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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探索信息化法制化防违控违

打违：被动应对变主动出击
一边政府打违力度不减，一边违建

还在疯狂“长高加粗”，无论是海口市
政府还是各界人士， 都意识到除了拆
掉存量违建， 海口更为迫切地需要建
立起防止新建违建的长效机制。 去年
海口市政府采用了科技创新、 部门联
动、疏堵结合、完善法治等多种策略探
索出了一条信息化、 法制化防违控违
的新路子， 不仅对违法建筑和违法用
地形成高压态势，而且在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立足点上，对有自主需求的违建给
予暂缓拆除。

违建数据库：
不错漏一处违建

违建往往藏匿在城市郊区接壤之
地，所处位置偏僻，当事人很容易产生
侥幸心理，误以为“山高皇帝远”，违法
占地、违法建房不会引起注意。同时，打
违又最忌情况不清，底数不明。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掌握全市违法
建筑的情况， 不错拆百姓合法财产，海

口市在拆违工作上率先用上高科技，通
过国土卫星监控拍摄，让任何一处违建
的蛛丝马迹都无法遁形。海口市将海口
市城市总体规划图、海口市土地利用总
规图、土地利用现状图、2011—2012卫
片影像图进行了叠加，全市的违建分布
现状便清晰地铺在了拆违工作组人员
面前。

违建综治指挥部经过研究，在去年
9月中旬启动了前所未有的违建“入库
上图”工作：以政府信息平台为基础建
立了数据库， 将违建信息全部入库，叠
加到地图上去。

经过了三轮彻底摸排，目前入库上
图的数据已经达到 90%以上， 而且每
一栋建筑都现场确认过。

分类处置：
尊重历史保障民生

“不能因为是违建，就把有合理自住
需求的村民家给拆了。 ”日前，海口市市
政市容委执法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口
市目前违法建筑存量较多，成因复杂，特
别是历史遗留问题及拆除违法建筑与保
障当事人基本居住和生活的矛盾突出。

为了尊重历史又依法办事，海口市
去年出台了 《海口市违法建筑分类处
置暂行办法》，目前海口市四个区各设
有一个违法建筑分类处置试点，对违法
建筑进行分类处置。

以龙华区为例，该区分类处置选址
位于城西镇山高村。 按照工作安排，山
高村将被划分为 6个工作片区，由 6 个
工作组对村中的所有建筑进行全面摸
查和摸底，将相关情况进行调查登记并
提出处置意见。目前摸底结果已经进入
公示阶段，期间若对结果有异议，工作
人员必须认真复核后再行公示。

立法防违：
建立长效机制

事实证明，防违控违只靠城管一家
之力是难以实现的。 近日，《海口市防
控和查处违法建筑暂行办法》 正式印
发，该办法的出台与《海口市防控和查
处违法建筑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相辅
相成，前者明确各责任单位的防控和查
处职责，后者依据职责确定责任追究方
式。把责任追究对象扩大到海口市各级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包括村居委会
干部)； 具体划定了不同对象责任追究
的情形，架起“高压线”。

“违建拆除后，管理要跟上。 ”上述
负责人说道， 去年整治违建已经查出不
少官员牵连其中， 就表明了违建后面的
黑色利益链中， 有相当一批腐败分子隐
藏其中。 因此大规模的拆违行动过后，需
要通过立法，政府和百姓用法律的武器，
打击那些利用违建获取黑色利益或不当
得利的行为人。（本报海口 4 月 15 日讯）

对象：
海口市市政市容委
执法处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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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在行动深化

无论是“四宜三养”的最精最美省会城市发展目标，还是产业兴市的重要使命，海口这座城市
的发展蓝图都需要“土地”作为承载来实现，它既是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生产要素，也是构建和谐
宜居城市的空间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大幕开启，土地升值，海口主城区和城郊也出现了骗取补偿、占用耕
地的违建。 从 2009 年开始，海口市就向违建砸出治理的重拳。 据统计，2009 年至 2013 年，4 年
间海口就拆掉了 450 多万平方米的违建。

■ 本报记者 蔡佳倩

人性拆违，
赢得民心树起公信

■ 蔡佳倩

违法建筑有碍城市整体规划，影
响城市形象，对违法建筑进行拆除，按

理说应该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现实情况是，
违建业主并不理解政府拆违的行动， 并且还有对抗
情绪。 其根源就在于，对违建的拆除，会损害当事人
的私利。

