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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美丽 靓城行动” 之拆违先行

靓城行动 拆违先行
腾出发展新空间 带来宜居新生活
一条条宽敞整洁的街道，在城市之间
不断延伸；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散发
着现代城市气息；一个个鸟语花香、生机
盎然的口袋公园串联起街头巷尾的美景
……余杭，一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靓丽
城市”
正加快崛起！
自“靓城行动”启动以来，全区上下众
志成城，助推“东部崛起”，点“靓”这片热
土。区防违控违办作为拆违专项的牵头
单位，主动谋划，科学统筹，组织开展“靓
城行动拆违先行”专项行动。截至目前，
东部八个镇街在“靓城行动”中共拆除整
治各类违法建筑 2446 宗、面积 91.6 万平方
米，其中拆除“靓城行动”建设项目周边的
违法建筑 926 宗、面积 15.9 万平方米，拆除
“全域美丽”建设范围内的违法建筑 3820
宗、面积 115.7 万平方米，为提升全域生态
环境，
靓化城市景观腾空间、增
“靓”
点。
本版组稿 凌怡 王珏 张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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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先行理念
制。发挥“路长”
“河长”
“巷长”
“网格长”
等作用，开展日常巡查，进一步织密管理
网络，提高集镇环境管理质量。
乔司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召开专项
会议研究讨论，成立以党工委书记为组
长，办事处主任为副组长的整治行动领导
小组，对集镇 2.88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不雅
建筑（违法建筑）进行实地调研摸排。街
道坚持把党规党纪挺在前，要求党员干部
要讲党性作表率，在重大行动面前走在前
列，让群众看得到、跟得上，掀起了全民参
与整治环境的热潮。

区防违控违办坚持项目引领，围绕
“靓城行动”各专项建设，对照“靓城行动”
具体建设项目，对存在违建问题的建设项
目和区域，通过核对地图、实地调查，梳理
出需要重点排查的“靓城行动”建设项目
118 个。在此基础上，根据项目建设实施
时间要求，确定分批排查、分步实施计划，
并安排专人分片跟踪项目建设区域及周
边违建点位的排查工作。
相关镇街在排查过程中，着眼项目建
设大局，认真对项目周边可视范围内进行
梳理，并逐一开展点位排查核实，对“靓城
行动”项目建设周边违建开展全方位、立
体式排查。临平街道采用无人机等现代
科技手段，对北大街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周

边违建定期实施空中动态监测，及时发现
并拆除问题违建，为项目建设整体效果保
驾护航。
五杭集镇紧邻京杭大运河，是富有生
活气息、文化底蕴深厚的街区，也是我区
重点打造的小城镇之一。通过整治后，如
今这颗大运河畔的璀璨“明珠”再度绽放
出夺目光彩。
这一切都离不开街道紧密结合全域
基础环境整治，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充分发挥村社、网格、村民小组力量，从前
期摸排、入户宣传、信息留档等细节着手，
推进不雅建筑拆除、裸露围墙整治、乱堆
乱放点位清理以及
“低散乱”
整治等工作。

口袋公园一景

塘栖古镇的门面。然而在整治前，仅广济
路短短 50 多米的路段就有多个小区存在
违建的情况，严重影响古镇形象。”
塘栖镇
防违控违办小区违建专项整治中队负责
人周杰介绍说，自去年 10 月份开始，塘栖
镇向广济路两侧小区内违法建筑
“亮剑”
，
陆续拆除整治阳光房、彩钢棚等 20 多处。
此外，塘栖镇制定《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不雅建筑、违法建筑整治工作方案》，
专门成立了由城管和拆违办组建的巡查
防控队伍，并建立信息登记报告制度，加
大小区违建防控，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为重点，开展小区不雅建筑和存量违建整
治，截至目前，全镇共拆除整治 540 宗，面
积 15000 平方米。
2019 年，我区紧紧围绕“靓城行动”
118 个项目，借势借力，对建设项目可视
范围内的各类违建坚决做到“应拆尽拆、
不留死角”
。目前，东部八个镇街通过
“靓
城行动”共整治违法建筑 2446 宗、面积
91.6 万平方米，其中拆除 2398 宗、面积
90.8 万平方米，
拆除率为 99.1%。

