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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平

郑州市管城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一纸房屋征收调查摸

底通知，让向阳街６号院、7号院的居民们不淡定了。面对记者的

采访，居民们纷纷吐槽。

其实，仔细看看群众的怨言，不是没有道理。反而是我们一

些政府部门的做法，实在令人无法认同。

去年 4月，管城区曾贴出通告，因棚户区改造，将建成仅 10多

年的向阳街 6 号院、7 号院以及临东大街的商品楼列入“棚户区”，

划入拆迁范围。而今年 8月底贴出的通知，又将此地作为“郑州商

都遗址博物院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项目”列入征地范围。但

细心的群众在政府官网上却找到了省政府上报国家文物局备案

的规划，规划中群众反映强烈的向阳街 6号院、7号院，根本不在拆

迁范围内。

更有细心的群众在管城区官网上扒出，这块地曾被某地产集

团看中，准备建设包括五星级酒店、四星级酒店、高档公寓和服务型

SOHO 办公楼。前后也就一年多时间，拆迁办又借“文物保护”的

名义，再次将这块地列入“征收”范围，而且依然超出了国家规划范

围。那么，这块地究竟是要做什么用呢？难怪群众疑问重重，发出

各种揣测。

针对郑州市的各种拆，市民当中充满了各种牢骚，有对因规划

不到位，造成国家资金浪费感到心痛的；也有因拆迁给城市带来污

染不满的；还有因拆迁给群众生活带来不便、感到难以接受的。这

些牢骚，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民意的反映。

当然，一个城市的发展伴随适当的拆迁是必要的，在某一个

时期，可能会出现集中连片拆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所有的拆

迁，都必须服从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这些拆迁是不是有科学合理

的规划，并在规划范围内；是不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是不

是考虑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

从一个普通群众的角度看，在一个地方买套房、安一个家并

不容易，要考虑交通是否方便，要看孩子入托、上学是否方便，附

近有没有医院，看病是否方便等。一旦安定下来，没有特殊原因，

没有谁愿意随便搬家。对于正安安稳稳过日子的群众而言，自己

居住时间并不是很长且又不在国家规定的拆迁红线内的小区，接

二连三地被以“棚户区改造”或以“文物保护”为名进行征收，怎能

安心生活？又何谈幸福感？

有关部门有没有替群众考虑过，一旦搬迁，他们正在上幼儿

园、上小学的孩子怎么办？他们上下班是不是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

本？和医院本已熟络的老人是不是又要重新联系医院，这对他们看

病治病，是不是会有不便？凡此种种，在拆迁工作中似乎从未有人

过问过，更不见有人给群众解释过。每每遇见拆迁，挂在口头上的，

好像就是“给多少拆迁费，给多少过渡费”，似乎群众的一切困难都

可以用“钱”给解决掉。

先以“棚户区改造”为名，行商业开发之实，被党报质疑了，又超

出规划红线，打出“文物保护”的大旗，继续搞“征收”，好像换一个名

头，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将群众的“家”给收走，这种想法也太简单

了。要知道，群众不是“阿斗”，不那么好糊弄，国家和省内的建设规

划也不是魔方，不是谁想怎么玩，就可以怎么玩的。在网络信息十

分发达的今天，无论是政府的拆迁公告，还是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划

以及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复，都可以在网上搜到、看到，一旦超出了法

律规定的红线，无论以什么样的借口“征收”，恐怕都会遭到群众的

反对，也会受到法律的惩处。6

□本报记者 汤传稷

8月底这几天，当郑州市管城区房屋
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简称拆迁办）工作人
员轮番到该区向阳街7号院（简称7号院）
挨家挨户进行房屋征收调查之际，记者同
时也走进了该院，聆听了这个院里的居民
们对于拆迁的疑惑和不解。

7号院是棚户区还是博物院二期
搞不懂

“去年4月 9日，拆迁办就贴出通告，
说因商都博物院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需
要，紫荆山路以东，东大街以南，商代城
墙遗址合围区域的房屋列入房屋征收调
查登记范围。那时，调查登记工作人员
一进院，大家就产生了疑惑，难道我们院
是棚户区？于是上网查询——棚户区是
指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平房密度大、使用
年限久、房屋质量差、人均建筑面积小、
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交通不便利、治安
和消防隐患大、环境卫生脏、乱、差的区
域。我们院 3栋商品楼——两栋 6层一
栋 7层，建好才 15年，显然不是棚户区。
咋能当成棚户区给拆掉呢？”居住在 7号
院1号楼、当过法律志愿者的张大哥说。

