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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泸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城乡住房和

市政基础设施重建专项实施方案

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ꎬ为推进城乡住房和市政基础设施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ꎬ依据灾害损失评估报告ꎬ根据« “９５”泸定地

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ꎬ制定本方案ꎮ

第一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

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ꎬ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ꎬ认真

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决策部署ꎬ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ꎬ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以

“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为总抓手ꎬ坚持“讲政治、抓发

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ꎬ按照省委、省政府“９５”泸定地

震恢复重建工作部署ꎬ以保障安全和改善民生为核心ꎬ统筹兼顾恢

复重建与发展提升ꎬ注重灾后重建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新型城镇

化、乡村振兴、文化保护传承、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ꎬ立足当前、着

眼长远ꎬ高质量重建城乡住房和市政基础设施ꎬ改善灾区城乡人居

环境ꎬ提高人民生活品质ꎬ推动地震灾区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ꎬ推

进灾区现代化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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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基本原则

安全第一ꎬ科学重建ꎮ 城乡住房和市政基础设施重建选址要

有效避让地震断裂带、地灾隐患点、行洪泄洪通道等ꎬ科学确定重

建方式ꎬ同步实施避险搬迁ꎬ严格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和技术规

范ꎬ严格落实抗震设防工程要求ꎬ科学合理确定重建主要任务ꎬ确

保灾后重建有力有序推进ꎮ

安居宜居ꎬ保障民生ꎮ 将城乡住房重建摆在突出和优先位置ꎬ

高效推进市政基础设施重建ꎮ 尊重民族地区生产生活习惯和群众

重建意愿ꎬ综合采取就地重建、异地重建、货币化安置等方式ꎬ科学

制定重建计划ꎬ有序实施重建项目ꎬ帮助灾区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ꎮ

四化同步ꎬ统筹发展ꎮ 将城乡住房和市政基础设施灾后重建

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等相结

合ꎬ在满足群众安居需求的基础上ꎬ统筹恢复重建和完善提升需

求ꎬ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和安全韧性ꎬ激活生态、文化、旅游等特

色产业活力ꎬ推动灾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ꎮ 支持甘孜州和雅安

市结合实际编制灾后城乡住房和市政基础设施重建专项规划ꎬ统

筹实施重建重点项目和完善提升项目ꎮ

保护生态ꎬ突出特色ꎮ 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理念ꎬ以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前提ꎬ突出地域和民族特色ꎬ

倡导使用乡土材料和地方元素ꎬ科学组织引导当地乡村建设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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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ꎬ统筹传统村落、历史建筑、特色民居的保护和活化利用ꎬ传承

文化基因ꎮ

多元参与ꎬ创新机制ꎮ 充分发挥政府规划引领、政策引导和项

目帮扶等作用ꎬ充分调动受灾群众自力更生、主动重建的积极性ꎬ

鼓励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灾后重建ꎬ探索完善多方参与的重建机制ꎬ

多渠道筹集资金ꎬ整合各方力量支持灾后重建ꎮ

第三节　 重建期限与范围

一、重建期限

城乡住房重建期限为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ꎬ市政基础设施重建期限

为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年ꎮ

二、城乡住房重建规划范围

根据应急管理部中国地震局发布的«四川泸定 ６ ８ 级地震烈

度图»ꎬ将地震烈度 ６ 度及以上区域因地震受损的住房纳入重建规

划范围ꎬ涉及雅安市、甘孜州和凉山州的 １２ 个县(市)ꎬ８２ 个乡镇

(街道)ꎮ

表 １　 城乡住房重建规划范围

最高地震

烈度
乡镇(街道)

数量

(个)

９ 度
泸定县:磨西镇、得妥镇、燕子沟镇、德威镇

石棉县:王岗坪彝族藏族乡、草科藏族乡、新民藏族彝族乡
７

８ 度
泸定县:磨西镇、燕子沟镇、得妥镇、德威镇

石棉县:王岗坪彝族藏族乡、草科藏族乡、新民藏族彝族乡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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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地震

烈度
乡镇(街道)

数量

(个)

７ 度

泸定县:燕子沟镇、泸桥镇、德威镇、磨西镇、冷碛镇、兴隆镇、得妥

镇、烹坝镇

康定市:榆林街道、贡嘎山镇

九龙县:洪坝乡、湾坝镇

石棉县:草科藏族乡、蟹螺藏族乡、安顺场镇、王岗坪彝族藏族乡、

丰乐乡、新棉街道、迎政乡、美罗镇、新民藏族彝族乡、永和乡

汉源县:宜东镇、富乡乡、前域镇

荥经县:牛背山镇

天全县:喇叭河镇

２７

６ 度

甘孜藏族自治州:烹坝镇、贡嘎山镇等 ３２ 个乡镇(街道)

雅安市:安顺场、宜东镇等 ３５ 个乡镇(街道)

凉山彝族自治州:大桥镇、新茶乡等 ９ 个乡镇

７６

三、市政基础设施重建规划范围

根据应急管理部中国地震局发布的«四川泸定 ６ ８ 级地震烈

度图»ꎬ将地震烈度 ７ 度及以上区域因地震受损的市政基础设施纳

入重建规划范围ꎬ涉及雅安市和甘孜州的 ７ 个县(市)ꎬ２７ 个乡镇

(街道)ꎮ

表 ２　 市政基础设施重建规划范围

最高地震

烈度
乡镇(街道)

数量

(个)

９ 度
泸定县:磨西镇、得妥镇、燕子沟镇、德威镇

石棉县:王岗坪彝族藏族乡、草科藏族乡、新民藏族彝族乡
７

８ 度
泸定县:磨西镇、燕子沟镇、得妥镇、德威镇

石棉县:王岗坪彝族藏族乡、草科藏族乡、新民藏族彝族乡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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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地震

烈度
乡镇(街道)

