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的一场拆违：
先给租客们找到新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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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上午，刘燕穿着餐馆的员工服、带

着一双儿女来到了119号院的原址，小女儿穿
着红白色的纱裙在新修的小游园里来来回回
跑动，刘燕一边招呼着女儿一边告诉记者，

“听街道办的王主任说有记者要来采访这个
事，我就请了一会儿假想来表达几句。”

刘燕想说的，是一句“感谢”。
她告诉记者，其实最开始收到通知后，

她是不想搬的——就算院内没有厨房，做
饭需要在房间门口搭灶台；就算屋檐下各
种线路拉杂；就算没有独立卫浴，要和院内
的其余51户人家共用两间厕所。“但这里房
租低，离小朋友学校近，周围交通又方便，
邻居又处了这么久，都是老熟人了，随时都
能伸手帮一把。”

刘燕说，她的确没有仔细考虑过关于居
住安全的问题，觉得能省下更多的钱给孩子
上学、吃穿，住得差点没什么关系。

“租客们大多都是这样想的。”王怀光
告诉记者，但119号院其实存在很大的安全

隐患——53间简易石棉瓦结构的房子，都
是1998年成都铁路局兴达建筑公司为建筑
工人临时居住修建的工棚。2003年工人撤
出后，该公司就将此工棚出租给周边低收
入群体居住。“院子的通道摆满了三轮车，
私拉乱接的情况也严重，万一发生火灾
……其实我们一直盯着，经常来检查、宣
传，但效果不太好。”

转折，出现在3月26日——成都市印发
专项方案，“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在
全市范围内拉开，以4351个城乡社区为基本
单元，全面开展排查和整治9类29项突出问
题和风险隐患。

3月27日下午，暗访组就来到了广和一
街119号院，发现了这一系列严重安全隐患
——整院建筑属违建且年久失修，屋外电线
裸露，有明火灶台，罐装液化气放在屋内，消
防通道狭窄且被电瓶车和“火三轮”占道，灭
火器布满灰尘且有的已不见了喷头……

暗访组现场即下了整改通知——属地
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立即开展督办，对发现
的问题尽快整改到位，且要针对类似问题

举一反三，加强对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的
集中排查，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和
部门责任，推动平安社区建设各项工作取
得实效。

“当天，我们就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
联合高新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对消防通道
开展全面清理排查，并连夜逐户上门劝
导，清理消防通道，规劝搬离液化气罐，规
范统一线路，配齐灭火器，加大安全宣
传。”王怀光作为辖区的街道办主任，担任
此次专项工作小组组长，联合各方，每日到
院子里巡查三次。“但最难的一点是，这里
是违建，属于危房，要确保安全就必须拆
除，这样租客们需要全部搬离。”

/ 工棚住了十多年 /
租客：没有考虑过安全问题

/ 平安社区百日攻坚 /
给这排危房下了整改通知

“大摆龙门镇”油污噪音扰民

玺龙湾小区位于温江区南熏大道
一段366号，“大摆龙门镇”餐饮店位于
该小区底商，今年4月23日正式营业。群
众反映该餐饮店存在“占用公共区域修
建三级沉淀池，违规将天井以修建烟道
为由占用以及楼顶空调水冷机噪音太
大等问题。

接报后，执法人员核实后发现“大
摆龙门镇”餐饮店安装有油烟净化设施
及新风系统，排烟管道接入商业预留烟
道，但因弱电井封闭不严造成现在使用
的烟道存在漏烟的情况。另外，该商家
还存在占用公共空间将油污沉淀池修
建在小区负一楼风机房以及中央空调
外机运行噪音的问题。

虽然玺龙湾小区设置有商业专用
烟道，符合开设餐饮条件，并且“大摆龙
门镇”油烟净化设施完善，但是由于餐

饮店临近居住层，且商家污水排放、隔
音降噪措施不完善，导致营业过程中的
噪音、油污异味等对临近餐饮店的住户
产生影响，居民投诉并非空穴来风。

商家投入约20万进行升级改造

“大摆龙门镇”存在的问题涉及生
态环境、水务、住建、综合执法等多个职
能部门，谁牵头出面协调各个部门成为
解决问题的关键。5月17日，分管综合执
法的温江区副区长、区公安分局长陶旭
东亲自带队督查商家整改情况，现场联
系居民，要求相关责任单位要履职尽
责，力争“解决群众诉求于开端，排除问
题隐患于苗头”。区综合执法局主要负
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多次前往现场，督促
商家整改。

