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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和谐拆除的样本
（上接1版）

调查研究绘制“施工图”

实施违法建筑整治，对区城管局

来说，是今年机构改革后新增加的一

项职能。“当时，管理机构和人员都不

健全，既没有工作经验，也无先例可

以借鉴。”区城管局蔡罡介绍，面对拆

除数量如此巨大的工作任务，唯一可

选择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如何入手？区城管局决定从调

查研究开始。各工作小组的队员们，

分别深入遇仙桥、杨家湾、代家岗、长

生沟、文龙、核桃湾 6 个社区走访调

查。

经初步清理摸底，6个社区涉及

违建共约1122户、违建面积约7.8万

平方米。违建当事人身份，既有机关

事业单位和企业集体，也有个体工商

户、城市居民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的党

员干部。

在准确掌握第一手资料、摸清原

因的基础上，区城管局、区规划自然

资源局共同制定了《綦江城区“蓝屋

顶”、彩钢棚、晴雨蓬集中整治分类处

置方案》，确定了以“依法依规、属地

负责、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工作原

则，按照先易后难、先单位后个人的

时序安排，分期分批整治，并制定了

一系列拆除配套制度。

“整治‘蓝屋顶’，是一件大好事，

广大干部群众都赞成。”王成伟告诉

记者，但在调查中他们得知，一些“蓝

屋顶”确系漏水才搭建的，老城区的

步梯房多数都是这样。

“如果一拆了之，也有失民心。”

