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要闻·民生

责编 陈学忠

2018 年 7 月 12 日

美编 肖琴 校对 骆津

星期四

每人每月补贴240元 期限不超过3年

外来务工人员将享公租房保障
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 也可以
申请公租房保障。 11日从市房管局获
悉，我市发布《武汉市外来务工人员公租
房保障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符合条件
的外来务工人员拟按照每人每月240元
的标准进行公租房租赁补贴， 补贴领取
累计时长不超过36个月。

申请租赁补贴
需满足3个条件
11日，武汉市房管局出台《武汉市
外来务工人员公租房保障暂行办法》，并
从7月11日起至8月9日， 进行为期30天
的征求意见。记者查阅征求意见稿发现，
该办法明确指出， 在本市中心城区注册
登记的用工单位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
员，可申请公租房保障的，保障方式为发
放住房租赁补贴。
值得注意的是， 外来务工人员申请
租赁补贴，应当同时具备3个条件，即持
有《武汉市居住证》、连续缴纳社保和公
积金1年以上且处于在缴状态、申请人在
本市无自有住房且3年内无房产转移记
录。其中，已享受本市公租房保障或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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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本市公租房保障资格的外来务工人
员，不得再申请住房租赁补贴。

每人累计补贴
不超8640元
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征求
意见稿内容，今后，外来务工人员申请住
房租赁补贴时，应当按照规定提交身份证
明、租房证明、社会保险、公积金缴交证明
等相关资料，由用工单位核对汇总。
同时，申请租赁补贴时，应由用工单
位统一向单位注册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提
出申请，经街道办事处初审，区住房保障
房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发放 《补贴发放通
知书》。 在取得《补贴发放通知书》后，由
用工单位组织申请人统一办理领取住房
租赁补贴手续。这些规定也就意味着，除
了申请者本人， 用工单位对所提交申请
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在补贴标准上， 申请人每人每月可
拿到240元（住房建筑面积24平方米，每
平方米补贴10元/月）。 时限上，外来务工
人员领取补贴时间累积不超过36个月。
按照这个标准和时限计算， 外来务工人

员每人累积补贴额度不超过8640元。
据了解， 住房租赁补贴将按季度核
发，自发放《补贴发放通知书》次月起计
算。 每季度第一个月核发上季度住房租
赁补贴。 每年12月25日前，完成本年度
第四季度住房租赁补贴的核发。

中部五省
省会城市中

骗取补贴
将记入个人信用档案

武汉公租房
保障力度最大

同样地， 此次出台的征求意见稿，也
对相应弄虚作假等情形进行了规避。 今
后，我市房管、人社、公积金部门将建立信
息共享机制，定期推送外来务工人员缴存
社保、公积金的相关信息，房管部门将定
期核查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住房情况。
对于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申请要
求的，将及时注销相应的保障资格。如果
外来务工人员以不正当手段骗取住房租
赁补贴资格的， 房管部门应取消其补贴
资格，停止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其中，外
来务工人员采取虚报瞒报个人情况、提
供虚假资料等手段骗补贴资格的， 将被
记入个人信用档案，主管部门5年内不再
受理其住房保障申请。
记者廖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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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完单程约30分钟

12列车将轮流上线，模拟正常运营时刻
进行空车试跑，完成系统稳定性、停车
精度等方面的检测与调试。
根据试运行初期情况显示，11号线
东段一期列车跑完单程约30分钟，最高
时速达95公里/小时。 列车通过时速超
过90公里的区间共有3个，分别为：湖口
站—光谷同济医院站、光谷七路站—长
岭山站、未来一路站—未来三路站。

该线路整体设计为云鹤黄色， 线路
全长19.7公里，全线车站共13座，其中光
谷火车站、光谷五路站、未来三路站为换
乘站，可换乘2号线南延线及远期规划中
的9号线、19号线，光谷火车站、光谷五
路站、光谷七路站为该线特色站。
列车设计时速为100公里每小时，
列车车型及配置为A型车（目前6号线采
用的车型）6节编组。