与此同时，针对该处群众反映问题
涉及多部门职责，区综合执法局以平安

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为契机，结合全
区餐饮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联合区住建
局、区水务局、区生态环境局、公平街办
对“大摆龙门镇”餐饮店沉淀池、烟道、
噪音问题进行联合调查处理，形成由区
级部门依据职责分别督促商家整改的
工作机制，“问题”与“职责”环环相扣，
有力推动整改工作落地落实。最后，商
家投入约20万安装隔音板、整改隔油池
及排烟管道，确保将营业活动对附近居
民生活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据介绍，“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
行动”开展以来，温江区综合执法局按
照“集中整治、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
原则，集中深入开展全区餐饮行业环境
综合整治，创新举措，反复研判，合力攻
坚，解决了一批以“大摆龙门镇”餐饮店
油污噪音扰民为代表的突出问题，取得
了显著成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勇

公安局长上门摆龙门阵
这家餐饮店油污噪音扰民问题解决了

一家餐饮店一家餐饮店，，开业不久开业不久
就遭到投诉就遭到投诉，，一查原来是油一查原来是油
污噪音大了污噪音大了。。执法人员调查执法人员调查
后发现后发现，，该餐饮店存在的问该餐饮店存在的问
题涉及生态环境题涉及生态环境、、水务水务、、住住
建建、、综合执法等多个职能部综合执法等多个职能部
门门，，谁牵头出面协调各个部谁牵头出面协调各个部
门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门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66月月33日日，，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红
星新闻记者从温江区综合星新闻记者从温江区综合
执法局获悉执法局获悉，，温江区副区温江区副区
长长、、区公安分局长陶旭东找区公安分局长陶旭东找
到这家涉嫌油污噪音扰民到这家涉嫌油污噪音扰民
的餐饮店的餐饮店““大摆龙门镇大摆龙门镇””摆摆
龙门阵后龙门阵后，，该餐饮店老板花该餐饮店老板花
费约费约2020万元对油污噪音进万元对油污噪音进
行了改造升级行了改造升级，，问题得到了问题得到了
解决解决。。

从资阳老家来到成都务工从资阳老家来到成都务工，，刘燕刘燕（（化名化名））在高新区桂溪街道广和一街在高新区桂溪街道广和一街119119号的院子里住了号的院子里住了1212年年。。1212年间年间，，从夫妻二人到一双儿从夫妻二人到一双儿
女出世女出世，，再到公婆和哥哥带着侄儿从老家过来再到公婆和哥哥带着侄儿从老家过来，，院子里加起来统共院子里加起来统共2020多平米的多平米的77、、88号房号房，，成为刘燕一家八口在成都的家成为刘燕一家八口在成都的家。。这个这个““家家””
是租的是租的，，砖瓦片房砖瓦片房，，房租低廉房租低廉，，1212年前每月年前每月100100多元一间多元一间，，20192019年年300300多元一间多元一间。。这对在餐馆做服务员的刘燕来说这对在餐馆做服务员的刘燕来说，，可以匀出更多可以匀出更多
的钱给两个孩子付学费和买新衣裳的钱给两个孩子付学费和买新衣裳。。

今年今年33月月2828日日，，刘燕被告知刘燕被告知：：这个院子是违建这个院子是违建，，不安全不安全，，要被拆除要被拆除。。同时收到通知的还有院子里其余同时收到通知的还有院子里其余5151户人家户人家，，大都是和刘燕家大都是和刘燕家
情况类似的租客情况类似的租客，“，“那个时候说不慌是假的那个时候说不慌是假的。”。”有租客告诉成都商报有租客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红星新闻记者。。但让租客们没有想到的是但让租客们没有想到的是，，慌张没有持续几天慌张没有持续几天，，
故事就迎来了结局故事就迎来了结局———房子在通知发出后的—房子在通知发出后的2020天后拆了天后拆了，，所有租客通过社区介绍所有租客通过社区介绍、、街道办联系等多种途径街道办联系等多种途径，，都找到了新的住处都找到了新的住处。。

