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5日， 一场主题为 “中国梦”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中国舞蹈

节的文艺展演在花果园兰花广场举行，

54支优秀舞蹈队大秀舞姿。

此次活动由贵州省舞蹈家协会、贵

阳市舞蹈家协会主办， 贵阳市南明区文

化馆承办。 当天54个节目为现场近千市

民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多才多艺、昂扬向上

的精神风貌。 张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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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观山湖区以

“零容忍” 的态度纵深推进控违拆

违工作， 新增违法建筑得到有效遏

制。截止到 4月底，全区已管控违法

建筑 900 余起， 开展各类拆除行动

近 50 次， 拆除违法建筑 550 余栋，

拆除面积 20余万平方米。

为贯彻落实上级严厉打击违法

违规建设行为专项行动的工作要

求，观山湖区不断强化高位统筹、完

善制度建设、狠抓责任落实，继续保

持严厉打击违法违章建设的高压态

势，纵深推进控违拆违工作。

今年以来， 观山湖区明确了

“打、拆、防、治” 并举，强化源头治

理、巩固长效管控的工作思路。进一

步细化量化控违拆违目标， 深化分

级包保责任制， 强化职能部门联动

协作， 提高每日巡查处置频率和效

率，全面推进全区控拆违工作，突出

“保障项目建设、 保证水源保护区

生态环境” 和“治理住宅小区违建

乱象”两个重点。

全区保持“打巡并举” 的高压

管控态势，以铁的决心、铁的举措、

铁的手段纵深推进控违拆违工作。

各镇和社区切实加强日常巡查管控

工作，特别是元旦、春节、清明等节

假日以及全国“两会” 期间，对重要

区域加强重点防范管控， 对新发现

的违法建筑，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管

控制止， 把新的违法建筑消灭在修

建阶段，防止出现违建成型。镇和农

村社区加强对重点建设项目区域、

水源保护地区域、 重要节点区域的

巡查管控。 如：金岭社区采取“十、

十四、 十九”（即上午 10 点、 下午

14 点、傍晚 19 点）模式，对辖区内

违法建筑进行巡查管控， 确保背街

小巷、村寨边角死角、巡查盲点等巡

查到位，做到管控无盲区、无死角；

金源社区联合区综合执法大队于 4

月 19 日对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小箐

村村民利用管控死角、侵占林地、修

建虚假文化广场的违法建筑实施了

拆除违法建筑；金华园社区、会展社

区、观山社区、新世界社区等城市社

区积极联动物业、居委会、房开商，

采取入户发放控违宣传资料、 张贴

禁止违建通告、 对小区入口实施装

修材料登记管控、 对违建户断电断

水、封堵施工现场、暂扣施工工具、

即查即拆等方式和措施加强城市住

宅小区违法建筑管控制止和拆除工

作，进行全范围实施管控，确保进一

步遏制住宅小区违建行为。

此外，通过部门联动，形成控违

合力。 区控拆违指挥部积极发动城

管、国土、规划、住建等职能部门多

方联动， 各自按照工作职责加强违

法建筑巡查督查工作， 区控拆违指

挥部办公室安排工作人员每周对全

区范围内违法建设情况进行巡查检

查， 发现情况及时通知属地进行管

控制止和拆除。如：针对美的林城时

代房开商和物管企业监管不力导致

小区违法建筑滋生的问题，区住建、

规划、综合执法、市政、环卫等多部

门联动，对相关企业进行约谈，督促

其加强整改，做好小区违建监管；区

国土分局对巡查中发现的新寨村

210 国道与黔灵山路交汇处新增违

法建筑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 并将

相关违建情况函告区综合执法部门

和属地社区。 区综合执法部门在履

行相关拆除执法程序后及时进行了

拆除。

值得一提的是， 针对住宅小区

违建“控不住” 这个老大难问题，观

山湖区积极探索综合施策的治理方

法，制定了倡导坡式屋顶、提倡精装

再售、提高市政管网接入门槛、水电

气限供、违建户信息公示、禁止不动

产登记交易、 违建有奖举报以及物

管信用等级备案、 违建投诉黑名单

备案、 装修备案等 11 条管控措施，

努力形成相关职能部门、社区、居委

会、房开、物管、群众多方参与、群防

群治的新局面。

（杨然照 本报记者 张鹏）

观山湖区：“零容忍” 推进控违拆违工作

1-4月管控违法建筑900余起

本报讯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

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贵州省人民

政府 2018 年－2022 年立法规划及

2018年立法工作计划》。 未来五年，

我省拟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27 件

地方性法规，并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发

布 9件规章。

经研究，2018年至 2022年，包括

《贵州民办教育促进条例（草案）》、

《贵州省禁毒条例 （修订草案）》、

《贵州省全民阅读条例（草案）》等在

内，我省拟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地方性法规共 27件。 同时，拟由省人

