干实事。”郝
荔说，通过这种方式，全县农
村贫困户的危险房屋将得到
彻底改造，让这些贫困群众真
正实现居住无忧。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寒冬
来临。在朝邑镇平罗村，经过
加固改造后，62岁的翟并社老
人院中四间温暖的青砖房面
貌焕然一新。屋檐下完整保
留下来的砖雕经常勾起翟并
社儿时三代同堂的美好回忆。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引领，
大荔在关中大地声名鹊起。大
荔县委、县政府适时提出了建
设美丽大荔，发展全域旅游的
奋斗目标。如何让危改工程为
美丽大荔建设增光添彩，进而
激发贫困群众改善自身经济状
况的内生动力？在这次危改
中，大荔县确立了“坚固、实用、
经济、美观”的八字方针原则，
有效地改善了农村贫困群众的
居住条件。通过实施农村危房
改造工作，农村居民住上了安
全、实用的房子，实现农民群众
祖祖辈辈的安居梦想。从此以

后，这些相对贫困的农民群众
再也不用为突发性的自然灾害
而担惊受怕，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得到了保障。

2018年大荔县实施了农
村危房改造和人居环境相结
合，制定了“三改三化”实施方
案，“三改三化”即改门、改厕、
改灶和绿化、美化、文化，根据
每户具体情况，实行“一户一
策”，不仅保障贫困户的住房
安全，也为他们创造良好的人
文生活环境，进而提升贫困户
自信，帮助他们尽快脱贫。

农村危房改造是一项重大
民生工程，也是脱贫攻坚“两不
愁三保障”中的有效载体。凭
借着创新和实干，凭借着汗水
和智慧，大荔人为全面破解农
村贫困群众住房安全问题，提
出了独具特色的“大荔经验”。

杨晶

科学勘测专业设计 有效破解农村危改难题

确保质量确保精准 把危改做成民心工程

“第三方承建机制”
让困难群众实现居住无忧

“八字方针”破解难题
提出独具特色的“大荔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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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县农村危房改造让困难群众住上放心屋
——破解农村危改难题的“大荔经验”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是党和国家保障民生的一项重要工
作,是推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让广大农民群
众分享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的新举措。

近年来，大荔县对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高度重视，把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作为“两不愁、三保障”的有效载
体，扎实安排，迅速行动，全面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四类重点对象的住房安全，确保农村危房贫困群众如
期脱贫。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实干是最
好的政德。”8月21日，走进朝邑镇
平罗村，迎面竖立着这样一幅巨大
的红色标语。这个花园般的村庄是
大荔县率先建成的10个幸福乡村
之一。

63岁的段水娥拄着单拐，步履
蹒跚地将笔者迎进门。如果不是村
干部介绍，门口3间整修一新的大
瓦房，让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把段水
娥和贫困户三个字联系起来。雪白
的墙壁让屋内显得格外亮堂，墙角
新增加的构造柱和屋顶漆着铅灰色
防锈漆的槽钢，传递出一股浓浓工
业风的设计感。

村支书赵建明告诉笔者，段水
娥的丈夫任森熬患有重度糖尿病，
段水娥又因为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
丧失劳动能力，段水娥家被列为平
罗村的贫困户。由于年久失修，两
口子30多年前盖起的三间大瓦房
也逐渐破败。在5月份县住建局组
织的全县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
危险等级认定中，段水娥的房子被

