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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村危房改造建设质量标准

1 选址安全

1.0.1 危改房选址应选择安全地段。不应在可能发生滑坡、

崩塌、地陷、地裂、泥石流的危险地段或采空沉陷区、洪水主流

区、山洪易发地段建房。若在严重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分布较

厚的杂填土、其他软弱土等不良场地建房，应进行地基处理，并

设置钢筋混凝土地圈梁。

1.0.2 选择建筑场地时，应按表 1.0.3 选择对抗震有利地

段或一般地段，尽量避开不利地段，严禁在危险地段建造房屋。

对不利地段应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组织勘查场地状况，并提

出切实有效的处理方案后方可进行危改房的建设。

表 1.0.3 建筑抗震有利、不利和危险地段的划分

地段

类型
地质、地形、地貌

有利

地段

稳定基岩，坚硬土，开阔、平坦、密实、均匀的

中硬土等

一般

地段
不属于有利、不利和危险的地段

不利

地段

软弱土，液化土，条状突出的山嘴，高耸孤立的

山丘，非岩质的陡坡，河岸和边坡的边缘，平面

分布上成因、岩性、状态明显不均匀的土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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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河道、疏松的断层破碎带、暗埋的塘浜沟谷和

半填半挖地基），高含水量的可塑黄土，地表存在

结构性裂缝等

危险

地段

地震时可能发生滑坡、崩塌、地陷、地裂、泥石

流等及发震断裂带上可能发生地表错位的部位

2 地基

2.0.1 地基为软弱土、可液化土、湿陷性黄土、膨胀土、

冻胀土、新近填土或严重不均匀土层时，必须进行地基处理，达

到地基设计承载力要求。地基处理方案应根据当地土质条件、房

屋数量、荷载情况等综合考虑。一般情况下，可采用垫层换填法

进行地基处理。

3 基础

3.0.1 所有类型农村危改房必须设置基础，同一房屋的基

础不应设置在土质明显不同的地基上。

3.0.2 危改房基础应根据房屋荷载情况、相关规范规定的

房屋沉降要求、墙体承重等选择农村危改房宜采用的无筋扩展基

础，包括毛石基础、混凝土基础、砖放脚基础、灰土基础等基础

形式，达到基础设计承载力要求。

3.0.3 当为季节性冻土时，基础埋深宜在冻深以下。冻土

层较深时，可根据土层对冻胀的敏感程度及当地经验综合考虑采

取适宜的地基处理措施与基础形式。

4 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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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砖混结构

由砖和砂浆砌筑而成的墙体作为主要竖向承重构件、屋盖采

用现浇或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房屋结构，砖使用非粘土烧结实

心砖。

4.0.2 砖木结构

由砖和混合砂浆砌筑而成的墙体作为主要竖向承重构件、屋

盖采用木构件的房屋结构。竖向承重墙体的类型与构造要求一般

同砖混结构房屋。

4.0.3 砌块砌体结构

由混凝土小型承重空心砌块和砂浆砌筑而成的墙体作为主

要竖向承重构件的房屋结构。当采用砌块墙承重、屋盖采用现浇

或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时，称为“砌块混合结构”。当采用砌块

墙承重、屋盖采用木构件时，称为“砌块木结构”。

5 强度

5.0.1 混凝土强度等级除基础垫层可采用 C10 以外，其它

构件不应低于 C20。农村危改房建设使用的中低强度混凝土的配

合比可参考附录进行配制。

附录 混凝土配合比

混凝土配合比以每立方米混凝土中各种材料的用量（质量）

来表示，一般应由配合比试验确定。无试验条件时，可参考表 1、

2 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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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混凝土配合比参考（卵石）

混凝土强

度

等 级

卵石

粒径

（mm）

水 泥

强度等

级

每立方米混凝土材料用量

水

（kg）

水 泥

（kg）

石 子

（kg）

砂

（kg）

C15

20
32.5 180 310 651 1209

42.5 180 250 749 1171

40
32.5 160 276 651 1263

42.5 160 222 748 1220

C20

20
32.5 180 367 593 1260

42.5 180 295 693 1232

40
32.5 160 327 593 1320

42.5 160 262 692 1286

C25

20
32.5 180 439 570 1211

42.5 180 353 616 1251

40
32.5 160 390 555 1295

42.5 160 314 655 1271

C30
20

32.5 180 400 582 1238

52.5 180 333 623 1264

40 32.5 160 356 584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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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混凝土配合比参考（碎石）

