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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133.9公里海岸线，坐拥七
湾八港，东方的资源禀赋值得世代守
护好。“坚持突出整治各类生态红线保
护区和禁止建设区等红线范围内的

‘两违’，遏制海岸带生态环境破坏反
弹之势，重点处置在自然保护区、海岸
带200米范围内，以及各类生态红线
保护区内的破坏生态环境的违建，严
防死守，确保生态环境只能变好不能
变差。”东方市委副书记、市长张长丰
说，特别要求四更、八所、新龙、感城、
板桥等沿海乡镇，认真排查、仔细梳
理，制定问题台账。

对于海岸带200米等红线范围内
的违法建筑，感城、板桥等沿海乡镇政
府采取强硬措施，强力整治，毫不手

软。感城镇地处沿海，拆除侵占海岸
线200米红线范围内的违法建筑任务
格外繁重，今年计划要拆除3.8万平方
米的违法建筑，其中塑料加工厂、羊粪
加工厂、螺旋藻加工厂侵占海岸线200
米红线范围内的一级和二级林地，面
积高达2.5万平方米。镇长秦人英敢
于担当，不当“甩手掌柜”，带队拆除违
法建筑，迅速拆除了侵占海岸线和林
地的塑料加工厂、羊粪加工厂、螺旋藻
加工厂。同时，拆除了侵占基本农田
共8000平方米的4家汽车练习场。

坚持突出整治各类生态红线保护
区和禁止建设区等红线范围内的“两
违”，牢牢守住生态底线。11月8日，
在板桥镇中沙村，海南日报记者看到，

一些钢筋混凝土建筑垃圾堆在一片废
墟上。11月6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安局、司
法局、板桥镇政府等共派出70多人、5
辆挖掘机、1辆铲车，拆除中沙村9栋
2层高混凝土浇筑的违法建筑。“这
里是拆除违法建筑后留下的废墟，拆
除违法建筑面积达5600多平方米。”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人员说，

“镇政府会清理这片废墟，恢复这片
林地的生态环境。”这9栋违法建筑
是海南润森鑫祥投资集团建设的仙
居谷项目，但项目没有经过林业、规
划、住建等部门审批，侵占了林地，严
重触犯生态红线。

东方把整治“两违”列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整改落实的
一项重要内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围绕“两违”整治问题调研，组织各乡
镇、华侨农场摸排辖区内新增违法建
筑，安排督导小组实地随机抽查，杜
绝隐瞒不报。今年1月至11月初，
共排查疑似违法建筑1997宗，并科
学分类，对符合补办手续的，安排工
作组下沉一线办公，上门为群众补办
合法手续；对确定为违法建筑的，纳
入省级“两违”系统集中整治。通过
科学处置图斑，不搞“一刀切”，采取
实地核查处置、重点专案突破等方
式，最大限度解决群众住房困难，共
处置图斑违法建筑面积157.93万平
方米。

抢占抢建越来越少 主动报建越来越多

铁拳打违守护美丽东方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张文君 通讯员 吴衍阳 林霜 冯琼丹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 张卓颖

11月8日，在东方市三家镇乐安
村，村民骆会张正在拆除自家养鸡用的
铁皮棚，这座铁皮棚占用了基本农田。

骆会张家养了2000多只鸡，随着
养殖规模扩大，他需要更大的地方来
放置更多的鸡饲料，以及相关养鸡的
设备。由于不了解使用土地的性质，
他随意选择了一块地建铁皮棚，占地
300平方米。后来，乐安村支书符成
辉告诉他这是违建，必须拆掉，还给他

讲自拆的好处。
“很明显，自拆比被强拆好。自拆

的话，有一些建筑材料是可以再利用
的，能节省成本，这对我们村民是有好
处的。”骆会张说。

今年10月23日，三家镇召开了
“两违”整治工作培训暨推进会，将
“两违”整治的任务摆到了台面上。
会上，三家镇确定了“以自行拆除为
主，政府拆除为辅”的工作思路，决
定联合各村“两委”干部上门与群众
沟通，讲解政策，解释什么是占用基

