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鸣

日前， 从外地出差回来的合肥经
开区莲花社区的居民小谭惊喜地发
现， 家门口不远处那个困扰周边群众
20 余年的石灰厂不见了。 听说违建厂
房拆除后留下的那片空地将变成生态
游园，他感觉生活质量一下“蹦”上了
一个新台阶。 去年 11 月 2 日，合肥市
吹响了为期 14 个月的违法建设治理
专项行动的号角，向影响公共安全、损
害公共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违建“亮
剑”。 截至去年 12 月 31 日，合肥共拆
除违法建设 58 万平方米，其中 11、12
两个月拆除 50 万平方米，2020 年拆
违量为 14 年来拆违数量之最。

下重锤 坚持高位推进

在合肥市城管局一间办公室里，
工作人员的忙碌度显示了合肥拆违的
“炙热度”。去年 11 月，这 11 位工作人
员被抽调到这个新组建的合肥市拆违
办，他们来自于合肥各区、开发区以及
市公安局、市自规局、市网信办等。 “去
年 11 月合肥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专项
行动领导小组，书记为第一组长，市长
为组长，市政府分管市长为副组长，市
委网信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公安
局、 市自规局等 26 个单位为成员单
位，高位推进大拆违工作。 ”合肥市城
管局执法协调处处长周晶介绍。

每天， 拆违办都会接到各县区、
开发区按照要求上报来的排查整治
登记表。 每半个月，这里还会对各个
县区、开发区进行排名。 “现在的违建
往往都不是明目张胆的，而是出现在
厂区内部、小区隐蔽处、别墅里，具有
点位分散、形式多样、隐蔽性强、查处
难度大等特点，一个部门出手往往会
‘孤掌难鸣’，相关部门联勤联动才会
取得成效。 ”周晶说。

为了对辖区违建“一本清账”，合
肥各县区逐街、逐巷、逐庭院、逐楼栋
开展违法建设排查， 为大拆违建立
“数据库”，并挂图作战逐个销号。 “违
建治理难，难就难在摸排取证上。 有
些违法建设位于楼顶、有些在业主院
内，甚至有些在房屋内，与合法建筑
浑然一体，若非调取规划图纸现场比
对，很难发现。 ”包河区城管执法大队

大队长林斌告诉记者。
为了让违建无处遁形， 合肥各个

县区积极开动基层智慧， 一些科技手
段也纷纷“上马”。 合肥经开区配置激
光测距仪，精准测量面积，避免案件定
量争议。在包河区一违建查处现场，记
者看到一台直径约 60 厘米的四翼无
人机经过安装调试缓缓起飞， 经过操
作后， 传送的视频清晰地显示出一处
违法建设， 完成了对该处违法建设的
拍照取证、环境勘查的任务。截至 1 月
15 日，合肥市已摸排违建 3868 处，共
736892 平方米；已拆除违建 3476 处，
共 670666 平方米。

重民意 彰显民生温度

“这地方的违建拆除后 ，改建成
了停车场，校门外临到放学再也不会
交通堵塞了！ ”瑶海区马岗小学的家
长高兴地对记者说。 这处让家长们雀
跃的临时停车场， 原是 3500 平方米
的超期临时工棚板房。 “服役” 期满
后，该处工棚并没有立即拆除 ，而是
被用作农民工宿舍继续使用。

“拆除违建，首先要拆的是居民的
‘心墙’，既要有‘一把尺子量到底’的
拆违决心，还要切实考虑民生问题，让
居民感受到拆违不是一拆了之， 从动
工、拆除、修缮到后期利用，每一个环
节都要能体会到政府的温度。”瑶海城
管局副局长李湘江说。据了解，瑶海区
另一处 120 平方米的超期临时工棚，
后期将规划为游园和绿化用地。

包河区创新实施 “驻点督办”模
式， 采取城管部门进驻新建小区，联
合物业、开发商等主体 ，及时制止违
法建设，效率大为提升。 “拆违工作要
尽量做在前！ 一个新小区若有一户住