“今年8月25日，拆迁办又贴出《郑州
商都遗址博物院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二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调查摸底
结果》的通知，更是让人不解。”居住在该院
3号楼的一位退休干部说：“难道我们院又
成了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和郑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项目（二期）的用地范围了？记得
去年 4月 29日，河南日报以《并非‘棚户
区’将成‘短命楼’》为题做过报道，随后郑
州市委、管城区委给河南日报明确回复说：
2010年，经国务院批准的《郑州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0—2020年）》中塔湾路以东区域
规划用地性质为文化设施。同年，经河南
省人民政府通过报国家文物局备案的《郑
州商城遗址保护规划》中明确要求，建设郑
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位于城南路以北、
东大街以南、城东路以西、塔湾路以东的东
南城垣遗址内侧，规划东南角城垣遗址公
园内。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位于规划东
南角城垣遗址公园内，毗邻郑州商代都城
遗址博物院。且这些内容在政府网站均能
查到，显然我们院根本不在其所谓项目（二
期）之内。我们在塔湾路以西，我们这一块
属商业用地，且因在商城遗址保护区域，不
允许建高层建筑。拆迁办如此张贴通知，
真让人搞不懂。”

按规划7号院不该拆
是谁想打擦边球

“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对7号院所在地
块是如何界定的呢？上网查询，在其
2012年公布的《郑州商都遗址公园（南片
区）详细规划》平面图中，7号院包括向阳
街6号院（位于7号院南与7号院紧邻）所
在地块，清晰可辨，属商住用地，均不在拆
迁之列，距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和郑州市
文物考古研究院项目用地范围红线甚
远。”居住在该院2号楼、在一家地产公司
就职的李哥说。“换言之，按规划，向阳街
7号院根本不该拆。且网上更加详细的
规 划 显 示 ：7 号 院 所 在 地 块 编 号 为
D-02-3，用地性质为商住混合用地，已
被政府征收出让（卖出去了）。即政府已

将地块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在上面盖了商
品楼。然后，开发商又将商品住宅卖给我
们居住，将门面房卖给经商的做生意用。”

李哥接着说：“为何拆迁办还想再征收
一回？我分析，这块地在紫荆山路东大街
交叉口，紧邻双地铁，城墙、公园、学校、医
院、超市、公交站等，交通便利，生活便利，
升值很快，属一级地段中的一级地段，黄金
位置中的黄金位置。是政府想打擦边球追
求政绩，还是开发商想打擦边球谋取利益，
让人置疑。听拆迁办上门调查工作人员
说，政府想把这块地卖给开发商建商业文
化街区。照此说法，是政府想把这块地再
征收、出让，再卖一回。是与不是，区政府
及拆迁办应依法依规向市民公开，给出一
个完全符合城市规划的解释。”

“去年就有开发商看中这块地了。管
城区官网曾显示：项目开发商是一家地产
集团，建设周期为 2015年至 2017年，项
目位置为紫荆山路以东、东大街以南，项
目总占地71.86亩，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
米，其中包括五星级酒店3.7万平方米，约
300间客房；四星级酒店 2万平方米，约
200间客房；大型商业综合体约7万平方
米；高档公寓和服务型SOHO办公2.5万
平方米。不知为何，就在河南日报曝光的
前后，这个所谓的项目退出了。”该院2号
楼高姓居民说。

“2014年，郑州市政府曾发布农业路
快速通道工程公告，接着金水区政府将农
业路 23号院 2号楼纳入房屋征收范围。
为此该楼居民将金水区政府、郑州市政府
诉至法院。由于政府提供不出合法有效
证据证明该 2号楼被划入征收范围是在
其规划红线范围内的相关证据且事实不
清，主要证据不足，2015年 11月，郑州市
中原区法院判决：撤销金水区政府作出的
征收该2号楼的决定；撤销郑州市政府所
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中
的决定征收该2号楼房屋的决定。”

在向记者提供了一个金水区政府败
诉、郑州市政府败诉、居民胜诉的违法拆
迁判例后，7号院 1号楼雷姓居民激动地
说：“我们7号院的情形，与之类似。十五
六年前，管城区这里经济落后，交通不便，
我们到此买房就是在支持政府财政、支持
城市建设。如今，这里地段便利了、升值
了，区政府咋能说把我们赶走就赶走！我
们对合法房产享有使用和升值的权利，且
受法律保护。当前，全党都在讲从严治

党、依法治国，政府行政须依法依规，有权
更不能任性。”

城市规划怎么能说变就变
太任性

当过教师、跟女儿居住的张大妈也很
不解：“城市规划是不是可以来回折腾说
变就变？我感觉郑州这几年变化太快了：
黄河路文化路人行天桥建好5年拆了，因
建地铁；农业路快速公交站台建好6年拆
了，因建高架桥；二七广场人行天桥号称
亚洲最长的人行天桥，建好8年西侧段拆
了，因建地铁；耗时 6年投资数亿的中原
之门拆了，因建立交桥；东大街 230号院
楼房建好 12年拆了，因被当成棚户区和
建商都博物院；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对面
的东大街 220号院楼房，也是建好 10多
年正在拆除，因建地铁……前脚建，后脚
拆，看着让人心疼呀！当时建的时候多不
容易，花了恁多钱，说拆就拆了，竟然毫不
可惜！看了郑州市的城市规划，我知道我
们7号院确实不该拆。去年4月，拆迁办
就以棚户区的名义惦记上我们院了，媒体
一报道没拆成，也不再说我们院是棚户区
了。谁知刚过了一年多，今年又以郑州商
都遗址博物院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二期）的名义惦记上了，怎么这么任
性呀？”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明确
规定，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是城乡建设