数量

(个)

７ 度

泸定县:燕子沟镇、泸桥镇、德威镇、磨西镇、冷碛镇、兴隆镇、得妥

镇、烹坝镇

康定市:榆林街道、贡嘎山镇

九龙县:洪坝乡、湾坝镇

石棉县:草科藏族乡、蟹螺藏族乡、安顺场镇、王岗坪彝族藏族乡、
丰乐乡、新棉街道、迎政乡、美罗镇、新民藏族彝族乡、永和乡

汉源县:宜东镇、富乡乡、前域镇

荥经县:牛背山镇

天全县:喇叭河镇

２７

第四节　 重建目标与时序安排

一、重建目标

按照省委、省政府对灾后恢复重建的工作部署ꎬ科学、规范、有

序推进城乡住房和市政基础设施重建工作ꎬ２０２３ 年底基本完成城

乡住房重建ꎬ２０２４ 年底基本完成市政基础设施重建ꎮ 统筹“十四

五”规划实施ꎬ实现灾区城乡住房安全性能进一步加强ꎬ市政基础

设施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ꎬ城乡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ꎬ人文魅力进

一步彰显ꎬ为灾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奠定坚实

基础ꎮ

二、城乡住房重建时序安排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底ꎬ基本完成灾区 ３６３７８ 户城乡住房的维修加固ꎮ

２０２３ 年底ꎬ基本完成灾区 ９６３０ 户城乡住房恢复重建(含集中安置

居民点建设)和 ７９０ 户货币化安置ꎮ 传统村落和部分高海拔地区

住房的重建ꎬ考虑遗产价值、施工难度和冬季施工限制等因素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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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延后ꎮ

三、市政基础设施重建时序安排

２０２３ 年底ꎬ基本恢复与群众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受损市政基

础设施功能ꎮ ２０２４ 年底ꎬ基本完成市政基础设施重建工作ꎮ

第二章　 建设任务

第一节　 城乡住房重建

　 　 一、住房重建处置方式

根据受损房屋评估、鉴定结果和抗震设防要求ꎬ本次震后城乡

住房重建采取恢复重建、维修加固、货币化安置(含购房安置、投亲

靠友)等方式ꎬ结合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城镇棚户区改造、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等工作ꎬ统筹推进城乡住房重建ꎮ 农村住

房恢复重建应坚持以原址重建为主、异地重建为辅ꎬ异地重建要开

展科学评估ꎬ采取统规统建、统规自建等方式推进ꎮ

(一)恢复重建方式ꎮ

住房完全倒塌或多数承重构件倒塌、严重破坏和部分倒塌ꎬ在

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确定为“倒塌”的住房ꎻ住房多数承重构件

明显裂缝ꎬ部分严重裂缝ꎬ局部酥碎或倒塌ꎬ在地震灾害损失评估

报告确定为“严重损坏”(住房安全性鉴定为 Ｄ 级)的住房ꎬ原则上

应纳入恢复重建处置ꎮ

住房安全性鉴定为 Ａ 级的不纳入重建处置范围ꎮ

因避让地震断裂活动带、严重威胁群众且治理效果不佳或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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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费用太高的地灾隐患点ꎬ经评估确需异地重建的住房ꎬ可纳入恢

复重建处置ꎮ

(二)维修加固方式ꎮ

住房多数承重构件裂缝、部分明显裂缝、非承重构件严重破

坏ꎬ在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确定为“严重损坏” (住房安全性鉴

定为 Ｃ 级)的住房ꎻ个别承重构件出现轻微裂缝ꎬ个别非承重构件

明显破坏、附属构件有不同程度破坏ꎬ在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确

定为“一般损坏”(住房安全性鉴定为 Ｂ 级)的住房ꎬ原则上应纳入

维修加固处置ꎮ

(三)其他方式ꎮ

对纳入恢复重建处置的住房ꎬ群众可选择货币化安置ꎻ对不愿

纳入恢复重建处置的少量 Ｄ 级住房ꎬ经委托专业的勘察设计和施

工单位进行维修加固处理后可达到相关要求的ꎬ经有关部门审核

同意后ꎬ可纳入维修加固处置ꎻ对重建意愿较强且无维修加固价值

的 Ｃ 级住房ꎬ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后ꎬ可纳入恢复重建处置ꎮ

二、住房重建标准与要求

(一)用地标准ꎮ

根据国家«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标准»相关要求ꎬ结合灾区实际ꎬ确定城镇住房灾后恢复

重建人均居住用地标准为 ３８ 平方米ꎮ

农村住房原址重建用地标准不得突破原宅基地标准ꎻ异地重

建建设用地和宅基地指标依据现行国家和四川省相关标准要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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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灾区各地综合确定ꎮ 农村每户宅基地面积测算人数标准为:每

户 ３ 人以下的按 ３ 人计算ꎬ每户 ４ 人的按 ４ 人计算ꎬ每户 ５ 人以上

的按 ５ 人计算ꎮ

(二)面积测算标准ꎮ

借鉴“８８”九寨沟地震恢复重建经验ꎬ按照 «四川省 “十四

五”城镇住房发展规划»相关要求ꎬ结合灾区实际ꎬ确定城镇住房

恢复重建户均建筑面积测算标准为 ９０ 平方米ꎮ

统规统建的农村住房户均建筑面积测算标准为 １２０ 平方米ꎻ

自建(含统规自建) 农村住房户均建筑面积测算标准为 １５０ 平

方米ꎮ

(三)基本要求ꎮ

一是确保选址安全ꎮ 由地方政府结合区域生产生活条件等因

素ꎬ按程序和相关规定开展选址工作ꎬ应避让地震断裂带、地质灾

害隐患点、行洪泄洪通道以及地质灾害极高危险区ꎮ 确实难以避

让的应采用工程治理等措施ꎬ确保选址安全ꎬ并满足水源、交通、市

政工程等建设的要求ꎮ 对于受地质灾害威胁ꎬ难以实施工程治理

的ꎬ应采取异地重建ꎮ 在施工前须开展地质详勘和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ꎬ确保场地地质安全稳定ꎮ 二是保障质量安全ꎮ 城镇住房

