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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哩哩……”12月26日10时，
在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内，又准时响
起了欢愉动人的黎家乐曲。伴随着徐
徐山风、鸟鸣花香，以青山为屏，以碧
水为景，一场精彩纷呈的民俗表演在
这座黎家山村拉开帷幕，竹竿舞、拾螺
歌、树叶鸣奏、织黎锦等特色民俗表演
轮番登台，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
畅游乡景、品味民俗。

这座位于两条国道交界处的村
落，直通海棠湾、呀诺达、槟榔谷等，坐
拥交通区位、自然生态、民俗文化等优
势，中廖村在不少人眼中是块“香饽

饽”，多年来面临着不少利益诱惑。然
而，这块开发商眼中的风水宝地，却没
有一栋违建，乡风淳朴文明，村民们面
对诱惑，亦能做到不为所动。

“干部带头示范，引导村民树立正
确发展观念，坚决抵制违建，不能为眼
前利益损害了长远利益，破坏了村庄
规划。”中廖村党支部书记林泽良说，
该村着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华侨
城合作，注重保留原生态、就地取材和
挖掘本地文化，合理规划布局，升级村
庄“颜值”与功能，打通一产和三产间
的关联，促进农旅结合、农旅融合，鼓

励村民走“旅游路”，开创出“不大拆大
建、不求新求洋”的特色路子。

“因为会跳竹竿舞，我加入了表演
团队，在家门口跳舞，还能领几千元工
资。”中廖村村民黄菊金对新工作很满
意，对未来村里大力发展的旅游产业
更加期待了。

规划先行，中廖村成功打造“无违
建”村庄，是吉阳区以规治违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三亚市吉阳区先后出台
了《三亚市吉阳镇村庄规划》《三亚市
吉阳区村（居）民住房报建管理暂行办
法》等，进一步规范建房行为，并将新

建、改建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全部纳入
规范管理，鹿回头社区、榕根社区等推
进“无违建”工作初具成效。

看到科学、美好的规划蓝图，民众
助力城市治理管理的积极性也更高。

“今年以来，我区共受理村民报建材料
1200余户，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590宗。”三亚市吉阳区政府有关负
责人说，下一步，该区还将从生态环境
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等方面着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城乡治理体系，推动美丽乡村建
设工作，打造美丽宜居的幸福家园。

三亚市吉阳区5类农村
违建情形的分类处置方案

严重影响村庄规划、非法买卖土地、顶风
抢建、侵占农田、填埋河道、挖山毁林、景观廊
道和交通干道沿线私搭乱建的影响农村风貌
的情形。此类违建一律坚决依法拆除。

属于辖区重点项目和2017年棚改项目
范围内的情形。此类村民自建自住房，结合
棚改政策处理后予以拆除。

撤镇设区前经原乡镇政府出具意见的情
形。此类农村房屋，如未违反审批内容建设，
不作为整治对象，由市执法局直接消减；如违
反审批内容建设，列入整治范围并参照村民
自建自住房分类处置原则进行处理。

确属村民自建自住房，符合村庄规划和
“一户一宅”政策的情形。对于未报建的村民
自建自住房，经核实符合村庄规划和“一户一
宅”政策的，按照尊重历史、以人为本的原则，
适当照顾原村民和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
益，对符合报建条件和整改后符合报建条件
的，予以补办报建手续。

确属村民自建自住房，超标准建设，但符
合“一户一宅”政策的情形。对于超出农村建
房标准建设但确属农村村民唯一自建自住房
且经村委会出具证明的，暂缓拆除，将其列入
备案登记，今后若涉及土地征收，可参照国家
政策及三亚市棚改政策酌情处理。

“早上到公园里散步、呼吸新鲜
空气，傍晚时分到小区楼下利用健
身器材锻炼的人越来越多。”居住在
三亚市吉阳区丹州社区的“候鸟”陈
春垚不禁感叹，这日子是越来越惬
意了。

