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北黎糖厂周边、园林西路等地
打违控违工作 14次，打违控违 27宗，面
积652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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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头条

东方市政府负责人回应“打违控违”热点问题——

整治“两违”保障群众合理合法建房

今年，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新一轮整治违法用地与违法建筑工作三年行动，明确在2020年基本实现“增
量零容忍，存量全处置，机制更优化，管控更高效”的整治目标任务。东方市以严实果断的作风推动整治违建工作，保证城市健康
发展。截至7月25日，东方市共开展打违控违行动97次，打违控违308宗，面积62486平方米，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本
期东方新闻关注东方“控违打违”工作，回应社会关注热点问题，欢迎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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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东方市2018年
打违控违情况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特约记者 彭珊珊

“根据要求，各乡镇规划建设管
理所人员明天就必须到市规划委报
到，进行集中办公、上门服务，加快各
乡镇农房报建工作，集中处理一批农
房报建需求。”7月25日，东方市规划
委主任助理符晓智对记者说。据了
解，这是东方市为畅通农村建房报建
渠道，刚刚落地的一项举措。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东方市农
村建房需求日益强烈，但农房报建工
作却进展缓慢。东方市规划委调研
发现，造成农村报建工作渠道不畅有
以下原因：一是各乡镇规划建设管理

所工作人员除了做本职工作以外，还
兼任土地确权、财务和党建等其他工
作，无法做到专职专岗；二是人员专
业与工作不匹配，涉及的规划等工作
完成效果较差；三是乡镇规划建设管
理所办公配套设备不齐全，农村建房
报建工作需要随时到现场勘查选址
及验线等，缺少专业设备导致这些工
作无法开展。“此外，部分乡镇对农村
报建工作重视不够，存在畏难情绪，
这导致农村报建工作推进不力。”符
晓智说。

为此，东方市7月 16日出台新
政，畅通农村建房报建渠道：一是将
各乡镇规划人员进行抽调整合、集中
办公，由市规划委负责管理、指导各乡

镇农房报建工作，统一调配、统一安排
工作。二是在市规划委设临时机构
——东方市农村居民建房报建工作小
组，将抽调的乡镇规划所工作人员，统
一编制到这个工作小组，其工作职责
是指导乡镇规划编制和负责各乡镇农
房报建工作，由属地乡镇政府负责审
批。三是市政府配备专门的车辆和办
公设备，市规划委统一部署东方市农
村居民建房报建工作小组人员，对农
房报建及村庄规划有诉求的老百姓提
供上门服务，实行巡回报建。“巡回的
方式有利于及时受理报建申请审批和
回答群众疑问。”符晓智说。

此外，东方市规划委还委托海南
雅克设计公司绘制完成了全市198

个村庄的开发边界图。“这些边界图
将被张贴到村务公开栏，目的是要让
群众明白建房不能突破开发边界。
像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
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是绝对不能
碰的。”东方市规划委副主任王飞说。

核发规划许可证，需要报建人提
供房屋建设图纸。但农村建房，农户
多找人手画图纸，因为提供不出有资
质单位出具的图纸，往往影响了农房
报建。对此，东方市规划委委托东方
市住建局设计室结合农村实际，分类
分户型向农户免费提供建设图纸备
选。“尽可能帮助村民完成报建需
要。”符晓智说。

（本报八所7月25日电）

建房，别“违法用地”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特约记者 彭珊珊

农村居民建房，图的是安全合法有保障。如
果在建房的过程中，因为不了解一些与建房有关
的政策而出现违法建房的情况，所需要承担的风
险非常大，轻则罚款重则拆除。

什么是违法用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如何申
请？农村违法用地建房将如何处置？7月25日，
东方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副局长彭建对这些问题进
行了解答。

