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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项目简介 

1.郑州市轨道交通3号线，是郑州市正在建设中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一个组

成部分，内容为修建一条从西北向东南贯穿郑州中心的地铁线。3号线线路全长

31.9km，设站25 座，其中12 座换乘车站，平均站间距为1.3km.，3号线分期进行

建设，一期工程的范围包括从新柳路至淮海东路站的区间，全长25.2公里，设21

个车站，一个停车场和一个车辆段。 

2.在项目接受世界银行评估的阶段，郑州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为3

号线一期项目涉及的非自愿性移民影响准备了《移民安置行动计划》。世行在此项

目下的技术援助子项目将支持三号线沿线黄河路站等6个站点周边土地开发的计

划，此类土地开发计划的实施将导致征地拆迁。在项目的准备阶段，此类开发计

划的尚未确定，所以其引起的征地拆迁的影响量无法确定。除此之外，项目建设

过程之中弃土场、公交一体化等关联项目以及部分站点的出入口和风亭建设方案

局部调整可能涉及一定的征地拆迁影响。这部分影响由于现阶段还未完成详细计

划，具体影响有待进一步确认。为此，郑州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为这

些子项目可能产生的征地拆迁影响制定《移民安置政策框架》，待相关计划和影响

明确之后，提供详细移民安置信息和相关政策，并按照世界银行要求制定简要移

民安置计划报世行审批后执行。 

B．项目影响 

3.郑州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项目的弃土，将尽量利用郑州市目前已有的建筑垃圾

处理场地予以消化，在现有场地不足以吸纳的情况下将开辟新的建筑垃圾处理场

所。与轨道交通项目建设相配套的公交一体化子项目，也将重新建设和调整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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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站。此外，3号线一期项目21个站点和停车场、车辆段的建设方案也可能在

建设中有局部调整。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新的征地拆迁影响产生。由于上述内

容的具体设计方案尚未明确，还不具备对征地拆迁受影响情况进行详细社会经济

调查的条件，具体征地拆迁影响尚不能识别。待相关子项目进入详细设计阶段，

郑州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将组织详细社会经济调查，掌握项目征地拆

迁详细资料。 

 

C．原则与目标 

4．为尽量避免或减少移民项目建设的征地拆迁量，凡涉及非自愿移民的项目

建设都应贯彻执行本移民政策框架提出的基本原则。一旦征地拆迁等影响可以得

到确认，就将以本框架确定的政策与程序为基础，编制移民安置计划。 

5. 制定本政策框架的目标在于确保所有受移民项目建设项目受影响人口能为

他们的损失得到合理补偿，同时得到必要的扶助，从而能提高，至少是维持其原

有生产水平、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6.．本政策框架所说的受项目影响人口是指： 

（a）土地部分或全部、永久或暂时受到项目建设项目影响的人群； 

（b）房屋部分或全部受到项目建设项目影响的人群； 

（c）生产经营活动部分或全部、永久或暂时受项目建设项目的影响的人群； 

（d）其它各类地上附着物部分或全部受到项目建设项目影响的人群。 

7．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移民政策框架在准备过程中采用了世行OP/BP4.12

概括的原则。具体来说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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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移民安置的实施应以对项目内的社会经济调查和对受影响的实物指标统