重建要加强对设计、施工、监理和竣工验收等全过程管控ꎬ委托具

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实施ꎬ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ꎻ农房重建应

落实«四川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 «四川省农村居住建筑抗震

设计导则» «四川省农村居住建筑抗震构造图集» «四川省居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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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维修加固技术导则»等有关要求和标准规范ꎬ地方政府可制定发

布适宜的建设图集ꎬ加大乡村建设工匠培训力度ꎬ农房恢复重建应

达到国家规定的抗震设防标准或满足相关工程质量标准的要求ꎬ

农房维修加固应实现较震前房屋整体质量有较大幅度提升ꎮ 对于

评估后不符合要求的女儿墙、店铺招牌、出屋顶烟囱等易倒塌伤人

的非结构构件ꎬ应予以拆除或降低高度ꎬ消除或者减少其安全隐患

等不利因素影响ꎮ 三是注重集约节约、完善配套ꎮ 城镇住房恢复

重建应注重节约集约用地、紧凑布局ꎬ根据人口规模和相关要求配

套公共服务设施ꎮ 农村住房恢复重建应坚持宜聚则聚、宜散则散ꎬ

尊重农村居民意愿ꎬ方便生产生活ꎮ 集中安置居民点建设应综合

考虑周边场镇设施的延伸覆盖ꎬ完善与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配套ꎮ 四是突出绿色宜居、风貌特色ꎮ 优化房

屋功能布局ꎬ挖掘民族文化元素、保留传统建筑、彰显风貌特色ꎮ

推行绿色建筑ꎬ推广木材替代ꎬ倡导使用新型建材ꎬ鼓励完善节能

措施ꎬ降低建筑能耗ꎮ 农房恢复重建可因地制宜推广装配式农房ꎬ

推广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和乡土材料应用ꎬ推动现代宜

居农房建设ꎮ

三、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

(一)统筹推动农房重建与传统村落保护ꎮ

综合考虑地震破坏、地震遗址等因素ꎬ完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规划ꎬ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ꎬ进一步加大对村落的传统格局、街巷

肌理、历史风貌、非物质文化等历史遗产的保护力度ꎬ避免大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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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ꎮ 按照文物和历史建筑保护的相关要求ꎬ科学制定传统村落中

的农房保护修缮方案ꎬ有序实施重建ꎮ 在维修加固和保护修缮过

程中ꎬ既要保障结构安全、保护传统建筑风貌ꎬ又要注重改善住房

功能、提升房屋性能和设施配套水平ꎮ 对与传统村落整体风貌不

协调的农房ꎬ应在恢复重建的基础上ꎬ按照保护发展规划的要求进

行改善提升ꎬ必要时可依法采取补偿、置换等方式予以拆除重建ꎮ

在灾区传统村落中恢复重建农村住房 ２４２ 户ꎬ维修加固 ８５４ 户ꎬ货

币化安置 ３４ 户ꎮ 各地在重建实施中ꎬ要充分考虑传统村落民居特

点ꎬ在资金安排上给予倾斜ꎬ合理安排重建进度ꎮ

表 ３　 灾区传统村落重建一览表

地震
烈度

序号
传统村落
名称

位置 等级 农房重建情况

７ 度

１ 蟹螺堡子
石棉县蟹螺乡
江坝村四组

国家级
维修加固 ７６ 户ꎬ恢复重建
４ 户

２ 俄足堡子
石棉县蟹螺乡
猛种村五组

国家级
维修加固 ３７ 户ꎬ恢复重建
３７ 户

３ 猛种堡子
石棉县蟹螺乡
猛种村二组

国家级
维修加固 ５０ 户ꎬ恢复重建
４９ 户

４ 木耳堡子
石棉县蟹螺乡
猛种村一组

国家级
维修加固 ４２ 户ꎬ恢复重建
４２ 户

５ 银锭虎堡子
石棉县蟹螺乡
大湾村四组

省级
(已公示)

维修加固 ４０ 户ꎬ恢复重建
１７ 户

６ 化林村
泸定县兴隆镇
化林村

国家级
(已公示)

维修加固 １８６ 户ꎬ恢复重
建 ４ 户ꎬ货币化安置 １２ 户

７ 天罡村
汉源县宜东镇
天罡村

国家级 —

６ 度

８ 民主村
汉源县九襄镇
民主村

国家级 —

９ 富民村
汉源县清溪镇
富民村

国家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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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
烈度

序号
传统村落
名称

位置 等级 农房重建情况

６ 度

１０ 平等村
汉源县河南乡
平等村

省级
(已公示)

恢复重建 １ 户ꎬ货币化安
置 １ 户

１１ 昂州村
泸定县岚安乡
昂州村

省级
维修加固 ２５２ 户ꎬ恢复重
建 ３６ 户ꎬ货币化安置 １２ 户

１２ 脚乌村
泸定县岚安乡
脚乌村

省级
维修加固 １７１ 户ꎬ恢复重
建 ５２ 户ꎬ货币化安置 ９ 户

(二)有序推动传统村落活化利用ꎮ

结合灾后重建ꎬ深入推进甘孜州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示范工作ꎬ支持石棉县申报创建省级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县ꎮ 加强蟹螺堡子、俄足堡子、猛种堡子、木耳堡子、天罡村、民主

