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市 D 级危险住宅处置规定（草案） 

 

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了规范 D 级危险住宅的安全管理

和处置工作，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和社

会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政府和基层组织职责） 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住宅使用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

建立健全部门职责分工协调机制，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

管理职责。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管理区域内住宅

使用安全管理工作由其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

内住宅安全隐患排查、组织鉴定、查封停用、应急处置和解危

处置等住宅使用安全管理工作。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部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住宅使用安全管理工作。 

第三条（部门职责） 市、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住宅使用安全的指导、协调和

监督工作。 

国土、规划、公安、消防、综合执法等相关部门应当按照

各自职责做好住宅使用安全管理工作。 

第四条（责任主体） 住宅所有权人应当承担下列住宅使

用安全责任： 



（一）对住宅进行安全检查、日常维护，及时排除安全隐

患； 

（二）依法委托住宅安全鉴定； 

（三）对危险住宅采取维修加固、拆除等解危措施； 

（四）配合政府组织实施住宅使用安全隐患排查、危险住

宅治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责任。 

第五条（反映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住宅出现局部

垮塌或者随时有垮塌危险、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有权向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反映举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接到反映举报后，应当及

时派员进行调查核实；确实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应当动员在

住人员及时撤离，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危险住宅警示标志，并

通知危险住宅所有权人及时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住宅

安全鉴定。 

第六条（安全鉴定）经排查发现楼板为预制多孔板且同时

具备无构造柱、无圈梁和无地梁的三层及以上砖混结构住宅，

以及依法应当委托安全鉴定的危险住宅，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住宅所有权人，住宅所有权

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日内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

安全鉴定。 

住宅所有权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委托安全鉴定的，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安全鉴

定。 



经鉴定为 D级危险住宅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应当提出采

取维修加固或者拆除的处理意见；有发生安全事故现实危险的，

应当提出立即停止使用的意见。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提出立即停

止使用意见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立即告知委托人，并报

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住宅所有权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鉴定报告

之日起五日内委托依法设立的其他房屋安全鉴定机构重新鉴

定。重新鉴定期间，危险住宅必须停止使用。 

第七条（应急处置） 经鉴定为 D 级危险住宅，鉴定报告

提出立即停止使用意见的，住宅所有权人、实际使用人应当及

时撤离。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自收到 D级危险住宅

鉴定报告之日起三日内，向住宅所有权人和实际使用人发出督

促解危通知书，告知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及时撤离和限期采取

解危措施；对 D级危险住宅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危险住宅警示

标志，必要时可以查封。 

D级危险住宅危及公共安全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应当依法采取消除现实危险的必要措施。 

公安、消防、国土、综合执法、供水、供电等相关单位应

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 D级危险住宅的应

急处置工作。 

第八条（临时安置） 住宅所有权人停止使用的 D 级危险

住宅为其唯一居住用房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

当自其停止使用之日起给予临时过渡租金补贴或者提供临时



周转房。具体办法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温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制定。 

第九条（解危处置） 经鉴定为 D 级危险住宅的，住宅所

有权人应当按照鉴定报告提出的处理意见，采取维修加固、拆

除等解危措施。 

采取维修加固措施解危的，维修加固施工完成后，住宅所

有权人应当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复核鉴定，经复核鉴定

不再属于危险住宅的，方可继续使用，并报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备案。 

采取拆除措施解危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

当做好证据保全。拆除解危按照下列方式进行处置： 

（一）合法住宅或者视为合法住宅采取原址重建不符合规

划要求的，可以在不改变用途，不突破原有建筑基底、建筑高

度和建筑面积的前提下进行审批； 

（二）唯一住房的低收入家庭可以优先纳入到住房保障体

系，优先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或者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三）其他方式解危处置。 

第十条（法律责任）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九条

第二款规定，住宅所有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委托房屋安全鉴定

机构进行安全鉴定或者维修加固后未经复核鉴定擅自使用的，

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住宅所有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及时采取维修加固、拆除等解危措施的，由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令限期采取解危措施，处以五千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款。 

住宅所有权人或者其他人员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

住宅使用安全管理工作职责或者擅自拆封、使用被依法查封的

D级危险住宅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一条（处分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温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管委会、房屋使用安全管

理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在住

宅使用安全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

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 

第十二条（生效时间） 本规定自 2017年  月  日起施行。 



关于《温州市 D 级危险住宅处置规定（草案）》

的说明 

 

市住建委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我就《温州市 D级危险住宅处置规

定（草案）》（以下简称规定）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规定的必要性 

D级危险住宅安全直接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从

排查情况来看，我市房屋安全隐患较大，危旧房治理工作推进

难，尤其在 D级危险住宅排查、鉴定和治理中遇到较多问题和

困难：一是业主安全意识淡薄；二是业主主体责任不明；三是

特殊弱势群体难以劝离；四是危险住宅治理改造措施难以落实；

五是对城乡危险住宅应急处置缺乏强制措施。因此，我市制定

《温州市 D级危险住宅处置规定》十分必要、极为紧迫。 

二、规定的起草过程 

2017年 3月，市住建委成立了起草小组。3月上旬，起草

小组赴鹿城、乐清、瑞安和文成等地开展立法前期调研工作。

3月下旬，起草小组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征求意见稿。市住建

委将征求意见稿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并先后召集各县（市、

区）、市有关部门进行座谈和法律专家进行论证。在充分听取

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反复修改后形成送审稿，于 4 月 24



日报送市法制办审核。 

在市住建委起草过程中，市人大常委会葛益平主任召集市

住建委、市法制办和市人大城建委、法制委进行专题研究；市

法制办主动提前介入起草工作，参与立法前期调研和市住建委

召集的座谈会、论证会，提出意见建议。4月 25日，市法制办

即向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经开区、瓯江口管委会）、市

各有关单位发文征求意见，并在中国·温州网公开征求意见。

4月 28日、5月 3日，市法制办会同市住建委先后赴永嘉、瑞

安开展立法调研，征求有关部门、街镇代表和立法基层联系点

的意见和建议。5 月 2 日，市法制办组织召开市住建、规划、

国土、综合执法、公安、消防、安监、市场监管等部门立法座

谈会。5 月 4 日至 5 日，市法制办会同市住建委集中整理、讨

论和修改。5月 8日，市法制办召开办务会议进行审议。5月 9

日，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陈浩召集市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5

