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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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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两卡一书”工作规则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两卡一书”的内容安排等情况。

本规范系《义乌市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政务公开规范》的子规范，适用于义乌市农村

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救助相关工作。

2 名词术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两卡一书”

义乌市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政策明白卡、义乌市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政务公开查询

卡、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救助办事承诺书。

3 工作要求

3.1 编制政务公开查询手册，并通过相关渠道及时公开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动态信息。

3.2 编制政策明白卡，广泛传递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政策信息。

3.3 结合工作实际，及时受理公众办理事项。

4 “两卡一书”

4.1 政策明白卡

4.1.1 内容安排

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政策明白卡应当载明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补助对象；

b) 申请程序；

c) 补助资金管理；

d) 等级鉴定；

e) 改造方式；

f) 建设标准；

g) 质量标准；

h) 责任部门及联系电话；

i) 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救助工作流程图，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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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发放范围

义乌市各镇街

4.1.3 发放对象

全市范围内低收入家庭

4.2 政务公开查询卡

4.2.1 内容安排

政务公开查询卡应载明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政务公开目录；

b) 查询方式（主动公开内容）。

4.2.2 查询方式（主动公开内容）

4.2.2.1 网站查询

承担市域范围内危房改造工作的相关部门应当向公众提供危房改造信息网站查询渠道，

并及时更新维护网站信息发布。

网站查询步骤如下：

a) 第一步：浏览器中输入地址 www.yw.gov.cn，或直接搜索 "中国义乌"政府门户网

站，并点击进入网站；

b) 第二步：进入网站后，选择一级导航“政务公开”，进入义乌市政务公开平台；

c) 第三步：从“基层试点领域”点击进入“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

d) 第四步：根据信息公开栏目查询所需信息。

4.2.2.2 微信公众号查询

应实时维护义乌城乡规划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如图 1所示），并及时更新、推送农村困

难家庭危房改造相关信息。

应广泛公开义乌城乡规划微信公众号，方便群众获取信息。

微信公众号发布内容应包括且不限于以下信息：

a) 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相关政策法规；

b) 市内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工作动态；

c) 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救助公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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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义乌城乡规划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4.3 办事承诺书

4.3.1 内容安排

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救助办事承诺书应载明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事项名称；

b) 承诺办理时间；

c) 责任部门；

d) 投诉电话。

义乌市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救助工作流程图参见附录 A，义乌市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

造救助办事承诺书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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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义乌市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救助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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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救助办事承诺书

为提高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救助工作效率，提升救助服务水平，方便救助群众，接受

社会监督，现将救助各环节办理时间承诺如下：

事项名称 承诺办理时间 责任部门

报名 10 个工作日 村（居）委会、镇街

村（居）委民主评议（含公示） 5 个工作日 村（居）委会

镇街审核（含公示） 5 个工作日 镇街

规划局（民政、城管委）审批（含公示） 10 个工作日 规划局（民政、城管委）

组织验收 5 个工作日 镇街

资金拨付 验收合格后 10个工作日 规划局、财政局、镇街

如逾期未办理，可向我局进行投诉。

投诉电话：0579-85580045

义乌市规划局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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