混凝土

强 度

等 级

碎石

粒径

（mm）

水 泥

强 度

等 级

每立方米混凝土材料用量

水

（kg）

水 泥

（kg）

石 子

（kg）

砂

（kg）

C15

20
32.5 195 295 725 1135

42.5 195 229 770 1156

40
32.5 175 265 688 1222

42.5 175 206 788 1181

C20

20
32.5 195 361 645 1199

42.5 195 279 751 1175

40
32.5 175 324 627 1274

42.5 175 250 750 1225

C25

20
32.5 195 443 564 1198

42.5 195 342 652 1202

40
32.5 175 398 555 1261

42.5 175 307 566 1247

C30
20

32.5 195 398 671 1211

52.5 195 320 697 1188

40 32.5 175 357 598 1270

5.0.2 所有承重墙体采用的砖使用非粘土烧结实心砖，其

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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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7.5。±0.00 以上的

砌体宜采用混合砂浆砌筑，±0.00 以下的砌体应采用水泥砂浆

砌筑，不同强度等级砂浆的配合比不同。

5.0.4 采用砖、砌块、料石砌筑承重墙体时，必须采用混

合砂浆或水泥砂浆砌筑，严禁采用泥浆或不加水泥的石灰砂浆砌

筑。

6 抗震构造措施

6.0.1 按国家规定的权限，批准作为一个地区抗震设防依

据的地震烈度。根据抗震概念设计原则，一般不需要计算对结构

和非结构各部分必须采取的各种细部要求。

6.0.2 7 度抗震设防地区的砌体结构，宜在房屋四角和纵

横墙交接部位设置拉结钢筋，承重墙顶或檐口高度处宜设置钢筋

混凝土圈梁。

7 围护结构和非结构构件与主体结构连接牢固

7.0.1 危改房主体结构应根据相关标准和规范确定的当地

抗震设防烈度，按照《农村危房改造抗震安全基本要求（试行）》

（建村〔2011〕115 号）采取抗震措施。

7.0.2 农房应满足基本的功能要求，房屋建筑体型应平、立

面应简单规整，结构传力明确，平面不宜局部突出或凹进，立面

不宜高度不等。

7.0.3 承重墙体平面布置宜规则、对称，竖向应保持上下连

续，宜优先采用横墙承重或纵横墙共同承重的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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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 同一房屋不应采用生土墙与砖墙、砌块墙或石墙混合

承重的结构体系，不应使用独立砖柱、砌块柱、石砌柱、土坯柱

等承重方式。

7.0.5 承重墙体设置门窗洞口应符合在同一轴线上，窗间墙

的宽度宜均匀，承重窗间墙最小宽度及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

的最小距离不应小于 1 米。

7.0.6 层高 1/2 处门窗洞口所占的水平截面面积，对承重横

墙不应大于总截面面积的 25%，对承重纵墙不应大于总截面面积

的 50%。不应在房屋承重外墙转角处设置转角窗户。

8 建筑材料质量

8.0.1 水泥、钢材等材料应采用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并附

有材料质量出厂合格证明。严禁使用过期和质量不合格水泥，不

应在主要承重构件中使用非标钢材，钢筋应采用机械调直，不应

采用人工砸直的方式进行加工处理。

9 施工操作规范

9.0.1 地基加固处理

建筑工程中，经常遇见软弱地基，这种反映在建筑物上沉降

量大、沉降延续时间长，具有很大的不均匀性,对建筑物地基极

易产生差异沉降，特别是原状土受到振动后，破坏了其结构本身

的连接，降低了土的强度或很快变成稀释状态, 因此在施工中除

严防原状土受振动外，其地基基础设在原土层上。

在施工时应注意以下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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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前进行验槽、检査基坑（槽）的边坡稳定状况，

