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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站可否设置
无障碍通道？

▲ 新生儿如何参加医保？
网友“凤凰飞”咨询：请问新生儿参加
医保需要准备哪些资料？ 怎么办理？
达州市医疗保障局回复： 新生儿上户
后， 携带户口簿复印件到所在地医疗保障
局进行信息录入， 再到税务局进行缴费即
可。 新生儿自出生之日起 90 日内参加出生
当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从其出生之
日起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超过 90 日参保，
从缴费之日起 30 日后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请注意及时参保。

达城曹先生咨询： 达州火车站候车
厅前往站台，要从三楼下行到一楼，此段
路程没有无障碍设施。 轮椅、婴儿车无法
通行， 老弱病残孕行走困难， 希望能整
改。
达州车务段回复： 达州火车站每个
站台都设置有无障碍电梯， 可从候车走
廊通向站台，由于客流较大，乘坐无障碍
电梯可通知客运人员， 在防护情况下使
用无障碍电梯。 对于特殊重点旅客，旅客
可提前通过 12306 重点旅客预约或在车
站现场求助客运工作人员， 车站均会安
排客运工作人员从进站对旅客乘车进行
协助。

张家村村民张某有平房 4 间，
产权人系张某， 土地性质为集体所
有，系婚后修建。 张某有两个儿子张
甲与张乙， 另有一女张丙。 张某
2011 年 5 月死亡之前立下遗嘱：
“本人张某在张家村有房产一处共
140 平方米，于 2004 年由长子张甲
出钱建造， 本人跟妻子王某居住在
张甲处， 本人百年之后自愿把此房
产留给长子继承，均与他人无关。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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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人： 张某，2009 年 6 月 1 日。 ”
2015 年 3 月 1 日，张甲作为合法房
屋所有权人或受委托人与张家村村民委员

▲ 申请公租房需要什么条件？
通川区雷先生咨询： 请问申请公租房和
廉租房需要符合哪些条件？
通川区住建局回复：根据规定，通川区
实物配租范围东办、西办、朝办、西外镇、北
外镇、莲花湖管委会（以下简称“三办两镇一
委”）及市、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符合公共
租赁住房实物配租保障的家庭。 保障条件
（一）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含低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应符合下列条件：
家庭成员至少有一人取得通川区城镇居民
户口 3 年以上，其他成员户口迁入须满 1 年
以上且须是直系亲属关系；家庭人均年收入
在当年中等偏下收入线（低收入线）以下；申
请人家庭所有成员均无自有产权住房、未参
加房改房或集资建房、未租住国有公房和享
受其他保障性住房，仅靠在当地租房居住的
家庭。 新就业无房职工及外来务工人员申请
公共租赁住房应符合以下条件： 年满 18 周
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新就业无房职
工 3 年（含 3 年）在通川区“三办两镇一委”
范围内就业，具有通川区户籍，并与用人单
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连续缴纳社会养老
保险金 1 年以上或累计 2 年以上；外来务工
人员，非通川区户籍（不含达川区、经开区）
及“三办两镇一委”外的通川区户籍，在通川
区“三办两镇一委”范围内稳定就业达 3 年
且实际居住 3 年以上，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
动（聘用）合同，连续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 1
年以上或累计 2 年以上；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当年中等偏下收入线以下；申请人家庭所有
成员在达州市主城区内均无自有产权住房、
未参加房改房或集资建房、未租住国有公房
和享受其他保障性住房，仅靠在当地租房居
住的家庭。 人均保障面积，公共租赁住房人
均保障面积为 15 平方米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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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拆迁安
置款 112 万元。 张某的儿子张乙将张甲起
诉至法院，以父亲张某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
为由，请求确认张某所立遗嘱无效，判令被
告分给原告 14 万元安置补偿款。 被告张甲

▲

于是委托律师出庭应诉。

户口迁出可否代办？

渠县李先生咨询：我是水口乡人，目
前在福州务工，为了便于工作，打算迁出
户口（目前已拿到准予迁入证明）。 请问
迁出户口需要哪些资料？ 是否可以代办？
渠县公安局回复： 如本人无法回辖
区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业务， 可以委托
他人代办。 办理时请带上由您本人手写
的委托书、二代身份证、居民户口簿、拟
迁入地公安机关出具的准予迁入证明以
及委托人的身份证件前往渠县公安局岩
峰派出所办理。
（以上记录由热线记者 周巾晶整理）

被告张甲的代理人认为，涉案房屋登记
的权利人虽系张某，但遗嘱内容证实该处房
产系被告出钱建造，被告张甲属于实际的权
利人。 被告张甲让父亲张某和母亲王某居
住，是为了尽子女的赡养义务，张某立遗嘱
将涉案房产处分给被告张甲，是将本属于张
甲的房产物归原主。 因此，涉案房产实际应
属于被告张甲所有，拆迁安置利益应全部归
被告张甲。
法院经综合审理， 认定遗嘱真实有效，
但遗嘱中张某对属于王某所有部分的房屋
处分无效，张甲仅能继承张某所有部分的房
屋，即涉案房屋的一半；涉案房屋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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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本栏
目可刊登招聘、转让
租售、 清算公告、遗
失声明等，请广告主
带上相关手续前来
办理。 使用信息，请
核实手续，与广告主
签订合同；若广告主
违规操作与报社无
关，可向相关执法部
门举报投诉。
广告热线电话：
0818-2379047

遗失声明
达州市通川区苏氏
莽子烧烤营业执照正本
遗失，证号：92511702M
A620QH92E，法人：苏万
寿。 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达州市通川区蒲家
镇八口村 7 组（原 11 组）
陈耀才手持集体土地使
用权证遗失， 占地面积
69 平 方 米 ， 证 书 号 ：
1320411027，特此声明遗
失作废。

开江县长田乡人民
政府所持的四川省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费
票据一本。 票号、
20114904014－20114904
251。 不慎遗失。 特此声
明作废。

归王某所有。 因此，涉案房屋的安置补偿利
益张甲只有权取得一半，另一半应归王某所
有，王某可另案起诉主张权利，判决驳回原
告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
（中院民二庭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