户在楼顶建了阳光
房，往往会带动这
个小区的住户
纷纷搭违建 ，
这时候再拆违
难度和矛盾往
往非常大。 对

新小区进行
‘驻点’，可以在
前期及时普法劝
导宣传。”包河区滨
湖城管办主任肖洪
波介绍。

“事前要做好说服
劝解工作；拆除中，要及时
解决群众实际难题 ； 拆除
后， 要确保公众第一时间感受到拆违
带来的整洁和便利。”瑶海区龙岗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光轩这样谈起
他的拆违感受。 位于瑶海龙岗的月亮
湾亲水嘉园小区是 2005 年建成，至今
已有十六个年头。经过月余时间奋战，
该小区一楼和楼顶共计 143 处违建全
部被拆除。 主动拆除的王女士告诉记
者：“我们家住在顶层， 房子太老漏水
严重，所以搭上彩钢瓦雨棚用来挡雨。
拆违工作人员上门， 针对拆除后屋顶
如何防水拿出了可行性方案。 我们全
力配合这次拆违工作！ ”

立长远 落实长效机制

“只有让拒不纠错的违建企业和
违建者付出违法成本，不姑息才能对
违建行为具有‘震慑力’。 ”肥西县城
管局党组成员王世庆介绍。

去年 12 月 31 日，肥西县出台了
《肥西县城市管理领域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工作暂行办法 》，首
次将行政处罚与违法主体信用挂钩。
今年以来，该县将 4 起违法建设行政
处罚案件的处罚结果上传至肥西县
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服务平台系统，并
同步推送至 “信用肥西”“信用合肥”
“信用安徽”“信用中国”的四级平台，
针对涉及到违法行为将依法进行信
用等级认定，等级认定结果将会影响
城市管理领域有关行政许可的受理。

纵观全国各地违建问题皆为“城
市病”，如何打破拆拆建建的怪圈？ 1
月 14 日，在拆违推进会上，合肥市副
市长葛斌认为， 违建不能一拆了事，
要根据城市规划和市民需要，及时跟

进规划建设一批公共配套设施，如游
园、体育文化设施、绿化等，切实把拆
违还路、拆违治脏、拆违改造、拆违复
绿、拆违添景集合起来，做到拆一片、
清一片、建一片、管一片。

“在拆违中 ，合肥市也在积极思
考如何通过制度， 及时发现违建、有
效控制违建、长效治理违建 ，努力在
源头上寻找破解违建怪圈之道。 ”周
晶介绍。 合肥一打响治违战役，立即
出台《合肥市违法建设治理专项行动
有奖举报暂行规定》，公布了市、区两
级共 9 个市民举报电话，鼓励市民踊
跃参与大拆违。 截至目前，共收到市
民投诉 3187 起， 全部按法定程序依
法调查、及时处置、按时反馈。

据了解，未来合肥还有望加大对
小区规划设计的审查力度，在防止违
建上做前瞻性的限制；督促物业发挥
职能 ， 发现违建必须立即制止并上
报，并将此工作纳入对物业的考评机
制； 在积极推进智慧社区建设中，在
一些地点实现高清监控全覆盖，及时
发现有可能存在的违法搭建行为。

题图①：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街
道城管队员依法拆除光明新村无主

认领的违建门面房。
本报通讯员 郑志东 本报记者 张鸣 摄

题图②：在拆违中 ，合肥城管部
门用上了“无人机”等新手段。

本报通讯员 胡少殊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摄

题图③：合肥市包河区城管局组
织执法人员对辖区一处 １９０００ 多平
方米的违建进行助拆。
本报记者 张鸣 本报通讯员 李勇 摄

▲ 近日， 来安县城管执法局组织 8 名城管队员
对城关镇的一处违法建筑进行依法拆除。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本报记者 周连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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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减法” 美丽城市
■ 本报记者 罗鑫

1月 13 日，记者来到位于宣城市宣州区鳌峰街道阳德
社区的宛溪新村小区。 沿着长长的巷弄一路前行， 记者看
到，小区 16 栋楼道前新铺的沥青路面平整宽阔，格外醒目。