王成伟认为。为此，我区在制定拆除

方案和政策时，就充分考虑了群众的

利益。这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打下了

良好基础。

【真情付出暖民心】

以宣传引导开路

“蓝屋顶”整治，是一项顺应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期盼的民生实事，多数

满意，大都拥护，然而拆除工作绝非

易事。“‘蓝屋顶’我们一直想拆，但阻

力很大。”在原区规划局工作过的一

名干部表示，这种违建因为普遍存

在，不少住户抱着“法不责众”的心

理，态度强硬，因而难以解决。

“这次拆除，我们首先从宣传入

手，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营造良好

的拆除氛围。”区城管局欧小军介

绍。据了解，在前期工作中，区城管

局分别利用区属媒体、印制宣传资

料、入户讲解等形式，宣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

设 管 理 工 作 的 若 干 意 见》（中 发

〔2016〕6号），宣传市政府《重庆市查

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重庆市人民

政府令第282号）、《重庆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违法建筑整治工作

的通知》（渝府发〔2016〕12 号）的要

求，宣传我区的具体规定。同时在调

查了解、入户勘测阶段，就要求讲透

政策规定。

整治前，区城管局主动协同区融

媒体中心，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主

流媒体开展新闻宣传，并利用社区小

广播、拉挂条幅、印发资料等形成立

体宣传态势，还通过街道、村（社区）

微信工作群、朋友圈、QQ群等方式，

广泛进行拆除政策知识转载扩散，让

整治行动做到家喻户晓。

这些举措，让“蓝屋顶”拆除深入

人心，对违法建筑户形成了强大的震

慑力，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据统

计，在宣传动员阶段，文龙街道辖区

范围内涉及的121户公职人员中，就

有102户主动签订了拆除协议。

“细”字当头直面矛盾

“要赢得群众的支持配合，准确

掌握政策显得特别重要。”王成伟表

示。为了让各工作组的每位同志对

拆除政策、拆除方案等方方面面的要

求弄懂吃透，区城管局采取集中学习

的方式，举办了专门的培训学习。

据了解，为了确保拆除工作如期

完成，区城管局按照时序进度倒排日

期，做到一户一个工作方案、一个责

任人负责到底，保证依法公平、公正、

公开进行。要求各工作小组对拆除

工作细化到每天每时，一日一汇报，

一周一总结。区城管局班子领导与

各工作组长要坚持每晚召开碰头会，

及时汇报沟通当天的工作进展，发现

的问题能解决的立即研究解决，以此

推进拆除进程。

各个工作组第一时间召开会议，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并明确了工作

职责和任务范围。区城管局的几名

班子成员各自蹲守在工作组上，负责

统筹协调、人员调度、敏感事务处置、

应急处突维稳等工作。同时组织社

区干部，建立台账，打表推进。

6个涉及拆除的社区积极配合工

作组，也在第一时间启动拆除工作。

各社区结合存在问题，组织召开社区

干部会和党员代表、群众代表会，动

员社区居民积极配合，并建立了包楼

栋、包户数。据代家岗社区书记唐永

洪介绍，该社区在拆除工作中，就先

后召开会议 20 多次，至于进过多少

次群众的家门、谈过多少心，根本记

不清了。

为了不影响违建户的正常工作

生活，负责拆除工作的各个小组，考

虑到绝大多数违建户为上班族，白天

几乎无人在家的实际，适时调整工作

时间，主动放弃平时和周末休息时

间。连续2个多月，工作组的同志基

本都是利用每天早上7点半至10点、

晚上7点半至10点，进家入户走访。

在摸排过程中，各工作组首先按

照楼栋、门牌号画好入户地图。“对几

次上门都无人应答的情况，我们灵活

应用社区平台查找姓名、身份证号

码、电话等基本信息，根据电话信息

联络住户，根据住户要求安排入户时

间，坚持做到不漏掉任何一家。

党员干部挺在前面

“拆除工作是一场硬仗，领导干

部必须站在第一线。”在采访中王成

伟介绍说，在拆除工作中，区城管局

的干部们始终站在拆除第一线，天天

蹲在现场协调处理各种尖锐复杂的

矛盾，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在

实施拆除的两个多月时间，没有休息

一天，充分发挥了党员干部的模范带

头作用。

在拆除工作中，杨家湾社区党委

要求，本社区凡有涉及违搭违建“蓝

屋顶”的党员干部，必须起好带头作

用。并建立了班子督查机制、楼栋责

任包干制。同时，第一时间与涉事党

员干部进行沟通，要求其主动带头拆

除。

核桃湾社区综治专干潘长明，在

前期摸底调查和入户丈量中，挨家挨

户了解情况。在他负责的拆除户中，

有涉及近十年遗留问题的，也有涉及

邻里纠纷的，不管哪种情况，他都不

厌其烦地宣讲政策，调解撮合，最后

都将矛盾分别化解，签订了拆违承诺

书。

代家岗社区大石支路一拆除户，

儿子患有精神病，家中还有近 80 的

老母亲和小孙子，开始坚决不同意拆

违。社区书记唐永洪得知情况后，反

复上门做工作，并主动帮助联系拆除

公司，前往现场帮助拆除，守在现场

监督补漏，让拆除户感动不已，也受

到邻居们的高度赞扬。

对于拆除中，存在极少数漫天要

价、多要多得等不符合实际的拆除

户，各工作组组长则亲自进家入户讲

解拆除政策要求，与他们促膝谈心，

了解他们所思所想，向他们一一列举

拆除大政策和拆后城区环境变化，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同时深挖违建户

的社会关系，全面动员拆除户的亲

戚、朋友、领导同事，协调配合做拆除

户的思想工作。

在拆除遇仙桥社区北街10号住

户李某家时，负责该户拆除工作的徐

祥书和曹莉就先后 3 次深入李某家

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李 某 是 北 街 出 了 名 的“ 倔 脾

气”。第一次徐祥书和曹莉进入李某

家中，李某妻子以“老李不在家，我也

做不了主”拒绝配合。第二次他们找

到李某，李某又以各种理由拒绝。徐

祥书和曹莉耐心解释，但李某始终听

不进去，没等说完扭头就走。

不久，徐祥书和曹莉又打电话和

李某沟通：“那我们约个时间再去趟

你家吧？”7月2日晚上8点，徐祥书和

曹莉应约第三次来到李某家。“李老

哥，‘蓝屋顶’拆除不是你一家的事，

最近大家都在拆除，楼顶上不是漂亮

很多了吗？再说你这顶棚搭了已有

一段时间了，目前正是雨季，如果刮

风下雨吹落顶棚，砸伤了下面行人，

问题可就严重了！”

