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对拥有当地户籍并长期
居住在农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尧
分散供养五保户尧 低保户和贫困
残疾人家庭的住房保障主要政策
措施如下院

渊一冤具体政策
1尧新建改建遥 居住的房屋经

鉴定属 D级危房并且是家庭唯一
住房或者无房户袁 每户补助 2万
元遥 所建房屋原则上每户占地
60要90 平方米袁禁止建设超标准
的住房遥

2尧维修加固遥 居住的房屋经
过鉴定属 C级危房并且是家庭唯
一住房袁每户补助 0.5万元遥 所维
修加固的房屋袁 要找准危险部位
针对性地采取有效加固措施遥

3尧建设保障房遥 实施对象为
无经济能力或无劳动能力的危房
或无房户袁 且确实需要政府兜底
解决住房保障的遥由乡(镇)政府统

一规划尧统一建设遥
渊二冤申报程序
1尧个人申请遥 符合条件的农

户自愿向所在村委会提出书面申
请袁并提交相关证明及材料遥

2尧村级初审遥 村委会负责受
理申请并初审尧评议尧公示袁无异
议的上报乡渊镇冤政府遥

3尧乡镇审核遥 乡渊镇冤政府接
到申报材料后进行审核尧公示袁无
异议的上报市领导小组办公室遥
不符合条件的袁 退回所在村委会
并说明原因遥

4尧市级审批遥领导小组办公室
接到上报材料后进行复核尧 审批袁
核定补助方式及标准并公示遥不符
合的不予审批并说明原因遥危房改
造农户要签订拆旧还基协议遥

渊三冤注意事项
1尧 房屋选址应当避开河流尧

湖泊尧池塘岸边尧山顶尧陡坡尧软弱
或不均匀土层等不利于建房的场
地遥

2尧建房必须由经培训合格的
农村建筑工匠或有资质的施工队
伍承担袁并对房屋质量尧安全生产
负责袁承担保修和返修责任遥

3尧乡渊镇冤村渊居冤要加强巡查
指导袁 发现质量安全问题要当即
告知建房户袁 并提出处理意见和
做好记录袁督促整改遥

详细情况请咨询当地乡镇政
府尧村居委会具体负责同志袁也可
电话 0797要7269082进行咨询遥

住房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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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曾平华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证

号院36210219521211631814袁 特此声
明遥

绎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签发的
第 622429199011143713号渊张瑞春冤
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2102197108252618 号渊温贵林冤身
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杨党生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
农民证遗失袁证号院ZD02030039袁特此
声明遥

9月 26日袁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胜利
街道胜景社区居民活动室里袁 山东科瑞控
股集团的两名外籍员工姆吉卡渊右冤尧阿莫
德渊左冤和社区居民在专业糕点师指导下学
习制作月饼袁 迎接中国国庆和中秋佳节的
到来遥 刘智峰 周新峰摄

“海外侨胞故乡行”
在京启动

9月 27日袁 庆国庆海外联谊系列活动
野华诞中国窑亲情北京要要要2017年海外侨胞
故乡行冶启动仪式在京举行遥 该活动由中国
侨联和北京市侨联联合举办遥

北京市侨联主席荣洋在启动仪式上致
辞遥 他说袁海外侨胞是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
一支重要力量袁北京的发展变化和成就袁离
不开海外侨胞的支持遥 野故乡山水远袁两情
总相依遥 冶我们真诚地欢迎海外侨胞能常回
北京这个老家看看袁 积极投身北京国际一
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袁积极主动宣传中国尧
介绍北京袁传播中国声音袁讲好北京故事袁
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野中国梦冶
贡献力量遥 聂传清

第二届中法文化论坛
里昂开幕

以 野耶一带一路爷袁 中法文化汇流和共
享冶为主题的第二届中法文化论坛 26日在
法国里昂市政厅开幕袁论坛由欧美同学会窑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和法国里昂市政府尧
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联合主办遥 中国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尧 欧美同学会会长
陈竺袁法国前总理尧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主席
拉法兰等 500余名中法各界人士出席开幕
式遥