确定为C级危房，需要进行维修加
固处理。

葛啸琛是大荔县住建局规划站
的一名干部。在全县农村危房改造
工作中，局里抽调了16名干部包联
全县16个镇办，主要负责各个镇农
村危房改造工作的监督和指导。葛
啸琛负责包联朝邑镇，仅段水娥家
他前后跑了就不下七八回。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葛啸琛说，
经过勘察，他们发现段水娥家房子
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屋面塌陷
变形，造成局部漏水；二是建造时门
洞未设计过梁，导致房屋出现开裂；
三是层高过高，硬山直接搁檩，房屋
整体性和抗震性较差。按照县建筑
设计室提出的改造方案，在增加构
造柱和槽钢拉接加强抗震性之外，
工队将整个屋面全部揭开，换掉了
腐朽的檩条和椽子，然后给屋面整
体加了一层木工板，最后再重新敷
瓦，彻底解决了渗漏问题。段水娥
感激地说，工程结束后，工队还把拆
下来的椽木檩条给她盖了间厨房，

用多余的砖块铺了条小路通向后院
的厕所。

大荔县住建局副局长张鹏告诉
笔者，大荔县处于汾渭地震带，属于
地震活动活跃地区，但农村群众建造
房屋普遍缺乏抗震意识。为降低建
造成本，房屋普遍无抗震设计，房屋
安全性差。在这次农村危房改造中，
县上专门聘请了全国危改专家，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周铁刚教授团队操刀
设计。按照危险程度，从低到高，全
县农村危房被分为A、B、C、D四个
等级，除了需要拆除重建的D级危房
外，通过考察、测绘、论证，周铁刚教
授对不同类型的C级危房量身定制
了8个加固方案。通过采取支撑、拉
接、紧固等措施提高房屋整体性和抗
震性能，房子的选址安全、承重稳定、
抗震构造及卫生改厕等因素也被全
面纳入设计。

一砖到顶的清水墙，崭新的防
盗门。和段水娥家不同，羌白镇羌
西村贫困户潘春季的房屋被列入需
要拆除重建的D级危房。即将搬入
新居，潘春季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为潘春季盖房的包工头解江
峰有着27年的民房建筑经历。这
次他承揽了羌白镇31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危房改造工程，除4户属
于修缮加固之外，其余 27户全部
需要拆除重建。解江峰说，按照
县住建局的要求，这些危改房屋
必须有上、下圈梁和构造柱，屋面
采用钢筋混凝土现浇工艺，为提
高房屋保温效果，山墙和后墙厚
度必须达到 37厘米，其他墙体厚
度不少于24厘米。为确保工程验
收一次通过，解江峰挑的都是技
术好、干活实诚的老匠人。

解江峰说：“县上对工程质量盯

得很紧。每户改造前，镇政府和村
两委会负责人、施工单位负责人和
危房改造农户都要签订‘四方责任
书’。活干完，住建局驻村干部、县
规划站站长、技术组人员、镇城建专
干、县财政局、村主任、施工队负责
人、贫困户8个人中，一个人不签
字，工程就交不了手。”

翻开羌西村一摞档案盒，村里
的每户危改贫困户建房的所有书面
材料被保存得整整齐齐。不仅是危
改贫困户的基本情况，还有施工记
录表、周进度表、初验收表、施工用
料、费用核算表……通过这些资料，
全村危房改造情况一目了然。

主要负责羌白镇工程质量、进
度和安全的大荔县住建局质监站干
部王军淳告诉笔者，按照县上规定，
为确保公开公平，建档立卡贫困户
危房改造必须经过“一申二评三核

四批”的流程。即先由存在危房的
贫困户提出申请，村民大会评议后，
进行一榜公示；递交镇政府或街道
办审核后，再进行二榜公示；县住建
局审批通过后，还要进行三榜公
示。审批通过后的贫困户危房信息
会被录入全国危房改造系统，由县
上鉴定危险级别，制定施工计划。
按照这个流程，羌白镇存在C、D级
危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60户通
过审批，其中130户已经开工。

不只是精准改造，还要公开公
平。为把农村危改真正做成民心
工程，大荔县各镇村严格执行公开
程序、改造标准、资金管理三项规
定要求，在全县范围内积极宣传危
改政策。每月5日前，各镇办必须
向县危改领导小组上报进度，对完
不成任务的镇办，由县政府督查室
进行问责。

