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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细心的市民发现，西三环和中原路桥下的铁皮房不见了，路边的移动板房也拆了，变成了街心游
园，青草萋萋间点缀着静静绽放的红花，树荫下阵阵清风拂面，走到这里时，感觉心情都变好了，附近居民纷
纷点赞。在郑州，随着违法建筑物治理工作的推进，这样的变化越来越多，悄然改变着市容市貌。

今年以来，郑州市在违法建设专项治理工作中牢固树立“拆违先行，见违必拆”的思想，紧紧围绕全市经济建
设中心，全力服务保障“三项工程、一项管理”、65条断头路打通等市委、市政府阶段性重点工作，严格贯彻“遏增
量、减存量”总要求，敢于碰硬，迎难而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建设行为，以违法建设大整治促进市容市貌大
提升，助推城市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违建治理大会战 焕 郑州高颜值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早巡查、快处理、发动群众
拆掉违建者心里的“小算盘”

空中，线缆密得像蜘蛛网；地面，
违章建筑杂乱无序。住在一楼的，你
多占四尺、我多占两米，硬生生圈出一
个个自家后院；空地上搭个铁皮房，就
成了自家车棚……每个老旧小区改
造，拆除违章建筑都是块儿难啃的“硬
骨头”。

2021 年，根据市委、市政府决策
部署，全市违法建设治理工作把依法
严厉打击新增违法建设作为重点，实
现“三零”目标，即态度上是零容忍、监
管上是零发生、结果上是零增长，以高
压、严控、重罚、必拆让新增违建没有
空间、难以立足、无处遁形。

动态巡查“抓早”。要落实违法建
设巡查责任，建立健全完善的巡查制
度，织密巡查网络，明确突出巡查重
点。坚持管早、管小，露头就打，减少
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对重大节
日等违法建设易发时段，加密巡查力
度，防止突击抢建。

快速处置“管住”。落实属地监
管责任，加强跟踪监管，村委会（居委
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发现本区域内正
在搭建违法建设的，需及时予以劝
阻，并向有关部门和乡（镇）办报告，
从源头上预防违法建设问题发生。
对在搭建的违法建设，及时制止，依
法依规快速处置。

广泛参与“群防”。发挥广大群
众在违法建设治理工作中的作用，
积 极 动 员 群 众 监 督 违 建 、参 与 治
违。建立违法建设投诉举报受理反
馈制度，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对信
访举报、上级交办、媒体曝光等各类
违法建设问题线索，按照执法权限
交办处理。

全程督导“压实”。坚持闭环管
理、全程督导。对突出问题进行督办，
对工作开展不力、明显滞后的事项，进
行通报、提示。对重点工作、阶段性中
心工作定期通报进度，对不作为、慢作
为、推诿扯皮的单位和个人，通报批
评、约谈问责。

仅从 1月至 5月，全市内“一环十
横十纵”23条示范道路两侧台账内违
法建设累计拆除 7.9万平方米；市区高
架桥下违法建设拆除 3.08 万平方米；
老旧小区改造拆除违建 3.6 万平方
米。城乡结合部拆除违建约 75 万平
方米。全市共拆除各类违法建设3756
处 150 余万平方米，违建治理成效持
续显现。

在在““三项工程三项工程、、一项管理一项管理””工作中工作中，，曾在社区曾在社区
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结果发现结果发现，，居民反映强烈居民反映强烈
的是占用公共空间的违章建筑的是占用公共空间的违章建筑。。有居民直言有居民直言：：

““违建解决不了违建解决不了，，别的都难改成别的都难改成。”。”
今年来今年来，，市治违办累计接到并核实群众投市治违办累计接到并核实群众投

诉举报违建问题线索诉举报违建问题线索 560560余起余起。。家住经开区的家住经开区的
周女士向市治违办投诉周女士向市治违办投诉，，他们小区顶层的邻居他们小区顶层的邻居
在屋顶加盖了一间彩钢瓦房在屋顶加盖了一间彩钢瓦房，“，“安装不到位极易安装不到位极易
脱落脱落，，彩钢瓦材料边角锋利彩钢瓦材料边角锋利，，若遇到刮风下雨从若遇到刮风下雨从
2020多楼脱落多楼脱落，，后果不堪想象后果不堪想象”。”。