村、富民村、化林村 ８ 个中国传统村落和银锭虎堡子、平等村、昂州

村、脚乌村 ４ 个四川传统村落的系统保护和活化利用ꎬ传承历史风

貌和民族特色ꎬ改善对外交通、配套设施和人居环境ꎮ 加大政府支

持力度ꎬ有序引导国有企业、社会资本参与传统村落重建、保护与

利用ꎬ结合周边旅游资源ꎬ打造文旅品牌ꎬ推动农旅融合ꎬ促进传统

村落振兴发展ꎮ

四、住房重建重点任务

根据重建处置方式标准ꎬ将灾区城乡住房 ９６３０ 户恢复重建、

３６３７８ 户维修加固和 ７９０ 户货币化安置纳入重建重点项目ꎬ共计

４６７９８ 户ꎬ其余受损轻微(住房安全性鉴定为 Ａ 级)和无重建意愿

的受损住房不纳入本次重建处置ꎮ 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据实核定

重建规模ꎮ

(一)城镇住房重建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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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住房重建 ４８６８ 户ꎬ其中ꎬ恢复重建 ４４３ 户、维修加固 ４４２４

户、货币化安置 １ 户ꎮ

(二)农村住房重建任务ꎮ

农村住房重建 ４１９３０ 户ꎬ其中ꎬ恢复重建 ９１８７ 户、维修加固

３１９５４ 户、货币化安置 ７８９ 户ꎮ

协同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 １００５ 户ꎬ其中ꎬ纳入恢复重建 ９４４

户、货币化安置 ６１ 户ꎮ

表 ４　 城乡住房重建规模

重建分类
规模(户)

甘孜 雅安 凉山 合计

城镇
住房

恢复重建 ３３１ １１２ — ４４３

维修加固 １１０２ ３３２２ — ４４２４

货币化安置 １ — — １

小计 １４３４ ３４３４ — ４８６８

农村
住房

恢复重建 ５３３５ ３８４９ ３ ９１８７

　 　 其中:避险搬迁 ５８３ ３６１ — ９４４

维修加固 １９６６２ １１８０５ ４８７ ３１９５４

货币化安置 ７２７ ６２ — ７８９

　 　 其中:避险搬迁 ３６ ２５ — ６１

小计 ２５７２４ １５７１６ ４９０ ４１９３０

合计 ２７１５８ １９１５０ ４９０ ４６７９８

(三)协同推动集中安置居民点建设ꎮ

统筹建设 ３３ 个集中安置居民点ꎬ其中ꎬ特大型集中安置居民

点(１００１ 人及以上)１ 个ꎬ大型(６０１—１０００ 人)２ 个ꎬ中型(２０１—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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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１０ 个ꎬ小型(不大于 ２００ 人)２０ 个ꎮ 集中安置居民点建设应由

地方政府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ꎬ实施中相关部门按职能职责做好

选址、地质详勘、设施配套等工作ꎬ有序实施、确保安全ꎮ 特大型和

大型集中安置居民点原则上以统规统建方式进行建设ꎮ 地质灾害

避险搬迁按照“能搬则搬、应搬尽搬ꎬ避让优先、适度疏解”的原

则ꎬ协同推进石棉县跃进村、幸福村和泸定县湾东村、紫雅场村、联

合村 ５ 个村庄的整村搬迁ꎮ

第二节　 市政基础设施重建

一、市政基础设施重建总体要求

(一)科学系统谋划重建工作ꎮ

市政基础设施为系统性工程ꎬ且震前存在突出问题和明显短

板ꎬ应系统谋划重建工作ꎬ积极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ꎬ适度兼顾

长远发展需求ꎬ增强安全可靠性ꎮ 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

后地上”的原则有序实施ꎮ 要与当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

空间规划、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等相协调ꎬ坚持实事求是、适度

超前ꎬ合理确定建设标准和规模ꎮ

(二)因地制宜确定重建处置方式ꎮ

在“以损定建”的原则下ꎬ根据市政基础设施受损程度ꎬ分为

恢复重建和维修加固两类处置方式ꎮ 恢复重建是针对震后被彻底

破坏、严重破坏或修复成本过高、功能无法正常发挥的受损设施ꎬ

以系统恢复、重建功能为主的重建方式ꎻ维修加固是针对震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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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ꎬ部分功能发挥不充分的受损设施ꎬ经过修复加固后可正常使

用的重建方式ꎮ

(三)统筹兼顾系统消除安全隐患ꎮ

市政基础设施重建要与灾区各类重建项目相协同ꎬ把功能恢

复放在首位ꎬ优先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ꎮ 各类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应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ꎬ排除地灾隐患ꎬ做到“三避

让”ꎬ并根据评估结果落实对应防治措施ꎮ 未纳入本次重建规划项

目表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ꎬ要与“十四五”规划相衔接ꎬ与国

省正在推进的行业重点工作相衔接ꎬ采取多种渠道筹集资金、整合

资源ꎬ分步统筹实施ꎮ

二、市政基础设施重建主要任务

(一)恢复提升市政道路桥梁服务能力ꎮ

维修加固受损市政道路和桥梁ꎬ消除安全隐患ꎮ 道路、桥梁的

重建应执行国家现行有关规范标准ꎬ并且应与供水、排水等市政管

线协同实施ꎮ 统筹推进康定市、泸定县、石棉县、汉源县等城镇市

政道路恢复重建和维修加固项目ꎬ完善城镇道路交通系统ꎮ 维修

加固石棉县楠桠河三桥、彩虹桥等城市桥梁ꎬ提升通行能力ꎬ消除

安全隐患ꎮ 结合市政道路重建ꎬ完善城市路网结构ꎬ加快公共停车

场建设ꎬ优化交通组织模式ꎬ提高路网的承载能力和运行水平ꎮ 推

进城镇应急避难场所建设ꎬ加强应急疏散通道建设ꎬ提升城镇应急

疏散能力ꎮ

(二)恢复提升城镇供水服务水平和排水管网收集能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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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加固石棉县、泸定县供水厂的设施设备以及泸定县供水