去年城市管理年活动启动以来， 让记者印象
深刻的是，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冲突事件。拆违工
作是既出“硬招”，又出“软招”。 去年拆除违建 200
多万平方米，占了过去 4 年打违面积的一半，可见
力度之大。但每次大规模拆违前，拆违工作组都要
三番五次进村给违建村民们做思想工作。 可见硬
在行动上 ，硬在公平上 ；软在讲究方法上 ，软在有
情执法上。

拆违因为直接涉及到群众利益， 很容易引起矛
盾。 海口市创新拆违工作机制改革，利用信息化让
各类违建无所遁形，掌握的“证据”让群众口服，苦口
婆心地劝说和教育让群众心服。

且对于违建， 很多城管队员总是先鼓励违建户
自拆。 对于自拆有困难的，城管部门会予以帮助。 确
有需要的，城管部门会派出人员和设备帮拆，尽量将
违建户损失降到最低。

违建分类处置也将合理自主和故意获利的村民
区分开来，有困难的群众得到保障，想骗补的群众得
到惩罚。

这样的人性拆违， 拆掉的不仅是一处处违章乱
建，更是要拆掉与群众之间的心墙，同时也树立起政
府部门的公信力。

一个月内出现新增违建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的 ，直接责任人责令作出检
查 ，主要责任人通报批评 ，约谈第一责
任人 ；

一个月内出现新增违建面积 10000
平方米以上的 ， 直接责任人引咎辞职 ，
主要责任人停职检查 ，第一责任人公开
道歉 ；

一个月内出现新增违建面积 15000 平
方米以上的，直接责任人免职，主要责任人
责令辞职，第一责任人引咎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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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架起
违建“高压线”

海口市城市管理智能化出新招

锐利“天眼”让违建无处遁形
■ 本报记者 蔡佳倩

触摸鼠标， 各种违建即时发现、土
地产权一目了然，而房子的所有信息更
是一“点”便清晰明了：位置、业主以及
是否属于加建等，海口市去年为了摸清
全市违建底数建立了违建数据库，该系
统可说布下了监控违建的天罗地网，使
历史遗留、新建违建都无所遁形。 而此
举也为全省首创。

据介绍，工作人员只要轻点鼠标，就
可以在图上调阅全市每块地和每栋楼的
信息，各种数据一目了然并且实时更新。

违建数据库查处违建的过程是这
样的：首先，卫星遥感系统周期性地拍
摄下城市建筑真实影像，并发回违建数
据库； 通过计算机内的地理信息系统，
将真实影像与合法的城市规划数据进
行对比，很快就可以找出有违章可能的
建筑；最后，利用卫星定位系统，找到可
疑建筑的实际位置， 现场实地勘察，就
能确定是否需要进行拆除。

违建数据库涵盖的土地及房屋数
据范围极广。 以土地方面的数据为例，

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历年建设用地报
批及供应数据、集体土地及国有土地权
属登记、留用地及闲置土地数据等。

违建数据库如何核查违建？以核查
城中村的违建为例，只要让已拥有的近
三年图层叠加，通过观察图层线条增减
可以初步辨别出房屋层数增减，从而判
断是否存在违建。

因此， 海口市任何一个角落动土，
也逃不过其“法眼”。比如说，点开一个
城中村就可以看到每个宅基地面积和
权属人名字，楼高几何。 通过不同时点
的对比，可发现楼房是否加建抢建等。

此外， 城中村宅基地上建的房子，

在每年图像生成时还会标注出其高度。
通过不同时点的对比，可监控发现楼房
是否加建等，还能方便看到违建情况。

海口市市政市容委执法处处长杨
世华介绍，在违建数据库监控人员的电
脑屏幕上，全市土地、建筑现状一览无
余，市民各种举报投诉都会汇总到“天
地网”， 指挥中心再将任务分派到各个
区的巡查员， 由他们到现场核实情况。
巡查员赶到现场后， 会通过 GPS取点，
形成地块数据，再联动监察平台，立即从
地图数据库当中提取到相关地块的资
料。“是不是违建，一查就知道了。 ”

杨世华认为，该技术可以节省人力

物力、避免许多因人为因素所带来的徇
私舞弊问题。违建数据库监控人员只需
坐在办公室轻点鼠标，就可以找出哪些
是违法建筑。

违建数据库为违建整治提供了科
学依据。 3月 19日上午，海口市龙华区
动用多台挖掘机、 炮机等大型机械设
备，依法拆除了龙昆南路延长线城西镇
大样村内面积 1.5 万平方米的违法建
筑。 此次大规模强制拆除行动就是在
违建数据库提供数据的基础上展开
的，且在大样村当地引发震动，一些村
民表示， 再也不敢把宅基地卖给外村
人盖房了。 （本报海口 4 月 15 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