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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四子王旗搬迁����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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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王旗人民政府文件 四正!（2011）133号 四子王旗人民政关于印!《朱日和�X基地牧民搬迁安置
w施方案》的通知: �Q花´.白音朝克�´.f木更}木人民政府,旗直各有关�位: �将《朱日和�X基地牧
民搬迁安置w施方案》印!'你c,nq真遵照¸行. 特此通知 附:《朱日和�X基地牧民搬迁安置w施方
案》、 二0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主��:g牧¤ 牧民搬迁安置 w施方案 通知 抄送: 自治区牧民搬迁安置�
公室,�Q察布市委.政府,市人社局.民政局.	政局.g牧¤局,旗委.人大政�. 四子王旗人民政府�公室 2011年
11月28日印 共印40份 朱日和�X基地牧民搬迁安置w施方案 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朱日和L事�X基地
�区牧民整体搬迁安置的决策部署,�切w做好基地内牧民搬迁安置工作,保障国家国防建s,特制定本w施方
案 一、指�思想 以科学!展+�指�,GG�o有利于国防建s、有利于地方社会�定、有利于保障牧民生
�生活的目�,按照"�筹兼*、L地配合、精心À¶、�0�定〃的¿体思路，明确¯任分工、划定v?E
点、加强L地��、�化工作措施，确保牧民搬迁安置工作7极�妥w施，按期完成。 二、基本原±
（一）>持尊重T史，注重牧民�w利益的原±。既要充分考^基地建s!展的T史，兼*大局，7极支持
保障国防和L��代化建s；又要>持以人�本，高度重z和切w�0牧民的合法权益，使搬迁牧民得到合
理��和妥善安置。 （二）>持�筹兼*，分类施策的原±。7极争取国家相关政策和各类涉牧 惠牧�目
及½金，将搬迁安置与草原生��助B励机制、社会保障等政策和�目F合起来，!4政策的叠加效§，增
强搬迁安置的保障能力。要¾合考^牧1草�、人口、生�I¨能力、生活水平、再就¤能力等因素，制定
��安置�法，确保搬迁安置工作|利w施。 （三）>持搬迁安置与¬!展相F合的原±。既要立足当
前，7极�妥的做好牧民搬迁安置工作，解决好生�生活中急需解决的��，又要着眼¬，强化政策扶持
和引�，努力提高牧民的自身!展能力，并解决好他c的后*之ª，确保移得出，�的住，能!展。
（四）>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要w行阳光操作，从搬迁方案的制定到w施的各个3E，都要H行公
示，征求意A，接受=督，>决杜K暗箱操作，做到公开透明。要�格政策、��;律、强化督
，>决杜
K©l厚友、徇私舞弊等行�，确保在搬迁安置工作中不!生�,、�;��。 三、��安置�法 >持以
人�本的原±，以1籍�依据，兼*承包草�因素，H行��安置。 （一）搬迁�象及���法 1、草�全
部在L界内的。'予以下��： （1）搬迁一次性困e��½金。�准10万元每人。 （2）生�生活	��
失��½金。按照基�s施据wi估予以��。(3)教育��½金。子女教育��从幼儿园入托到高中�
¤，按�准、学籍、学制一次性予以��。�准�：学Z儿童入托#每人每年8000元、伙食#每人每年1200

元�9年¥�教育作¤本#、交通#每人每年8000元、伙食#每人每年1200元�大学每人每年1.5万元。�有
学生将来考入大学的，按�行�准:���。 （4）新建住房½金。按人口H行6���，�准每人4.7万
元。 （5）基本养老保�。男60周�、女55周�以上的由政府Cd保�金之后享受城´·工养老保�待遇�
男18周�-59周�、女18周�-54周�的由政府逐年Cd保�金，到Z后享受城´·工养老保�待遇��有人
口中18周�以下的逐步d入养老保障范�。 （6）医Y保�。将搬迁牧民全部d入城´·工医Y保障范�，
#用由政府�一承担。 （7）最低生活保障。享受城´居民A类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原享受的g牧民最低生
活保障、五保待遇同v取消。 （8）禁牧��。¸行草原生��B机制确定的�准，V���17年，��½
金逐年�付。 2、部分草�在L界内的。按照家庭失去草�比例，��有家庭人口按比例剥离，剥离后需搬
迁安置的，与草�全部在L界内人口享受同等待遇�不需安置的不享受任何待遇，:�从事畜牧¤生�。
（二）安置�法 采取“�一安置、多渠道就¤”的措施，确保搬迁牧民移得出、有事干、能!展。 1、建s安
置住房，�一,划、�一s8，安置住房竣工并�到入住条件后搬迁入住，根据k��¦情况，由政府%¯
提供安置住房，)房½金从��½金中扣除。 2、考^搬迁牧民久生8��，将搬迁家庭d入城´居民就
¤扶持范�。 （1）男16-25�、女16-25�的，根据本人意愿，依托·¤技{学院开展�期1年的常,技能培