“以往我们社区环境只能用‘脏
乱差’来形容。有的建筑就是‘见缝
插针’，乱搭乱建严重，居民楼下就是
商业街，不仅环境嘈杂，产生的垃圾
还散发出一股臭味。”作为三亚丹州
社区的“老居民”，也是该社区居委会
副主任，何智华见证了丹州社区20

余年来的变化，感触颇多，“现在社区
的草地更绿了，路面更加干净，车辆
停靠有序，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我打
心里感到高兴”。

何智华的喜悦，源于三亚着力全
面建成“无违建”城市，到2020年，将
实现全市社区（村庄）“无违建”。今年
1月，三亚市吉阳区丹州社区全面推
进“无违建”示范点创建工作，实现长
效管理，实现无存量违法建筑和无新
增违法建筑，并且建立完备的建房报
建工作体系。“社区居委会规划协管员
实行巡查登记反馈制度，严格落实‘网

格化’管理，每周巡查次数不少于3
次，对社区内发现的新建违建做到‘即
查即拆’。”丹州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
春凤说。

然而，拆除违建的过程并非一帆
风顺。“我们在小区里张贴了要拆除违
建的通知，也挨家挨户走访告知，到了
真正要拆除的那天，还是有很多居民、
商户不配合。”何智华说，平均一户我
们就要走访5次，直到他们拆除违法
建筑。

拆除存量违建，丹州社区容貌有
了较大改观，逐步成为三亚市吉阳

区推进“无违建”的示范点。同时该
社区还积极构建和谐、文明社区，多
举措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指数。
2016 年，丹州住宅小区内安装了 7
套室外健身器械，增加5名交通协管
员和5名晚间卫生保洁员，组建了一
支由31多人组成的社区服务自愿者
队伍，不定期为社区居民开展无偿
服务。

“小区里以前也有绿地，但是面积
不大，也没有维护得像现在这么漂
亮。”居住在丹州社区的“候鸟”张海哲
说，绿地旁还配备各种健身设施，成为

老人、小孩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此外，在丹州社区便民服务站大

厅，设有社会保障、民政、计生、流动人
口管理、综合服务5个窗口，社区“两
委”班子成员当班值班，直接受理事
件，真正让居民享受到一站服务的方
便快捷。据统计，2016年该社区办件
量1118件，办结率100%。

“以往我们隔三差五就会接到居
民的投诉，现在少多了。”李春凤说，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
新，努力提高辖区居民的安全感和幸
福感。”

三亚创建无违建社区
社区变化惹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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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吉阳区创新举措，推进违建整治

“无违建”行动构筑和谐家园

时隔一年，再回到三亚市
吉阳区的丹州社区，“候鸟”
郭冰眼前一亮：“密密麻麻乱
搭乱建的小摊没有了，街区
干净整洁，车辆停靠有序，这
还是当初那个拥挤嘈杂的社
区吗？”

今年以来，根据省委有关
部署，三亚全面整治和防控违
法建筑，探索长效管理机制。
面对居住人口集中、历史遗留
问题严重、规划报建工作滞后
等系列难题，吉阳区创新治理
管理模式，坚持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精准施策、科学
管理，通过保民生、严防控、重
打击等系列务实举措，着力推
进“无违建”行动，优化城乡居
民居住环境，提升生活品质，
逐步构筑起幸福、和谐、安全
的诗意家园。

“这些铁皮铺面，一年的租金就
有40万元，谁舍得‘自断财路’？”社
区市场内曾经密密麻麻的“铁皮铺
面”组成的“铁皮街”，至今仍令三亚
市吉阳区丹州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何
智华记忆深刻。

这些在居民楼、市场、街边乱搭乱
建的“铁皮盒子”，未经审批许可，损害
城市“颜值”，存在安全隐患，严重影响
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是三亚在不断
加快的城镇化进程中，规划与发展不
平衡的一个缩影。一边是住宅高楼，