面对徐祥书和曹莉苦口婆心地

劝说，晚上 10 点李某终于同意拆除

了。

【解民之忧安民心】

民有所求即有所应

“拆除工作虽然困难重重，但只

要坚持执政为民，坚持群众利益至

上，最大程度地满足群众合理诉求，

拆除工作就再难也不难。”王成伟

说。在拆除中，我们始终坚持做到用

宣传教育引导，用事实和政策说服，

他们凡有所求我们即有所应。

据了解，针对一些“蓝屋顶”搭建

的初衷是解决屋顶漏水问题，区政府

在部署集中整治时就已考虑到拆除

后屋顶的防漏问题，并制定了相应的

防漏处理补贴政策。在制定的整治

方案中，对“蓝屋顶”的拆除方式也比

较灵活，拆除户可选择中标拆除公司

的统一拆除，也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

下自行拆除；处理屋顶漏水也是如

此。区城管局还承诺，对有意愿的居

民，可提供屋顶绿化设计与指导，以

增加城市绿化面积，进而提升城市颜

值。

这些政策措施，有效地维护了群

众的利益。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核桃湾社区的违建户周世琼，在熟知

拆除政策后，选择自主拆除。8 月 7

日上午请来两名工人，按照安全作业

要求，拆除了自家搭建的楼顶，并进

行了防漏处理。周世琼说：“以前是

为防漏才搭的，现在政府给我考虑了

防漏处理补贴，这个搭棚还有啥必要

呢？”

“其实拆除的过程不是说服别人

的过程，而是将心比心的过程。”针对

群众“早拆除、会吃亏”的心理，王成

伟深有感触地说，在拆除中，我们始

终坚持“阳光拆除”，用一把尺子量到

底，让违建户放下了吃亏包袱。

古南街道张帆介绍说，在拆除

中，为了让群众拆得放心，我们各个

工作组不是像过去那样只给群众算

“大账”，同时也算“细账”，细到处理

屋面漏水用什么牌子的材料、多少人

工、何时施工等等，都算得清清楚楚，

然后根据补偿标准计算补偿费用，群

众心里明明白白。

由于政策公开透明，拆除工作还

在宣传动员阶段，文龙社区就有多家

拆除户主动签了协议，并要求尽快拆

除。他们真诚地说，你们的政策是公

开透明的，你们算的账让我们心服口

服：“我们信任你们，早点拆除也算是

为綦江发展尽一点努力吧！”

精诚打开紧锁门

“‘蓝屋顶’整治，大部分的市民

群众是积极配合的，但也有少数大门

紧锁，避而不见。”负责长生沟社区的

工作组长朱学礼介绍，有的拆除户，

要连去几次才能见上面；有的电话打

了十多次，总说自己没在家；也有的

电话联系上了，称在外打工回不来。

“像这样的情形，还算比较好的，个别

的见上面，一听说要拆除就破口大

骂。”朱学礼说。

8 月 2 日那天，小雨后的綦城显

得特别发热，中午气温达到 39 度。

炎炎烈日下，朱学礼和同组的安全员

朱朝平，径直来到长生沟社区长青路

8号居民楼拆除户门口敲门，本来是

来前约好的，但任凭怎样敲打房门，

里面就是没人应答。像这样的“闭门

羹”他们不知吃了多少次。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人心都

是肉长的，一些拆除对象，见我们去

的次数多了，渐渐拉近了距离，经耐

心劝说开导，最后还是乐意签下了拆

除协议。”朱学礼说，那段时间，我们

每天早上几乎都是五点半就开忙。

长生沟社区多是老式单体楼，楼

高都在十层左右，而且全无电梯。在

高温炎热天气中，拆除小组的同志每

天都要在各个楼栋间来回奔走，在每

栋楼顶至楼脚反复上下，有时累得大

汗淋漓。朱学礼说：“大家把这项工

作调侃为‘减肥工作’。我以前是140

斤，从7月24日开始拆除算起，才不

到 10 天的时间里就变成 130 斤了。

而我们组别的队员也都变瘦了，个别

的还中了暑，在医院住了五六天也没

恢复过来。”