民政府制定发布的规章共 9 件，分别

有《贵州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修

订草案）》、《贵州省城市养犬管理规

定（草案）》等。

在此期间，我省还将力争提请省人

大常委会审议 19部地方性法规， 包括

《贵州省政府投资条例（草案）》、《贵

州省不动产登记条例（草案）》、《贵州

省节约用水条例（草案）》、《贵安新区

管理条例（草案）》等。

根据计划，我省还将就《贵州省

教育督导条例（草案）》、《贵州省养

老服务条例（草案）》、《贵州省城乡

污水排放和处理条例（草案）》、《贵

州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 （草

案）》等 57 件地方性法规以及 13 件

省政府规章开展调研。

根据相关计划， 我省今年拟提请省

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共 5件，

分别是《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

案）》、《贵州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

案）》、《贵州省河道管理条例（修订草

案）》、《贵州省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草

案）》、《贵州省全民阅读条例（草案）》。

今年，省政府拟制定发布《贵州

省停车场管理办法（草案）》、《贵州

省城市养犬管理规定（草案）》2件规

章项目，分别用于加强停车场管理、规

范停车秩序，以及规范养犬行为、减少

因养犬引起的社会纠纷。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布 2018 年至 2022 年立法规划———

未来五年 拟出台36件法规

54支舞蹈队展现时代美

拆除违章建筑现场

本报讯 5 月 15 日， 贵阳市人

大常委会启动 2018 年 “贵阳环保

行保护南明河”活动。

本次活动将围绕南明河综合整

治项目建设目标进度情况， 统筹黔

中枢纽来水利用建设情况， 按照南

明河 2018实现变清目标，进一步推

进雨污分流、截污管网、污水处理厂

等系列工程建设，开展南明河整治、

沿岸重点区域景观提升和推进落实

“河长制”执行和日常巡查工作。

当天， 由贵阳市人大常委会相

关负责人、人大代表、市政府相关部

门、 在筑新闻媒体组成的活动组对

黔中枢纽来水情况， 花溪水库运行

情况，养牛大沟建设管理情况，麻堤

河污水处理厂、 二桥三期污水处理

厂建设情况及市西河、 贯城河综合

整治情况进行了实地检查。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到 10

月， 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将被纳入市

人大常委会对贵阳市“一河百山千

园” 行动计划完成情况的视察报告

中， 交由市政府研究处理并作出回

应， 市人大常委会也会对处理结果

进行跟踪并督促落实。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将按照南明河2018实现变清目标，推进多项工程建设；活动持续5个月

贵阳“保护南明河”活动昨启动

本报讯 5 月 15 日， 贵阳市人

大常委会启动对《贵阳市“一河百

山千园” 行动计划》的视察，10 个

视察小组将陆续分赴各区 （县、

市），对贵阳市“一河百山千园” 计

划的推进情况进行视察和督促。

据介绍，本次视察活动采取市、

区（县、市）联动，各区（县、市）人

大常委会交叉检查的方式开展，重

点围绕“一河” 项目建设目标进度、

2018 南明河变清目标，“百山千

园” 建设优化方案的实施、建设目

标推进情况、后期长效管理机制建

立情况以及存在的困难、下一步的

工作等开展视察。

活动共分 5个阶段， 将一直持

续到 10月。 在此期间，各视察组将

采取召开座谈会、明查暗访、实地调

研等方式深入开展视察工作， 此后

形成的视察报告将提交市人大常委

会审议， 审议意见交由市政府研究

处理， 视察组也将继续对审议意见

的处理情况进行跟踪和督促。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紧盯“一河百山千园”建设推进情况

10个视察组 分赴全市检查

本报讯 昨日，贵阳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张海涛带队视察了贵阳市

“一河百山千园” 行动计划完成情

况，沿南明河主河道及重要支流、重

要节点性工程进行了实地检查。

由南明河指挥部牵头推进的南

明河支流———市西河、贯城河、麻堤

河及小黄河流域治理工程均已完成。

记者跟随视察组到麻堤河再生

水厂参观，水厂位于花溪河、小黄

河、麻堤河三条河流交汇处，水厂将

附近居民生活排污水处理后排放至

南明河作为补充景观用水。 经处理

后的水看上去和纯净水差不多。

据了解， 南明河流域的几个污

水处理厂将陆续建成投用。目前，五

里冲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已完工，

三桥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已完成

80%， 二桥三期污水处理厂已开工

建设，预计今年可完成建设任务。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视察发现

南明河支流治理已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