管网ꎬ保障供水能力ꎮ 维修加固石棉县县城污水处理厂震损设施

设备ꎬ恢复重建泸定县受损污水处理厂(站)ꎮ 统筹实施泸定县、

石棉县、荥经县等城镇的排水管网恢复重建项目ꎬ完善城镇排水收

集体系ꎬ有效提升生活污水收集能效ꎮ

受地灾影响ꎬ如需异地重建的污水处理设施ꎬ与居民点的卫生

防护距离一般不小于 ３００ 米ꎬ且应在水源保护区之外ꎮ

(三)维修加固受损城镇生活垃圾收转运和处理设施ꎮ

维修加固泸定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中转站和石棉县

垃圾渗滤液处理站ꎬ消除环境安全风险隐患ꎬ提升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水平ꎮ

(四)统筹推动城镇燃气设施建设和老旧管网改造ꎮ

落实国省相关要求ꎬ加快制定实施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

改造方案ꎬ维修加固泸定县冷碛镇受损的罐装气充装站ꎬ恢复液化

石油气供应保障能力ꎬ确保居民用气安全ꎮ

(五)完善城镇绿地设施配套ꎮ

恢复重建泸定县县城、磨西镇损毁的公园绿地ꎬ加强公园停车

场、公厕等配套服务设施的提升改造ꎬ统筹完善城市公园绿地

系统ꎮ

(六)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ꎮ

恢复重建泸定县、石棉县等集中供水工程及设备设施ꎬ提升农

村供水保障能力ꎮ 修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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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基础设施ꎮ 修复水质、大气等自动监测站ꎬ重建生态环境应急

监测监控中心ꎮ 统筹推动农村集中安置居民点的供水、供电、排

水、环卫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ꎮ

三、市政基础设施重建重点项目

(一)城镇市政基础设施ꎮ

实施市政道路桥梁、供水排水、环卫燃气、绿地设施等四类共

２１ 项城镇市政基础设施重点项目ꎮ
表 ５　 城镇市政基础设施重点项目

类别 分项 甘孜 雅安 合计

市政道路
桥梁

市政道路(公里) ２１ ４０ ４ ０ ２５ ４０

市政桥梁(公里) ０ ８９ ０ ６２ １ ５１

供水排水

供水厂(座) ３(县城) １(县城) ４

供水管网(公里) １５ ００(县城) ０ ００ １５ ００

污水处理厂(座) ６ １ ７

排水管网(公里) ６５ ４０ １６ ５４ ８１ ９４

环卫燃气
燃气设施(座) １ ０ １

环卫设施(座) ３ １ ４

绿地设施 绿地面积(公顷) ５ ８０ ０ ００ ５ ８０

(二)农村基础设施ꎮ

实施农村饮水工程、农村排水工程、农村环卫工程、农村供电

工程、农村道路工程、农村应急避险工程六类共 ５２ 项重点项目ꎮ

其中ꎬ农村饮水工程包括乡镇集中供水工程、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等

１３ 个项目ꎬ农村排水工程包含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水质大气自动监测站等 ３０ 个项目ꎬ农村环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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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包含集中安置居民点的生活垃圾收集和转运设施设备建设等 ２

个项目ꎬ农村供电工程包含集中安置居民点的箱式变压器、强弱电

管线建设等 ３ 个项目ꎬ农村道路工程包括集中安置居民点的内部

生活生产道路、联户路、入户路建设等 ３ 个项目ꎬ农村应急避险工

程为集中安置居民点的应急避险场所 １ 个项目ꎮ

第三章　 投资规模及资金筹措

第一节　 投资估算范围与原则

　 　 一、估算范围

(一)城乡住房投资估算范围为纳入重建方案的重建项目ꎬ包

括恢复重建费和维修加固费两类ꎬ主要为建安费用ꎬ拆迁、土地成

本、货币化安置、地质灾害防治等费用不计入本次估算ꎮ

(二)城镇市政基础设施投资估算范围为市政道路桥梁、供

水、排水、燃气、环卫、绿地设施等重建项目ꎮ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估

算范围包括饮水工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质大气自动监测

站等设施ꎬ以及经相关部门复核后的集中安置居民点的供水、排

水、环卫、供电等项目的投资ꎮ 拆迁、土地成本等不计入本次估算ꎮ

(三)前期的临时安置和过渡安置费用以及勘察设计等前期

费用与规划期末物价上涨因素未计入本次估算ꎮ

二、估算原则

(一)凡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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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ꎬ凡标准中无规定或不适用于本次重建的ꎬ参照类似项目结合

实际情况确定ꎮ

(二)城乡住房和市政基础设施依据重建规模、处置方式和估

算标准进行投资估算ꎮ

第二节　 投资估算标准

一、城镇住房

城镇住房恢复重建平均建安造价按 ３０００ 元 / 平方米测算ꎬ城

镇住房维修加固费平均按 ３７０ 元 / 平方米测算ꎮ

二、农村住房

充分考虑抗震烈度、高原高海拔气候和交通运输条件差异ꎬ在

各地实际住房建安造价的基础上ꎬ农村住房恢复重建建安造价控

制在 １３５０—２２００ 元 / 平方米ꎬ平均按 １８４０ 元 / 平方米测算ꎻ农村住

房维修加固费控制在 ２７０—３００ 元 / 平方米ꎬ平均按 ２９０ 元 / 平方米

测算ꎮ

三、市政基础设施

市政基础设施重建投资估算采取地方上报、部门审核方式确

定ꎬ项目经发展改革、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农业农村、应

急等部门审核后纳入重建规划项目表ꎬ包括城镇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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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投资规模