“有的拆除户签订了协议，看似

问题解决了，但要施工拆除却没那么

简单。有的说今天拆除，我们去了又

不拆了，有的说早上拆，去了又说晚

上拆。”在拆除工作中，工作组的队员

可谓费尽了心思。

“拆除户一说要拆除，我们就立

即赶去。”杨家湾社区书记刘晓梅说，

自行拆除户的拆除时间由他们自己

确定，我们始终坚持随叫随到。有时

候刚端上饭碗，就有居民打来电话告

知要进行拆除，我们便立即放下筷子

赶往现场。有时要忙到下午 2 点才

能吃上午饭。晚上经常11点后才能

回家。而回到家中，一接到拆除户打

来的电话：趁晚上凉快现在开始拆

除，我们又立即赶过去。两个月下

来，不知不觉白发已经爬上额头。

拆除工作安全第一

“在拆除工作中，我们始终把安

全列为重中之重。”王成伟介绍，在拆

除中，对所有施工人员和参与拆除的

工作队员都要求戴上安全帽、系好安

全带，严防可能发生的一切安全隐

患。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万无一失，区

城管局在拆除行动中要求，各工作组

必须坚持“一户一方案、一户一策、一

户一专班”的工作模式。

据介绍，在拆除高峰时期，共有

30来个吊车同时作业，一天拆除就达

100多户。据了解，此次“蓝屋顶”拆

除，区城管局共派出36名安全人员、

20名执法队员，再加上社区的网格管

理员，组建了一支 80 多人的安全队

伍，专门负责拆除过程中的安全维

护、监督管理。在拆除过程中，每家

拆除户都安排了一名安全监督员，现

场管控拆除中的安全问题，并向拆除

户提供技术支持，有的工作组还在居

民组中挑选出一名群众参与全程监

督。

“安全员的职责，主要是负责施

工现场的安全监督以及交通疏导。”

抽调担任安全员的区城市管理数字

化指挥中心黎瑞莲说：“虽然我们工

作有点累，但是看到城市在变美、城

市品质在提升，心里还是很欣慰的。”

据了解，黎瑞莲自 7 月初出任

“蓝屋顶”治理安全员以来，经常在几

个施工现场来回穿梭，有时从黎明忙

到深夜。在拆除杨家湾社区文龙街3

号“蓝屋顶”时，黎瑞莲早晨6点半就

已来到现场。在仔细检查安全帽佩

戴、安全线警戒线设置等防护措施

后，9点半又前往文龙街20号拆除现

场，随后又前往大田湾 20 号拆除工

地，下午2点她的身影又出现在大石

路46号拆除现场。

拆违工作向称“天下

第一难”的工作，本次我区

“蓝屋顶”集中整治，在短

短 65 天的时间，就顺利完

成 了 一 期 1198 户 约

82637.09 平方米的违建拆

除整改，超额完成了整治

目标。这确实是一件值得

大书特书的事情，同时也

留给我们很多思考和启

示。开展拆违工作，除了

严格依法、公正执法，更需

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

工作理念，不断创新工作

方法，这样才能把工作做

到群众心里去，才会赢得

广大市民的支持，让我们

的城市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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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湾社区居民自行拆除“蓝屋顶”后变整洁（资料图片） 记者 覃宁波 摄

美丽綦江城美丽綦江城（（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通讯员 罗玉平 摄通讯员 罗玉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