消除坑、槽内浮土, 坑、槽底部及两侧如有孔洞、沟、井等应该

平填实。

（2）坑内如有积水，应釆取措施将坑槽底部的水排干。

（3）接触石灰的操作人员，应穿戴好个人劳动防护用品，

如胶靴、手套、防护 眼镜等。在坑槽内施工时必须戴安全帽。

（4）向坑槽内运输砂石、灰土、碎砖三合土等材料时，应

采用溜槽滑送，不得倾倒。

（5）在坑槽内进行夯实、压实或振实垫层过程中，应经常

检查边坡稳定情况，如出现开裂、片帮、塌陷等现象时，应立即

采取加固或处理措施。

（6）各种垫层的夯实方法可因地制宜,釆用人工或机械夯

实均可。人工夯实可选用夯重40kg的木、铁夯，落距一般为50cm,

采用每夯压一半的方法进行叠打。机械夯实通常多用蛙式夯机，

使用时要严格遵守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检査电源线及接头等处必

须绝缘度好。各种电源线严禁夯击，釆用振实法时，平振多采用

平板振动器振实。

9.0.2 砌筑

1、砖、小型砌块等，砌筑前一天应在地面上用水淋湿或浸

水）至湿透，严禁干砖上墙。

2、雨季施工不得使用过湿的砌块，以避免砂浆流淌，影响

砌体质量，雨后继续施工时，应复核砌体垂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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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雨季施工要做好防雨措施，严防雨水冲走砂浆，造成砌

体倒塌。

4、基础砌砖时，应经常注意和检查基坑土质变化情况，有

无崩裂和塌陷现象。

5、基坑边堆放材料距离坑边不得少于 1m。尚应按土质的坚

实程度确定，当发现土壤出现水平或垂直裂缝时，应即将材料搬

离并进行基坑装顶加固处理。

6、砌基础时，应检查和经常注意基坑土质变化情况，有无

崩裂现象，堆放砖块材料应离开坑边 1m 以上。

7、砌块施工时，不准站在墙身上进行砌筑、划线、检查墙

面平整度和垂直度、裂缝、清扫墙面操作，也不准在墙身上行走。

9.0.3 混凝土

1、浇注框架、粱，柱砼应设操作台，不得直接站在模板或

支撑上操作。

2、浇注拱形结构，应自两边拱脚对称同时进行，浇捣料仓，

下口应先封闭。

3、用手推车运输水泥、砂、石子，不应高出车斗，行使不

应抢先爬头。

5、临时堆放备用水泥，不应堆叠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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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农村危房改造结构设计方案

一、建设规划

农村住房建设应当符合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根

据需要合理编制村庄建设规划，科学选址，充分利用原有宅基地、

空闲地和其它未利用地，禁止占用基本农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避免占用耕地、天然林地、公益林地。合理避让地震活动断裂带、

地质灾害隐患区、山洪灾害危险区和行洪泄洪通道。

二、建筑设计

危房改造新建改建房屋宜采用平屋顶、外墙建议采用水泥抹

面，不宜贴瓷砖，适当控制门窗尺寸。

（一）农房设计应遵循安全、经济、适用、美观和节约用地

的原则。

（二）农房设计在建筑形式、细部设计及装饰装修上应延续

传统建筑风格，突出地域和民族特色。

（三）农房设计应遵循经济性原则，根据生产、生活需求，

科学确定农房建设用地和建筑面积标准。

（四）农房设计应道循适用性原则，围绕使用功能并兼顾周

围环境，采用科学合理的功能布局以符合村民需求。

三、结构设计

农村危房改造必须要有基本的结构设计，没有基本的结构设

计不得开工。要依据基本的质量标准和结构设计。基本的结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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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内容应包括地基基础、承重结构、抗震构造措施、围护结构等

分项工程的建设要点，可使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推荐的通用建设

图纸或委托设计单位、专业人员进行设计。

四、结构布置及结构体系

（一）房屋体型应简单、规整，平面不宜局部突出或凹进，

立面不宜高度不等。

（二）承重墙体平面布置宜规则、对称，竖向应保持上下连

续，宜优先采用横墙承重或纵横墙共同承重的结构体系。

（三）同一房屋不应采用生土墙与砖墙、砌块墙或石墙混合

承重的结构体系，不应使用独立砖柱、砌块柱、石砌柱、土坯柱

等承重方式。

（四）承重墙体设置门窗洞口应符合以下要求：

1、在同一轴线上，窗间墙的宽度宜均匀，承重窗间墙最小

宽度及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不应小于 1000mm。

2、层高 1/2 处门窗洞口所占的水平截面面积，对承重横墙

不应大于总截面面积的 25%，对承重纵墙不应大于总截面面积的

50%。

3、不应在房屋承重外墙转角处设置转角窗户。

五、结构选型

砖混结构

1、砖混结构房屋墙体抗震构造措施（构造柱、基础圈梁、

屋盖圈梁及砂浆配筋带）的设置要求同砖混结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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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重墙使用的砖块，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MU7.5；墙体厚

