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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低保户享有五重社会保障

他们的故事 >>>

日常开销够了，生活挺知足

武昌区白沙洲街八铺街社区盲人王庆：

政府为我们购买了家政服务
我们夫妻俩都是盲人。从去年开始，我们享受了政府的
好政策， 拿到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 更贴心的是，考虑到我们盲人生活不便，政府还为我们
购买了每年 470 个小时的家政服务。 我们只需要打一个电
话，就有人来打扫卫生、买菜做饭，去医院也有人陪伴，省去
了很多麻烦。

记者马振华 通讯员戴良军
居民讲述 :

江岸区西马街低保户陈良菊：

胡运迟，女，73岁，武昌区杨园街电力新村社区居民

临时救助帮我渡过家庭难关

我是电力新村社区居民胡运迟。 2012 年，我患上尿毒症。 我没有收入，子女们经济
负担也重。 子女们为了给我看病，支撑了 1 年多，实在供不起，只好向社区求助。
2014 年 ，我 成 为 低 保 户 。 低 保 金 每 年 都 涨 ，现 在 差 不 多 可 以 维 持 我 的 日 常 生 活 开
支。 3 年多来，我享受到了医保报销、医疗救助、区政府给我买的商业保险等各种社会保
障，大幅降低了治病费用。
特别是今年，我先后 4 次入院，治疗费高达 8.6 万多元。 好在有党和政府的社会保
障政策，最终我个人只支付了 2600 多元。

我家是低保户，但是人多，家庭经济来源是我打零工的
收入加上低保金。每次碰到困难时，是政府的临时救助帮我
们渡过了难关。丈夫生病时，我们享受到了 1 万多元医疗救
助。 孩子生病时，街道又给予了临时救助 1500 元。
青山区红钢城街和悦社区老人付雅芝：

政府高龄津贴让我晚年很幸福

记者探访 >>>

生活最困难时社区群干上了门
9 月 22 日，长江日报记者来到胡运迟家
里。 她刚做完肾透析，脸色不错，声音洪亮。
2012 年 9 月的一个晚上， 患有高血压的
胡运迟在家吹电风扇， 突然发现手脚不能动
了，去医院一检查，被确诊为尿毒症，需要一周
至少做 3 次肾透析。“
每次透析要 700 多元，当
时我感觉天都塌了。 ”胡运迟说，
“
我的丈夫多
年前就去世了，我靠微薄的遗属补助费维持日
常开支，患病让我一下子陷入了贫困。 ”
胡运迟的女儿解冰艳说：
“
虽然我和哥哥
经济状况都不太好， 但是我们还是凑钱送妈
妈去做透析。 ”2013 年初，为了省钱，胡运迟
将原本每月 12 次透析减到 7 次。 由于透析次
数不够，效果不好，胡运迟病情一天天加重。

2013 年底， 女儿和儿子花完了积蓄，无
力再承担胡运迟接下来的透析。
“我们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只能求
助于党和政府。 ”解冰艳说，“抱着试一试的
想法，我给社区打了电话。 社区群干很快就
上门详细了解情况，告诉我的妈妈可以享受
到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 ”
经过申报、审核、公示，胡运迟被确定为
低保户。 她的医疗费用可以先通过医保报销
45%， 报销后还可以享受每年最高 5 万元医
疗救助。
与此同时， 胡运迟的低保金在不断上
调。 2015 年， 她的低保金涨到 713.38 元 /
月，现在可以拿到 814.28 元 / 月。“有了这笔

刚做完肾透
析的 73岁胡运
迟在家中休息
记者李永刚 摄
低保金， 我日常开销差不多够了， 挺知足
的。 ”胡运迟说。
今年 1 月至 8 月，由于晕倒、咳嗽、手脚麻
木， 胡运迟先后住院 4 次， 共花去治疗费
86015.84 元。 其中， 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
43903.49 元， 大病保险报销了 11996.18 元，武
昌区民政局给予 23563 元医疗救助，胡运迟今
年 6 月和 8 月住院还通过
“
武昌区困难群众重
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政策向保险公司申请赔
付 1933.04 元。 最后，胡运迟只需支付 4620.13
元。 保险报销后，她还可以享受到 1975 元临时