““我们先给每一户有需要的租客都找到了新住处我们先给每一户有需要的租客都找到了新住处，，才进场施工拆违的才进场施工拆违的。”。”66月月22日日，，桂溪街道办主任王怀光站在桂溪街道办主任王怀光站在119119号院的原址号院的原址
上告诉成都商报上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红星新闻记者，，三排老房子已不见三排老房子已不见，，成了一片绿油油的小游园成了一片绿油油的小游园。。

房子必须要拆，但要保证租客家家都有新住处。
“我们一边上门走访、推进棚户区租客劝离工

作，一边动员社区力量，给有需要的租客们找新住
所。”王怀光拿出一份名单，上面是119号院所有租
客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后面用笔标注着“自己有房
子”、“不提供”、“和平小区”、“科华南路”等。

“这是我们挨着排出来的，‘不提供’或者‘自
己有房子’意思就是租客不需要我们帮忙找新住
所，‘和平小区’和‘科华南路’之类的就是租客们
希望在这些地方找新住所。”

最终梳理的结果是，一共有20多户租客需要
街道办帮忙提供新住所。“这样的方式，让绝大多
数住户的态度转变了，最后都很理解、支持搬离
工作并且都积极配合了。”王怀光告诉记者，因为
街道办和社区帮忙联系的房源都是经济适用房
且没有通过中介，租客们可以省下一笔费用，所
以搬离工作推进得很快。

刘燕一家八口就这样通过街道办，搬到了隔
壁电梯小区的一个套二，80来平米的房子里，比
之前大多了，还有独立卫浴和厨房。“虽然房租要
高一些，我们压力大了点。但一对比确实要安逸、
方便很多，小区还有门禁，也不用担心娃儿的安
全。”刘燕说。

刘燕的邻居王刚（化名）也通过街道办，和他
姐姐一家在桂溪街道办和平社区的一个安置小
区租住了下来，宽敞的客厅让一家人有了各自的
活动区，儿子在桌上玩电脑，自己可以坐在沙发
上看电视，比之前拥挤的小间好了很多。

王怀光告诉记者，4月17日之前，53间房子的
租客通过自寻、朋友推荐、社区介绍、街道办联系
等多种途径，都找到了新的租住地并全部搬离。

现在的119号院经过1个多月的改造施工，已
经变成了一片绿油油的小游园，几天前刚竣工开
放，十多株蓝花楹冒着新芽，树下安设了6组健身
设施。周围的居民进来走了一转，连连感叹：“真
是看不出之前乱糟糟的样子了。”

刘燕也欣喜，“反正就住在旁边，随时都可以
下来逛一逛，看看老地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彤 摄影报道

/ 动员社区力量 /
给租客找新家

20天后全部搬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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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获悉，由成都市交通运
输局、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组织开展的首届“讲述蓉
城交通故事·寻找最美交通
追梦人”候选人投票活动从
3日开始。本次评选活动从3
月中旬启动，本着“突出基
层、聚集一线、优中选优、综
合考量”的原则，在自愿申
报、单位推荐、媒体集中采
访报道、意见建议收集基础
上，经过初评，确定了87名
候选人参加本轮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专家
评审组将结合候选人具体
表现及网络投票等情况，最
终确定“优秀驾驶员”、“优
秀服务个人”、“优秀班组”
三类奖项、63名“最美交通
追梦人”名单，并召开隆重
的表彰大会。

记者了解到，投票时间
为6月3日10时~6月10日0
时，持续一周。投票通道为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门户网

站及“成都交通运输”微信
公众号投票专属平台。

例如微信投票，先关注
“成都交通运输”，点击底部
菜单栏“交通投票”，就可以
来到投票页面。随后，分别
点击三个按钮，为不同类别
的候选者投票。点击底部的

“提交投票”按钮，完成投
票。同时还可在顶部搜索候
选者姓名，直接为其投票点
赞。点击详情可查看候选者
详细资料。

投票还有福利！每日分
别通过“优秀驾驶员”、“优秀
服务个人”、“优秀班组”三个
榜单投满10票后都将获得一
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总计3
次。奖品包括价值50元的成
都地铁旅游文化纪念票，单
张可乘坐10次（不限距离），
共计20张；“成都交通运输”
新媒体专属形象——“蓉小
通”公仔，共计30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严丹

