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上门与群众面对面宣讲政策。

现 状
“四多三少”，难上加难

“潭阳洲上共有违法建筑 136 万平方
米，其中租赁企业 977 家，门店 401 家。 ”黎
托街道工委副书记胡国强介绍，“洲上之所
以违建多，是有历史原因的。 ”

潭阳洲三面被浏阳河包围，只西面一条
公路与外界相通， 是一个相对闭塞的村落，
村上祖祖辈辈都是淳朴的农民，土地就是他
们的“饭碗”。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分田到户
时，由于土地面积少，人均耕地原本就不多，
进入 90 年代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防洪
大堤、机场高速、沪昆高铁等项目又多次征
地，占去全村面积的 20%，人多地少的问题
更加突出， 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0.3 亩， 农民
吃饭成为难题。

2000 年以后， 高桥大市场开始快速发
展，企业厂房、仓储需求旺盛，而从市场出
发， 沿长沙大道往东行驶 3 公里便到潭阳
洲， 一批企业老板发现这里不仅离市场近，
而且租金比外面低 2、3 倍，像发现新大陆一
般兴奋，纷纷来此寻求厂房、仓库。 正为收入
发愁的农民与老板们一拍即合，从此由种地
改为“种房子”，争相在自家的房前屋后搭起
了违建。

洲上的违建呈现出“四多三少” 的特
点———

企业厂房多，仓储物流少。 别处的违建
大多用作仓库，潭阳洲的违建中却有 70%为
企业生产用房， 尤其以木制品生产企业居
多，大型原料、大型设备搬运过程复杂，一般
要拆除房顶后，运用吊车、叉车、“后八轮”大
货车等设备来完成起吊和搬运， 耗时长，企
业损失大， 而且企业再选址对下水管网、电
力功率、周边环境等都有要求，生产许可证
的办理也需要走流程，因此比一般仓储违建
搬迁要多用时近 2 个月。

房前屋后搭建的多，完全独立的少。 洲
上绝大多数违建都是村民在自家住房边上
以“杂屋”、“车库”名义搭起的非生活用房，
不仅难以认定，而且拆除难度很大，影响了
村民的正常生活起居不说，拆除过程还容易
损坏家里、院里的财产。

相互连体的多，相对分开的少。 一方面，
不少相邻的违建共用一张大门、 一条走廊，
因此拆一处违建要做通两户的工作，并且要
等两户企业都腾空厂房， 难度直线上升；另
一方面大部分违建与合法房屋连体共墙，拆
除难度大，很多只能通过人工拆除。

合伙搭建多。 许多违建都是由数户村民
集资合伙建成，最多的达五户之多，租赁期
合伙人之间就已夹杂太多利益矛盾，如今又
为面积核算奖励相争， 直接拖延了拆违进
度。

然而，现实情况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
部署， 潭阳洲片区于今年 8 月同时启动拆
违、拆迁任务，是目前长沙同步启动的任务
量最大的拆违片区，136 万平方米违建必须
在 2015 年 11 月底清零，1000 余栋合法房
屋必须在 2016 年 10 月份完成拆迁并启动
项目建设。

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此战如何攻？

对 策
党员干部来当“领头雁”

面对潭阳洲如此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拆违工作该如何下手？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 说一千，
道一万，不如自己干一干。 ”雨花区区委常
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潭阳洲分片区拆违
拆迁指挥部指挥长冯聪龙思路很清晰，“关
键还是靠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

于是， 他们第一步在指挥部成立党组
织。

市委、 市政府从 26 个市直部门抽调了
85 名干部与区、街、社区抽调的干部共 220
人组成了攻坚队进驻潭阳洲分片区，其中有
党员 188 名。 8 月 10 日，潭阳洲分片区拆违
拆迁指挥部迅速成立临时党总支，下设的三
个工作队也分别成立三个临时党支部，188
名党员在临时党组织的团结带领下，与潭阳
社区筹委会的 125 名党员骨干一起协同作
战、冲锋在前，共同推动拆违拆迁。

“先不说搬离故土的拆迁，只拆违就已
遭到村民们的反对。 ”潭阳社区筹委会党总
支书记谭阳春算了一笔账，一处违建每月可

为全家增收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村上几乎
每家每户都有违建，违建每年可为全村带来
过亿元的收入。