本农田或触犯林地生态红线的违法
建筑等。

乐安村村民自拆违法建筑，是三
家镇大力推进整治“两违”的一个缩
影。在三家镇“两违”整治推进工作
中，该镇的居侯村、三家村、水东村、官
田村等14个村的村民，都已开始自行
拆除违建。今年以来，三家镇村民自
拆违建的有58宗，自拆违建的面积为
7549.45平方米。

在三家村，海南日报记者看到村
民周昌伟养菊基地的违建铁皮棚，已

被转移到了符合规定的地方。周昌伟
说：“镇、村干部多次到我家里，给我家
人讲政策，谈心交流，说清楚违法建筑
的危害。”

“这些拆违后留下的建筑材料，是
可以继续使用的。”三家镇官田村村民
陆成华说，经过与省有关部门提供的

“两违”图斑核对，他家的厨房占用
了基本农田。11月2日，他开始自行
拆除违建厨房，将其搬到了家中的院
子里。

“在推进‘两违’整治工作中，我们

走村入户引导村民自行拆违，减少村
民的损失。”三家镇国土环境资源管理
所所长赵俊锋说，“今年市里的‘两违’
整治力度比较大，违法建筑是一定要
拆除的，村民通过电视、报纸等了解到
政府组织的拆除违法建筑的场面，受
到了教育。我们与村民交流时，也会
拿出一些强拆违法建筑的视频、图片
给村民看。村民从刚开始的不支持、
不理解拆违工作，转向积极支持、主动
自拆违法建筑。”

（本报八所11月14日电）

动员村民自拆 减少二次损失

三家镇打违有良方

上门服务 巡回报建 免除费用

今年东方农房报建率
达九成

本报八所11月14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
员林霜 孙雪雅）东方市从源头防控违建行为，有
效疏导合理建设需求，健全和完善农房报建政策，
有效遏制新增违建的增长。截至11月12日，今
年东方受理农房报建户数 2353 户，发证户数
2330户，农房报建率达90.66%。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从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的。

对于正在建或准备建新房的村民，东方推
行“上门服务、巡回报建”的方式，免除一切报
建费用，免费为群众上门办理农房报建相关手
续。配齐司机、车辆、办公设备，委托第三方测
绘中心和建筑设计公司人员全程配合，对有建
房诉求的农户上门服务，现场测量建房宗地坐
标图并设计老百姓可接受的、符合地方居住需
求的建筑图纸。

东方是全省“房地一体”不动产发证试点市县
之一，利用“房地一体”改革的政策支撑，对“两违”
存量中涉及符合条件的民房，主动上门，主动对
接，免费测量，免费办证，将“房地一体”不动产证
发放到村民手中。东方将其运用到“两违”分类处
置工作中，截至目前，共通过办理“房地一体”不动
产证核销“两违”图斑1862宗，核销违法建筑面积
35万余平方米。

畅通报建渠道 免费提供服务

东方一站式解决垦区
居民报建难题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孙雪雅 余水
茜）今年8月至9月19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人员经过实地核查，给普光居、公爱居、红泉居、
华侨农场等垦区居民，共发放首批垦区农房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34本，解决了部分垦区居民住房
安全问题，满足垦区居民建房需求。这是海南日
报记者从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的。

东河镇普光居广坝农场职工徐女士对海南日
报记者说，今年她曾多次向镇政府申请办理农村房
屋报建手续，均未得到解决，主要原因是当时农房
报建渠道不畅通。今年9月，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工作人员得知徐女士家的情况后，到她家中调
查核实，收集相关资料，仅在10个工作日之内，就
迅速为她家办理好了农村房屋报建手续，并把垦区
农房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发放到她手中。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王飞表示，
自今年8月省人民政府印发《海南省垦区建房管
理办法》后，东方及时参照农房报建管理制度，积
极推进垦区农房报建工作。把每年垦区居民报建
所需测绘、制图和宣传等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统筹
经费和各规划所人员，对有报建需求的垦区居民
免费提供制图和测量服务，一站式解决垦区居民
报建问题，减轻垦区居民报建负担。