度不应小于 240mm；砌筑砂浆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M2.5，严禁采用

泥浆或不加水泥的石灰砂浆砌筑。

3、地震设防区严禁使用空斗砖墙承重形式。

4、砖墙承重结构房屋的抗震横墙最大间距：7 度时不应超

过 5m。

5、本地区为 7 度设防烈度，抗震构造措施应符合以下最低

要求：

一是房屋四角及纵横墙交接处，应沿墙高每隔不大于 500mm

设 2A6 拉结钢筋，且每边伸入墙内不宜小于 1 米。

二是屋盖设有跨度超过 6.0m 的现浇钢筋混凝土大梁时，大

梁下必须设置构造柱及钢筋混凝土凉垫。未设构造柱时，大梁应

与墙体圈梁可靠连接或在梁下设置混凝土梁垫。

6、基础圈梁、屋盖处圈梁及水平交圈、闭合设置。遇有门

窗时，应在其上部增设相同截面的附加圈梁或附加砂浆配筋带，

其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750mm。

7、门窗洞口应采用钢筋混凝土过梁，钢筋混凝土过梁的支

承长度不应小于 300mm。

8、砖砌女儿墙厚度不应小于 240mm，高度不应大于 500mm，

并且在出入口位置处应有可靠锚固措施。

9、施工要求

一是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施工时，必须先砌墙，墙体与构造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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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处应砌成马牙槎，后浇筑构造柱。构造柱不可单独设置基础，

应伸入室外地面下 500mm，并与基础圈梁相连。

二是砌筑前，非粘土烧结实心砖应提前 1～2 天浇水润湿。

三是砖墙灰缝应横平竖直，厚薄均匀。水平灰缝的厚度宜为

10mm，不应小于 8mm，不应大于 12mm。水平灰缝砂浆应饱满，竖

向灰缝不得出现透明缝、瞎缝和假缝。

四是砖墙砌筑时应上下错缝，内外搭砌。墙体在转角和内外

墙交接处应同时砌筑，对不能同时砌筑而又必须留置的临时间断

处，应砌成斜槎，斜槎的水平长度不应小于高度的 2/3，严禁砌

成直槎。

五是埋入砖墙灰缝中的拉接筋，应位置准确、平直，其外露

部分在施工中不得任意弯折。

六是砖墙每日砌筑高度不建议超过 1.5m。

构造柱设置要求

烈度 房屋层数 构造柱设置

7 度

1 层 房屋外墙转角处

2 层
房屋外墙转角处，外墙与内横墙连接

处每隔一开间设一个

8 度 1 层 房屋外墙转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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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层
房屋外墙转角处，外墙与内横墙连接

处

10、当砌块承重墙内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时，应符合以下

要求：

一是构造柱最小截面尺寸：厚度同墙厚，宽度不小于 190mm。

二是纵向钢筋不少于 4B12，箍筋不少于 A6＠250。

13、当砌块承重墙内设置芯柱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是单个芯柱插筋宜为 1A10，芯柱截面不应小于 100mm×

100mm。

二是芯柱钢筋应贯穿现浇板、圈梁，屋盖应伸入顶部圈梁，

并可靠锚固。

六、毛石基础施工

一是砌筑毛石基础时，毛石强度等级要求是 MU30，基底应

用 M1O 水泥砂浆找平坐浆砌筑，石块大面向下，并选择比较方正

的石块砌在各转角处。

二是应根据石块的形状交错位置，内外接 80-100mm，尽量

使石块间缝隙最小，然后将砂浆填在空隙中，并用铁钎插捣密实。

严禁采取先放小石块后灌浆的做法。

三是基础应分层砌筑，每层高度 250-400mm。基础最上层的

石块，宜选用较大的毛石砌筑。基础的第一层及转角处、交接处

和洞口处，应选用较大平毛石砌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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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毛石基础的转角及交接处应同时砌筑。如不能同时砌筑

又必须留槎时，应砌成斜槎。

五是毛石基础砌筑高度不应超过 1.0 米。

六是毛石的砌筑砂浆厚度宜为 20-30mm,砂浆应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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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检查工作方案

为了指导我市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査工作，结

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农村危房改造最低建设要求》、《关于加强农

村危房改造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和我市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农村危房改

造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加快推进我市农村危房改造和住房

保障工作，确保每一户农村危房通过改造达到合格标准，结构安

全，功能配套，满足工程质量标准。

二、落实责任

（一）各乡镇对本行政区域的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质量安全管

理承担直接责任。

1、依据质量安全标准，定期组织当地管理和技术人员开展

现场质量安全检查，并做好现场检查记录。

2、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建立落实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质量