奖品丰厚！
快来选出

“最美交通追梦人”

版权声明:本报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本报法律工作室电话：
028-86783636

市黑臭水体是百姓反
映强烈的水环境问题，不仅
损害了城市人居环境，也严
重影响城市形象。为推动四
川省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
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治
理，督促各市加快补齐城市
环保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
市水污染防治水平，我省出
台了《四川省长江经济带城
市黑臭水体治理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在继续紧盯成
都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
效果巩固提升的基础上，明
确今年我省长江经济带地
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
除比例将达到90%以上，明
年将基本消除全省长江经
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
区黑臭水体。

记者了解到，长江经济
带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专项
行动的范围包括成都市、绵
阳市、内江市、南充市、乐山
市、自贡市、泸州市、德阳
市、广元市、遂宁市、眉山
市、宜宾市、广安市、达州
市、雅安市、巴中市、资阳市
等17市，重点就黑臭水体控

源截污、内源治理等措施要
求，对黑臭水体整治实质性
措施进行现场检查。其中，重
点排查正规排污口、雨水口
污水排放、非法排污口整治、
截流污水处理等沿河污水收
集处理体系是否基本建成并
有效运行，以及内源污染是
否得到有效控制，清理的淤
泥是否安全处置，河道是否
存在翻泥现象等措施是否得
到落实，沿河垃圾收集、转运
措施是否有效落实。

按照计划，今年将实现
我省长江经济带地级城市
全覆盖。上半年，全面排查
成都市和17个地级城市黑
臭水体整治效果。下半年，
将根据排查情况，现场复核
问题较多、治理进度滞后城
市的整改情况，约谈问题严
重的城市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对约谈后整改不力的，
还纳入省级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2020年，计划对治理
未达目标的长江经济带地
级城市开展排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李彦琴

今年年底前
四川将完成环保“垂改”
强硬的环境监管强硬的环境监管，，不仅没有松动的可能不仅没有松动的可能，，而且还将迎而且还将迎

来来““底盘性底盘性””变革变革，，其中就包括环保垂改其中就包括环保垂改。。在四川省生态环在四川省生态环
境厅昨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境厅昨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党组副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党组副
书记书记、、副厅长李岳东透露副厅长李岳东透露，，目前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机构改目前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机构改
革工作已经全面完成革工作已经全面完成，，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
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也已经启动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也已经启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将按预计今年年底前将按
计划完成计划完成““垂改垂改”。”。

记者了解到，目前四川
已经正式印发《四川省生态
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
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这标志
着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机制体
制管理将发生重大变化，是
一次“底盘性”的改革。

具体来讲，省以下生态
环境机构垂直改革主要分
为三条线和三个层级的改
革。首先是调整市县生态环
境机构管理体制。市（州）生
态环境局实行以生态环境
厅为主的双重管理，省生态
环境厅党组负责提名市
（州）生态环境局局长、副局
长及其他同级领导职务；市
（州）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
副书记、成员由生态环境厅
党组审批任免。县（市、区）生
态环境局调整为市（州）生态
环境局的派出机构，由市
（州）生态环境局直接管理。

其次是调整生态环境

监测管理体制。生态环境厅
统一负责全省及各市（州）、
县（市、区）生态环境质量监
测、调查评价和考核工作，
实行生态环境质量省级监
测、考核。最后是加强市县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将
推进执法重心下移，依法赋
予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机构
实施现场检查、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的条件和手段，配
备调查取证、移动执法等装
备，统一执法人员着装，保
障一线执法用车。

李岳东介绍，下一步四
川省生态环境厅将根据《实
施方案》，联合省直相关部
门编制配套子方案，细化明
确生态环境监测、辐射环境
监测、生态环境监察、干部
管理体制调整、纪检监察机
构设置等方面内容，加快推
进垂直管理改革措施落地，

“预计今年年底按计划完成
垂直管理改革。”

加快推进垂直管理改革措施落地
年底前完成垂直管理改革

明年，全省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
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3月28日，广和一街119号棚户区 本报资料图片 经过1个多月的改造施工，现在的119号院已变成了小游园

小游园里的健身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