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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违法建筑藏在近一米深的土
层下，就能逃过监管吗？同安区城管
局莲花中队给心怀侥幸者上了一课。

执法队员在莲花镇云埔村蔡厝
一处山沟地巡查时发现，周边存在挖
新土痕迹，顺藤摸瓜发现一座掩藏在
地下的新增“两违”建筑，准备作为酒
窖使用，上方地面还种植了一片蔬菜
进行伪装。11月18日上午，莲花中
队依法快速查处，及时组织拆除工人
将该违建彻底拆除，涉及面积达
172.2平方米。

“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行为给城
市发展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并损害城
市形象。早发现、早制止、早拆除，坚
决把新增违建遏制在萌芽状态。”同
安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抓早抓
小，严控苗头，需要执法人员勤巡查，
问题早发现并及时处置，同时借助科
技手段，与多部门开展联合排查，确
保巡查无死角、整治全覆盖。

无人机天上看，执法人员实地
查，新增违建“抓现行”。连日来，同
安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常常走上主次

干道、高层建筑楼顶放飞无人机。尤
其在新增“两违”分布较多和可能出
现新情况的区域，执法人员则定期巡
查航拍，让新增违法建设无处遁形。

依托科技手段构建多位一体新
增违建监控体系，从被动等靠上级图
斑比对发现，转变为主动靠前动态跟

踪管理。同时，针对违法建设反复性
较强的特点，同安区城管局坚持“反
复抓，抓反复”理念，重点巡查监管、
长期跟踪事件。据统计，今年以来，
同安区自主巡查发现并拆除新增“两
违”问题共计 389 处，拆除面积达
24493.5平方米。

全周期治理“两违”
全方位腾挪发展空间
同安区城管局不断推进“两违”整治，截至本月中旬，

治理工作已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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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城市毒瘤，腾出发展空间，今年是

全省第三轮“两违”综合治理的收官之年。
截至11月中旬，同安区“两违”综合治理工
作已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该区城管
局配合各镇（街）累计拆除违建面积216.39

万平方米，完成年度拆违115万平方米目标
任务的188.16%，完成率在全市排名第一。

遏增量、去存量、防变量，今年来，同安
区城市管理局紧盯“发现”环节，从“批、建、
管”三个方面建立健全全链条管理长效机
制，结合文明创建、城中村整治、重点项目
推进，紧抓重点、难点、堵点，不断完善全周
期治理模式，持续加大“两违”治理力度。

“两违”问题治理的最佳方式，不
是拆除违建，而是防患于未然。为
此，同安区城管局加强复盘总结，按
照“关口前移、厘清职责，管住重点、
覆盖全部，逐步推进、落地见效”的思
路，不断完善“两违”综合治理机制。

提前防范，事半功倍。通过上半
年数据分析，同安区城管局发现个别
镇（街）老旧住宅加层等问题多发，及
时组织相关人员约谈，提醒各责任人
加强巡查督导。对于个别镇（街）新
批建的住宅数量较多，疑似违法图斑
占比较大的情况，该区城管局与治违
办多次到镇（街）实地检查指导。下
半年，从卫拍图斑核实情况看，预警
起到显著效果。

目前，广大村（居）已基本形成只
能依审批建设的共识，逐步打消民众
侥幸心理。针对第一季度个别住宅
投影面积超过审批面积的问题，同安
区治违办多次强调必须严格按审批
面积加强管控，并在接下来的图斑中
逐一跟踪落实整改到位。同时，同安
区逐步引导企业对符合豁免的项目
按规定先报备再建设。

充分盘活城中村集体建设用地，
将从根源上减少“两违”问题。为此，
同安区治违办牵头制定《同安区关于
利用城中村闲置土地建设临时设施
实施方案（试行）》，在全区开展试点
工作的城中村组织先行先试，将农村
建设用地“资产”变为“资本”——在

已荒废或已收回被非法侵占的闲置
国有建设用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上，因地制宜建设摊规区、集市、集装
箱夜市等商业配套项目。目前共有8
个项目正在试行，总用地面积1.86万
平方米，已有4个地块基本建成投用。