安全检查、巡查制度。

3、负责现场监督检查人员的管理，组织培训建筑工匠。

4、对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危房改造项目使用的钢材、水泥等

主要建筑材料进行抽检出厂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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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乡镇对本行政区域的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质量安全履

行管理制度。

1、在本辖区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开工前，派出现场监督检查

人员指导建房户按照设计图纸施工，危房改造户与承建方签订施

工合同（协议）。

2、将承建方信息、施工合同（协议）及主要材料出厂合格

证及重要部位的照片（挖槽、地梁、主体砌注过程、竣工）等材

料，装入对应农村危房改造档案。

3、各乡镇政府派出现场监督检查人员开展施工质量及安全

检查和巡查，并做好《2020 年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质量及安全检

查记录》的登记。

4、本辖区内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竣工后，安排现场监督检查

人员指导竣工验收。

5、农村危房改造承建方承担相应的工程质量及安全责任。

三、检查巡查的主要内容

（一）施工图具备情况，委托设计单位提供设计图。

（二）按施工图纸施工情况。地基基础、承重结构、抗震构

造措施、围护结构、屋面和室内有防水要求的部位，需严格按施

工图纸进行施工。

（三）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现场监督检查人员开展随机抽查。

对以上检查（巡查）发现施工现场存在的质量安全隐患，由现场

监督检查人员立即下达《整改通知单》限期整改到位。检查（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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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人员在现场及时做好检查（巡查）记录。已填写的现场检查

（巡查）记录要全部纳入危房改造户档案或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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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农村危房改造质量检查标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我市农村危房改造和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确

保每一户危房改造户通过改造，住房达到主要部件合格，结构安

全，功能配套，满足基本的工程质量标准，现结合我市实际，制

定本标准。

第二条 质量检查验收分为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竣工验收

三个阶段。

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两个分部均属结构工程，包括所有结构

构件，以及维修加固、代换结构构件的质量检查验收。通过控制

结构构件及连接改造的质量来确保整体结构安全。地基基础工程

质量检查验收包含场地、地基、基础三个分部检查验收。主体结

构工程质量检查验收包含砌体结构、混凝土结构、木结构、抗震

构造措施等分部检查验收。

工程竣工验收是已完成工程设计或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准

备交付使用前的质量检查验收。验收内容包括地面、屋面、水、

电等分部工程的验收，主要检查安全、使用功能和工程质量。

第三条 质量检查验收由市城乡规划局、乡（镇）政府建设

所经培训的工作人员、承建方和建房户完成。

检查验收时需完成建筑材料验收、工序自检、隐蔽验收等日

常检查验收工作并做好记录。其中，基槽及钢筋工程隐蔽前应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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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作为验收资料留存。每一个工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工序

施工。

第四条 施工所依据的设计，建房户可选用设计图集，或委

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

第二章 结构质量检查

第五条 有建房户在承建方的协助下对工程中采用的砖（砌

块）、钢筋、水泥等主要材料进行验收，检查材料质量。

砖（砌体）、钢筋、水泥等材料应采用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所有承重墙采用的砖（包括烧结普通砖、烧结多孔砖、蒸压灰砂

砖、水泥砖、混凝土砖等）、砌块（包括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轻骨料混凝土小砌块），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7.4；严禁使用

过期和质量不合格的水泥；在主要承重构件中不得使用废旧钢

材，如需对钢筋进行调直，应采用机械调直。

第六条 地基基础分部质量检查

1、场地：处于有利地段或一般地段为合格，处于不利地段

或危险地段判定为不合格。

2、地基为软弱土、可液化土、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冻胀

土、新近填土或严重不均匀土层时，必须进行地基处理。地基处

理方式应根据当地土质条件、房屋数量、荷载情况等综合考虑。

处理后符合设计要求为合格，不处理的应判定为不合格。

3、基础必须置于岩土层或基岩上，同一房屋的基础不应设

置在土质明显不同的持底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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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重墙体宜采用无筋扩展基础，包括毛石基础、混凝土

