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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全市：
为提升城市品质，优化城市环境，采取“量化管理、批次推进”的方

式，开展违法建设和户外广告大拆除、流动摊担大整治、渣土污染大执
法、违章占道大清理、违章夜市大检查“五个一”专项整治行动，保持整
治工作常态化。

在广泛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将全市84个街道（乡镇）67个片区列入
重点整治区域，如芙蓉区东岸片区、天心区钢材大市场周边、岳麓区岳
麓山周边、开福区苏家托和鸭子铺周边、雨花区武广火车南站周边等，
采取工作调度、现场办公和集体会商等办法，积极督促和推动这些区
域的整治。

雨花区：
实行"1+4"拆违模式，由街道牵头负责，城管、建设、国土、规划4

个部门现场参与，并联合消防、工商等部门，共同形成整治拆违的高压
态势，形成立体执法网络，从源头堵住违章建筑的非法获利之路。

为争取群众的理解支持，各街道包组包户到人，挨家挨户上门做群
众的思想工作，干部平均上门做工作达到10次/户，最多的一户上门18
次。 截至2013年12月24日，4个多月时间拆除违法建筑945处103.71
万平方米。

岳麓区：
辖区57条城市交通干道划分为89个路段网格， 覆盖所有街道、社

区，包括区领导在内的89名负责人担任“路段长”，强化目标和责任，构
建“大城管、网格化、保长效”的工作格局。

绿化、亮化、净化、序化“四化”联动，把农民安置小区、背街小巷、六
路四广场纳入保洁范围，实现无死角、无盲区的平面保洁。 将梅溪湖片
区和洋湖片区的市政、园林、环卫维护及湖面（河道）消防、亮化管理维
护等，通过公开招投标引入高端物业公司进行维护，每月考核，按考核
结果拨付维护费用。

望城区：
围绕建设现代化公园式城区目标， 先后组织开展了 “十美创建”、

“清洁城市”、“城乡环境品质倍升三年行动计划”等系列行动，融合当地
自然风景改造居民建筑，形成“一地一特色”的风貌。

垃圾每个村集中收集，每个镇集中处理，能回收的、要焚烧的、集中
填埋的、 做有机肥料的， 均分类处理， 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管理模
式。

天心区：
湘府路大桥东片区铁路沿线有大量菜地， 该区在整治中按照居民

意愿，采用种植柚子树进行绿化，在立面整治过程中疏通下水道等。
九峰村九峰庙拆除中，由于前期有近万人参与集资建设，牵涉人员

众多，且涉及宗教信仰，拆除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区委、区政府专门组
建专项指挥部进行指导调度，先后数十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安排专人
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确保了拆除的顺利进行。

芙蓉区：
按照每年每亩3万元的标准租用拆违腾空的土地， 用于区园林苗

圃基地建设和绿化。
针对火炬安置小区、陶家山社区、新安小区、张公岭小区、农科村等

早期拆迁安置小区下水不通、化粪池堵塞、道路破损、没有亮化、缺少环
卫设施等现状，经区指挥部研究，将上述老旧社区改造一并纳入到城乡
结合部整治范围中，投入资金约2200万元。

成果
全市城管战线干部职工、各专业维护队伍打头阵、守一线，出动执法

人员2.2万余人次、专业维护作业人员近6万人次，开展规模和影响较大
的集中整治行动近500次，形成了强大的整治态势，保持了高标准的维护
水平。

截至2013年11月底，全市共拆除违法建设199.9万平方米、户外广
告招牌16.01万平方米，整治亭棚716处，清理垃圾2.42万吨，建设环卫
设施663处、道路设施755处，完成绿化提质16.07万平方米。 市指挥部
下达各区（县、市）的第一批整治任务清单共2667个问题已经全面完成，
第二批2038个问题已完成99%，第三批1940个问题已完成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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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 当拆违通知下到长沙市雨花区井
湾子街道一些村民家中时，村民们抵触情绪很大。

今天，拆掉的违章建筑空地上建起了绿地，村
民们的生计得到妥善安置。 尽管拆违任务依旧艰
巨，但阻碍的坚冰正在融化，村民的笑脸有了、配
合多了……

变化因何发生？ 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街道的
基层干部们说，变化来自于以心换心的换位思考、
来自于十次百次的细致耐心工作、 来自于工作作
风的大转变。

现状：
时间长，面积广，数量多，规模大

井湾子街道地处雨花区城乡结合部， 连接杉
木冲路、韶山路、湘府路、洞井路、井湾路、香樟路
六条主干道，市场繁多，商贸、物流经济较为发达，
仓储需求旺盛。 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政府部
门对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审批比较松散，村组和
村民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新建、改建了许多房屋、
亭棚、仓库用来出租，历史长，面积广，数量多，规
模大。

以红星村为例（记者注：原红星村的10个村民
小组现已撤并为5个社区）， 该村在湖南省属于经
济发展较早、较强的村，在这里加建一层楼房，每
个月可以收几万元租金， 一栋房子一年下来就能
收几十万元，所以村上带头建，村组跟着建，党员
干部和村民一起建。

井湾子街道城管办主任周永浩介绍：“早些
年，红星村里都是十几层的违章建筑，甚至有的是
电梯房，由于安置房只能建5到6层，所以许多村民
把自家的安置房拆掉，在原址上超基、超面、超层
地搭建，用我们这里的俗话来讲是‘把脑壳一掀’，
想搭多高就搭多高，来换取直接的、巨大的、丰厚
的经济利益。 ”

由于井湾子街道的违章建筑本身规模大、成
本高（一层楼成本约为20万元），再加上是村民们
的“摇钱树”，因此，比起“城中心”的街道来，这里
的拆违工作遇到了群众更加强烈的抵制， 开展得
更加艰难。