农村宅基地不能私下交易

彭建说，土地分为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用
地。违法占地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未经批准擅
自占地；二是超过批准面积占地；三是批准的和使
用的土地不一致。当前，农村占地一般是作为住
宅用地使用，也就是通常说的宅基地。农村宅基
地是村集体免费划拨给本村村民使用的，一户只
能一宅。“必须是本村村民使用。村民不能私下交
易给外来人建房。”他说。

据介绍，今年4月出台的《东方市一户一宅三
级证明办理流程》明确要求，村民建房符合一户一
宅条件的，应办理村民小组、村委会、乡镇政府三
级证明。三级证明包括申请书、土地权属来源证
明和一户一宅证明。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划拨
宅基地用于住宅建设，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75平
方米。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
地等。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政府审核，由县
级人民政府审批，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法办
理审批手续。

“2017 年度，东方土地矿产卫片违法图斑
核查确定村民建房图斑 37 个，监测面积为
159.1亩，其中耕地79.61亩，基本农田46.1亩，
涉及5个乡镇和华侨经济区。”彭建说，东方市
违法用地专项整治方案要求，乡镇要对村民建
房是否符合一户一宅进行核查，对符合政策的
做非立案处理，要求补齐手续；对非法买卖土
地、外村尤其外地人私自建房行为坚决查处，依
法拆除。

设施农业违法占地建厂房仓库

“东方农业比较发达，有部分农业项目违法
占用基本农田和耕地建厂房、仓库、冷库等。
2017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核法图斑发现全市设
施农用地图斑55个，监测面积为185.2亩，其中
耕地21.51亩，基本农田0.01亩。”彭建表示，今
年4月 18日东方市政府转发市国土资源局的
《东方设施农业审核备案流程》给各乡镇政府，
进一步明确规范设施农用地办理范围流程及相
关要求。

彭建表示，东方市2018年违法用地专项整治
方案对不符合办理设施农用地条件的、占用基本
农田的、以设施农用地之名进行非农建设等情况
的，坚决予以拆除。4月18日，东方还同时出台
了《东方市临时用地审批流程》，对因能源、交通、
水利、军事设施、民生等重点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
勘查需要临时使用的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进
行规范管理。

“2016年至今，动态巡查发现东方市违法用
地案件共621宗，其中村民建房图斑542宗，其他
违法占地79宗。”彭建说，东方市2018年违法用
地专项整治要求以上违法用地处置率要达到
100%，执法到位率达到80%以上。违法占地该
立案查处的查处，该依法拆除的坚决依法拆除，该
补办手续的全部予以补办手续，推动全市国土环
境管理秩序和执法环境持续向好。

（本报八所7月25日电）

东方主城区
建房报建渠道畅通
今年以来已受理登记
260宗居民报建申请

本报八所 7月 25 日电 （记者
张惠宁 特约记者彭珊珊）“主城区
居民建房报建渠道是畅通的。”今
天，东方市规划委副主任王飞对记
者说，今年以来，东方市规划委已
受理登记了 260 宗主城区居民报
建申请，已出具了210宗规划设计
条件通知书，核发了120宗规划许
可证。

王飞说，东方市主城区居民报
建手续简单，只要填写了东方市建
设用地规划设计申请表，附上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包括宗地图坐
标）和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办
理了。

抽调整合乡镇规划建设管理所人员集中办公，实行巡回报建上门服务

东方出新招破农村建房报建难

问：据记者了解，东方市主城区的范
围大部分都是以前的农村用地，没有合法
的国土证明。由于城镇化的原因，各村的
村民都通过买卖市区周边这些“城镇化”
了的土地建房，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工作和
生活需要，这部分群体还比较大，如何化
解这个难题？