月 12 日，市政府第 2 次常务会议对《温州市 D 级危险住宅处

置规定（草案）》作了审议并予通过。市法制办与市住建委反

复讨论、修改，数易其稿，形成本草案。草案共 12条。 

三、规定的主要内容说明 

草案针对 D 级危险住宅安全管理实践中较为突出、急需地

方立法解决，而上位法未明确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主要内容

说明如下： 

（一）关于监管职责。 

结合温州危险住宅隐患排查和治理改造工作开展情况，按

照中共温州市委 温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在全市开展“大



拆大整”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温委发〔2016〕44

号）的文件精神，草案明确规定县级以上政府、乡镇街道、住

建部门的职责分工。 

第一，市县政府领导督促。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住宅使用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

全部门职责分工协调机制，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

责（第 2条第 1款、第 2款）。 

第二，乡镇街道组织实施。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住宅安全隐患排查、组织鉴定、

查封停用、应急处置和解危处置等住宅使用安全管理工作（第

2条第 3款）。 

第三，住建部门协调监督。市、县（市、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住宅使用安全的指导、协

调和监督工作（第 3条第 1款）。 

（二）关于安全鉴定。 

为了及时发现危险住宅安全隐患，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避

免发生倒楼伤亡事故，草案明确规定危险住宅安全鉴定制度。 

第一，鉴定对象程序。一是鉴定对象：经排查楼板为多孔

板且同时具备无构造柱、无圈梁和无地梁的三层及以上砖混结

构住宅，以及依法应当委托安全鉴定的危险住宅。二是鉴定程

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住

宅所有权人，住宅所有权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日内委托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第 6条第 1款）。 

第二，政府组织鉴定。为维护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确保



及时发现和消除住宅安全隐患，草案规定住宅所有权人在规定

期限内未委托安全鉴定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

当组织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第 6条第 2款）。 

（三）关于应急处置。 

D级危房随时有垮塌危险，可能危及生命安全。为了保障

群众生命安全，草案明确规定 D级危险住宅的应急处置措施。 

第一，立即停止使用，人员及时撤离。经鉴定为 D级危险

住宅，鉴定报告提出立即停止使用意见的，住宅所有权人、实

际使用人应当及时撤离（第 7条第 1款）。 

第二，送达解危通知，采取应急措施。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向住宅所有权人和实际使用人发出督促解危

通知书，告知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及时撤离和限期采取解危措

施；对 D 级危险住宅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危险住宅警示标志，

必要时可以查封。D级危险住宅危及公共安全的，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依法采取消除现实危险的必要措施

（第 7条第 2、3款）。 

（四）关于临时安置。 

居住在危险住宅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或者社会低收入阶

层，凭着自身条件难以承担租房费用。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基

本居住需求，维护社会稳定，草案明确规定住宅所有权人停止

使用的 D级危险住宅为其唯一居住用房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自其停止使用之日起给予临时过渡租金补贴

或者提供临时周转房（第 8条）。 

（五）关于解危处置。 



由于存在资金缺乏、规划限制等问题，D级危险住宅所有

权人往往不愿意腾空、不愿意采取解危措施、不愿意承担治理

费用。为此，草案明确规定解危处置措施。 

第一，住宅所有权人解危责任。经鉴定为 D级危险住宅的，

住宅所有权人应当按照鉴定报告提出的处理意见，采取维修加

固、拆除等解危措施（第 9条第 1款）。 

第二，采取维修加固措施解危。维修加固施工完成后，住

宅所有权人应当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复核鉴定，经复核

鉴定不再属于危险住宅的，方可继续使用，并报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第 9条第 2款）。 

第三，采取拆除措施解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应当做好证据保全。拆除解危按照下列规定处置：（一）合

法住宅或者视为合法住宅采取原址重建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可

以在不改变用途，不突破原有建筑基底、建筑高度和建筑面积

的前提下进行审批；（二）唯一住房的低收入家庭可以优先纳

入到住房保障体系，优先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或者发放住房

租赁补贴；（三）其他方式解危处置（第 9条第 3款）。 

（六）关于法律责任。 

为了强化住宅所有权人的安全责任意识，推进危房治理改

造工作，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草案明确规定了住宅所有权人的

法律责任： 

第一，不委托鉴定、复核鉴定的法律责任。住宅所有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或者维

修加固后未经复核鉴定擅自使用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第 10条第 1款）。 

第二，不采取解危措施的法律责任。住宅所有权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及时采取维修加固、拆除等解危措施的，由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令限期采取解危措施，处以五千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第 10条第 2款）。 

第三，阻碍执行公务的法律责任。住宅所有权人或者其他

人员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住宅使用安全管理工作职责

或者擅自拆封、使用被依法查封的 D级危险住宅的，由公安机

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

罚（第 10条第 3款）。 

以上草案及说明是否妥当，请予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