高新区高新区，，某别墅社区违规扩院某别墅社区违规扩院、、侵占绿地现侵占绿地现
象严重象严重，，原本的公共绿地原本的公共绿地，，变成了变成了““私家花园私家花园”。”。

西三环与中原路交叉口桥下有用于经营的西三环与中原路交叉口桥下有用于经营的
铁皮房铁皮房、、公交场站等公交场站等，，附近有施工遗留的移动板附近有施工遗留的移动板
房房，，不仅影响美观还存在安全隐患不仅影响美观还存在安全隐患。。

现状错综复杂现状错综复杂，，拆除从何下手拆除从何下手？？
为持续消减存量违法建设为持续消减存量违法建设，，市治违办按照市治违办按照

““条抓块保条抓块保、、条块结合条块结合、、分片包干分片包干、、全面覆盖全面覆盖””的的
要求要求，，围绕围绕《《郑州市郑州市 20212021 年度违法建设治理工年度违法建设治理工
作实施方案作实施方案》，》，将中心城区将中心城区 88项重点任务和县市项重点任务和县市
66项重点任务当作项重点任务当作““重点重点”，”，采取细致排查采取细致排查、、不留不留
死角死角，，建立台账建立台账、、挂账销号的方式挂账销号的方式，，结合国家卫结合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生城市复审，，各级治违部门勇啃各级治违部门勇啃““硬骨头硬骨头”、”、敢碰敢碰

““硬钉子硬钉子”，”，以以““三铁三铁””精神精神，，从难到易从难到易、、以点带面以点带面，，
整治拆除一大批整治拆除一大批““难点难点”，”，有力带动和推动全市有力带动和推动全市
违法建设全面整治拆除违法建设全面整治拆除。。

对于市民投诉举报的违建问题线索对于市民投诉举报的违建问题线索，，各级各级
治违部门迅速回应治违部门迅速回应，，第一时间调查核实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及时进及时进
行情况反馈行情况反馈，，不等不靠不等不靠、、不推不拖不推不拖、、积极作为积极作为，，依依
法推进违建拆除法推进违建拆除，，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积极化解社会矛盾。。

秉承党建工作和队伍建设高度融合的理秉承党建工作和队伍建设高度融合的理
念念，，通过通过““加加””强管理强管理、“、“减减””化矛盾化矛盾、“、“乘乘””以合力以合力、、

““除除””弊革新弊革新，，全力打造一支全力打造一支““忠诚担当忠诚担当、、依法高依法高
效效、、清廉为民清廉为民””的执法铁军的执法铁军。。深刻汲取其他城市深刻汲取其他城市
建筑物坍塌事故涉及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建筑物坍塌事故涉及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
突出问题教训突出问题教训，，在省厅统一部署下在省厅统一部署下，，全面启动全全面启动全

市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第二阶段工作市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第二阶段工作。。
以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为重点以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为重点，，压实行业压实行业
监管责任和属地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和属地主体责任，，同步推进隐患排查同步推进隐患排查
整治整治，，消除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消除房屋建筑安全隐患““痛点痛点”。”。

““小区看着敞亮了不少小区看着敞亮了不少，，走在院里再也不用走在院里再也不用
担惊受怕了担惊受怕了。”“。”“西三环和中原路交叉口的违章西三环和中原路交叉口的违章
建筑变街心公园建筑变街心公园，，以后锻炼以后锻炼、、遛弯遛弯，，都不用走远都不用走远
路路，，大家多了个休闲的好去处大家多了个休闲的好去处，，太高兴了太高兴了。”。”随着随着
治违工作的推进治违工作的推进，，像这样竖起大拇指给治违部像这样竖起大拇指给治违部
门点赞的市民朋友越来越多门点赞的市民朋友越来越多。。

消减存量违法建设 打造整洁有序的优美环境

四步工作法依法规范治违
促市容市貌大提升

陇海路与嵩山路交叉口东北角，存在
多年的四层违建拆除，经过绿化建设成了
1200平方米的小游园，游园内还配备了石
凳、步道等设备，深受周边群众好评。在
郑州，城市的建设管理始终贯彻着“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回答“城市工作
做得好不好”的提问，要以“老百姓满意不
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作为衡量标准。

