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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宫镇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持续发力

以心换新 组合拳提升人居环境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高居民生
活质量、消除安全隐患、完善小区
功能的一项重要惠民工程。今年
旧宫镇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从清乐园小区入手，其间经历大
小三次动员，也见证了居民由一
开始的抵触、不理解，到后来的配
合与支持。今年，旧宫镇党委率
改造完成的一层居民小院

领各部门在共同抗击疫情过后，
又一次齐心协力，开启清乐园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并取得了显著
成效。拆除整治的决心，改造恢
复的信心，为民服务的耐心，人性
执法的暖心，旧宫镇以心换“新”，
加速老旧小区升级改造，为旧宫
镇居民创造更宜居的生活环境。

拆除自行车棚

城管队员对照公示栏规划拆除工作

还地于民 20 年违建拆除

心。”
旧宫镇副镇长张义介绍。

同时，也缓和了邻里关系。
孔维一介绍：
“ 拆除违建的每户居民

“哐啷，哐啷……”
“ 洒水车注意洒水，

党建引领 入户宣传显耐心

减少拆除中的扬尘污染！”近日，在旧宫镇

情况都不一样，还有的居民表示，家里有

改 造 前 ，为 了 做 好 前 期 入 户 宣 传 工

坐轮椅的人，门口的台阶出行不方便，对

车等各式装备到场，城管执法队、施工队、

作，旧宫镇组建了 9 个入户宣传队伍，逐一

此我们也在商议能否为其修建坡道，尽量

安全和消防部门等人员齐聚，对一层的一

上门，为居民发放调查问卷，征求居民改

满足居民诉求。”

清乐园小区 3 号楼，装载机、挖掘机、卸货

处面积约 13 平方米的违法建设进行拆除。
城管执法队指挥拆除施工人员有序

造意见，
做好摸底调查准备工作。
镇领导及居委会、
物业、
施工方商议方案

“一开始有的居民一听是来讲改造政

“拆我们家违建的时候，城管队员好
几次上门看望我跟老伴，还叮嘱我们注意

作业，不一会儿工夫，这处存在了 20 年的

策的，
直接闭门谢客，
沟通存在很大阻力。”

身体。”家住 3 号楼的左凤兰说道，拆除过

违法建设被拆除。工人们将拆下的木板

副镇长谭永刚介绍道。为了做好居民思想

程中，工作人员不仅帮助老两口移开重

和铁架用切割机切成小块，再由运输车统

上的工作，
镇党委、社区、物业及产权单位、

物，还时刻照顾到老人的心情。这些暖心

一运往建筑垃圾处理站。拆违现场还张

施工方等一同入户，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讲

的举动居民们都看在眼里。

贴了警示标语，提醒来往行人注意拆违碎

解，
居民们的态度逐渐缓和了下来。

渣，确保出行安全。
旧宫镇城管执法队负责人孔维一介
绍，这处违建此前是居民私自搭建的屋

居委会工作人员入户宣传拆除政策

子，里面摆放了各种杂物，电路也做了改
动，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改造过程中，旧宫镇通过社区议事、

在之后的动工拆除过程中，甚至有居

二维码投票方式，征求居民意见。大门

民主动找到城管队员，请求拆除自家违

部分、楼体颜色、车棚等改造外观，也通

建。
“ 居民们的支持，也给了我们莫大的安

过投票方式由居民选出，最大限度尊重

慰，
我们工作也更有动力了。”谭永刚说。

居民意愿。

除了入户宣传，居委会还在小区门口
和单元门及公共广场等显著位置张贴《致

环境升级 完善设施有信心

现场围观的居民纷纷表示支持。旧宫镇

违法建设当事人一封信》，悬挂宣传条幅，

“拆不是目的，
目的是把小区环境整治

党委书记任喜军在拆违现场亲自指挥调

全面营造拆违氛围。最终，得到了 85%以

得更好，让老百姓住得更舒适。”谭永刚表

度，并提醒现场施工人员安全为先。尤其

上居民的同意。

示，拆除后的清乐园小区将按照小区原有

“拆了好，以后居住环境会更整洁。”