武汉城市低保标准变化

数读 >>>

武汉低保标准连年调高

低保标准连年涨

1996 年， 武汉市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2017 年 5 月 1 日，武汉市低保标准迎来第 14
次提标， 将低保标准从 1996 年的 120 元 / 人 /
月提高至 670 元 / 人 / 月，确保了城市低保标准
不低于上一年度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30%。
2017 年 1 月 1 日起， 武汉执行新的医疗
救助实施办法， 覆盖对象由以前单一针对低
保等重点救助对象扩大到低收入困难对象、
因病致贫救助对象和区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
困难对象；病种从 2013 年 21 类重特大疾病的
病种限制，到 2017 年与全市大病保险并轨，将
所有病种纳入救助范围， 实现医疗救助病种
全覆盖。
2016 年 9 月 1 日起， 武汉实施新的临时
救助暂行办法， 除了实现对本市常住人口全
覆盖外， 首次将办理了居住证的外来人口纳
入临时救助对象范围，5 类严重困难人群可以
申请临时救助， 救助标准从 2009 年的城镇
1500 元 / 年提高到 8040 元 / 年， 从 2009 年
的农村 1000 元 / 年提高到 6000 元 / 年。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逾 99%
截至 2015 年底， 全市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 141.79 万名，参加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在职职工及灵活就
业人员、企业退休人员 394.79 万名，两项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综合覆盖率达到 99.03%，初
步实现了人人享有 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工作
目标。

养老金年年上调
2013 年至 2015 年，武汉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实现“三连调”， 年均增长
20%以上，从 100 元 / 月（国家当年统一标准
为 55 元 / 月）调整为 180 元 / 月（国家当年统
一标准为 70 元 / 月）；2011 年至 2015 年，全市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五连调”，月人均养
老金从 1429 元提高到 2238 元，年均增长 10%
以上。

失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武汉失业保险参保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失
业保险参保人数由 2012 年底的 151.17 万人
增至 2017 年 8 月底的 199.84 万人。
失业保险金标准大幅提高， 由 2012 年的
770 元 / 月提升至 2017 年的 1085 元 / 月，增
幅达到 40%。

（记者马振华 章鸽 通讯员戴良军）

救助，最终实际需要支付的费用为 2645.13 元。
电力新村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漆春秀
说，社区像胡运迟这样享受各种社会保障的
人群不少。 如果是低保户，除了领低保金，还
可以享受到政府全额资助参加保险；如果生
了重病， 可以享受到最高 5 万元医疗救助；
因重大疾病造成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
难， 则可以获得最高不超过低保标准 12 倍
（8040 元）的临时救助。 另外，武昌区今年还
为困难群众购买了商业保险，进一步保障了
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武汉临时救助
标准变化

（截至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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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2017年

农村

我们夫妻俩都是王家河街土生土长的农民。 2010 年，
我俩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012 年，我年满 60 周
岁，开始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今年，我
的老伴年满 60 周岁，也领上了基础养老金。 我们两口子一
个月可以领取 1000 多元，很不错了，日常开支不用愁。
江汉区花楼水塔街居民刘琍：

夫妻俩双下岗再就业都有“五险”
我和丈夫从国有企业双双下岗， 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
又都找到了工作。丈夫到一家民营企业工作，我在社区居委
会工作。 丈夫所在企业给他交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我到社区工作后也有“五险”。从
去年开始，我们社区工作者被纳入缴存范围，享受到了相应
的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权益。有了这样的社会保障，我俩
工作更安心了。

我家是低保户，靠低保金维持家庭日常开销。 2014 年，
我考入一所名牌大学本科后，家人为学费发了愁。后来，社区
居委会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困难家庭子女考上大学可以获
得 3000 元入学救助。政府这一政策解了我家燃眉之急，我顺
利地上了大学。今年，我又享受了
“
就读大二及以上的本科生
每人每年可以一次性获得 2000 元助学金”的政策。

