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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改并举出重拳 亮点纷呈焕新颜拆改并举出重拳 亮点纷呈焕新颜
纵深推进 火力全开纵深推进 火力全开

■全媒体记者 郑琳 通讯员 王璐芳■全媒体记者 郑琳 通讯员 王璐芳

“我们要以更严的要求、更高的标准，强化部门联动、落实长效措施、严格督查问责、凝聚工作合力，推动‘三改一拆’取得最大成效。”2013年，我市开始全面推进“三改一拆”
工作，在全市召开的“三改一拆”行动动员大会，擂响的“战鼓”犹在耳侧。7年后，这项工作迎来了“大考”，站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重新打量“三改一拆”，我们看见，慈溪正阔步
向前，铺排一路风景：伴随着灰尘弥漫、机声隆隆，违法建筑纷纷倒塌；“城中村”里楼房林立、绿树成荫，脏乱差中改出了城区“黄金地”；通过房屋立面改造，绿化、排水、道路修
复，老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废旧厂房变身生态绿地，一举成为最受市民欢迎的休闲地……

7年来，“三改一拆”正以破竹之势在全市各地强势推进。将“三改一拆”行动与“五水共治”“两路两侧”“小城镇环境整治”等工作统筹推进，坚持以人为本、“拆、改、建”并
重，不断加快工作步伐，创新工作方法，让“三改一拆”拆出实效，赢得民心。

绿叶粉荷水中铺，青瓦白墙安
上屋——这就是与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虞洽卿故居只有一水之隔的
民国风情一条街。漫步其中，只见
老建筑透着中西合璧的民国风格，
百年万顺酿造厂等一众文保点古意
十足，夜幕降临时分，整条街上的
华灯亮起，更是令人产生“不知今
夕是何年”的如梦如幻之感。

近年来，龙山镇山下村因地制
宜高标准规划，拆除虞洽卿故居对
岸、老镇龙浦沿河违章建筑12处，
面积400平方米，消除了沿河乱建

的陋习，通过河道治理，路面铺
装、围栏架设、景灯亮化等一系列
基础提升工程，使景区周边、河岸
两侧道路环通靓化、面貌改善。“拆
违还路、拆违还景”的“拆除+”模
式不仅极大地提升村民生活品质，
也使农民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记者了解到，原山下村农贸市
场建筑面积约 2000余平米，毗邻
民国风情街，被集中居民区所包
围，日常的交通拥堵问题、环境影
响问题束缚着小街的发展。山下村
从长远规划，拉高标杆，决定拆除

该审批手续不全的老旧建筑，建造
休闲惠民公园，占地面积约 3000
平方米，规划机动车停车位 34
个，打造健身广场，在培育精品
村、特色村的过程中，有效解决了
停车难和周边环境问题。

有了科学的规划，借着区镇
“无违建”创建的东风，山下村正
以实际行动诠释着惠民利民的真正
要义，而“三改一拆”专项行动

“拆改结合、以改带拆”释放的红
利也正在美丽龙山建设中越来越凸
显。 （通讯员 霍翰）

拆后利用焕新颜拆后利用焕新颜

自 2019年以来，观海卫镇结
合机构改革契机，进一步整合队
伍、优化机制、主动出击，有效扭
转了涉土信访居高不下的困局。

多方联动，实现防控无缝衔
接。以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观海卫分
局原有协管员为主力军，抽调镇综
合执法局城管队员重组巡查专业队
伍，并单独组建山地、海涂地巡查
组，加密巡察频率。同时，依托全
镇102个网格，把违建巡查工作纳
入专业网格员的主要职责。落实属
地责任。明确村（社区）为本辖区

内违建巡查、管控工作第一责任职
责，协助镇级部门做好对新增违建
的调查、核实和拆除工作。

分类施策，有效处置各类违建
问题。坚持分类处置原则，在全面
排查的基础上，通过拆除一批、缓
拆一批、补办一批的方式，确保存
量违建得到依法、有效、妥善处
置。其中拆除世纪大道两侧、高背
浦两侧等重点区块违建 2.3万余平
米，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不敢违、
不想违、不能违”的局面。对一些
因旧房翻建等造成的邻里纠纷问