陈竺在开幕致辞时说袁野一带一路冶倡
议实施 4年来袁 得到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袁 惠及了沿线
国家的亿万民众遥 实践证明袁野一带一路冶不
是哪一个国家自编自导的野独角戏冶袁而是
所有参与国家精诚合作的野交响曲冶遥 韩冰

9月 25日袁
迪拜王储马克
图姆试乘了一
架 概 念 飞 机
Volocopter袁它无
需驾驶员即可
搭载两位乘客袁
最高时速可达
100km/h袁 充电
时间仅需 2 小
时袁快速充电时
间则少于 40 分
钟遥这款概念机
未来将用于空
中的士服务遥

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于 9
月 28日在华盛顿举行袁 相关活动正
陆续开展遥 这些天袁美国社会掀起了
一阵中美社会和人文交流的热潮遥中
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带领高规格
代表团访美袁已先后在纽约尧华盛顿
等地举行多场公开活动袁 引起了大
学尧智库尧科技与青年创业等多个社
会界别的关注遥 很明显袁中国正在主
动影响甚至重塑美国社会的对华看
法袁并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遥

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相关活动
备受关注遥 以中国人民大学尧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主办袁笔者所在智库与美
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联合承办的
野中美大学校长和智库论坛冶为例袁开
幕式定在 9月 26日 10点半袁 不到 7
点就有听众排队遥会场近 300个位置
座无虚席袁未能进场的听讲者队伍排
出了数百米之远遥 直到下午 1点半袁
仍有百余人在排队袁希望进场听中美
顶级专家的讨论遥

开幕式上袁美国顶级智库与社会
组织的代表几乎悉数到场遥美国前国
务卿尧94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步履蹒
跚地走向讲台袁思路清晰地讲述自己
亲历的 40多年中美社会变化袁 强大
的智者气场让全场听众动容遥刘延东

副总理的压轴主旨演讲袁更是打动在
场听众袁半个多小时的演讲十多次被
掌声与欢笑打断遥

一位在场的美国著名智库学者
对笔者说袁中国对美多年的野魅力攻
势冶 越来越见效袁野自信冶野发展冶野大
国冶野现代化冶野强大的基础设施冶等已
经逐渐地成为中国形象在美国的关
键词遥 如果还有人用 野落后冶野长辫冶
野长袍马褂冶来形容当下中国袁恐怕会
被讥笑为无知了遥

自 2009年中美人文对话机制启
动以来袁中国在社会尧教育尧文化尧科
技尧智库等领域对美主动展开人文交
流袁正在深度改变与扭转美国社会对
华的固有认识袁人文交流也成为中美
关系长期发展架构中与外交安全尧经
济贸易并齐的三大支柱之一遥这次中
美社会与人文对话袁 虽是 2017年 4
月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确定
四大对话机制以来的首次袁但却已有
近十年两国人文对话机制的深厚基
础遥 而过去十年袁恰恰是美国艰难走
出金融危机尧中国高速平稳发展的十
年袁 是两国实力消长交错的关键期袁
也是中美社会交往飞速发展尧进而夯
实两国关系的提升期遥

相比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袁中

美每年仅 1.4万人的往来袁现在袁两国
双向交流人员已进入 野500万时代冶袁
每天就有约 1.4万人往返两国袁每 17
分钟一趟航班遥中国在美留学生达到
63万人袁保持着美国国际生源的第一
大来源国地位曰美国在华留学人数达
到 2.4万人袁 是前三大来华留学生来
源国之一遥 这些年袁中美两国还缔结
了 47 对友好省州和 215 对友好城
市袁参与人文交流活动的两国民众超
过了 3000万人遥 这些数字是中美关
系进展造福普通百姓的真实写照袁也
是人文交流在塑造两国关系方面具
有强大生命力的体现遥

当然袁 未来的中美关系仍不平
坦遥 如何处理好朝核尧南海尧人权尧经
贸等敏感议题仍在考验着两国的政
治互信与大国智慧遥 但笔者相信袁中
国对美社会与人文交流立足长远袁主
动塑造袁定能为两国关系稳步推进贡
献不可或缺的正能量袁也将会在重塑
世界大国交往进程中发挥基石作
用遥 王文

社会和人文交流推进中美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