2017 年 9月 27 日，全国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培训暨加
固改造现场会在大荔召开，来
自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
住建系统专家，冒着大雨，深
入大荔县朝邑镇、赵渡、下寨
镇 11 个危改户家中参观学
习。大会上，大荔县委副书
记、县长翟玉宝以《大力推进
危房加固改造，同步提升村庄
人居环境》为题所做的经验介
绍引起与会代表的热烈讨
论。住建部总经济师赵晖要
求全国各地广泛学习大荔危
房改造加固的先进经验。

提起持续深入推进的大荔
危改，大荔县住建局局长郝荔告
诉笔者，为彻底解决农村贫困群
众住房问题，做到既满足群众居
住需要，又能使有限资金尽可能
惠及更多贫困群众，在这次危改
中，领导小组要求严把政策关，
对贫困户危房可修缮加固的原
则上尽量不新建。拆除重建住
房按照每户人口数确定建筑面
积，原则上每人不超过18平方
米。同时，严格制定拆除重建补
助标准和修缮加固补助标准，确
保补助资金能够基本满足群众

建房需要。
据郝荔介绍，以前国家很

多部门也安排有农村危房改
造资金，但兑付多采用“先建
后补”形式。这种做法固然避
免了虚报冒领现象，带来的后
果却是一方面亟需改善住房
条件的群众无钱建房，另一方
面大量财政资金因制度风险
无法充分发挥效益。

在这次危改中，大荔县住
建局引入了“第三方承建机
制”。就是由各镇办和危改户
签订改造协议，县住建局和镇
办政府共同选定施工企业。
由施工企业通过资金垫付的
形式为贫困户改造住房。改
造完毕经验收合格后，财政部
门将核准的改造资金打到农
户“一卡通”存折上，再由贫困
户向施工企业支付改造资金。

“此次的工队由镇上选
择，但是选择的工队必须经过
培训且有很强责任心，要真心
为贫困户干好事、干实事。”郝
荔说，通过这种方式，全县农
村贫困户的危险房屋将得到
彻底改造，让这些贫困群众真
正实现居住无忧。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寒冬
来临。在朝邑镇平罗村，经过
加固改造后，62岁的翟并社老
人院中四间温暖的青砖房面
貌焕然一新。屋檐下完整保
留下来的砖雕经常勾起翟并
社儿时三代同堂的美好回忆。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引领，
大荔在关中大地声名鹊起。大
荔县委、县政府适时提出了建
设美丽大荔，发展全域旅游的
奋斗目标。如何让危改工程为
美丽大荔建设增光添彩，进而
激发贫困群众改善自身经济状
况的内生动力？在这次危改
中，大荔县确立了“坚固、实用、
经济、美观”的八字方针原则，
有效地改善了农村贫困群众的
居住条件。通过实施农村危房
改造工作，农村居民住上了安
全、实用的房子，实现农民群众
祖祖辈辈的安居梦想。从此以

后，这些相对贫困的农民群众
再也不用为突发性的自然灾害
而担惊受怕，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得到了保障。

2018年大荔县实施了农
村危房改造和人居环境相结
合，制定了“三改三化”实施方
案，“三改三化”即改门、改厕、
改灶和绿化、美化、文化，根据
每户具体情况，实行“一户一
策”，不仅保障贫困户的住房
安全，也为他们创造良好的人
文生活环境，进而提升贫困户
自信，帮助他们尽快脱贫。

农村危房改造是一项重大
民生工程，也是脱贫攻坚“两不
愁三保障”中的有效载体。凭
借着创新和实干，凭借着汗水
和智慧，大荔人为全面破解农
村贫困群众住房安全问题，提
出了独具特色的“大荔经验”。

杨晶

科学勘测专业设计 有效破解农村危改难题

确保质量确保精准 把危改做成民心工程

“第三方承建机制”
让困难群众实现居住无忧

“八字方针”破解难题
提出独具特色的“大荔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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