一、城乡住房

根据重建规模和估算标准测算ꎬ城乡住房重建估算总投资约

为 ３８ ６６ 亿元ꎮ 其中ꎬ城镇住房 ２ ５６ 亿元ꎬ农村住房 ３６ １０ 亿元ꎬ

具体项目投资规模根据地方造价标准据实核定ꎮ

表 ６　 城乡住房重建投资估算表

分类
投资规模(亿元)

甘孜 雅安 凉山 合计

城镇
住房

恢复重建 ０ ８９ ０ ２３ — １ １２

维修加固 ０ ３７ １ ０８ — １ ４４

小计 １ ２６ １ ３０ — ２ ５６

农村
住房

恢复重建 １７ ２４ ７ ７９ ０ ０１ ２５ ０４

维修加固 ７ ０８ ３ ８３ ０ １６ １１ ０６

小计 ２４ ３２ １１ ６２ ０ １７ ３６ １０

合计 ２５ ５８ １２ ９２ ０ １７ ３８ ６６

二、市政基础设施

根据重建任务目标ꎬ城镇市政基础设施重建项目估算总投资

约为 ２ ２１ 亿元ꎮ 其中ꎬ城镇市政道路和桥梁 ０ ９０ 亿元ꎬ给水排水

１ １７ 亿元ꎬ环卫燃气 ０ ０３ 亿元ꎬ绿地设施 ０ １１ 亿元ꎮ

农村基础设施重建项目估算总投资约为 ８ ４４ 亿元ꎮ 其中ꎬ饮

水工程 ２ ５３ 亿元ꎬ排水工程 ３ ７５ 亿元ꎬ环卫工程 ０ ０９ 亿元ꎬ供电

工程 ０ ７０ 亿元ꎬ农村道路工程 １ ２７ 亿元ꎬ农村应急避险工程 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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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ꎮ

表 ７　 市政基础设施重建投资估算表

分类
投资规模(亿元)

甘孜 雅安 合计

城镇市政
基础设施

城镇市政道路桥梁 ０ ５８ ０ ３２ ０ ９０

城镇供水排水 ０ ８４ ０ ３２ １ １７

城镇环卫燃气 ０ ０３ — ０ ０３

城镇绿地设施 ０ １１ — ０ １１

小计 １ ５７ ０ ６４ ２ ２１

农村基础
设施

农村饮水工程 １ ２９ １ ２３ ２ ５３

农村排水工程 １ ８１ １ ９４ ３ ７５

农村环卫工程 ０ ０８ ０ ０１ ０ ０９

农村供电工程 ０ ４６ ０ ２４ ０ ７０

农村道路工程 ０ ８７ ０ ４０ １ ２７

农村应急避险工程 ０ １１ — ０ １１

小计 ４ ６２ ３ ８２ ８ ４４

第四节　 资金筹措

重建资金主要通过政府补助、社会捐赠、融资贷款、群众自筹

等方式筹集ꎮ

城乡住房重建的省级补助部分由相关部门争取国家资金和省

级财政整合资金组成ꎻ市场运作部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ꎬ由建

设单位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方式筹措的资金组成ꎻ受灾

群众自筹部分由受灾群众利用自有资金、银行或住房公积金贷款

等组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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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负责统筹市政基础设施的重建资金ꎬ科学分配省级

财政包干补助资金ꎬ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委、省级有关部门给予资

金支持ꎬ加大县(市)财政投入ꎬ积极拓宽融资渠道ꎬ鼓励引导国有

企业、社会力量参与重建ꎮ

集中安置居民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发展改革、财政、生

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应急等部门依

据职能职责负责ꎮ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一节　 政策统筹

　 　 一、住房重建补助政策

按照«“９５”泸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持政策措施»ꎬ对因灾

受损且纳入恢复重建处置的住房ꎬ省级按 ６ 万元 / 户给予灾区算账

补助ꎻ对纳入维修加固处置的住房ꎬ按 ０ ５ 万元 / 户给予灾区算账

补助ꎬ由灾区具体制定分类分档补助标准ꎮ 货币化安置同等享受

城乡住房恢复重建补助政策ꎬ并由地方政府研究制定购房优惠等

政策ꎮ

二、建设政策

(一)城镇老旧小区、城镇棚户区改造相关政策ꎮ

支持灾区城镇老旧小区和城镇棚户区改造ꎮ 县城(城关镇)

内 ２００５ 年底前建成的受损住房ꎬ符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政策要求

的ꎬ给予优先支持ꎮ 城镇受损住房符合城镇棚户区改造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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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给予优先支持ꎮ

(二)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政策ꎮ

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等 ６ 类重点对象的农村危房改造、抗震设

防 ７ 度及以上地区的农房抗震改造以及其他符合政策规定的农村

困难群众基本住房安全保障支出给予补助ꎮ

(三)装配式建筑相关政策ꎮ

支持灾区推广装配式农房建设ꎮ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实施川西北民生项目木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 (川办发

〔２０１９〕１７ 号)要求ꎬ对符合条件的轻钢装配式结构农房重建项目ꎬ

给予优先支持ꎮ

(四)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政策ꎮ

指导灾区在灾后重建中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ꎬ系统化全域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ꎬ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县城)申报海绵城市建

设示范城市(县城)ꎮ

(五)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相关政策ꎮ

支持灾区城市燃气、给水、排水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ꎮ 对符合

老化更新改造条件的给予优先支持ꎮ

(六)争先创优相关政策ꎮ

鼓励支持灾区创建“省级生态园林县城”ꎬ培育“省级百强中

心镇”ꎮ 对符合评选条件的给予优先支持ꎮ

三、金融扶持

(一)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ꎬ受地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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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缴存人ꎬ不能正常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ꎬ不作逾期处理ꎮ 缴存