日排行 周排行 月排行

王洪涛律u

010-84417799

王 2律u

010-84417799

¢保全律u

010-84417799

\涛律u

010-84417799

³菊/律u 李斌律u

我要咨�

律uu回复咨��排行榜

推荐律uu

新
��

社会与法 法律p案 法治��

»家+点 新法速� zh»区

人物»" 法律»� p点�_

服
��

法律咨� 找公@法 案源中心

找律u 找律所 法律*�

法律体@ 法律»著 岳成期刊

知
xx

法律百科 学{N

法律常x 法,N

案例N 范本N

互
��

_� 博客

微博

您所在的位置：岳成网>法律咨�列表

javascript:__doPostBack('head1$lbLogin','')
http://www.yuecheng.cn/web/Register.aspx
http://www.yuecheng.cn/web/ReturnPassWord.aspx
http://www.yuecheng.cn/
http://www.yuecheng.cn/web/rss.aspx
http://www.yuecheng.cn/index.html
http://www.yuecheng.cn/member/content.aspx?MemberID=118
http://www.yuecheng.cn/member/content.aspx?MemberID=118
http://www.yuecheng.cn/web/sendLetter.aspx?MemberID=118
http://www.yuecheng.cn/member/content.aspx?MemberID=15
http://www.yuecheng.cn/member/content.aspx?MemberID=15
http://www.yuecheng.cn/web/sendLetter.aspx?MemberID=15
http://www.yuecheng.cn/member/content.aspx?MemberID=24
http://www.yuecheng.cn/member/content.aspx?MemberID=24
http://www.yuecheng.cn/web/sendLetter.aspx?MemberID=24
http://www.yuecheng.cn/member/content.aspx?MemberID=19
http://www.yuecheng.cn/member/content.aspx?MemberID=19
http://www.yuecheng.cn/web/sendLetter.aspx?MemberID=19
http://www.yuecheng.cn/member/content.aspx?MemberID=11
http://www.yuecheng.cn/member/content.aspx?MemberID=11
http://www.yuecheng.cn/web/sendLetter.aspx?MemberID=11
http://www.yuecheng.cn/member/content.aspx?MemberID=25
http://www.yuecheng.cn/member/content.aspx?MemberID=25
http://www.yuecheng.cn/web/sendLetter.aspx?MemberID=25
http://www.yuecheng.cn/web/consultation.aspx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web/index.aspx?nodeid=13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T_NewsList/index.aspx?nodeid=21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second/index.aspx?nodeid=22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2-T_NewsList/index.aspx?nodeid=23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newsList/index.aspx?nodeid=24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generalSenseList/index.aspx?nodeid=25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newsList/index.aspx?nodeid=208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newsList/index.aspx?nodeid=27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second/index.aspx?nodeid=28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hotList/index.aspx?nodeid=29
http://www.yuecheng.cn/web/ServiceHome.aspx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consultation/index.aspx?nodeid=30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psoList/index.aspx?nodeid=32
http://www.yuecheng.cn/web/CaseCenter.aspx
http://www.yuecheng.cn/web/FindingLawyer.aspx?nodeid=178&TypeID=1
http://www.yuecheng.cn/web/FindingLawyer.aspx?nodeid=179&TypeID=3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second/index.aspx?nodeid=46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second/index.aspx?nodeid=47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second/index.aspx?nodeid=82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second/index.aspx?nodeid=202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knowledge/index.aspx?nodeid=19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generalSenseList/index.aspx?nodeid=34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generalSenseList/index.aspx?nodeid=36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generalSense/index.aspx?nodeid=35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generalSenseList/index.aspx?nodeid=37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generalSenseList/index.aspx?nodeid=38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generalSenseList/index.aspx?nodeid=39
http://www.yuecheng.cn/web/Interaction.aspx?nodeid=20
http://www.yuecheng.cn/Discuz/
http://www.yuecheng.cn/Discuz/bloglist.aspx
http://www.yuecheng.cn:82/index.php
http://www.yuecheng.cn/index.aspx
http://www.yuecheng.cn/templates/consultation/index.aspx?nodeid=30