在用电上，提前组织专业人员排查电路安

就在记者采访时，一位居民找到城管

的规划特点，
做整体的环境提升，
包括节能

队员表示拆除过程中，自家的晾衣杆丢

外窗、外墙保温、涂料粉刷、屋顶防水及防

了，城管队员耐心告诉居民会帮其寻找。

雷、上下水改造及修复、室外环境整治提

份，旧宫镇第一次做民意调查，询问居民

城管队员的耐心细致也得到了居民们的

升、架空线入地等，
其中室外环境的整治涉

天研究院，东面衔接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

是否有自主拆除的意愿，未能得到大部分

肯定。

及破损路面的修复、绿化补植、停车位画线

发区。小区共有 9 栋楼，均为 6 层南北通

居民的认同，改造工作暂时搁置，镇党委

透的板楼，共计 928 户；总占地 48717 平

及社区共同制定解决方案。

全，切断违章点电源。

镇长黄浩入户了解居民意愿

据 了 解 ，清 乐 园 小 区 建 于 19952002 年，南部紧邻五环，西部背靠中国航

米，目前投入使用已有 25 年。

等，从基础设施和社区综合服务两方面进

倾听民意 解决顾虑更暖心

行提升，
涉及改造的老旧小区共有15个。

今年 1 月 17 日，旧宫镇再次启动整治

时间紧，任务重。拆除违建，一楼的

今年与清乐园小区一同列入改造名

据孔维一介绍，清乐园小区此次改造

工作，一方面，对清乐园老旧小区提质改

居民反对声音最强烈。旧宫镇各部门悉

单的还有红星小区。目前，旧宫镇已将红

涉及拆除违建 184 户，主要涉及四种类

造进行入户民意调查，利用春节前为居民

心听取居民意见并一一为其解决。例如

星小区改造情况进行了申报，预计 12 月份

型，一是顶楼露台违建，二是居民私自改

送春联的契机，了解居民对改造工作的意

对于居民提到的，拆除违建后，如何避免

启动改造工作。旧宫镇将根据各老旧小

造的飘窗，三是一楼搭建的小院，四是物

见。同时，镇党委迅速制定《旧宫镇老旧

高空坠物的问题，孔维一表示，一方面做

区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整治工作方案，清

业自建的车棚，预计于 12 月份拆除完毕。

小区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并成立专

好高层居民的思想教育工作，强调高空坠

乐园小区改造完成后将作为改造样板，为

截至 11 月 17 日，清乐园社区拆除违法建

项工作组。

物的危害及相关惩治办法；另一方面与一

其他改造社区提供借鉴经验。

设 180 户 235 处，总计 2697 平方米，整体
任务完成 97.8%。

建“指挥部”全面拆除表决心
清乐园小区综合整治工作并非一蹴

层居民商议，在改完后的小院墙体放上防

民 有 所 呼 ，我 有 所 应 。 面 对 百 姓 的

次被迫中断，镇党委率领各部门投入到疫

护网，并在对防护网材质选取方面，征求

呼声，旧宫镇自我加压，将改造计划由规

情防控工作中。4 月 28 日，疫情形势稳定

居民意见，提供了钢网、阳光板等不同材

定的五年缩短为三年，加快实现绿色旧

后，旧宫镇第三次动员，并成立了“作战指

质的防护网供居民选择。

宫、蓝色旧宫、宜居旧宫的发展目标。
“我

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拆除工作再

挥部”，由居委会、物业、施工方、城管执法

还有个别二层的居民，将阳台外扩为

们在给居民看了小区改造完的效果图

而就，在推进整治的过程中，旧宫镇政府

队、镇社区办共同组成，办公点位就设立

飘窗，并装修成了厨房，不仅存在安全隐

后，居民更多的是期待，这份期待不仅给

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在清乐园小区。

患，还遮挡了一层居民的光线，造成邻里

了我们工作人员改造的信心，也给了居

由于小区产权单位复杂，加上很多历

“ 我们把‘ 作战指挥部’设立在小区

矛盾。城管队多次沟通后，安排专业人员

民对美好家园向往的信心。”旧宫镇镇长

史遗留问题，导致违建成风，在监管和拆

里，为的就是便于第一时间为居民解决问

上门量尺寸，调整燃气和电线，按照原有

黄浩表示。

除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阻力。2019 年 7 月

题，也向居民表明我们对小区改造的决

的格局恢复阳台的使用，消除安全隐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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