此外，为护航重点项目建设，同
安区城管局充分发挥中队负责人兼
任属地镇（街）政府党（工）委委员的
优势，今年来，全力保障洪塘A项目
等7个重点项目建设和10个政府收
储用地清理，先后拆除违法建筑24
宗，拆除违建面积8230.14平方米，
腾出土地面积197.51亩，有力保障重
点项目顺利建设和204.91亩政府储
备用地不被侵占。

“同安区朝元路西池一里两座
楼之间的公共区域被侵占，建了一
栋钢结构房屋，影响到小区居民通
行安全……”日前，大同中队多次接
到居民投诉，位于西池一里一家商家
在店面后搭建了一层铁皮房及两座
钢架楼梯，存在违法建设行为，影响
居民通行安全。

听民声，解民忧。为有效解决群
众反映的问题，同安区城管局领导多
次带队前往现场查看，中队执法人员

联合西池社区多次督促当事人携相
关资料到中队配合调查，责令整改。
日前，该处违法建设被依法拆除，拆
除面积79.16平方米。

“两违”问题非一日而成。同安
区城管局牢牢咬住历史遗留问题的
硬骨头，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
点、难点违建，重拳出击，多部门配合
推进住宅小区、建筑屋顶和城中村等
三个专项“两违”问题整治工作。

今年来，同安区299个住宅小区

共摸排出“两违”问题620宗，其中
2022年底拟整治451宗，目前已处
置405宗，处置率为89.8%；共排查
整治了主次干道两侧影响观瞻或存
在安全隐患的屋顶“两违”问题216
宗，对提升市容市貌发挥积极作用；
城中村试点工作共拆除“两违”建筑
面积12.37万平方米，清理回收土地
80.08万平方米，消化了一大批历史

“两违”问题。

无人机定期巡查航拍
问题早发现早处置遏增量1

针对群众反映热点难点
多部门配合推进整治去存量2

引导企业按规建设
盘活集体建设用地防变量3

在同安区莲花镇云埔村蔡厝一处山沟地在同安区莲花镇云埔村蔡厝一处山沟地，，
同安区城管局依法拆除深藏地下的同安区城管局依法拆除深藏地下的““两违两违””建建筑筑。。

在同安区朝元路西池一里在同安区朝元路西池一里，，同安区城管局依法拆除同安区城管局依法拆除““两违两违””建筑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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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8点半，随着家长们陆陆续

续送孩子们来上课，海沧马銮湾保障
房地铁社区安居宝贝吾苗苗托育中
心开启了一天的繁忙。在进行体温
测量等一系列入园检查后，孩子们手
拉手走向教室，家长们前往各自单位
全身心开启上班模式。不少送托家
长点赞，“托育点就在小区内，上下班
接送孩子很方便。”

让家长“放心送”“安心托”。去
年12月，厦门安居集团在保障房小
区成功打造首个普惠性托育中心，获
评省级托育示范园，收获满满好评。
今年，在厦门安居控股集团的指导
下，安居集团又开办3个普惠托育园
所，分别于湖里区湖边花园A区、思
明区万景公寓和翔安区洋唐居住区，
均为福建省级普惠托育试点、福建省
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通过为3
岁以下孩子提供照护服务，满足家长

“幼有优托”“就近入托”的愿望。
上周五，新开办的3个普惠托育

园所正式开园，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陈文锋，安居控股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陈飞铭，安居控股集团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兼安居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徐晓煜，安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黄文出席开园仪式。安居置业党

支部书记、董事长黄明伟在致辞中表
示，将秉持“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
想敢为又善作善成”作风与精神，坚持
高标准、严要求，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每
一家托育园，为实现人民“居有所安，
幼有所育”的安居梦不懈努力。

不负所托
普惠托育解民忧

我市保障房小区普惠托育机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实现“就近入托”“幼有优托”

走进安居宝贝托育中心，墙壁上
的绘画充满童趣，整体明亮活泼的色
调格外吸人眼球。园区内选用的装
修板材、家具均符合E0级环保标准，
每间教室均配备反渗透净水饮水器
和消毒设备，所有桌椅的边角都作圆
角处理。