人因地震致使自住住房毁损需恢复重建、维修加固的ꎬ可优先办理

住房公积金提取ꎮ

(二)农房重建优惠信贷政策ꎮ 支持金融机构根据灾区农房

重建实际信贷需要ꎬ及时制定优惠政策措施ꎬ对有经济偿还能力、

自筹资金达到一定比例的受灾群众ꎬ适当提高贷款额度、降低贷款

利率、延长还款期限ꎬ提供灵活多样的贷款偿还方式ꎬ满足重建贷

款合理需求ꎮ 支持灾区对农房重建贷款给予财政贴息ꎮ

(三)其他金融支持政策ꎮ 城乡住房和市政基础设施重建涉

及的税费优惠、货币政策工具支持、信贷资金支持、保险资金保障

等政策ꎬ按照 « “９５” 泸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持政策措施»

执行ꎮ

四、土地政策

(一)灾后恢复重建优先安排用地指标ꎮ 单列支持地震灾区

灾后恢复重建所需新增建设用地规划指标ꎮ 优先核定受灾地区重

建用地规模ꎬ科学合理安排用地布局ꎬ妥善解决原址重建、易地重

建等不同类型的用地需求ꎮ

(二)统筹相关工作ꎮ 统筹地质灾害防治、避险搬迁、农房重

建等工作ꎬ积极争取国家在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三区三线”

微调和群众避险搬迁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ꎮ 在不破坏生态环境前

提下ꎬ支持灾区以乡镇为单元ꎬ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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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灾区各级人民政府要充分认识灾后恢复重建任务的艰巨性和

紧迫性ꎬ切实加强对城乡住房和市政基础设施重建工作的组织领

导ꎬ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和项目推进机制ꎬ完善各项规章制度ꎬ加强

督查ꎬ狠抓落实ꎬ将灾后城乡住房和市政基础设施重建任务目标纳

入政府绩效考核ꎬ确保重建按期保质保量完成ꎮ 各级发展改革、财

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

村、应急等部门ꎬ要按照职责分工ꎬ相互密切配合ꎬ做好重建指导、

资金保障、政策支持和监督检查等工作ꎮ 对部分存在返贫风险的

地区ꎬ地方政府要在住房重建、市政基础设施重建、产业发展等方

面给予重点帮扶ꎮ

二、加强建设管理

加强登记建档管理ꎬ建立和完善“一户一表、一乡(镇、街道)

一册、一县一台账”的城乡住房和市政基础设施灾后重建档案登记

工作制度ꎮ 城镇住房灾后重建坚持政府组织与市场运作相结合ꎬ

以政府组织、产权人自建等多种方式进行建设ꎮ 农村住房符合原

址重建条件的ꎬ产权人可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原址重建ꎬ灾区各

级人民政府应给予支持ꎻ需异地重建的ꎬ灾区各级人民政府应统筹

安排ꎬ依据相关政策、条件和程序实施ꎮ 城乡住房的维修加固原则

上由产权人自行组织ꎬ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或具有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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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的专业工匠进行加固设计和施工ꎬ产权人应与承建单位或自

然人签订协议ꎬ明确有关约定、义务和责任ꎬ履行合法手续ꎮ 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应推荐具有专业资质的施工单位和培训合格的乡村

建设工匠供居民备选ꎬ提供相关标准图集ꎬ加强技术指导和监督管

理ꎮ 一般损坏的农房维修加固方案ꎬ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

实施ꎻ严重损坏的农房维修加固ꎬ应由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编制维

修加固方案ꎬ经县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

实施ꎮ 市政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中ꎬ依法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应

当依法通过招投标确定实施单位ꎮ 推行“设计—采购—施工”或

者“设计—施工”工程总承包建设模式ꎮ

三、加强质量监管

鼓励政府购买专业技术服务ꎬ加强城乡住房重建的质量管理ꎮ

城镇住房恢复重建或维修加固完成后ꎬ应按规定进行验收ꎬ有关部

门应当加强对验收工作的管理ꎬ确保工程质量ꎮ 农村住房应加强

房屋地基处理和主体结构施工过程中的检查监管ꎬ抓好竣工验收ꎬ

各地要结合实际ꎬ制定农房重建竣工验收办法ꎬ指导和帮助农村居

民组织竣工验收ꎮ 加强对市政基础设施重建工程的指导督促和质

量监管ꎬ严格执行工程竣工验收规定ꎬ未经竣工验收或验收不合格

的不得投入使用ꎮ

四、加快建设进度

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ꎬ建立项目审批绿色通道ꎬ优化审批环节

和程序ꎬ提高效率ꎬ方便群众ꎮ 及时供应建设用地ꎬ积极筹措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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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ꎬ加强施工力量ꎬ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重建进度ꎬ按

期完成城乡住房和市政基础设施的重建工作ꎮ

五、确保建材供应

建立政府组织和市场供应相结合的供给体系ꎬ建立绿色通道ꎬ

保障建材供应ꎻ加强建材质量检测ꎬ严把建材质量关ꎬ提供合格建

筑材料ꎻ依法规范市场主体ꎬ加强价格监管ꎬ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

劣建材等违法行为ꎬ坚决打击趁机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串通涨价

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ꎮ 鼓励和推广使用新型节能环保

建材ꎮ

六、加强资金监管

加强对重建资金、重要物资和项目的监管ꎮ 城乡住房和市政

基础设施的重建资金要专款专用ꎬ严格管理ꎮ 各级审计、纪检监察

部门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检查机制ꎬ开展对重建资金使用的专项审

计ꎬ对政策落实和资金分配使用情况进行检查ꎬ保障重建工作顺利

进行ꎮ

七、加强宣传引导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ꎬ引导树立正确的住房消费观念ꎬ鼓励受

灾群众自力更生建设美好家园ꎮ 宣传和推广各地灾后重建的典型

经验和做法ꎬ鼓励探索灾后重建的新方法和新模式ꎮ

附件: 集中安置居民点建设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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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集中安置居民点建设一览表