8040
6000

城镇

农民参保领上了养老金

考上大学获政府资助

1500
1000

城镇

黄陂区王家河街农民刘万福：

江岸区车站街困难家庭大学生李曼：

（单位：元 / 年）

2009年

我今年 83 岁。 3 年前，我满 80 岁的时候，社区告诉我
可以申请高龄津贴了。虽然高龄津贴每月只有 100 元，但是
这体现了政府对我们高龄老人的关爱。 我觉得晚年生活很
幸福。

武汉医疗救助
标准变化

江汉区环卫工陈作业：

政府出钱为我们办社保

（单位：元 / 年）

2005年 重特大疾病 4000
8000
2011年 重特大疾病
其他疾病
1500
50000
2012年
26000
重特大疾病 50000
2017年 其他疾病
26000
重特大疾病
其他疾病

制图 职文胜

我从老家黄冈市红安县来武汉做环卫工多年。 这份工
作虽然又累又苦，但是能让我安心于岗位，因为盼了多年的
社保，政府出钱帮我办了。 2012 年，全市城管系统环卫合同
工都参加了社会保险，这是政府为环卫工办的一件大好事。
硚口区低收入困难户赵洪桥：

医疗救助政策为我解决了大难题
我今年患上了重病，住院手术费和后续治疗费高，向街
道办事处申请医疗救助。 区民政局把我确定为低收入困难
家庭对象。今年，我住院花了 8 万多元，医保报销 6 万多元，
医疗救助 1 万多元。 最后，我自己只负担了 1 万多元。 医疗
救助政策为我解决了大难题。

（记者马振华 通讯员杨士启 张俊奇）

武汉市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武告字（2017 年）13 号

经武汉市人民政府、 新洲区和黄陂区人民政府批准，武
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包括现场挂牌和网上挂
牌）方式出让 12 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详见附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除因拖欠土地成交价款等行为被纳入土地市场不良行为记
录档案或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三、本次挂牌（包括现场挂牌和网上挂牌）出让的地块中，
未限定出让最高价的，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限定了
出让最高价的，在竞价达到设定的出让最高价后，按竞配建或
规划方案评比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规则详见挂牌文件）。
四、本次公开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以挂牌文件
为准。 申请人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在智慧武汉网、武汉土地
市场网下载挂牌文件电子文本。
五、P（2017）097 号至 104 号地块采取网上挂牌的方式进
行，即竞买人须通过武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
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在互联网上参与竞买，不接受除

地块编号

土地位置

P（2017）097 号 青山区环保科技园三期 C-2 地块
P（2017）098 号 武汉市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群联村
P（2017）099 号 武汉市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向家尾、群联村

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出竞买申请以外（如电话、邮寄、书面、
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具体办理程序如下：
（一）申请人在武汉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窗口办理 CA 数
字证书，办理流程详见网上交易系统《数字证书申购指南》。
（二）申请人可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起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按照网上交易系统的操作提示交纳竞买
保证金。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至时间（到账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30 日 17 时整。
申请人按网上挂牌出让文件的有关规定足额交纳竞买
保证金，获得竞买权限。
（三）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起始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20 日 9 时整，各地块挂牌截至时间按公告项目
编号顺序依次间隔 20 分钟， 本次首宗地块挂牌截至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31 日 9 时 30 分。
在挂牌时间截至时，网上交易系统限时 5 分钟在线询问，
有竞买人在此规定时限内表示愿意参与网上限时竞价的，系
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以竞价方式确定竞得人。限定
了出让最高价的，在竞价达到设定的出让最高价后，于 2017