临平新城

红联花海

运河街道双桥村新貌

临平榨油厂遗址公园

注重宣传发动

突出项目引领

违法建筑的拆除只是第一步，
最终目的是通过拆违提升城乡环
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我区在
“拆违先行”
专项行动
中，紧紧围绕“群众满意”这一落脚
点，同步重视违建拆后利用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效。
“这里要造一条 6 米宽的河边游
步道，就在我家后面，以后散步、锻
炼太方便了！”
仁和街道渔公桥村村
民王应方乐呵呵地向记者介绍。
去年年初，借力美丽乡村建设，
村里将沿河搭建的超面积辅房全部
拆除，并进行河道景观整治提升，打
造了一条 1 公里长的游步道满足村
民日常休闲、健身的需求。不仅如
此，村里还统一设计施工，帮村民重
新搭建符合规定的辅房，受到了村
民的普遍欢迎。
在距离渔公桥村不远处的云会
村，村民张阿姨每天傍晚都会和老
姐妹们相约去村里的健身苑跳广场
舞。而就在一年前，这块地方还是
村里有名的
“脏乱差”
区域。
“现在隔
壁村的姐妹们都爱来我们的健身苑
跳舞，还盼着他们村也能改建成这
样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张阿姨
笑着说。
“拆违”不只是“拆”，更需要以
“揉面”
的功力，把城市伤疤、乡村洼
地这些城市发展的
“成长问题”
一道
打破重塑，让百姓享受更多
“拆改红
利”
。
南苑街道翁梅社区征而未用土
地复绿就是这样一个生动实践。南
苑街道翁梅社区临乔路东侧原 1
组、12 组涉及土地 200 余亩，征迁后
变成已征未用土地。多年来，由于
没有有效的管理措施，这一大片空
地没有绿化、地表裸露，垃圾乱倒、
乱搭乱建现象严重。
为合理利用拆后空地，街道启
动
“大田拖管”
模式，还绿于民、还景
于民。整治一块美化一块后，征而
未用土地华丽变身为一片花海，成
为市民争相打卡的网红景点。

强调以民为本

仓前街道连具塘村新貌

针对
“两路两侧”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小区违建整治等重点难点，敢于亮剑、
敢动真格，对各类违法建筑坚持
“拆字”
当
头。
320 国道两侧企业厂房遍布，存在违
章搭建、环境脏乱差等问题。随着“三路
一环”
秋石高架路余杭段和望梅高架路北
段的通车，道路两侧环境整治已迫在眉
睫。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东湖街道狠下决
心，向沿路沿线违法建筑、不雅建筑“亮
剑”
，成立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以专项
小组形式，强势推进拆违项目。据了解，
东湖街道共拆除 320 国道沿路沿线违法建
筑（含不雅建筑）15 处，
共计 2 万余平方米。
长长的沿街廊檐、修复的古旧建筑、
整洁的小区环境……漫步在塘栖镇广济
路，道路两侧是靓丽的古镇风貌。经过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后，这条通往古镇景区
的主干道，已彻底撕去了“脏乱差”标签，
迎来了华丽蜕变。
“广济路连接着景区入口，可以说是

实施全面防控

自全区“靓城行动——推动东部崛
起”动员大会召开后，区防违控违办结合
年度拆违任务，第一时间召开“靓城行动、
拆违先行”专项行动部署会，并下发问题
排查清单，确保拆违行动走在项目建设
前，为“靓城行动”
各项目建设打下坚实基
础。
镇街组织人员力量，迅速掀起“靓城
行动”拆违专项行动。运河街道以“四个
平台”
为载体，积极创新管理模式，配强执
法力量，运用智能化手段，强化集镇管理；
配备专职网格员，落实联动巡查、处置机

坚持以拆为主

2019 年，各镇街在加大拆
违力度的同时，不断强化新违
建防控，通过完善落实长效管
理机制，进一步巩固“拆违先
行”
专项行动成果。
星 桥 街 道 以“ 无 违 建 小
区”创建为抓手，从严防控商
住小区违法建设行为。
“ 我们
严格落实执行《小区违建信息
登记报告制度》，对正在装修
的房子进行不定时上门巡查，
如果存在违建隐患就会提前
告知预防，一旦发现问题立即
下发整改通知书，杜绝违建风
险。”星都社区桂花金座小区
物业经理董吉伟说，小区还对
保安进行培训，凡是运输装修
材料进出小区的车辆都要经
过排查，一旦发现大型铝合金
及玻璃等疑似违建材料，就要
及时上报。
针对以往物业公司“不敢
管、不会管、不想管”的思想弊
端，星桥街道加强物业人员培
训，强化物管人员履职意识，
让物业参与违建防控。

在拆违行动开始前，营造
良好的拆违氛围，增强群众对
防违控违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为工作推进打下了坚实基础。
临平街道在推进邱山小
区违建整治行动中，通过在小
区各通道悬挂宣传横幅，在现
场指挥部大屏幕不间断播放
违建整治宣传片，并将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依据制作成图文
并茂、通俗易懂的宣传图板和
折页，组织力量，集中精力开
展了为期 7 天的专题宣传，彰
显拆违整治决心。
在拆违进行时，街道还将
违建户基本信息制作成展板，
在现场指挥部门口张榜公示，
实行销号式管理。在整治行
动中，坚持一视同仁，不设带
头人、不搞特殊化，完全按照
楼幢顺序依次拆除，确保公开
公 平 公 正 ，接 受 广 大 群 众 监
督。
细 致 的 工 作 、周 到 的 服
务 ，逐 渐 拆 掉 了 小 区 群 众 的
“心墙”，实现了整个拆违行动
无一处强拆、无一起信访。
无独有偶。去年年底，良
熟村 1981 名村民陆续搬入新
家——锦良嘉苑。走进小区，
迎面就能看见显示屏上滚动
播放的“无违建”标语，放眼望
去，住宅楼外立面干净整洁。
“通过提前与业主做好沟通宣
传，再结合后期的有序管理，
才能真正防患于未然。”良熟
村党委委员沈聪告诉记者，在
居民入住前，村里就安排党员
干部利用上门走访宣传等方
式，将“无违建”理念传达给每
一位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