人民对美好城市的向往就是政府治
违的决心所在，市治违办以 721工作法为
核心，为持续推进而制定了“四个结合”工
作方法。

“坚持宣传引导与监督教育相结合”，
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加强政策
宣传和教育引导，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和舆
论导向作用，通过政策宣传和引导，让“守
法光荣、违建可耻”成为社会共识。

“坚持严格执法与文明执法相结合”，
先从“钉子户”入手，直接上门做工作，先
讲政策法规，再讲形势情理，接着问需求，
逐个解疑释惑，反复讲清利弊，逐个消除
违建。

“坚持违建必拆与分类管理相结合”，
结合工作实际，将存量违法建设区分为

“立即拆、暂缓拆、计划拆”三个类别，分类
建档管理，扎实、有序逐步减存量。

“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结合”，
执法过程中，坚决杜绝违法拆违、暴力拆
违事件的发生，充分重视并妥善处理好人
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努力实现违法建设治
理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城市品质的提升，非一处之事、非一
日之功。“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
好才是真的好。”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
是“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之年。在即将迎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重大时刻，坚
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市
民群众关心关注，市治违办将紧盯违法建
设专项治理中的难点、痛点和乱点问题，切
实把办实事办到群众心坎里，让办事的实
效合民意、暖民心。奋力谱写城市管理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与
城市管理工作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执法工
作精细化、人性化服务水平，全面营造“整
洁、有序、舒适、愉悦”的城市环境，助力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更好更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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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微景观让党史教育走“新”走“实”走“红”
本报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宋歌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巩义市委

社治委创新载体，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在

该市 20个城市社区的大街小巷、公共绿

地、休闲区域打造了多处党史教育微景

观，通过直观易懂的内容形式使群众可感

可知，真正让党史学习教育走“新”走“实”
走“红”。

红色楼院话党史

在巩义市陇海路社区陇海花园，“百

年征程 红色印记”党史微景观映入眼帘，

五角星镶嵌着党徽的“星语星愿”，在向人

们诉说着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墙体上

的胶片用连环画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英

雄小八路、鸡毛信等经典红色故事，墙体

另一侧，一幅幅画面向居民诉说着党带领

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

的沧桑巨变。

像这样的红色楼院，还有政通路社区
东方现代城“重走长征路”文化长廊、紫荆

路社区森海玉波苑红色足迹小广场、孝义

路社区工商新村“共忆峥嵘岁月党史教育

墙”、杜甫路社区名仕雅居的党史长廊等，

他们都以不同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

精神风貌为主干，精心设计制作了百米党

史文化长廊，通过党的光辉历程、党的先锋

模范、改革开放40年伟大成就、党的奋斗

目标四大主题，回顾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引
导党员群众学党史、知党恩、跟党走。

社区茶舍讲党课

“能聊天、能学习，这个茶舍开得好。”

家住巩义市学院路社区的居民这样说

道。学院路社区今年4月开设了党史小课

堂，每周五邀请老战士于道坤、贺宝石、曹

金有、张纯干为居民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

革命故事。他们引经据典、深入浅出，根
据自身经历讲述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

奋斗史和为民情怀，深刻感染居民，让老

百姓“学党史、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不止学院路社区，巩义市货场路左

邻右舍“党群服务亭”、学院路社区建业

“党史乐园”、孝义路社区清河湾、洛神路

社区世博一品城党史长廊、郎曼新城复

兴之路等，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党史学
习教育。

街巷邻里颂党恩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

我向党说句心里话，中国共产党永远是我

们事业领导的核心”“各族人民齐欢呼，庆

祝建党100周年”……在育英街社区育英

街中段，党史学习“驿站”每天都能迎来许

多党员到这里打卡，留下自己想对党说的

心里话。育英街社区以最质朴和居民喜
闻乐见的方式打造了“我与党旗同框”微
景观，让街坊邻里沉浸式体验作为革命战
士的荣光，追忆那段峥嵘岁月。

与此同时，育英街社区还在打卡地开
展“老物件中忆党史 新时代里传精神”活
动，一枚枚伟人纪念章、一张张粮票、一本
本《毛泽东选集》，还有已经淡出我们生活
的老式录音机、老式照相机、算盘……这
些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展品，是不同时代
的生活缩影，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共产党
接续奋斗，带领中国人民奔向幸福生活的
艰辛历程。