题，通过调解，化解一些不必要的矛
盾纠纷。共化解因涉土问题引发的新
增信访45件。

为实现防控长效格局，该镇充分
利用卫星遥感检测、无人机等技术手
段，配合 IPAD掌上国土系统和无人
机巡查等科技手段，形成人力、科
技、天上、地下无缝衔接，全面掌握
新增违法建筑动态。据统计，2019
年观海卫镇累计制止新增违建 103
处，拆除各类存量违建 20.7万平方
米，总量居全市第一位。

（通讯员 沈伟锋）

创新机制巩固成果

新建违法建筑也在高强度的管
控下得到了遏制，村落里房前屋后
各式各样的乱搭乱建情况少了，邻
里之间的矛盾也减少了……这是掌
起镇“三改一拆”工作开展的这几
年，镇容镇貌发生的巨大变化。

乡镇乡村的变化离不开惠民政
策的深入人心，也离不开所有居民
对违法建筑不可容忍的决心。“美
丽乡镇”“小城镇建设”“四边三
化”“五水共治”“垃圾分类”等一
系列政策行动的出台及落实，优化
了整体环境，使整体形象和面貌得
到了质的飞跃；“旧村改造”“农房
两改”等惠民措施，合理对村民居
住用房进行规划和布局，使得村庄
旧貌焕新颜，也间接杜绝了一些新

增违法建筑的产生。
在推进“三改一拆”工作过程

中，掌起镇下猛药治沉疴，大量违
法建筑被拆除，规划的权威性就立
了起来。自2017年8月以来，联合
城管、土监、交管、“三改一拆”
等行政执法部门成立综合执法中
队，整合执法力量，互补执法短
板，大大提升了违法处置效率。综
合执法中队成立以来，坚持有案必
查、有违必拆的原则，以破釜沉舟
的决心强势推进无违建镇创建和

“三改一拆”行动。在破除“不
愿”“不敢”“不能”等障碍的路
上，执法队员反复走基层做工作，
进一步摸清底数、突破难点、加快
速度、营造氛围，坚持以社会认

可、群众满意为衡量标准，再累再
难也要拿下这场攻坚战，让“三改
一拆”成为实实在在造福群众的民
心工程。

自开展低小散整治以来，该镇
同步打造五金模具创新中心，通过
整合、规范、提升、科学规划等方
式，为小微企业提供创新平台。
2018年初又引进设立工业地产项
目如万洋众创城，项目竣工投产后
可吸纳小微企业150余家，切实解
决小微企业家庭作坊式违建的后顾
之忧。截至 2019年 12月，已累计
拆除违法建筑面积达 95.78万平方
米，超八成拆后土地得到了有效合
理的利用。

（通讯员 柴叶斌）

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魅力老城区，活力新浒山”，
在浒山街道，这句口号已逐渐变成
现实。

为提升新型城市化发展质量，
打造更加宜居、更具活力、更有特
色的现代化中等城市新未来，街道
综合谋划，以拆带改，以拆促改，
改拆结合，集中精力招商引资，提
升城区综合实力。

在浒山街道湾底社区，80余
家违建企业厂房被拆除，拆违面积
达 8.4万平方米。为着力做好拆后
利用，街道以建设安居、宜居、美
居湾底为目标，抓紧做好“印象湾

底”“魅力湾底”“开放湾底”“善
治湾底”“人文湾底”五篇文章为
目标，开拓引进保利湾底文化项
目，围绕湾底社区“一心两轴两带
三区”规划布局，新建社区综合
楼、老年活动中心、文化礼堂、医
疗站、停车场等，打造以服务村民
为主的公共中心；把后横路与中官
弄作为村落主要发展的一横、一纵
联系轴；在牵绳江与规划河道沿河
新建护栏，引入亮化工程，打造了
两条依河景观带；开展新村区块、
梳理区块、湾底文化小镇三大区块
建设，将湾底社区打造成集文化休

闲和生态居住为一体的文体小镇。
而天香桥村则利用拆后土地引进

新城“吾悦广场”招商项目，引进高端
影院、品牌超市、儿童城等主力店及零
售、餐饮等体验业态，将进一步完善城
市南部的商业设施配套，方便市民生
活，提升城市“南大门”形象。

“今后，街道按照市委市政府建
设创新活力之城美丽幸福慈溪建设要
求，持续以区块开发改造为重点，以

‘无违建创建”为抓手，大力推进
‘三改一拆’工作，不断提升城市品
质。”浒山街道相关部分负责人表
示。 （通讯员 曹张锋）

拆改打造活力新城

拆除镇级主要道路两侧违法建
筑面积共 1580平方米、耕地新增
违法建筑 260 平方米、规划违法
3500余平方米，已拆除违建总面
积 约 12300 平 方 米 ， 拆 后 利 用
11870平方米……这一串数据，是
今年以来桥头镇拆违工作取得的成
绩，也充分体现了该镇对违法建筑
整治的决心。