因此，政府拆违通告正式发布后，村民
们的反应是极其强烈的。“整整一个月，村民
们天天跑到筹委会来， 甚至带着企业老板、
工人一起来， 情绪相当激动， 不断质问、争
吵，40 人以上规模的‘讨说法团’我就接待了
不下 5 次。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谭阳春仍记
忆犹新，“经常晚上回家后，耳朵里都还嗡嗡
作响。 ”

干部们始终以微笑和热茶接待村民，饭
点还请他们吃食堂， 待他们情绪稍微平缓，
再抓住机会与他们摆政策、讲道理，并将语
气温暖亲切的《致群众的公开信》、《致企业
和门店经营业主的公开信》发放到每一户村
民手里。

尽管如此， 思想工作也不是那么好做
的， 筹委会党总支制定了科学的实施方案，
就是首先牵住“牛鼻子”———党员干部。

“潭阳洲上党员干部的违建就有 220
栋，超过 20 万平方米，如果他们自己都不带
头拆，做群众思想工作就没底气，整个拆违
工作也就打不开局面。 ”于是，在谭阳春的带
领下，筹委会党总支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带头
自拆。

“第一次面对《违法建筑放弃承诺书》
时，我整个人都没有缓过神来。 ”唐挺是潭阳
社区筹委会主任， 他是土生土长的潭阳人，
2003 年开始在村委会工作，2005 年便进入
了村支两委班子，2011 年开始担任社区筹委
会主任， 超过 10 年的工作经历让他在当地
有着极高的威望。 他家的违建有近 3000 平
方米，已建 3 年多，每年能为家里带来十几
万元收入，要拆除，不仅自己舍不得，家人也
极力反对。“后来， 经过组织的多次政策宣
讲，我明白了这次拆违拆迁工作对咱潭阳的
建设发展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我期待早日
见到一个美丽的新潭阳，所以必须先从自己
‘开刀’。 ”

要做通所有家庭成员的思想工作，这是
一门技术活。 唐挺先打“道理牌”：“这栋房子
没规划、没报建、没手续，违章违法，就算今
年拖过去了，明年、后年也拖不过去，拆掉是
迟早的事，而且一旦发生火灾，以现在的条
件根本没办法救，‘火烧连营’， 连家里也会
一起烧光的。 ”接着，再打“亲情牌”：“我是村
主任，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连我都不拆，他们
怎么会拆？ 还请你们多支持我的工作。 ”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后，家人们
都明白了违建必拆不可，虽然心疼，但都表
示支持。 8 月底，他家的违建在第一批拆违中
拆除倒地。 村委班子成员杜鑫也拆除自家违
建 2000 多平方米，在村支两委的带动下，全
村党员干部违建户均在《违法建筑放弃承诺
书》上签字。 这对其他村民的震撼非常大，全
村的思想工作一下子变得好做多了。

打铁趁热，三个工作队党支部的党员干
部们连续攻坚，掀起整场拆违拆迁战役的高
潮。

第一工作队第 3 小组挨家挨户走访村
组干部、与村民谈心聊天、调阅户籍计生档
案，理清整村复杂的人际关系，描绘出潭阳
村民“家谱”，找准 4 个面积大户与杜、柳两
大家族“族长”，重点说服，起到以点带面、事
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工作队城管组组员陈练吕，缺席了

对怀胎九月即将生产的妻子的陪护，缺席了
儿子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却从未缺席与拆
迁安置户的走访洽谈。

第三工作队第 6 小组组长刘国文，忙着
与几十栋拆违户谈政策，一直未能在重病的
82 岁老母亲的床头尽孝，最终因坚守岗位没
能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指挥部城管执法组组长、市城管局党委
委员赵会华，每天穿过大半个长沙来潭阳洲
执法，从未迟到，独生子因肾病在外地住院
整整三个月，他却没有请过一天假去看望陪
护。

区城乡建设局举全局之力支持潭阳洲
拆违拆迁， 全局 40 余人抽调了 30 人到洲
上，日常工作只能靠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
来完成，不计个人得失，没有任何怨言……

正是干部们凭着一股“钉钉子”精神，敢
于担当的勇气， 和一腔无私奉献的热诚，潭
阳洲分片区拆违拆迁工作以加速度顺利推
进：从 10 月 23 日开始，拆违工作呈现出了
迅猛增长趋势， 从 23 日拆除 2.5 万平方米，
到 25 日 5 万平方米、30 日 12 万平方米，再
到 31 日 19.4 万平方米， 一周拆除违法建筑
76 万 平 方 米 ，10 月 底 完 成 拆 违 任 务
71.71%，超过预定目标 11.7 个百分点，第三
工作队第二工作组在 10 月 31 日率先实现
拆违清零。