巩义市全域打造的党史学习教育微
景观，注重因地制宜深入群众、注重灵活
有效可感可知、注重承接地气真实有效，
真正拉近了居民和党的距离。截至目前，
巩义市已打造党史学习教育微景观 21
处，已成为街头巷尾的网红打卡地。

宣讲百年党史
凝聚奋进力量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王莹）为扎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充分发挥道德模范先进典型的带头作用，形成“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近日，二七区樱桃沟管委会开展“小红象讲
党史”道德模范基层宣讲活动。

樱桃沟管委会邀请郑州铁路公安处郑州站派出所民警崔晓春来
为辖区党员干部群众宣讲授课。当天，崔晓春以“学好百年党史 汲
取奋进力量”为主题，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
要论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辉煌历程的宝
贵经验三个方面作报告，带领大家重温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砥
砺前行的奋斗历程和光辉成就。

崔晓春还结合自身工作给大家讲述了如何立足本职岗位为群众
办实事，他说：“人生的价值就是立足自己的岗位，不虚度光阴，岗位
再平凡也是一番事业。”

上李河社区书记赵建平表示：“要从百年党史中吸收营养、汲取
力量，更加坚定信仰、信念、信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觉把学习党
史的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积极争当党史学习教育表
率，认真梳理群众、商户反映的突出问题，聚焦身边人身边事，多做助
人为乐、雪中送炭的好事。”

党课搬进电影院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马振华）“工人的工字怎么写？头顶
着天，脚踩着地，结合起来就是个天
字，工农大众就应该是天下的主
人。”6月 3日晚，惠济区第二期“党
史夜读班”活动在奥斯卡汇金国际
影城“红色主题厅”如期举行。红色
电影《建党伟业》将现场党员干部带
回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共同感悟
初心，砥砺前行。

红色影厅内，惠济区部分县级领
导及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集中观看了
电影。来自辖区街道的一名负责人
说：“建党伟业的电影虽然已看过多
次，但再次重温建党历史，依然能从中
汲取振奋的精神力量，作为一名基层

干部，每天从事与群众面对面的工作，
更需要我们牢记初心使命，将老百姓
的急事难事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
为群众多办实事，多做表率。”

据了解，该区以扎实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为抓手，通过丰富载体努力搭
好党史学习教育“台架子”，因地制宜
建设“党史夜校”“党史书屋”“党史教
育橱窗”，营造了全方位、沉浸式、行
走间的学习教育氛围。

为让学党史的过程更鲜活，悟思
想的效果更走心，惠济区委党史学习
教育领导小组通过举办专题报告、观
看党史红色电影、学习交流研讨、党
史知识测试等形式，带领广大党员干
部学党史、悟思想，筑牢信仰之基。

楼院设“开放展厅”
学党史融入日常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芳）连日来，气温持续走高，在
中原区三官庙街道河南纺机社区保利百合院内，一处纳凉的公共
走廊内却人气高涨：三官庙街道河南纺机社区因地制宜，利用社区
现有的公共走廊设施，打造的以红色历史文化为背景的“党史开放
展厅”受到居民欢迎。

“党史开放展厅”以“重温党的历史、回顾党的光辉历程”为主题，
充分运用文字、图片等形式，浓缩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用智慧
和生命开天辟地、继往开来、艰苦创业的光辉历程，成为陶冶道德情
操、继承革命传统、提高思想修养的重要场所，让辖区居民随时学习
党史知识，了解党的发展历程。

随着气温的升高，每天来此处纳凉的居民增多，三官庙街道河南
纺机社区充分利用“党史开放展厅”这一阵地，积极宣传党史学习教
育，为让更多群众“知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该社区党委定期邀请辖
区老党员来“党史开放展厅”当义务讲解员，与纳凉的居民聊党史，话
家常，感受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打通了党史学习教育的“最后
一公里”。

5日，北林路街道金基社区党总支联合辖区幼儿园等单位，举办以“童心向党 放飞
梦想”为主题的文艺汇演活动，重温党史，献礼建党100周年。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