基础、砖放脚基础等。除岩石地基外，房屋基础埋深（从室外地

面向下算起）不应小于标准冻深 500mm。

第七条 主体分部质量检查

1、砖混结构房屋应按要求采取设置构造柱、基础圈梁、屋

盖圈梁等抗震构造措施。

2、承重墙墙体厚度不应小于 240mm，严禁使用空斗砖墙、

180 厚砖墙。若采用，为不合格。应采用水泥砂浆或混合砖墙。

采用泥浆或不加水泥的石灰砂浆，为不合格。

3、砖混结构房屋的抗震构造措施。

（1）抗震横墙最大间距不应超过 5m。

（2）房屋四角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构造柱截面可取

240mmx240mm，纵向钢筋不少于 4Φ12，箍筋不少于Φ6＠250。

砌体与构造柱间应留有马牙槎。

（3）房屋周边墙体与承重横墙应设置钢筋混凝土基础圈

梁，圈梁截面高度不小于 180mm，宽度不小于砖墙厚度，纵向钢

筋不少于 4Φ10，箍筋不少于Φ6＠250。

4、门窗洞口顶部应设置过梁。

第三章 工程竣工质量检查

第八条 改造后的农村住房应符合以下要求：

1、实现寝居、食寝等功能分区，卧室、厨房等布局合理。

2、室内净高不小于 2.8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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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墙体应符合以下要求：

1、布置完备，在平面、竖向与门窗洞口形成围合空间。

2、表面平整、无明显歪斜。

3、外墙砂浆抹面层应干净整洁，保温符合图纸设计要求。

第十条 门窗应符合以下要求：

1、门窗设置合理，玻璃、窗扇、门板等构件完备，耐久、

安全。

2、门窗安装到位，框、扇无变形，使用灵活，关闭严密。

门窗框与洞口边缘连接紧密、抹灰平整，窗台表面处理平整。

第十一条 屋面应符合以下要求：

1、围护构件完备，耐久性符合要求。

2、屋面结构安全可靠，屋面整体达到正常使用及遭遇地震、

暴雪、大风、暴雨时安全性要求，无漏雨、渗水现象。

3、采用坡屋面时，彩钢板铺设整齐、匀称，粘贴牢固，搭

接严密，檐口平直。当屋顶存在掉落灰土、烟尘等隐患时，需在

室内屋顶下方采取加设隔层的措施，隔层结构安全、构件完备、

平整洁净。

4、采用平屋面时，屋面找坡符合相关规范要求，找坡面层

平整，无积水、无明显裂缝等现象。

第十二条 室内地面应硬化，硬化层密实、平整。

第十三条 室内环境应符合以下要求：

1、朝向良好，至少有一个房间能获得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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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卧室、厨房直接自然采光且可自然通风。

第十四条 竣工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结构工程质量合格。

2、基础、主体、屋面、墙面、保温、水、电、装饰装修等

分部施工完毕，承建方自检合格。

第十五条 乡（镇）村建设所应整理相关资料，一户一册归

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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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农村危房改造建筑工匠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建筑工匠管理，提高农村建筑工匠技能

水平和职业道德，确保危房改造建设质量安全，根据《住房建设

部关于加强农村危房改造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建筑工匠，是指具备农房建设技能，

能够独立或者合伙承接高度不超过二层的农房建设的人员。

第三条 农村建筑工匠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农房建设活动

以及对其实施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建筑工匠培训

第四条 市规划局负责本行政辖区农村建筑工匠的监督指

导、培训、证书发放工作。

第五条 建筑工匠参加培训，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5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二）具有两年以上施工经验且得到改造户认可，期间未发

生过因个人原因导致的质量、安全事故。

（三）能够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质量责任和义务，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及安全意识。

第六条 市规划局委托有资格的培训机构负责给农村建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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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培训管理。经培训合格者，由培训机构颁发《结业证书》，在

全市区域内使用。

第三章 建筑工匠管理

第七条 对遗失《结业证书》，应当及时向发证机关报告，申

请补发。

第八条 农村建筑工匠承接农房工程应当依法与业主签订书

面《农房施工承包合同》，明确质量安全责任、质量保证期限和

双方的权利义务。

第九条 市规划局负责制订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落实危

房改造的技术指导工作，通用《农村危房改造建设施工图纸》，

供农户参考。

第十条 农村建筑工匠必须做到按合格的施工图施工，对所

承接的危房改造工程的质量及安全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农村建筑工匠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施工操作

规范和施工技术标准，对所承接工程不得使用不符合工程质量要

求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构配件。农村建筑工匠应当遵守职业操守，

应帮助户主挑选、使用合格建材，对户主要求使用不符合工程质

量要求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构配件应当规劝和拒绝。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农村建筑工匠违反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