近年来，桥头镇通过“三改一
拆”行动和“无违建”创建，提出
了“六必拆”：主要道路和河道两
侧必拆；违法危旧房屋必拆；“四
无”企业的违法建筑必拆；非法从

事废塑料生产、激光切割等涉及环
境污染的违法建筑必拆；非法占用
基本农田建设的违法建筑必拆；存
在严重消防和使用安全隐患或影响
重大工程建设的违法建筑必拆。

由于“基本无违建”创建的拆
违控违工作涉及不同区域，不同行
业，不同人群，许多违建性质复
杂，涉及面广，难度大，因此桥头
镇坚持分类处置，召集各相关部门
召开“基本无违建”创建工作推进
会议，对照“基本无违建”创建工
作部署问题点位清单，围绕重点存
量违法建筑处置、BIGEMAP发现

工业疑似违建处置等完成情况和现
存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将
不同点位分门别类，根据实际情况
和拆违进度制定详细的拆违方案。

同时充分发挥镇本级网格力
量，严控新增违法用地。利用镇级
的两网融合平台，划分片区、责任
到人，做到一村一协管；建立综合
执法、镇级土地执法等多部门的联
动机制，形成拆违最大合力，对新
增违法采取即查即拆机制，争取第
一时间处置新增违建，将新增违建
的苗头扼杀在萌芽期。

（通讯员 方琼洁）

应拆尽拆“亮剑”违建 “拆”是为了更好地“用”，
“破”是为了更好地“立”。如今，宗
汉街道拆后土地利用和改造工作，
正与城市和乡村发展规划、经济转
型升级和地域特色有机结合起来。

在宗汉街道百两村木材市场，
你会看到，村文化礼堂、居家养老
中心和休闲广场等项目已基本建设
完成，农民公寓、惠民楼等项目也
在规划中，而这些地块是拆除违法
建筑后得到的新空间。

昔日违建集中地，今日环境新
亮点。自“无违建”创建以来，宗

汉街道以“无违建”创建为动力，始
终坚持拆用并重、严控新增，目前，
辖区内已基本实现“无违建”目标，
为改善城西环境、拓展发展空间提
供了保障。全力攻坚百两村木材市
场等重点区域拆违，组织力量取缔
违法经营户，拆除违法建筑，共计
拆除违建3.6万平方米，取缔违法经
营户19户。对中横线路段开展集中
拆违行动，拆后土地实施大手笔绿
化和美化。杂乱无章的违建没有
了，健身步道开通了，公共服务项
目建成了，生态环境变美了……

针对河道两侧存在的违建现象，
宗汉街道组织人员联合执法，及时做
好个别违建户的思想工作，依法拆除
了潮塘横江、漾山路江等市级河道旁
违建 52处，拆除面积达 5400余平方
米，并统筹做好拆后复绿、综合利用
等后续工作，要求违建拆除后即拆即
清，做到应耕尽耕、应绿则绿、应建
则建，暂无项目落地的地块优先考虑
建设停车场、绿地等公共项目，让周
边群众看到“三改一拆”的实际成
效，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无违建”创
建工作。 （通讯员 王平炯）

破立间腾出新空间

山山龙龙 镇镇

头头桥桥 镇镇

海海观观 卫卫镇镇

山山浒浒 街街道道

汉汉宗宗 街街道道

起起掌掌 镇镇

天香桥区块改造后天香桥区块改造后 凉帽山区块改造中凉帽山区块改造中

山下村原农贸市场拆除后山下村原农贸市场拆除后山下村原农贸市场拆除前山下村原农贸市场拆除前

违建拆除前违建拆除前 违建拆除后违建拆除后

高背浦两侧拆违高背浦两侧拆违 观海卫新城观海卫新城

掌起镇鹤凤村旧村改造安置区块掌起镇鹤凤村旧村改造安置区块 掌起镇工业园区掌起镇工业园区““万洋众创万洋众创””项目工程项目工程

宗汉街道百两村文化礼堂及居家养老中心宗汉街道百两村文化礼堂及居家养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