计为依据，以国家和地方的各项征地拆迁政策、法规，以及世界银行的《非自愿

移民业务政策OP/BP4.12》为原则。 

（b）优化工程设计，尽可能减少征地拆迁影响。尽量避开人口稠密区，将非

自愿移民减少到最小程度。施工中采用各项便民措施，采用减少扰民的施工方案。 

（c）所有对非自愿移民的补偿和安置活动都作为项目建设的一部分。及时为

移民提供充足的资金，并使移民从项目中受益。 

（d）确保各类受影响人员能够在项目实施之前获得移民损失的全部费用。给

予合理的生活安置和有效的生产恢复，对他们暂时的困难给予补助和帮助。 

（e）确保所有受工程影响的人在征地拆迁结束之后，他们的生活水平、生产

能力和收入恢复到征地拆迁之前的水平或有所提高。 

（f）拆迁房屋、专业设施、附着物赔偿按重置价计算，不得扣除拆迁部分材料

的残值，也不得扣除原财产的折旧。 

（g）提供实物安置和货币安置等多种安置方式供受影响人口自愿选择。 

（h）移民在搬迁过渡期和搬迁过程中将得到补偿。  

（i）非住宅单位搬迁将得到搬迁补助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助。 

（j）对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照顾，帮助他们选择安置房屋，并协助其搬家。 

（k）对基础设施的所有单位给予补偿，用于受项目影响的基础设施的迁建及

功能恢复。 

（l）对征收的土地及所造成的损失进行合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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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征收土地的各项费用应当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三个月内按

实际进度支付，最迟不得晚于该幅土地开始用于建设目的之日。 

（n）在移民安置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鼓励移民参与，广泛征求他们对补偿安

置的意见，及时公开和公布补偿安置的政策及标准。 

（o）重视受影响人员的抱怨和投诉，及时合理地帮助他们解决征地拆迁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和不便。移民对补偿标准的意见，应尽量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

成，可通过裁决甚至起诉解决。 

（p）移民工作有关单位要加强配合与协作。健全各级移民机构，培训所有上

岗人员。 

（q）移民安置实施过程中，如有重大变化，包括补偿变化标准、改变工程征

地拆迁的位置与规模、增加新的子项等，都应事先报告世行。 

D．移民计划的准备与审查程序 

8．弃土场、公交一体化、公交站点建设调整等子项目产生的征地拆迁影响，

将按下列程序准备和实施移民计划： 

（a）在工程初步设计完成后，立即根据本框架报告确定的政策，准备简要移

民计划。 

（b）简要移民计划应于实施前 一个月提交世行项目组，获得不反对意见后，

方可开始实施。 

（c）郑州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办公室、外部监测单位和世界银行，在必要时

进入项目建设现场检查和落实简要移民计划的实施情况，项目建设单位应配合、

协调上述单位开展工作。移民工作一旦出现问题，世界银行将会要求郑州市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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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设管理办公室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予以解决。 

9．根据本政策框架，编制建设项目的移民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 

（a）移民影响调查和所影响财产的估价； 

（b）陈述将提供的移民安置补偿及其他移民安置援助措施； 

（c）征求移民对可接受的替代方案的意见； 

（d）移民安置实施机构和申诉程序； 

（e）监测与实施方面的安排； 

（f）时间表与预算。 

E．获得补偿资格的标准 

10．补偿资格确定政策的目标在于向受影响人群补偿因项目建设而损失的财

产，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恢复至项目实施前的生活水平或在此基础上有所提高。

总体而言，移民与恢复计划将包括以下各项：（1）对房屋等财产损失给予补偿；（2）

提供生活恢复补助以补偿项目对移民生活和经济活动造成的临时性影响；（3）对

丧失生计者，通过就业或培训方式，为恢复收入提供资本与企业支持；（4）为受

影响的社区补偿社区设施、提供社区服务。 

11．因项目建设而失去农田的人群有权享受以下补偿与恢复待遇： 

（a）或者直接获得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 

（b）土地被临时占用的，由此造成的青苗损失、收入损失、基础设施破坏以

及复垦成本，将得到相应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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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因项目建设而失去房屋及其附属构筑物的人群有权享受以下补偿与恢复待

遇： 

（a）在项目建设完成后，获得不低于拆迁前的实物安置； 

（b）如果选择货币安置，则获得重置价格补偿； 

（c）获得搬迁补贴。 

（d）获得过渡期间的补贴，补贴按照实际过渡时间计算。 

13．因项目建设而失去生产经营机会的人群有权享受以下补偿与安置待遇： 

（a）提供受影响人可以接受的它处生产经营场所； 

（b）对设备的搬迁与损失给予合理补偿； 

（c）对过渡期的停产停业损失给予补偿； 

（d）对全部或部分受影响的房屋等固定资产按其重置价给予补偿。  

F．法律框架 

14．弃土场、公交一体化、站点建设调整等子项目产生的征地拆迁影响的移民

安置工作所依据底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9年1月实施，2004年8月28日修订施行； 