“突建、抢建、顶风建、拆不怕现象非常严重，
我们白天刚拆村民晚上就重建， 一栋房子可以拆
六七次，我们的拆违工作真可以用‘前赴后继’来
形容。 ”周永浩吐苦水，“去年国庆7天假，我有6天
在拆违。 ”

抵制：
有哭闹的、有拍桌椅的、有指着

鼻子骂的
在红星村，拆违规模最大的要数冯家冲组了。

周永浩手机里的照片展示出冯家冲组违章仓库的
原貌———1300多平方米的空地上立起一片约5米
高的单层建筑，建筑外三面环绕安置小区居民楼，
建筑与居民楼之间只有不到10米的间距， 消防车
无法通行，一旦起火，必然“火烧连营”。

“这个仓库是2005年就建了的，已经9年了，我
们一直租给附近家具城的老板存放家具货品，”冯
家冲组组长唐晓巍算了一笔账， 该仓库一年租金
近100万元，收益平均分配给入股的村民，每个人
一年可以分得约15000元。

因此， 去年7月份拆违的通知下达到村里后，
村民们的反应是极其强烈的。“整整一个月，村民
们天天跑到我们办公室来，情绪相当激动，有哭闹

的、有拍桌子摔椅子的、有指着鼻子骂的、有背着
被子来说要住这里的。 ”街道城管办工作人员张欢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心有余悸。

“作为政府工作人员， 我们不能也对着他们
骂，只能态度友好地接待他们，给他们泡茶，中午
给他们买盒饭，等他们吃完了又收拾打扫。 ”张欢
说，“闹了多次后，他们的情绪才稍微平缓，这时候
我们就抓住机会，开始主动去村里上门摆政策、讲
道理。 ”

可思想工作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周永浩介绍，
“刚刚‘洗脚上岸’的村民们思想观念一时难以转

变过来，在他们的意识里，自己出钱在自己的地上
盖房子凭什么要政府管，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阻碍
他人通风采光、 影响市容市貌等因素从来不在他
们的考虑范围内，他们只知道你拆了他的房子，他
们本来可得的收入就没有了。 ”

转变：
“我们的仓库随时会出事，必须得拆”

做思想工作是门技术活， 街道城管办制定了
科学的实施方案，就是首先牵住“牛鼻子”———组
长唐晓巍。 他是冯家冲组的集体经济法人，是村民
们公开投票产生的“举手干部”。 组里三年选一次
组长，而唐晓巍已连任三届，做村民们的代言人已
有10年，在村民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他说一句话的
影响力要胜过街道干部说十句。

街道干部们站在村民的立场来看待问题，
站在唐晓巍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村民们看重的
都是自己的眼前利益， 而作为组长的唐晓巍最
希望的就是长久地发展村组经济， 最担心的是
村组经济受损失。 街道干部晓之以理、 动之以
情地劝说唐晓巍： “这些仓库没规划、 没报建、
没手续， 违章违法， 就算今年拖过去了， 明年、
后年还能年年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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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
库、 货物、 村民家里全部都会烧光， 这个损失
和责任你承担得起吗？ 这个伤害村民们承受得
起吗？ 与其如此战战兢兢地坐在随时可能喷发

的火山上， 还不如你跟村民把道理讲清楚， 让
村组和街道一起统筹规划， 找一条合法的途径
来发展村组经济， 这才是长久之道。” 他们还以
黎托大火为案例， 搞巡回宣讲、 现场图片展，
用惨痛的事实来教育村民。

“这对我的震撼真的非常大， 当时我内心已
经动摇了。” 唐晓巍回忆， “后来他们又坚持不
懈地来了我家好多次， 有时候是白天， 白天忙就
下了班再过来， 有时候甚至就是过来和我聊聊
天、 拉拉家常， 都成朋友了。 我理解他们的工作
确实不容易， 也想通了， 我们的仓库随时会出

事， 绝不是长久之计， 必须得拆。”

配合：
“我们自觉去拆违现场维持秩序”

做通唐晓巍的工作后， 街道干部帮助他说服
了村组成员， 接着又和村组人员一起上村民家中
宣传、 劝导。 凭着一股“钉子” 精神， 井湾子街
道城管办经过两个多月的登门入户， 最终使冯家
冲组所有村民接受了拆违。 “后来村民们都自发
组织起来帮家具城的老板将货搬离仓库咧， 拆违
那天， 我们都自觉去现场帮助城管队员维持秩
序。” 唐晓巍说。 冯家冲组所有违章仓库一次拆
除成功。

在干部和工作人员耐心、 细致的工作下， 井
湾子街道拆违顺利推进： 2013年10月10日， 红星
村樟树屋组、 淘淘街91间门面拆除； 10月11日，
洞井路由北往南比高酒店前10处违法搭建砖混结
构建筑拆除； 10月15日， 红星村村民李再军、 彭
心兰户违章拆除； 10月18日， 中意一路湘府百货
北侧违章亭棚、 杉木冲路108号味庄有鱼亭棚、
洞井路德馨园社区红星安置小区B区99栋、 木莲
冲路131号路灯电线杆南侧20米远处违章建筑拆
除； 10月 22日 ， 香樟路风尚 158北冲尾小区
20-22栋新建20平方米钢架拆除……

在雨花区2013年“拆违” 行动中， 井湾子街
道成绩显著： 共拆除违法违章建筑38处， 面积达
114005平方米。

从“顶牛”到“牵牛”
———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街道拆违记

本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段萍 晏伟

井湾子街道城管办主任周永浩在拆违现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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