如何让幼有所育，不负所“托”？
安居集团首先从打造优质安全托育
环境入手。安居宝贝托育中心园区
内不仅用餐区、睡眠区、游戏区等功
能区域划分明晰，根据不同月龄特点
配备的家具、用具、玩具、图书和游戏
材料等应有尽有，还设有卫生保健
室、洗涤消毒用房以及24小时运行
的监控报警系统。

“这是什么颜色的积木？这是红
色，这是绿色，这是蓝色……”在识色
课上，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兴
奋地拿着五颜六色的积木做起游戏；
在阅读课上，小朋友们歪着好奇的小
脑袋，认真地听老师们说着神奇的童
话故事，高兴处笑声一片……在安居
宝贝托育中心，宝宝们的课程十分丰
富，寓教于乐、寓学于趣，重点培养宝
宝们生活自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情感与社会性发展能力。
“通过创设适宜环境，我们合理

安排婴幼儿一日生活和活动，提供
生活照料、安全看护、平衡膳食和早
期学习机会，促进婴幼儿身体和心
理的科学、全面发展。”安居教育集
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0-3岁婴
幼儿不同年龄特点，园区内开设了
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园区坚持
保教一体、医育结合，结合国内外先
进托育运营经验，自主研发“六大U
能课程体系”0-3岁婴幼儿托育和亲
子教育体系，采用“学习成长故事”

的评价方式建立儿童档案，用“日—
周—月—季”观察记录与反馈机制
记录幼儿在一日生活中的“运动、生
活、学习、游戏”。

专业人做专业事。安居教育集
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安居宝贝托育中
心育婴和保育人员均持有相应的育
婴师、幼儿教师或保育员证、每个园
所均配备专兼职保健医生，希望通过
专业知识，协助家长共同调整幼儿饮
食结构、运动、生活作息习惯等，实现
家园共促幼儿的生长发育，让每一位
婴幼儿健康快乐地成长。

1到3岁的宝宝谁来带？这是如
今让不少职场父母最头疼的问题。
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
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
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特
别是普惠性服务供不应求。

幼有善育，民生所盼。党的二十
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生育支持政策
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
普惠托育体系，健全支持婴幼儿照护
服务和早期发展的政策体系，并将每
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4.5个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指标。近年来，我市积极采取
措施，从生育、子女照护、教育等方

面，帮助家长们缓解后顾之忧，并将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作为积极生育支
持措施的重要内容，全市现已开办40
余所普惠托育服务机构。2022年10
月，厦门市被推荐作为福建省第一批
创建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
也是我省唯一一个被推荐的城市。

积极响应号召，彰显国企担当，
在安居控股集团的统筹指导下，安居
集团立足为民初心，不断完善保障房
民生配套服务，于去年成立厦门安居
教育集团有限公司，打造全新业务板
块，推出“安居宝贝”托育品牌，正式
开启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开拓与探索。

短短一年中，随着推进步伐不断
加速，服务版图也在持续扩容——

2021年，首个安居宝贝托育中心落
户于海沧马銮湾保障房地铁社区，获
评省级托育示范园；2022年，思明
区、湖里区、翔安区又各添一园，自9
月正式筹建完毕、10月进入试运营
阶段，三个园区短短1月就已招收近
30名婴幼儿，缓解周边职工家庭婴
幼儿送托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开办的4个
普惠性托育服务项目，选址皆在保障
房小区，以服务保障房居民为主，共
可提供245个托位，满足居民“就近
入托”需求。未来，安居宝贝托育中
心还将进驻集美和同安的保障房小
区，实现全市六区全覆盖，让“新市
民”留厦奋斗有动力、安家又安心。

完善保障房民生配套
拓展托育服务版图

就近
入托

打造优质安全托育环境
多彩课程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幼有
优托

园区着力
打造优质安全
的托育环境。

开园仪式现场开园仪式现场。。

在安居宝贝托育中心在安居宝贝托育中心，，小朋友们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快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