欧阳牧牧：这种情况东方涉及面广，
涉及利益大，从法律层面来说，国家和省
相关的法律法规，一直都明确农村的宅基
地禁止买卖，只能本村村民使用。

但考虑到城市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
中，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为了解决类似
问题，国土资源部在2016年也发布《关于
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指导意
见》，明确在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专项规
划范围内、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第
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确定为建设用地但没
有合法用地手续的历史遗留建设用地，
按照依法依规、尊重历史的原则进行分
类处理。为此，我市正在参照该指导意
见，依照《土地管理法》和《确定土地所有
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探索出台符合我市实际情况
的相关办法，以妥善处理各类历史遗留
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等相关问题。

问：有部分群众提出“拆了房子，为什
么不赔偿，为什么不安置？”对于这个问
题，您怎么看？

欧阳牧牧：拆违与拆迁，一字之差，性
质截然不同，决定着是否能够获得赔偿。

拆迁，涉及的是具有土地使用权和建
筑许可证的合法建筑，房屋权利人具有物
权利益。这类拆迁，既需要合法的拆迁手
续，也需要对房屋权利人进行合法赔偿。

拆违，拆除的对象是违法用地、违法
建筑，是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建（构）筑物。由于

“两违”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
定，不具合法性，所以当事人不具备合法
产权，也不受物权的法律保护。

因此，“两违”整治，主要是对违法建筑
进行整顿治理，它属于行政强制行为，而不
是针对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前提的拆迁行
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本报八所7月25日电）

问：对一些“两违”的“硬骨头”
要怎么啃？东方市有什么应对措
施？

欧阳牧牧：东方市打击“两违”
工作存在较大难题，一是部分违建
者法制观念淡薄，许多“两违”建设
者心存侥幸，想方设法让“两违”建
设形成既成事实；二是“两违”现象
历史问题多，涉及群体多，整治阻
力大，客观上存在建设易，拆除难
的现象。

“开弓没有回头箭”，东方市
委、市政府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以坚定的决心挺起责
任担当，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保持
高压态势，遏制住“两违”蔓延新增
势头。在今年的3月1日，传统元
宵节还没过完，市委、市政府就召
开全市整违工作会议，就这项工作
做出安排部署，明确目标、压实责
任，严厉打击非法土地交易、违法
建设行为。目前，通过几次大的集
中拆除，已经初步形成震慑效果和
舆论氛围。

接下来针对“两违”的整治，我
们一是要加大宣传，让老百姓了解

打违控违工作的深远意义和政府
的决心，也避免老百姓因不知法而
盲目违法，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
失。二是对违法建设行为始终保
持高压态势，在依法履行必要程序
的基础上，每周一次集中拆除整
治，以对“两违”形成有效震慑，确
保“两违”零增长。三是推进全市
民房报建工作通畅施行。四是注
重网格防控，推行“两违”防控工作
网格化管理，在全市共划定网格
778个，安排网格员805名，推行

“零报告”制度，形成了多渠道、多
方位的巡查机制。

问：群众合理合法的建房需求
如何保障和满足？

欧阳牧牧：打击违法建筑不是
不让老百姓建房，而是为了让老百
姓合理合法建房，是为了保护大多
数群众的利益，是为了城市未来更
好地发展。打违控违工作开展以
来，我市出台一系列措施，致力解
决群众“报建难”的问题。

一是结合实际，优化城乡规
划。结合全省“多规合一”调整的
有利契机，对符合调整条件且历史

已形成的城乡、农村居民居住聚集
区，进行合理调规，以满足群众合
法建房的实际需求。二是尊重历
史，为合法行为授权。对规划区内
且符合报建条件的民宅给予合法
授权，同时对全市各个乡镇规划人
员进行整合，集中到市规划委办
公，负责农村新建住房及危房改造
报建工作，实行“巡回报建”模式，
下镇下村，主动服务，推动农房报
建工作全面开展。根据“多规合
一”成果，编制东方市村庄开发边
界图及划定各村庄开发边界范围，
为各乡镇政府开展农房报建提供
依据。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内的，
根据2016年11月11日国土资源
部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城镇低
效用地在开发的指导意见（试
行）》，对各类历史遗留建设用地
问题进行分类处置，对用地行为
进行科学分类，对符合条件的用
地行为，该补办手续的补办手续，
该颁证的颁证；在农村规划区范
围内的，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确
权颁证工作，完善、简化农村居民
建房报建手续。