提 升
VIP 式服务实现“六零”目标

常人看来，拆违拆迁现场的气氛都有点
“剑拔弩张”，稍不留神便“兵戎相见”，不动
“革命”的一锤，顽固的“堡垒”绝不会轻易倒
下。 然而，雨花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
长，潭阳洲分片区拆违拆迁指挥部指挥长冯
聪龙并不认为这是“固定模式”。 拆违拆迁全
面启动时，他就提出了潭阳洲片区拆违拆迁
的“六零”目标———零无主申报、零强拆、零
安全事故、零非正常上访、零群体事件、零网
络炒作， 力争实现“五个示范”———依法拆
迁、阳光拆迁、惠民拆迁、科学拆迁、和谐拆
迁。

“做拆违拆迁工作，必须情系民生。 ”他
认为，“情系”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同情、怜悯，
而是更高层次的亲情，“我们要把工作对象

当父母、当兄妹、当亲人，疾苦常询问，冷暖
常挂心。 ”他要求所有工作队员杜绝“秋风扫
落叶” 的做法， 为拆违拆迁安置群众提供
“VIP 式服务”， 从而达到“春风化雨” 的效
果。

全新的理念在指挥部里层层贯彻下去，
所有的干部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

第二工作队第 3 小组成员肖志杰是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他充分发挥自
己的职务特长，到岗后带领同单位两名工作
队员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走遍了洲上
近百家涉食涉药企业，并组织企业负责人召
开座谈交流会， 主动了解他们的搬迁困难。
得知其最大困难是难以找到落脚点和办理
生产许可证速度慢后，他积极为企业联系浏
阳生物医药产业园、宁乡食品工业园，以及
干杉镇、汨罗市、湘潭市等地的工业聚集地，
并利用休息时间到浏阳镇头镇等地协调，四
处奔走，加快企业落地，同时，安排局里的专
家主动上门为企业进行技术指导，从厂房车
间数量、空间布局、功能设计到生产工艺流
程等细节方面提供专业意见，确保企业以最
快的速度通过审评，取得生产许可证。 在他
的牵线搭桥下， 已有喜相连糖果厂等 18 家
企业搬入各大工业园区。 喜相连糖果厂老板
邓某握着肖志杰的手感叹：“你们干部真是
我们企业的‘娘家人’！ ”

同时， 指挥部还联合相关部门和街道、
社区，为群众提供贴心服务———

针对拆违拆迁后农民就业问题，举办潭
阳失地农民再就业专场招聘会， 邀请 40 多
家企业提供了近 1000 个就业岗位， 现场达
成就业意向 500 多人，后续还发放就业服务
卡，设立就业创业政策咨询窗口，将就业创
业信息送上门，帮助打破“包租公”身份后的
农民端上“新饭碗”。

针对村上老年人对故土的不舍之情，组
织村上的老年协会开展“潭阳记忆”系列活
动，让老人们参观潭阳小学、战白庙、百年樟
树、 老码头等洲上的老地方并合影留念，还
组织座谈、编写村志，让他们在今昔对比中
感受到拆违拆迁工作的重要意义与对未来
新潭阳建设的美好憧憬。

针对拆迁问题的错综复杂，指挥部及时
召开个案研究会，将工作队员在走访中收集
的问题进行梳理， 及时组织教育、 规划、社
保、电力、交通等部门进行专题研究，协同解
决疑难问题，通过此研究会，帮助 20 多户已
征拆群众解决小孩上学难题，特别是将市区
党委政府关心支持的保障住房回购和社保
纳入等政策简化为五项工作流程，进行一站
式受理，赢得了潭阳群众的充分肯定。

针对拆违拆迁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纠纷多
发，组织法律专业人士进驻村部，为群众提
供免费法律援助，解决违建户与企业老板的
租金纠纷、 企业老板与雇工的劳资纠纷、企
业老板与客户的合同纠纷、企业合伙人之间
的利益分配纠纷等， 共接待各类法律咨询
344 人次，解答疑难法律问题 126 起，达成协
议的纠纷有 46 起，协议金额达 324 万元。