●《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2006年8月31日发布。 

●《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土地管理工作的决定》，国务院2004年10月21日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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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011年1月21日起施行；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2011年6月3日起施行。 

●河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若干规定》

（豫（2012）39号，2012年4月15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和使用

的意见》 (豫政办〔2006〕50号) 2006年6月22日； 

●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各地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社会保障费用标

准的通知》〔豫劳社办（2008）72号〕； 

●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被

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豫劳社[2008]19号）2008年11

月26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豫政 

〔2009〕87号，2009年10月16日； 

●《郑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郑政【2011】31号，2011

年5月12日）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国有土地上征收补偿的若干规定》，2013年10月。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

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09〕1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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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业务政策OP4.12《非自愿移民》及其附件，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世界银行业务程序BP4.12《非自愿移民》及其附件，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G．组织机构 

15．本政策框架所覆盖子项目移民安置工作将由郑州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办公

室负责组织实施，各区征收与补偿办公室负责本区域内移民安置工作。 

H．实施程序 

16.移民安置文件将包含一份针对将采取的各项活动制定的详细实施计划。补偿

支付及其他生活恢复待遇（以现金或实物方式）的提供以及补贴的发放，将按移

民安置实施进度分批及时支付。 

I．申诉机制 

17．为确保受影响人群能就其土地征收与安置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申诉，本政策

框架仍制定了详细的申诉程序，其目的在于对居民的抱怨迅速、公正地做出回应，

尽量不诉诸于复杂的正规程序。具体程序如下： 

阶段一：受影响对象向村或者街道安置办公室提出口头或书面不满。如果是口

头不满，各村或者街道安置办公室必须做好书面记录，村或者街道安置办公室要

在两周内作出明确答复。如涉及问题较大，需请示上级安置办公室的，必须在两

周内争取上级安置管理部门的答复意见。 

阶段二：如阶段一的答复意见没有满足抱怨者，抱怨者可在收到阶段1决定的

一个月内向所在区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申诉，区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在3周内作出处理

申诉的决定。 

阶段三：受影响对象得到所在区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的答复意见仍然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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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在收到阶段二答复意见的一个月内向郑州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办公室提

出申诉，郑州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办公室将在四周内作出答复意见。 

阶段四：如果受影响对象对阶段三的答复意见仍然不满，可在收到答复的15天

内向民事法庭上诉。 

J．补偿政策 

18．本政策框架所覆盖子项目征地拆迁的补偿政策将与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项

目征地拆迁政策保持一致，其主要内容包括： 

  ●征地补偿安置政策 

1）被征收集体土地按照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进行补偿。 

2）征地补偿安置费中，占60%的安置补助费直接发放至被征地农民家庭，占

40%的土地补偿费的80%也直接发放至被征地农民家庭。剩余20%的土地补偿费

的使用，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等形式协商决定，主要用于集体公益事业。土地补偿

资金和安置补助费的分配和使用，接受上级单位的监督和审计。 

3）征地后符合条件的村民被征地农民将全部纳入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

保障制度范围。 

4）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所需资金，由农民个人、村、区人民政府共同承担，

被征地农民负担不超30%。个人及集体负担部分所需资金从当地政府批准的征地

补偿费用中抵缴，征地补偿费不足以支付的，由当地政府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

入补足。 

5）免费向被征地农民开放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就业咨

询、就业指导、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服务，促进被征地农民尽快实现就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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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的被征地农民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就业失业登记，享受城镇失业人

员的相关就业服务。 

6）被征地农民转为非农业户口并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家庭，

按规定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7）被征地农民职业培训可按照城镇失业人员培训补贴办法及标准给予补贴，