问：目前东方市的违建情况总
存量多少？需要多长时间进行清
理？有哪些清理规划？

欧阳牧牧：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的
整治工作。东方市违法用地、
违法建筑问题较为突出。根据
省移交的 7854 个疑似图斑，东
方市积极开展核查工作，经过
实地摸排，已初步确认违法建
筑底数。

对于违建存量，我们计划分
两年半完成分类处置任务，今年
江边乡、天安乡、新龙镇3个乡镇
创建无违建乡镇，需100%完成处
置工作，其他乡镇按30%量进行

处置，目前各乡镇已按照要求作
出处置初步计划，拟采取拆除、补
办手续、征收、没收等方式进行分
类处置。

问：小岭村拆违引起了很大的
社会反响，据记者了解，群众有一
个疑问“违建那么多，为何拆我
的”，能否答疑？

欧阳牧牧：根据省定计划中要
求，要重点整治破坏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
三条控制线的违法用地，以及外来
人员非法买卖土地和新增的违法
用地。这是整治“红线”。截至7
月25日，东方市共开展打违控违
行动97次，打违控违308宗，面积

6.2486万平方米。这些拆违控违
行动，都是针对触犯“红线”采取的
必须措施。

此次八所镇小岭村所拆除的
12宗违法建筑总面积约2290平
方米，都是经过周密调查确认在村
庄开发边界以外，外地人通过非法
交易土地，并占用耕地形成的违法
建筑。我们严格执行法定程序，依
法对其进行拆除。

下半年，东方市将继续加强打
违控违力度，确保违法建筑零增
长。生态红线内的坚决要打；占用
林地、基本农田的要打；新增的违
法建筑要打；为了商业利益而违建
的更要打，比如小产权房。

探索相关办法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解决群众“报建难” 让百姓合理合法建房

加强打违控违力度 确保违法建筑零增长

（数据来源：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制图/孙发强

全市共开展打违控违行动97次
打违控违308宗，面积62486平方米

截至7月25日

开展滨海南路巷口等地打违控违工
作4次，打违控违4宗，面积520平方米。

2
月

开展二环南路、大坡田村、蒲草村等
地打违控违工作 29次，打违控违 67宗，
面积8900平方米。

3
月

开展二环北消防路、园林中路南侧
教育小区等地打违控违工作 25次，打违
控违 110宗，面积 19446平方米。

4
月

开展福龙中路天龙佳园周边、八所
镇蒲草村和皇宁村等地打违控违工作 10
次，打违控违47宗，面积9920平方米。

5
月

开展小岭新村东门西侧、东方盐场
等地打违控违工作8次，打违控违26宗，
面积5423平方米。

6
月

1日-20日，开展北黎糖厂周边等地
打违控违工作 7次，打违控违 27宗，面积
11757平方米。

7
月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特约记者 彭珊珊

东方市八所镇小岭村有1万多人口，号称东方第一大村。6月22日，
东方市依法对小岭新村东门西侧12宗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楼房建筑依
法强制拆除，总拆除面积约2290平方米。此次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
泛的关注和议论。“打违控违”成为近期东方热点。

东方市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热带滨海花园城市的发展目标后，近
年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与此同时，违法用地和违法
建筑问题也日益突出。为保障城市规划建设有序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东方市今年以来加大力度开展打击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行动，坚决遏
制“两违”。

7月25日，就“控违打违”相关情况和如何保障群众正常建房需求
等热点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东方市副市长欧阳牧牧。

7月19日，东方市执法部门依法拆除八所镇感恩北路西侧，北黎糖厂对面11栋违
法建筑，共3430平方米。 通讯员 冯琼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