“现在‘白改黑’，沥青路面也拓宽了，小区敞亮整洁了不
少！但几个月前，路口转弯的地方还有违建房屋，几乎占了道
路的小半。 ”宛溪新村小区业主张女士告诉记者，“附近有四
小、六中，每逢上下班、上下学高峰期，转弯很不方便。 ”据了
解， 宛溪新村是典型的老旧小区， 业主提到的违建房屋系
2000年小区一住户在 16栋前搭建，用于经营小卖部。 “随着
城市和社区的发展，小区车辆增多，小卖部造成车辆出行不
便。之前小区发生过火灾，违建也影响到消防通道，安全隐患
大大增加。 ”阳德社区主任陈婷婷告诉记者，去年 5月，宛溪
新村迎来老旧小区改造，拆除此处违建正是群众所盼。

“现场勘验后，我们在去年 7 月底给当事人下达了《责
令整改通知书》，最终取得了业主的理解，去年 8 月 20 日，
顺利拆除 15 平方米的违法建设。”宣州区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局教导员黄平告诉记者。

近年来，宣州区城管局扎实推进违法建设拆除工作。 去
年，该局加大违法建设查处力度，共受理案件 1566 起，已结
案 1483起，组织和参加各项拆违行动 185余次，拆除新增违
法建设 423处，面积约 12983㎡，拆除存量违法建设 68处、面
积 17690㎡。同时宣州区城管局加强背街后巷市容市貌管理。
2020年，背街后巷共规范占道经营 240处、流动摊贩 120余
处，清理私搭乱建 95 处、乱堆放 180 余处，背街后巷及非物
管小区累计施划停车位 2504个，面积约 14185平米，非机动
停车线 9550余米，箭头 123个，非机动车标识 172个。

“近年来，我们采取一系列做法推进拆违，为建设发展
拆出空间，为文明创建拆出景观，大大助推老旧小区改造
等项目实施。给城市做‘减法’，让城市更美丽！”黄平介绍。

整治河堤 水清岸绿
■ 本报通讯员 余珊珊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河道蜿蜒，河堤整洁，沿线绿植环绕，不少居民成群结队
沿堤散步休闲，这是记者日前在怀远县境内的淮河北岸大堤
采访时看到的景象。 “过去，沿河随处可见违章建筑，环境脏
乱差。 经过一年多的拆违整治，现在河道变宽，两岸风景宜
人，我们没事就喜欢到这儿溜达溜达。 ”居民王友树说。

怀远县水系发达，境内有 9 条河流，其中淮河流经怀
远县境内 39.5 公里。 去年以来，为打造河畅景美水清岸绿
的美丽淮河生态环境， 怀远淮河河道管理局对淮北大堤、
涡河、荆山湖行洪堤、塌荆段等堤段河道管理范围内砂场
码头船厂进行清理，清除场地内附属物和建筑垃圾；同时
对淮北大堤常坟段河道管理范围内违章设施和护堤地乱
象进行集中整治。

“去年 11 月，我们联合沿河各乡镇政府开展河道环境
专项拆违整治行动。然而，拆违工作并不容易，关键要多角
度做好群众思想工作，争取大家的支持和理解。”怀远淮河
河道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专项整治行动前，该局
联合各相关单位成立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开展进村入
户走访宣传，对违章建(构 )筑物进行摸底调查，并上门耐
心细致做思想工作。通过张贴拆除公告、下达《限期拆除通
知书》等形式，营造拆除违章建筑物的浓厚氛围。

整治期间，针对河道内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怀远县明确
专项整治重点任务和整改完成时间节点， 落实工作责任制，
紧盯拆除现场， 向社会各界展示依法拆除违法违章建筑、打
击违建行为的坚定决心。 截至去年底， 已拆除违建房屋 41
间、拆除线杆 4 根、清理垃圾 10410 立方米、乱搭乱建 2501
平方米、清理乱耕乱种 106 万平方米、乱堆乱放 237 处。 此
外，该县还通过栽植树木美化绿化河道堤防，消除该段影响
防洪、堤防安全和生态环境的隐患，大大提升河道沿线环境。

拆违畅路 “润泽”居民
■ 本报见习记者 朱茜 本报记者 贾克帅

1 月 12 日上午，记者来到马鞍山市花山区润泽路。 一
眼望去，原先拥挤杂乱且喧嚣的景象已不复存在，拆除违
建后的润泽路显得宽敞明亮、平整干净，在阳光照耀下愈
发呈现出文明城市所应有的美好风貌。

