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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 1999元导航手机
送华硕笔记本电脑 假日海滩素来是海口市民喜欢的娱乐休

闲场所!这里不仅有碧海沙滩!同时还有相关
的配套设施!提供小吃"烧烤等服务#可谁又能
想到! 很有人气的小吃广场无法提供规划许
可!是违建$

海口假日海滩开发有限管理公司的负责
人郑总经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
已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了情况!在城管%规划等
部门来假日海滩勘查测量时!他们也认真配合
政府工作的开展$

那为何假日海滩这么多设施没有报建呢&

对此!郑总经理解释!假日海滩是在!""#年开
始对外接待游客的!由于历史原因!不断更换
了经营公司!导致在相关配套措施的批建上存
在问题$他们公司是在$%%&年才开始接收假日
海滩!为了发展该景区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
力$ 对于没有报建手续的违法建筑!他们会按
政府要求自行拆除!不过他们也会积极寻找资
料!完善相关手续做出变更!及时反馈到相关
部门$

郑总经理表示!假日海滩是国内外游客和
海口市民一个休闲%观光的好去处!同时为当
地百姓提供了就业机会!此次的拆除可能会对
游客造成不便!希望市民能够理解$

'月$$日!海口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五大
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纸通告!引发了市民
的关注#通告列出了("个单位的违法建筑!除了
十几层的高层建筑外! 海口市民一直引以为豪
的西海岸也成为违建的重灾区# 违建总面积为
)&)&*平方米# 在这些违建的业主中!海口假日
海滩开发有限管理公司%海南新国宾馆%海南贵
族游艇会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赫然在目! 甚至
还有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的警务室及警察岗
亭位列其中#

通告称)这("个单位的违法建筑经行政执法
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限期拆除!但当事人拒不执
行!根据有关规定!限违法建筑当事人自通告发

布之日起! 七日之内自行拆除所建违法建筑!逾
期不拆除的!由辖区人民政府组织强制拆除#

海口市委副书记% 市长冀文林+(日主持召
开海口市第二季度拆违工作部署会时说! 违法
建筑损害政府公信力! 是对政府权威的挑战!

是对整个城市形象的破坏! 特别是在公共的地
方% 大家休闲娱乐的地方乱搭乱建! 就是对公
众利益的侵害# 滨海大道西海岸等地块是给老
百姓留下的休闲娱乐的地方! 以提高城市的整
体形象! 如果我们没有看住这笔财富! 那就是
工作上的失职#

南国都市报记者$$日分别走访了通告内的
违建业主! 大部分企业表示也是当天才得知消
息!尽管会对企业经营造成损失!但会根据相关
规定自行拆除!以配合政府的工作#

如此大动作的海口'拆违(行动!有市民质
疑!是否会得到很好的落实& 海口'五大工程(

办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市政府
'拆违(的决心很大!很明确!并明确要求!通告
中的违建要在一个月之内拆除完毕# 此外!在
$(日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冀文林主持召开海
口第二季度拆违工作部署会后!次日城管部门
开始紧急的具体部署工作#

'一下子拆完虽不现实! 但是我们采取逐
步推进%重点打击的策略逐步开展# (该负责人

坦言!拆违不是件简单的事!作为城市管理中
的一大难题! 需要政府多部门的齐心协力%协
同查处!关键要赢得社会的支持# 通告上列出
的("宗违法建筑!是今年第二季度海口拆违的
重点!意在掀起新的一轮打违热潮!同时通过
实实在在的行动告诉违法建筑的业主!不要存
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年以来! 海口共计拆除违建-.,多万
平方米#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海口'打违(的思
路是'以防为主!以打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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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告中!位于琼山区中山南路的一
幢-&层私宅也在拆除违法建筑列表中#$$

日记者来到现场看到!不断有工人进出工
地进行施工!违建的外层有些部分已经开
始贴瓷砖了# 当记者想要找工地负责人
时!工人表示!老板现在不在这里#

'知道这幢楼是违建要拆除吗&( 记
者问#

'不可能呀! 已经盖这么高了! 不会
拆除的啦*( 工人说! 这栋楼盖到-&层
高! 仅仅用了$个多月的时间! 就是为了
赶紧盖好! 到时候即使被发现也不会那
么容易拆掉$

记者了解到! 该工地于$,-,年&月份
挖地基施工时!琼山区城管根据群众举报
赶来检查! 没收工具并要求其停止施工$

没想到过了几个月! 该工地又继续施工$

今年$月份城管部门曾再次来到该工地下
达停工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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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曾于今年.月$日在第-,版报道的违法
建筑 '亿城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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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被列入海口市第二季度
违法建筑重要拆除点! 被要求在*天之内由业
主自行拆除! 否则政府部门将进行强拆$

$$日!记者来到'亿城家园(看到!该楼仍被
脚手架等包裹着!但未看到有人施工!从一楼看
去!里面还晾着衣服!但找不到一个人$ 记者试
图联系到该建筑负责人!也无法找到$

相关资料显示! '亿城家园( $栋-*层违
法建筑总建筑面积为./$万平方米! 业主为仁
里村经济社$ $%!%年*月!'日! 龙华区城管局
执法人员巡查中发现该违建在施工建设! 但未
能提供土地使用证和相关报建手续! 执法人员
当场下达了 -责令停止违法 +章, 行为通知
书. 和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年*月!)

日! 龙华区城管局对该违建立案调查! 于$%!!

年!月$'日向当事人下达了 -行政处罚决定
书.! 要求其自行拆除该违法建筑! 但当事人
未自行拆除! 反而继续偷建% 抢建$

今年.月! 海口龙华区城管局对 '亿城家
园( 工地的脚手架进行了破坏性拆除! 查扣了
现场的施工机械及生产工具并勒令其立即停

工$ 为防止 '亿城家园( 偷偷复工! 龙华区政
府还协调相关部门对其采取 '三停( +

34"

35" 36

, 措施! 要求龙华区城管局以及城
西镇等相关职能部门派出人手! 对其进行$'小
时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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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道 $栋!$层违建
城西横路 亿城家园$栋!*层违建
晋江村 简承志等!%人的$栋!.层私宅
灵山镇大昌路口 陈继萍的./&层高私宅

陈琼茗的.层高私宅
中山南路 王建辉的!栋!&层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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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海滩

mn!o$123

小吃广场%泳衣房%美食园%温
泉乐园休息室% 仓库% 发电机
房%铁皮棚%烤吧%食堂%宿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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