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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违增绿 居民生活环境大“变脸”

效果一：
探索智慧绿地

今年第一季度， 全市共拆除
违法建设1180.3万平方米， 完成
全年计划的29.4%， 拆除量是去
年同期的10倍。 其中， 城六区拆
除456.5万平方米 ， 完成全年计
划的32.2%； 核心区拆除13.3万
平方米， 完成全年计划的55%。

对已经完成封堵的 “开墙打
洞” 底商周边进行绿化恢复， 修
建围栏……在完成拆除违法建设
之后， 不仅街道焕然一新， 随着
绿化工作的开展， 居民生活的环
境也增添不少绿色。 这其中就包
括左家庄街道。

该街道以 “开墙打洞” 治理
为契机， 带动地区整体绿化水平
上台阶、 上档次， 今年将恢复、
提升及新建绿地3万余平方米 。
比如， 曙光西里2号楼旁违法建
设拆除后新增绿地1100平方米。

如今， 底商不复存在， 左家
庄左北里社区也终于迎来了多年
难见的清静， 居民悬着的心也终
于能放下了 。 居民张阿姨说 ：
“我们家住在二层， 这些商户不
仅噪音大， 还污染环境。 拆除这
些 ‘开墙打洞’ 的商户真是件大
好事！”

而更令张阿姨高兴的是， 家
门口腾退出来的绿地， 让老楼换
了新颜， “我觉得我们小区的档
次都提升了！” �

记者了解到， 除在拆违基础
上恢复、 新增绿地外， 左家庄街
道还协同有关方面在 “十三五 ”
期间着力打造 “一河五路五街九
园” 城市景观环境。 让居民从小
区外到小区里感受环境变化。

左家庄街道负责人介绍， 下
一步， 还计划在绿地内增加科普
吊牌， 居民通过手机扫二维码即

可看到植物介绍， 大大丰富了绿
地使用体验， 最大程度满足了老
人和小孩的需求， 帮助他们逐步
探索智慧绿地， 参与智慧社区建
设。 据了解， 这一绿地项目计划
在6月开工， 年底前完工。

效果二：
试点 “一米菜园”

在拆除违法建设、 治理 “开
墙打洞” 的同时， 海淀区每个镇
街也在利用完成疏解整治的闲置
地块， 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

在海淀区田村路街道， 永定
河引水渠东岸一片违建聚集、 垃
圾乱堆的地块， 2015年经过重新
规划设计已被打造成休闲公园。
如今公园再次升级， 绿地上建起
168个一米见方的小木箱， 5月起
正式对街道居民开放， 供居民免
费种菜使用。

在西四环定慧北桥西北角这
个街心公园， 记者看到了 “一米
菜园” 的试点。 目前， 该试点共
有168块一米见方的木箱， 几名
绿化工人正在翻土、 浇水。 有的
提前试种的蔬菜如今已经发芽。

田村路街道城市运行中心的
王玉山告诉记者， 虽然有了休闲
场所， 但爱种菜的居民还是会想
方设法找个边边角角， 甚至在公
共绿地里种菜。

于是， 街道想了个办法， 将
公园西侧一块绿地作为试点， 为
居民免费提供种菜场所。 记者看
到， 在这块１０００多平方米的绿地
上， 摆放了168个一米见方的小
箱子， 虽然大小一样， 但有高有
低。 “这可是有讲究的， 矮的种
叶菜， 高的种土豆胡萝卜。” 正
在松土浇水的工人说， 现在还有
一些收尾工作， 过几天就能亮相
了。 “这里所有的种植箱和有机
土都是免费提供， 还有水源和堆

肥区， 到时候居民们可以来认建
认养。 而且， 种植箱还可以成为
周边中小学生的农事体验基地，
开展校外课程。”

效果三：
变身休闲公园

“以前我们楼里的年轻人要
是约球， 都得去体育场踢。 现在
很方便 ， 下个楼就可以踢了 。”
８０后李斌说。

在田村路93号院， 曾经污水
横流的群租大院如今已经变身四
个公益性五人制笼式足球场， 成
为辖区居民健身的好去处。

在疏解城市低端业态方面 ，
田村路街道将建设体育场地与城
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有机地结合起
来， 在 “公益” 上作文章， 使之
产生 “1＋1＞2” 的效应。 辖区的
永定河引水渠西岸原有1处废品
收购站， 于2016年关停。