674名市公务员考生入选体检名单
武汉晚报讯（记者章鸽 实习生黄晶
晶）10日， 记者从武汉人事考试院获悉，
历经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等层层
竞争后，有674名报考武汉市公务员的考
生最终入选体检名单。 我市2018年武汉

市公务员考录将于7月13日进入体检程
序， 并于7月中旬到8月中旬进入考察阶
段，8月底前完成最终的录用审批工作。
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将从体检和考
察均合格的人员中确定拟录用人员，拟

录用人员由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在武汉
人事考试网发布公示，接受社会和考生
监督，公示时间为7天。 对公示反映有不
符合录用条件的问题并经调查属实的
人员，不予录用。

长江1号洪峰进入我省

预计本月中旬武汉段接近设防水位
武汉晚报讯（记者黄师师 实习生费
然）11日， 记者从全市气象防灾减灾工作
会议上获悉，长江1号洪峰已进入我省，预
计本月中旬长江武汉段水位接近设防。
据长江防总发布消息显示，自7月2
日起，长江流域自西向东发生一次大到
暴雨的降雨过程，受其影响，长江上游、

2017年，我市印发《关于推
进公共租赁住房货币化保障工
作的通知》， 全市中心城区所有
取得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的
家庭均可申请货币化安置，补贴
标准为25元/平方米·人·月。 这
就意味着， 全市7万余户持证家
庭总计21万人可享受到新政策
的保障。 按照目前公布的公租房
货币补贴标准，武汉保障力度在
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等
中部五省省会城市中最大，在全
国副省级城市中居于领先水平。

武汉公布37个
律师调解工作室

地铁11号线东段一期空载试运行
武汉晚报讯 （记者张希祉）11日下
午，记者从武汉地铁集团获悉，武汉轨
道交通11号线东段一期工程，已开始空
载试运行。
11号线东段一期是全国首条盾构
下穿时速300公里高铁的地铁， 也是武
汉首条穿越高铁的地铁线路，主要穿行
光谷腹地。
11号线东段一期试运行期间，全线

链接

汉江上游来水显著增加，7月5日， 长江
2018年第1号洪水在上游形成， 洪峰流
量达到53000立方米每秒。
当前，长江1号洪峰已进入我省，长
江武汉段水位持续上涨。 数据显示，11
日15时， 长江汉口站实时水位为23.83
米。 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按此涨

幅，预计本月中旬，长江武汉段水位将
接近25米设防水位。 是否超过设防，取
决于三峡水库的具体调度。
目前，国家防总和长江防总均已启
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我市防汛抗旱减
灾工作进入关键期。 全市防汛部门已执
行24小时值班制度。

律师当调解员
收费可协商
武汉晚报讯（记者夏晶 通讯员胡
英）11日从武汉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
获悉， 我市公布了首批获得市司法行
政机关备案的37个律师调解工作室，
并确定了460名调解律师，其收费标准
按照律师与双方当事人协商决定。
武汉市今年试点律师调解以来，达
成调解协议共439起，得到司法确认61
起。此次公布的律师调解工作室设在37
家律所内，由律师事务所报名，司法行
政部门审核备案， 其中460名调解律师
资格也是经过相关审查。
与人民调解不同的是， 律师调解
主要是运用法律专业知识， 帮助当事
人了解各自立场在法律上是否有理，
并设法促成双方在法律框架内达成解
决方案。
需要律师提供调解服务的市民，
可登录武汉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平台（12348）查询所有律所名称和
律师， 选择所需的律所和律师进行调
解， 其收费由双方当事人和律师进行
协商自主决定。

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建设试点技术评估

91.9分！ 武汉通过评估
武汉晚报讯（记者黄师师 实习生
费然 通讯员黄金波）11日， 经水利部
专家组实地查勘、 查阅资料和现场打
分， 武汉市技术评估综合得分91.9分，
以全省5个试点城市中最高分顺利通
过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工作技术
评估验收。 2014年5月，我市被水利部
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试点城市， 试点期为2015年到2017
年。 截至目前，我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试点涉及的6大任务10项行动63个
项目已全部完成，17项考核评价指标
全面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