润泽路曾是困难群众进行谋生的一个集中地。在改造
之前，一些违建商铺侵占公共空间，部分狭窄路段挤占消
防通道，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出行和安全，环境问题突出，
成为城市管理的一个顽疾。

“每家每户我们都会上门进行沟通交流，一户一策进
行帮扶。”花山区城管局局长曹云说。在润泽路的拆违工程
中，相关工作人员细致了解群众的困难和诉求，帮助他们
想办法、谋出路。家住微山社区微山花园的杨家胜，曾在润
泽路经营一家卖瓜子的炒货店。 他家生活较困难，还有一
个残疾的儿子需要照顾。“商铺要拆除，当初心里也有些难
受。 在了解到我家的困难后，拆违部门及时给我家装潢了
卫生间，安装了热水器，令我感动。 ”杨家胜告诉记者。

改造后的润泽路不仅提升了城市的颜值，也提升了群
众生活出行等方面的幸福指数。 “之前道路上违建的棚子
伸出来老远的，影响交通出行，刮大风时真怕棚顶掉下来
砸到人。 现在这一隐患消除了，心里踏实多了。 ”家住附近
的市民汪女士说。

据了解，润泽路提升改造工程存在违建 32 处，均为经
营户搭建的棚亭、门面房。在拆除过程中，仅用了 8 天的时
间就快速拆除完毕，面积超 1000 平方米。 “花山区一共拆
除违法建设 2961 起， 针对拆过以后的现场， 垃圾及时清
运，绿地及时恢复，原貌及时还原。”曹云向记者介绍道，目
前已进入常态长效的违法建设的治理阶段，不允许出现任
何形式的违建。

本版策划：记者部

时下，一场声势浩大的
拆违专项行动正在合肥展

开 ， 让一个个藏在旮旯的
“城市之疤” 变成了一个个
“城市之花”。

核心提示

荩 1月 17日，淮南市田家庵区城
管队员强力拆除违章建筑，助力城
市建设。

本报记者 柏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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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词热变”的背后
■ 许蓓蓓

曾几何时，“拆违” 还是一个冷冰冰甚至
带着些敏感的词汇。 而现在，却已成为一个有
温度、被认可、受追捧的“热词”。 经过大拆违，
狭窄道路变得宽阔敞亮、 违建厂房变成生态
游园、 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一个个看得
见、摸得着的巨大变化，是诠释“冷词热变”的
最好注脚。

拆违既是腾挪发展空间、优化发展环境
的内在需要，也是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

城市竞争力的迫切要求； 既是政府工程，更
是事关群众利益、顺应群众期待的“民心工
程”。多年来，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高位
推进，让一处处棘手的违法建设问题逐步迎
刃而解，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也让城市
焕然一新、拔节生长。

城市拆违，既要善 “拆 ”，更要善 “治 ”。
“拆”是关键，“治”是核心，两者紧密结合、缺
一不可。拆违不是一拆了事，粗暴推进，它涉
及到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群众利益维护等
方方面面，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就

要求在拆违前、 中、 后等各个环节， 以善
“治”、巧“治”为钥，对于可能存在矛盾问题
的种种因素、各方关系，统筹协调 、灵活处
理，从而保障拆违工作顺利进行、平稳过渡。

怎么治？ 记者认为，应当以“制”为纲，以
“法”为绳，以“民”为本。 以“制”为纲，即进一
步制定和完善与拆除违建相关的制度 、文
件，建立控制、治理违建的长效机制，严格落
实相关部门责任；加大对拆违工作的法律保
障力度， 充分运用法律依据和公开手段，加
大对违法主体的惩处力度，让相关人员及广

大群众更加知法、懂法、守法；坚持有情操作，
走群众路线，第一时间查处对群众生活有严
重影响的违建，充分依靠群众、赢得群众对
拆违工作的支持，全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
美好舒适的生活环境，等等。

不容忽视的是， 在当前城市拆违工作
中，还存在种种难以克服的老问题、新矛盾，
还需进一步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创新工作思
路、扎实稳步推进，深入作好“拆”“治”两篇
大文章，真正实现拆出新空间，拆出新环境，
拆出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