土地面积
（■）

土地用途

46302.08
25922.6343
197983.83

工业
工业
工业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建筑密度
1.0
0.6
1.0

40%
结合具体方案确定
结合具体方案确定

年 11 月 1 日通过竞配建方式确定竞得人（其中 P(2017)102 号
地块不竞配建直接进入规划方案评比方式）。 若竞配建比例达
到 20%后，通过规划方案评比方式确定竞得人。 以上竞配建
地点为武汉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拍卖厅，规划方案评比的具
体时间、地点以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发布的通知为准。
六、P（2017）105 号至 108 号地块采取现场挂牌的方式进
行，具体办理程序如下：
（一）申请人可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17 时整，到武汉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3011 竞买室提交书
面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至时间（到账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31 日 17 时整。
经审查，申请人按挂牌文件的有关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和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7 年 10 月 31 日 17 时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
（二） 本次现场挂牌出让地点为武汉市政务服务中心三
楼拍卖厅， 各地块挂牌时间为：2017 年 10 月 20 日 9 时至
2017 年 11 月 1 日 9 时 30 分。
（三） 挂牌出让截至时间 2017 年 11 月 1 日 9 时 30 分，

出让年限

起始价 出让最高
出让方式 竞买保证
金（万元） （万元） 价（万元）

工业 50 年
工业 50 年
工业 50 年

网上挂牌
网上挂牌
网上挂牌

790
380
2190

3910
1900
10950

/
/
/

在武汉市江天公证处的公证下，在挂牌地点举行各地块的揭
牌仪式，并宣布竞得结果。
挂牌时间截至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
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本次公开出让公告如有变更或补充，以武汉市国土
资源和规划局网上发布的补充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武汉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武汉市土地交易中
心窗口（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 117 号）
联系电话：027－65770310、82745537
CA 证书咨询电话：027-65770373、400-676-7799
查询网址：http://cr.whtdsc.com
www.whtdsc.com
www.wpl.gov.cn
www.landchina.com
www.whhome.gov.cn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原土地使用人
武汉市青山区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
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化工区）
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化工区）

P（2017）100 号 新洲区邾城街章林村、余姚村

11717.75

住宅

2.78

30%

住宅 70 年

网上挂牌

4800

4800

7200

新洲区土地储备中心

P（2017）101 号
P（2017）102 号
P（2017）103 号
P（2017）104 号

新洲区邾城街齐安大道与衡州大街交界处城南村
新洲区三店街三店村
新洲区辛冲街曲背湖村和邾城街余姚村
黄陂区汉口北大道以南、轻轨 1 号线以西

6389.12
7090.66
104752.71
36624.24

住宅、商服
住宅、商服
住宅、商服
商服

4.77
2.3
2.6
1.0-4.5

30%
结合具体方案确定
30%
结合具体方案确定

住宅 70 年 商服 40 年
住宅 70 年 商服 40 年
住宅 70 年 商服 40 年
商服 40 年

网上挂牌
网上挂牌
网上挂牌
网上挂牌

6045
640
55000
8200

6045
640
55000
27200

9068
1280
82500
/

新洲区土地储备中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新洲支行
新洲区土地储备中心
新洲区土地储备中心
黄陂区土地储备中心

P（2017）105 号
P（2017）106 号
P（2017）107 号
P（2017）108 号

黄陂区天河街天河机场纵三路以南、横二路以东
黄陂区天河机场纵三路以南、横一路以西
黄陂区天河街天河机场主进场路以东
黄陂区天河街天河机场纵三路以北、机场主进场路以东

25008.5
28957.4
2251.69
7633

商服（公共设施）
商服（公共设施）
商服（公共设施）
商服（公共设施）

0
1.5
1.5
1.5

/
50%
50%
50%

商服 40 年
商服 40 年
商服 40 年
商服 40 年

现场挂牌
现场挂牌
现场挂牌
现场挂牌

1125
1310
100
345

1125
1310
100
345

/
/
/
/

黄陂区土地储备中心
黄陂区土地储备中心
黄陂区土地储备中心
黄陂区土地储备中心

估价报告备案号 备注
4205517AA0088
4205117BA0640
4204717IA0005

储备地
储备地
储备地

4211717BA0024

储备地

4211717BA0028 储备地 + 交易地
4211717BA0026 储备地
4211717BA0027 储备地
4205117BA0711 储备地
4205116BA1012
4205817BA0005
4205117BA0574
4205117BA0575

储备地
储备地
储备地
储备地

备注：以上地块公示面积均以实测为准，公告内容及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以地块挂牌文件和最终审批的具体规划设计条件所示内容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