东方引导企业群众合规用地

解决1620个农业项目
设施用地问题

本报八所11月14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
员韩政豪）东方市引导企业和群众在使用土地前
向有关部门咨询土地地类，减少使用的土地占用
基本农田的状况。今年1月至10月，该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审核办理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1650
宗，涉及占地面积432亩，为1620个农业项目解
决设施用地问题。

“感谢政府部门的引导和帮助，办理了农业项
目设施用地的相关手续，现在可以在符合规定的
土地上建设农用设施。”11月8日，海南鑫森农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公司在八
所镇那等村种植火龙果，由于事先不了解土地性
质，在基本农田里建设农用设施，占地1.96亩。
在东方市相关部门的帮助下，该公司把农用设施
转移到了其他地方，不再占用基本农田。

为让乡镇政府及相关部门更快审核材料，减
少群众办理手续时间，东方召集各乡镇相关部门
人员，进行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审核办理培训。

“引导企业和群众在符合规定的土地上建设农
用设施。否则，一旦占用基本农田建设农用设施，执
法部门就会依法拆除，造成企业和群众的损失。”东
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说，“将加大对设
施农用地办理程序的宣传，让企业和群众心里有底，
积极办理备案手续，促进农业项目发展。”

东方严把建筑安全关

引导开发商自拆小区违建
本报八所11月14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

员杨泽鑫）东方市城市建设速度加快，有关部门
严把建筑安全关，引导房地产开发商按有关规定
办事，自行拆除违法建筑。

在八所镇海东方小区，有10栋住宅楼的一
楼架空层被违法改建，总面积达7180.48 平方
米。海东方小区开发商、东方滨海花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未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擅
自改建小区部分住宅楼一楼架空层，导致容积率
增加。架空层主要起防风防水的作用，这种改建
行为对小区居民安全不利。

今年6月，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滨海花
园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限期内拆
除完毕，并收取建设工程造价10%的罚款。考虑
到建筑安全问题，多次与该开发商沟通、协商，引
导其自行拆除。该公司负责人认识到违法建筑
的危害，近日自行组织拆除违建构筑物。

11月14日，在东方市八所
镇小岭村往大坡田村道路南侧
旧砖厂旁空地上，有一大片瓦
砾，这是13栋违法建筑被拆除
后的废墟。

这里曾是违法建筑最为集
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区域。当
事人非法买地，占用基本农田
建2层、3层楼房。当地政府部
门曾多次下达书面通知，勒令
停工，但当事人偷偷抢建。当
事人以为入住了，“生米煮成熟
饭”，能以罚款来替代拆除。

但当事人的幻想被挖掘机挥
舞的冲击锤捣毁了。10月25日
至11月1日，大坡田村、小岭村40
栋共1.12万平方米的违法建筑被
拆除。东方用行动再次证明：农村
绝不是违建行为的法外之地。

今年1月至11月初，东方整
治“两违”856宗、铁拳摧毁违法
建筑19.95万多平方米，以补办
方式处置图斑违法建筑110.41
万平方米，有力依法打击违建行
为。

东方市委、市政府决定，从
10月18日起到12月7日止，要
比省里确定的考核期限提前一
个月，全面完成全市整治“两违”
工作。东方市委书记铁刚说：
“市委、市政府把整治‘两违’当
作建设美好新海南和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的基础性工作抓好抓
实，始终对违建行为保持高压
态势。铁拳摧毁在重点开发区
域内抢占抢建的违法建筑，突
破了法律法规和规划底线的
违法建筑，侵占农田、林地，以
及在海岸线 200 米内的违法
建筑。坚持依法依规、尊重历
史的原则，完成整治‘两违’各
项规定的任务，牢牢守住生态
底线，提升东方城市颜值。”

属地乡镇的管控，执法局的执
法，资规部门的规划认定，以及拆除
违法建筑、完善手续等，整治“两违”
涉及众多职能部门。东方多个部门
紧密配合，攥成一个拳头，形成合
力，提高了处置的效率和速度。分
管副市长欧阳牧牧说：“要坚持疏堵
结合，优先畅通报建渠道，对顶风违
建行为以零容忍态度坚决依法打
击。”