为避免反弹， 街道报请市区
体育局， 在此建设了乒乓球长廊
和笼式足篮球球场等， 既解决环
境脏乱差， 安全隐患等问题， 更
满足了地区群众体育健身需求。

在海淀区东升镇八家嘉园北
侧， 有一个两万平方米的地块，
堆放着大量的建筑垃圾， 使得小
区北侧道路脏乱不堪， 居民意见
很大。

对于八家嘉园小区北侧环境
问题， 东升镇政府已经联合相关
执法部门， 拆除了回迁楼施工临
建三处 ， 建筑面积约 4500平方
米， 准备打造服务周边居民的休
闲公园。

记者在设计图纸上看到， 公
园设计了生态种植区、 特色种植
区 、 广场活动区 、 休息活动区
等。 目前， 该项目已开始施工，
整个改造预计7月初就能完工 ，
届时将免费向周边居民开放。

据了解， 在全市 “疏解整治
促提升” 专项行动中， 各区注重
市区政企联动、 综合治理先行、
集中连片推动、 系统设计， 突出
大项目带动， 难点区域治理取得
突破性进展， 区域环境治理明显
提升。

比如， 永定河引水渠沿岸整
治项目在水务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 已完成全部违法建设拆除任
务， 共腾空房屋2327间， 建筑面
积3.8万平方米 ， 下一步腾退后
的土地将建成环保绿道。

石景山区围绕 “十个清理完
毕” 目标， 集中整治中关村科技
园石景山园、 首钢主厂区北区周
边环境， 拆除违法建设， 严控新
增违建， 治理无证无照和 “开墙
打洞”。 石景山区京西商务中心
南侧地块总面积9.34万平方米 。
古城街道主动对接国土分局、 首
钢公司、 首建集团、 古城泰然投
资管理公司等相关单位， 进行古
城南街西侧拆违整治专项行动。
共拆除房屋1380间， 面积7.66万
平方米。

该地块在完成拆违后， 为了
改善京西商务中心周边环境， 营
造良好的办公氛围， 石景山区园
林部门对此处地块进行了绿化，
绿化建设分为精品绿地和临时绿
地两部分。 规划绿地处建设了一
处精品公园， 精品公园正对金融
中心南面， 因此公园的主体风格
以现代 、 高端 、 简洁 、 自然为
主， 与商务中心主体建筑风格相
呼应。

效果四：
恢复楼体原貌

上月底， 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9号 、 10号楼13户 “开墙打洞 ”
底商被彻底封堵， 这是呼家楼街
道年内第二次启动 “开墙打洞”

治理行动。 在前两年整治的基础
上 ， 还有93户临街底商将被封
堵， 被破坏的楼体也将重新砌上
砖墙， 恢复原貌。

记者了解到， 2017年， 按照
统一部署， 结合辖区实际情况，
呼家楼街道工委、 办事处确定了
这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一是开展
治理工作 “回头看”， 巩固既有
成果， 强力防止反弹， 二是从主
干道向背街小巷延伸， 既重 “面
子”， 也抓 “里子”， 治理工作全
面收尾提升。

关东店居民王女士表示：“私
自拆除墙面， 对我们的楼体造成
了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现在这些
商户拆除了，楼体恢复了，我这一
颗悬着的心，也算是踏实了。 ”

“恢复楼体原貌之后 ， 街道
还会加强巡查， 防止反弹。” 呼
家楼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包括
街道城管执法队、 包片处级领导
和责任科室、 社区居干和志愿者
会进行日常巡查 ， 做到及时发
现， 及时清理， 彻底防止 “开墙
打洞” 现象反弹。

此次行动， 呼家楼街道还对
关东店北街北侧和朝阳北路南侧
已经整治完的42户进行环境提升
改造。 “这部分实际上是第一批
‘开墙打洞 ’ 整治后留下来的 ，
由于当时经验不足， 一部分底商
未进行彻底封堵， 这次我们将对
其进行统一封堵粉刷， 还地区居
民一个整洁美观的生活环境 。”
该负责人表示。

今年是呼家楼街道整治 “开
墙打洞” 工作的第三年， 也是收
尾 的 一 年 。 该 街 道 把 整 治 重
点 转 向 次 干 道 和 小 街 小 巷 沿
线 ， 主 要 涉 及 到 包 括 金 台 西
路 、 关 东店北街 、 呼家楼北街
等在内的93户。 届时， 呼家楼街
道辖区内的 “开墙打洞” 现象将
全部清零。

探索智慧绿地 试点“一米菜园” 变身休闲公园 恢复楼体原貌

增添绿地、试点“一米菜园”……近日，全市在完成拆除违法建设的同时，不仅增加了绿地，还让不少休闲公园来到市民身旁，在
还建筑物本来面貌的同时，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