拆迁户家里有重病患者，干部们就带着
大病医保宣传资料上门服务，为其申办大病
医保；家庭成员因拆迁发生利益冲突，干部
们就分头苦口婆心地劝导，帮助化解家庭矛
盾；拆迁群众因腿脚不便无法到指挥部了解
政策，干部们就开着商务车来家里接送……
干部们拆前主动服务的诚心、拆时温馨服务
的细心、拆后追踪服务的真心，赢得了群众

的尊敬和信赖。
如今，遇到干部们上门做工作，群众都

会热情地把干部请进屋，泡一杯香茶，端出
自家炒的豆子、花生招待，种田时遇到干部
们在路边挂宣传横幅， 也会放下手里的农
活，跑上去搭把手。

正因为干群关系逐渐融洽，群众由开始
的“要我搬”，纷纷转变为了“我要搬”。 分片
区创造了“潭阳速度”：截至 11 月 16 日，累
计拆除违法建筑 1667 栋 118.6 万平方米，腾
空待拆 108 栋 5.2 万多平方米， 共占总任务
面积的 91.03%；合法建筑调查 281 栋，已签
订合法建筑拆除协议 11 栋，拆除倒地 1 栋。

潭阳洲分片区指挥部大厅墙上挂着的那
幅拆违现状缩影图，正一点一点由违建的褐
色标记，变为已拆的红色标记，宛如一面面
火红的党旗，插满了潭阳洲的土地。

“工作队员说，明年这些地方便会陆续
开始植树造林，将潭阳洲精心打造为高水平
的园博会主会场。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潭
阳洲将成为高铁新城的城市公园，浏阳河畔
的一片绿洲，也为我们潭阳人带来更高品质
的生活环境。 ”村里一名老人望着徜徉的浏
阳河憧憬着。

———长沙市高铁新城潭阳洲干群携手共建美丽园博会工作纪实

谢璐 李曼斯 苏波 苏继纯 杨小军 张登

在浏阳河的地理版图上， 有这样一段美丽
的水岸———

恢弘急转的堤岸邂逅奔涌不息的河水，共
同绘就九曲浏阳河的第六道弯，名歌《浏阳河》
里的“50 里水路”正是从这里起步。 这是浏阳河
上弧度最大的一道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此

雕琢出一块葫芦形的绿洲，洲上阳光明媚，水草
丰茂，三面环水，碧波回荡，风景隽秀迷人。

这就是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黎托街道的潭阳
洲。

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洲上逐渐出现一些
乱象———违建厂房、仓库丛生，小企业、小作坊

扎堆，不仅乱排废气废水，危害群众身体健康，
更堵塞消防通道，危及群众生命安全，洲上的清
新空气、美好环境一点一点被吞噬着。

如今，潭阳洲迎来转变的契机，长沙市正
在积极申办 2020 年第 12 届中国国际园林博
览会，主会场便选址在潭阳洲。 如此高层次、大

规模、广影响的一场国际盛会，必定会促进当
地的城市品质、市场经济、人居环境实现质的
飞跃！

这一切， 均以洲上完成拆违拆迁腾地为前
提。 对潭阳洲来说，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一场
攻坚的战役。

汗水洒潭阳 真情 百姓暖

链接：

今年以来长沙市启动了史
上最大规模拆违行动 ，明确 “一
年基本拆除，两年基本清零”。 雨
花区自加压力把原计划年内拆
除违法建筑 300 万平方米增加
到 473.8 万平方米，先后启动了
16 个片区的拆违 。 市区街村
2000 多名干部战斗在拆违一
线，目前潭阳片区、东山片区、合
丰片区拆违工作正如火如荼进
行， 预计到 12 月底所有片区都
将实现基本清零。 截至 11 月 16
日全区拆除违法建筑约 590.5
万平方米，预计年内雨花区拆除
违法建筑 620 万平方米以上。 目
前已有平阳三角洲、 左家塘、侯
家塘、东塘、砂子塘、圭塘、同升、
跳马等 8 个片区实现了片区“基
本清零”。

2015年11月17日 星期二8 今日长沙

顶着烈日上门走访。

潭阳洲失地农民专场招聘会。

“潭阳红”———潭阳洲片区拆违拆迁现状图（红色部分是已拆除违法建筑）。

（图片均由潭阳洲分片区拆违拆迁指挥部办公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