不合规划的违法建筑破坏城市
风貌，任由违法建筑泛滥，城市将越
建越乱、越建越丑。东方多个部门
齐抓共管，解决拆除损害东方滨海
城市风貌的违法建筑，维护和提升

东方的城市颜值。连接西线高速公
路八所互通的东方大道，是进入东
方城区的景观大道，道路两侧的景
观、绿化和建筑，直接影响东方的城
市颜值。但在东方大道两侧共 28
栋违法建筑，直接损害了东方的城
市形象。今年9月7日，市行政执法
局对 28 户违法建筑的当事人下达
责令限期改正等通知书，要求当事
人自行拆除。但当事人逾期没有动
工拆除。9月18日上午，八所镇、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市住建局、市资规
局等多部门联合行动，依法拆除这
28栋违法建筑。11月 8日，东方多
部门再次联合行动，拆除东方大道

北侧的15栋违法建筑，还滨海城市
靓丽容颜。

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
担当起新使命：发挥驻村作用，以打
促控，把农村“两违”扼杀在萌芽状
态。东方各乡镇将“两违”整治列为
乡村振兴工作队的一项具体工作，使
其在“两违”的巡查、宣传、制止、上报
等工作中成为主力军。落实网格化
联防联控制度，在全市216个村（居）
委会，均安排了村（居）“两委”成员兼
任网格员，及时发现上报村（居）里的
新增违法建筑，真正起到“末端盯梢”

“出土即拆”防控作用。
八所镇福耀村是全镇最大城中

村之一，曾是“两违”的重灾区。驻
村工作队队长符胜主动担当起整治

“两违”的使命，成为整治“两违”的
主力军。他经常到村民家中，宣讲
整治“两违”、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
意义，经常在村里走动，看到村民没
有报建就动工盖房的苗头，或收到
村民举报村里违法建筑的线索后，
他立即和村干部上前制止，细心做
通村民的思想工作。他注重源头的
管控，安排工作队队员上门帮助村
民报建，规划和施工许可证批下来，
又给村民送上门。现在的福耀村成
为全镇新增违法建筑源头管控最好
的村庄之一。

违建触及红线 坚决予以拆除

部门协同联动 增强整治合力

疏导合理需求 强化督查考核

A

B

C
违法建筑光打还不行，如果不做

好源头防控，违法建筑仍然会不断冒
出来，浪费大量行政和社会资源。东

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张春熙
说：“在源头进行防控，有效疏
导合理建设需求。健全和完
善农房报建政策，群众建房
免除行政收费，政府提供设
计图纸，农村合法建筑多
了，违法建筑少了。”截至
11月12日，今年东方农村
居民申请农房报建 2486
户，受理户数2353户，发证

户数是2330户，报建率达90.66%。
农村居民建房报建实行“上门服

务、巡回报建”的模式，全程不需要农
户花钱。“你们不上门服务，我家新房
报建手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办好。”
10月14日，大田镇抱板村村民符中
关拉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
的手说。他家要改建旧房，建一栋2
层楼、约237平方米的新房，之前不知
道怎么办理农房报建手续，担心新房
不报建就变成违法建筑，一直不敢建
新房，全家住在旧房里。村干部把符
中关家情况反映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负责抱板村片区的工作人员陈祖强
后，报建小组、测绘和设计人员就上门
服务，为他办理农房报建手续。

东方市强化督查考核，按照“属
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
防死守，从制度上防范新增违法建
筑。建立严格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层
层落实责任，实行定人员、定责任、定
范围管理，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不留死角，实现全覆盖。市委督查室、
市政府督查室对出现“两违”新增较
多、防控机制失效的乡镇，向市政府提
出约谈问责处理建议。市纪委副书

记、监委副主任刘举道说：“对党员领
导干部在‘两违’整治工作中，违反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市委、市政府的
工作部署不支持、不配合，存在空泛表
态、敷衍塞责、阳奉阴违等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突出问题，甚至有滥用职权、
利益交换、收受贿赂等腐败问题，造成
严重恶劣影响的，市纪委监委将依规
依纪依法从严从重追责问责，直至追
究法律责任，以铁的纪律确保‘两违’
整治取得实效。”

（本报八所11月14日电）

东方市八所镇大坡田村近日拆违现场。（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