市

（州）
县

序

号
名称 位置

集中安置居民点规模
安置详情

建设

方式（户） （人）

雅安
石

棉

1
挖角村集中安

置居民点

王岗坪乡挖角

村
614 2340

主要安置挖角村 232 户 818 人、新桥村 119 户 452
人、爱国村 37 户 133 人、幸福村 130 户 502 人、

跃进村 96 户 435 人

统规

自建

2
爱国村集中安

置居民点

王岗坪乡爱国

村一组
26 95

主要安置爱国村 25 户 88 人，跃进村 1 户 7 人，跃

进村为整村搬迁安置，爱国村二组为整组搬迁安置

3
方元村三组集

中安置居民点

美罗镇方元村

三组
12 42

主要安置方元村 10 户 37 人、狮子村 1 户 3 人、

坪阳村 1 户 2 人

4
猛种堡子集中

安置居民点

蟹螺乡猛种村

二组
38 137 主要安置猛种村 2 组 38 户 137 人

5
雷打石集中安

置居民点

草科乡田湾河

村三组
112 345

主要安置田湾河村一组 22 户 59 人、二组 22 户 72
人、三组 15 户 46 人、四组 27 户 93 人及农家村

一组 7 户 16 人，三组 8 户 22 人、和坪村一组 9
户 33 人、二组 2 户 4 人

6
村委会集中安

置居民点

草科乡农家村

二组
13 47 主要安置农家村二组 8 户 26 人、四组 5 户 21 人

7
思源广场集中

安置居民点

草科乡农家村

二组
11 28 主要安置农家村一组 4 户 10 人、二组 7 户 18 人

8
马厂村五组集

中安置居民点

新民乡马厂村

五组
16 38 主要安置马厂村五组 10 户 20 人、六组 6 户 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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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州）
县

序

号
名称 位置

集中安置居民点规模
安置详情

建设

方式（户） （人）

9
海子山村三组集

中安置居民点

新民乡海子山

村三组
14 61 主要安置海子山村三组 14 户 61 人

10
马厂村一组集

中安置居民点

新民乡马厂村

一组
26 99 主要安置马厂村三组 26 户 99 人

汉

源

11
麦坪村集中安

置居民点

大树镇麦坪村

四组
22 79

主要安置大树镇麦坪村 4 组村民，19 户 70 人安置

在集中安置点内，由于地势有限，另有 3 户 9 人

安置在安置点旁边

12
海亭村集中安

置居民点

宜东镇海亭村

三组
9 32

主要安置宜东镇海亭村 3 组村民 8 户 26 人，富庄

镇同义村 1 户 6 人

13
二郎河集中安

置居民点

富庄镇河东村

一组
8 30 主要安置富庄镇民安村 4、7 组 8 户 30 人

甘孜

海

螺

沟

14
大杉树村集中

安置居民点

磨西镇大杉树

村
222 816

主要安置磨岗岭村 20 户 87 人、咱地村 94 户 345
人、青杠坪村 71 户 259 人、大杉树村 36 户 120
人、柏秧坪村 1 户 5 人

统规

统建

15
磨子沟村集中

安置居民点

磨西镇磨子沟

村
40 130

主要安置磨子沟村 34 户 102 人，青岗坪村 6 户 28
人

16
磨岗岭村集中

安置居民点

磨西镇磨岗岭

村
18 92 主要安置磨岗岭村 18 户 92 人

统规

自建
17

柏秧坪村集中

安置居民点

磨西镇柏秧坪

村
17 45 主要安置柏秧坪村 17 户 45 人

18
共和村集中安

置居民点
磨西镇共和村 30 125 主要安置共和村 30 户 1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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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州）
县

序

号
名称 位置

集中安置居民点规模
安置详情

建设

方式（户） （人）

泸

定

19
北头村集中安

置居民点

得妥镇北头村

二组
244 945

主要安置湾东村 122 户 484 人、紫雅场村 112 户

433 人、联合村 10 户 28 人，均为整村搬迁 统规

统建
20

通风岩集中安

置居民点

德威镇下奎武

村
76 264 主要安置奎武村通风岩 76 户 264 人，整组搬迁

21
南头村集中安

置居民点
得妥镇南头村 86 354

主要安置南头村 32 户 112 人、紫雅村 25 户 105
人、天池山村 29 户 137 人

统规

自建

22
繁荣村集中安

置居民点
得妥镇繁荣村 53 201 主要安置湾东村 36 户 150 人，联合村 17 户 51 人

23
幸福村集中安

置居民点
得妥镇幸福村 60 108 主要安置幸福村 60 户 108 人

24
发旺村集中安

置居民点
得妥镇发旺村 56 236 主要安置发旺村 56 户 236 人

25
堡子村集中安

置居民点
兴隆镇堡子村 40 115 主要安置堡子村 40 户 115 人

26
牛背山村集中

安置居民点

兴隆镇牛背山

村
80 192 主要安置牛背山村 80 户 192 人

27
咱里村集中安

置居民点
泸桥镇咱里村 91 296 主要安置咱里村 91 户 296 人

28
咱威村集中安

置居民点
德威镇咱威村 74 215 主要安置咱威村 74 户 215 人

29
安家湾村集中

安置居民点

德威镇安家湾

村
47 188 主要安置安家湾村 47 户 18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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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邓油坊村集中

安置居民点

冷碛镇邓油坊

村
81 286 主要安置邓油坊村 81 户 286 人

31
杵坭村集中安

置居民点
冷碛镇杵坭村 79 249 主要安置杵坭村 79 户 249 人

32
沙湾村集中安

置居民点
烹坝镇沙湾村 84 299 主要安置沙湾村 84 户 299 人

33
脚乌村集中安

置居民点
岚安乡脚乌村 52 166 主要安置脚乌村 52 户 166 人

合计 2451 86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