所需资金由当地财政负担。被征地农民本人也可自愿到具备资质的培训机构参加

职业技能培训。 

8）地上附属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其所有者所有，补偿资金直接发放给所有人。 

●拆迁补偿和安置政策： 

1）所有被拆迁家庭均可以自由选择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安置方式中

的一种进行安置。 

2）选择货币安置方式的家庭，所获补偿金额按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

价上浮30%计算。 

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由具有房地产评估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收部门组织相

关被征收人在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中随机抽定。 

3）被拆迁家庭户还可以在各区人民政府负责提供的安置房源里选择产权调换

方式进行安置。 

选择产权调换的，按两种方式进行安置：一是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注明套内建

筑面积的，按套内面积给予安置；二是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未注明套内建筑面积

的，安置房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上浮20%进行安置，上浮部分不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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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拆迁人根据被征收房屋认定建筑面积等面积调换安置房，超出安置房建筑面

积5平方米（含5平方米）以内的按成本价6000元/平方米进行结算，5平方米—10

平方米的（含10平方米）按房地产市场评估价优惠10%进行结算,10平方米以上的

按房地产市场评估价进行结算。 

4）对被拆迁私人房屋，均支付搬迁补助费。 

被征收房屋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0元的标准，发给被征收人搬迁费。不足1200

元的，按1200元发放。期房安置发二次，货币补偿或现房安置发一次。 

5）对拆迁家庭支付临时安置过渡费。 

住宅房实行期房安置并由被征收人自行解决临时安置房的，在临时安置期间，

按被征收人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20元的标准发给被征收人临时安置费。不

足1200元的，按照1200元发放。 

现房安置或货币补偿的，按上述标准一次性支付6个月的临时安置费。提供周

转用房的，可不再支付临时安置费。 

临时安置期限,多层建筑不超过24个月，高层建筑不超过36个月。超过临时安

置期限在6个月以内（含6个月）的，临时安置费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每月30元的标准发给被征收人；超过临时安置期限在6个月以上的，临时安置费按

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40元的标准发给被征收人。 

6）各类室内设施和对房屋装饰装修进行补偿。 

对被拆迁家庭各类室内设施根据其数量和类型按照规定的标准进行补偿。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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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饰装修的补偿由征收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房地产价格评

估机构通过评估确定。    

7）对拆迁户支付物业管理补助。 

按被征收住宅房屋所有权证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1元的标准一次性给予三年

物业管理费用补助。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不足60平方米的按60平方米计算物

业管理补助。 

8）对拆迁家庭在校中、小学生支付交通补助费。 

按被征收人被征收房屋所属户籍中在校初中生和小学生的人数，按照当时的学

生月票价格结合临时安置期限据实发放。 

9）对按期签约拆迁的家庭给予奖励。 

对被征收人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完成搬迁、交付被征收房

屋的，按被征收房屋有证建筑面积给予每平方米不超过200元的奖励。另按签约期

限给予不同档次的奖励，每证奖励金额不得超过3万元。 

 

K．公众参与和协商 

19．郑州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办公室将执行项目区内的公众参与与咨询程序。

移民计划提出的措施与待遇——包括安置区、补偿政策与补偿标准、生产生活收

入恢复措施等——得到受影响人群的广泛接受，是该计划获得批准的前提条件。 

20．受项目影响的人群应参与移民安置计划编制与实施的全过程。为做到这一

点，在编制移民计划前，应通过群众大会，使居民对本政策框架具有知情权。相

关地方政府应让各受影响的住户或非住宅单位了解在相应移民计划下他们所能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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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待遇与可做出的选择。 

L．监测 

21．郑州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办公室对移民影响进行内部监测。监测工作为计

划实施的有机组成部分。监测过程将对照主要实施目标，评价安置效果，并在必

要的情况下对移民计划加以修正。在移民计划实施过程中如出现重大问题应及时

向世界银行报告。根据世界银行的要求，移民安置活动将聘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

独立机构实施外部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