而另一边是乱搭乱建的茅草屋、铁皮
屋，“二元对立”景象成为常态。

不仅在城区，农村也存在着一些
违法建筑。今年5月，一项（组）摸底
排查数据值得深思：三亚市吉阳区农
村存量违建共涉及13个行政村28个
自然村，总栋数达208栋，总建筑面积
约为24.7万平方米，其中村民自建自
住型违建不在少数。

违建的滋生，带来一系列城市规
划和经济发展问题，如何兼顾民生保
障与城乡管理，成为吉阳区管理者、

治理者的思考难题。“我区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按照‘尊重历
史、实事求是，甄别主体、宽严相济，
分类处置、逐步解决’的原则，推出多
重举措，实行多部门联动，确保违建
整治工作出实效。”三亚市吉阳区区
委书记陈跃说。

违建情形复杂，围绕“精”字逐
步施策。吉阳区专设工作领导小
组，在农村违法建筑存量摸底排查
中，实行“区政府—区城市管理局—
行政村—自然村”四级负责制，深入

排查，建立台账，精准掌握全方位数
据；针对农村违建存在类型、性质、
土地来源及对规划实施影响程度等
不同特殊情况，联动城管、住建、规
划、国土等部门多次开会研究，形成
5类情形处置方案，精准开展工作，
多举措保障民众。

“结合民众反映需求，我们以片区
为单位，分成8组逐步整治，根据建房
者身份、家庭人员结构、土地权属及性
质、使用功能等不同情况，分类处置。”
何智华说。

尽管已有多年丰富的社区管理经
验，面对乱搭乱建、乱停乱放等现象，
何智华还是很犯愁。“社区居民达1万
多人，其中，秋冬季节外地人口便达
5000，人口结构复杂，给管理增添不
少难度。”丹州社区居委会办公室人员
仅23名，要管理上万人口，利益关系
复杂，何智华坦言“工作不易”。

今年，三亚市吉阳区全面铺开“无
违建村（社区）”创建工作，确定了包括
丹州社区在内的11个社区（村庄）为
创建点，涉及范围广、难度大、人口结

构复杂，如何做到？
“利用宣传车、公告栏、发放宣传

单等方式，营造依法建设的良好舆论
氛围。此外，我们还联动相关执法队
员力量，展开全面巡查整治，进家入户
宣传政策，晓之以理，传递执法正能
量。”何智华说，为进一步强化打违控
违力度，该社区创新网格管理，明确责
任，实施定人、定岗、定责，划片包干的
网格管理巡查管控制度，社区书记等
责任人对所负责辖区的新增违法建筑
负连带责任。

此外，针对农村违法建筑隐蔽、数
量多等特点，吉阳区加强管控、完善机
制，建立“村委会+执法部门”的属地
网格化管理制度和巡查报告制度，在
每个网格责任区块都成立巡控队伍，
做到每周巡查不少于2次；同时，制定
村庄投诉举报制度，公开投诉举报电
话，发动村民举报违建。

“原先的‘事后被动查处’转变成
‘事前主动防范’，实现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制止、第一时
间拆除的高压态势。”三亚市吉阳区委

主要负责人介绍，截至12月4日，该
区共拆除农村违法建筑949处/栋，拆
除面积40.7万平方米。

机制完善、管理加严，乱建违建的
势头明显减弱。今年6月，丹州社区一
居民擅自将车库改成房屋，被巡查人
员“逮个正着”，立即给予行政处罚。

“通过完善举报、巡查等工作机制，建
立台账管理，精准打击新增违建。截
至目前，社区内并未发现新增违建，人
居环境大大改善。”三亚市吉阳区丹州
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春凤说。

民生为本 区分情形精准施策

科学治理 网格化管理显成效

以规治违 建长效机制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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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中廖村。

航拍三亚市迎宾路。

三亚丹州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