3/6/13 10:43 AM

Page 2 of 3http://www.yuecheng.cn/web/consultations.aspx?ConsultationID=1000

回答律u：bM律u |  北京西城区  |   »：婚姻家庭.. 2012-03-29 10:33

����回答区

相关内容

�，�o�工、<y和g畜�品加工等方面w�就¤。 (2) 男26-44�、女26-39�的，开展�期1年的常,技
能培�，�o�工、<y和g畜�品加工等方面w�就¤。 （3）男45-50�、女40-45�有R�能力的搬迁
牧民，以家庭��位，凡符合条件的，通.公益性&位每1安置1人，并予以公益性&位��。 3、�有�
¤愿望的，享受与城´下&失¤人«同等�准的小 担保�款、税#减免等©惠政策。 四、w施步º 搬迁
工作从2011年6月下旬开始，到2012年5月31日前完成。 （一）�
摸底D段（2011年6月20日-7月10日）。
一是核准人口底数。w地核准涉及1数、人口数量、年Z等基本情况，以嘎
��位H行²榜公示，公示F
果�自治区公安�核准。二是核准牧1承包草�面7。
清承包草�、被占用草�面7。三是核准生�生活
s施。À¶有关部門�牧1住房、棚圈、水井、�P等固定生�生活s施逐一i估，并登9造册。四是广泛
征求意A。深入牧1q真听取牧民意A，�做好搬迁安置工作掌握第一手½料。 （二）宣��«D段
（2011年7月10日-7月25日）采取召开牧民座�会、走"牧1的形式，广泛宣�搬迁安置的重要意¥、政策
,定、措施要求和程序，提高广大搬迁安置牧民的思想qx和政策水平，使搬迁安置牧民消除*^。
（三）À¶w施D段（2011年7月25日-2012年5月31日）。2011年12月中旬完成安置住房建s并具�入住条
件�2011年9月中旬到2012年4月30日前完成搬迁�¦k�工作，同步开始w施搬迁，到2012年5月底完成搬
迁任�。 (四)完善巩固D段（2012年6月后）。各相关部門从各自·能角度出!，7极开展安置后牧民的社
保、医保、子女教育、就¤技能培�等工作，保障搬迁牧民收入�定，安居S¤。同v，密切关注搬迁牧民
生�生活�状，及v帮助解决存在的困e和��。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精心À¶。�确保搬迁
安置工作有À¶、有8划、按步ºw施，成立由旗政府主要[�j�的搬迁安置工作[�小À，具体%¯搬
迁安置工作的À¶��、½金�度、政策宣�和��½金��等工作�[�小À下s¾合���公室和搬迁
安置À、�0�定À、=督@
À3个»�À，按照“分À包片、任�明确、¯任到人”的原±，扎w开展工
作。有关}木´党委、政府主要[�是本次搬迁安置工作的第一¯任人，要�一思想、高度重z，强化政治
意x和¯任意x，密切配合工作À做深做�各�工作。旗直各有关部門要7极向上争取政策、½金等方面的
m斜支持，全力配合做好牧民搬迁安置工作，确保搬迁工作平�有序推H。 （二）明确¯任，加强�度。
一要按照v?E点，各工作À根据承担的工作任�，排出v?H度表，w行倒8v管理，定v限、定任�、
定要求，�步推H。二要建立(通U`和信息反O制度，各工作À要及v向¾合���公室�送工作H度情
况、反映工作中存在的困e和��，提出解决的意A和建¦，做到一周一�，遇到重大情况要及v5�。
（三）强化管理，�明;律。旗;@、=察、	政、t8等部門，要加强�搬迁安置全.程的=管。�于因
工作不力或w·失¯，引!矛盾影响搬迁安置的，要追究当事人的¯任。 （四）�0大局，确保�定。开
展深入、�致、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广大牧民群¹*全大局，7极支持和参与搬迁安置工作。q真�
待和努力解决牧民的合理~求，做好矛盾J$排
和化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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