和规划管理的依据，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
改。2015年 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又
明确指出，规划经过批准后要严格执行，一
茬接着一茬干下去，防止出现换一届领导、
改一次规划的现象。2016年2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再次要求，经
依法批准的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和管理
的依据，必须严格执行。进一步强化规划
的强制性，凡是违反规划的行为都要严肃
追究责任。2016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河
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的意见》，也一再要求，经依法
批准的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依
据，必须严格执行，凡是违反规划的行为
都要严肃追究责任。俺们 7号院咋能说
拆就拆？”该院 1号楼一位居民手持法规
文件气愤地对记者说。

频繁大拆大建为哪般
带来几多后遗症

“我前几天看报纸，知道郑州现有工地
2600 多个，这些工地不是在建，就是在
拆。为何这几年来老是大拆大建？产生了
多少短命建筑呀！老百姓确实都看不明
白。但我看到媒体分析说：一是质量原
因。建筑质量问题不断出现，有关部门对
建筑质量监管和责任追究不到位。二是规
划原因。规划缺乏长期性、权威性，缺少以
人为本的考虑，说变就变，建了拆，拆了建，
带来的是浪费惊人，政府财政吃紧，市民埋
怨纷纷。三是政绩原因。一些地方领导片
面追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经济增速，致
使财政收入过分依赖地产，导致房价虚高、
地产泡沫剧增。四是腐败原因。一些领导
干部插手建筑工程、地产项目，近年来因此
下马的干部占比很高，数不胜数。”该院3
号楼一位居民非常严肃地说。

“而另一方面，由此给市民带来的却
是长期难以驱除的烦恼：建筑拆迁扬尘
PM10在各项污染指标占比中始终居高
不下，造成郑州空气长期污染严重；为了
清除路面扬尘，无数辆洒水车不得不昼夜
频繁洒水；运送建筑垃圾的重载渣土车反
复碾压，导致郑州市区及近郊许多道路损
毁严重，亟待修复；市区周边建筑垃圾堆
积如山，难以填埋处理；由于建筑工地挤
占道路，加剧了市区多个区域节点的交通
拥堵……所有这些，不知让我们广大市民
失去了多少宁静感、安稳感、获得感、幸福
感！”1号楼一位居民忧心忡忡地说。6

政府规划不是魔方
自从8月25日拆迁办在7号院贴出房屋征收调查摸底的通知之后，该院居民关于本

院建好才10多年的3栋商品楼该拆还是不该拆的牢骚就不绝于耳——

向阳街 7号院听牢骚
郑州商城遗址公园郑州商城遗址公园（（南片区南片区））详细规划平面图及向阳街详细规划平面图及向阳街77号院示意图号院示意图

商城遗址公园商城遗址公园

向阳街向阳街77号院号院

因规划短视，能抗八级地震的东大街230号院楼房寿命12年，已被当作棚户区拆除。

8月30日本报刊发的《孩子入学为何要“舍近求
远”》一文，因为笔误，将“信合实验小学”误写成“永
合实验小学”。特此更正。

央企担当 中储粮攻坚夏粮收购 ④

□本报记者 李若凡

8月 22日上午，阵雨过后，天刚放
晴，中储粮周口直属库的职工便又开
始忙碌起来。该直属库副主任樊景峰
边指挥车辆出入库，边自言自语道：

“可别再下了，耽误事儿。”
11时10分，太康县的粮食经纪人

李留柱把车辆开到粮库大门口进行登
记、拍照、制卡，尔后等待扦样、检验。
检验期间，李留柱到休息站领了一瓶
纯净水、两包方便面，他对记者说：“这
水和方便面都是免费提供的。如果我
这车粮食合格，正好赶在中午吃饭时
卸车，直属库提供的纯净水和方便面
既解决了吃饭问题，又不耽误卸粮。
卸完车后，粮库根据这卡里的信息直
接把粮款打到我们的银行卡里，省事
儿又安全，比这方便面都方便！”大家
都被他这小幽默逗笑了。

李留柱喝口水继续说：“直属库不
仅提供粮食保管技术，替我们整理不

合格的小麦，还提供上门检验、预约收
购、保管看护等服务。休息站还免费
供应茶水、食品和防暑降温药品等，设
身处地为咱售粮农民考虑。”

地磅房中，司磅员张彩霞一直没
有休息，趁她喝水的工夫，记者与她进
行了简短的交谈。她说：“我们从春节
过后，除了阴雨天，就没有休息过。为

了腾仓备库，过完年就开始临储玉米
销售出库。6月份托市收购启动后，库
里是一边出库玉米，一边收购小麦，每
天早上 6点钟到单位打卡签到，晚上
10点钟以后才能回家。”

该库主管仓储工作的副主任吴国
祯介绍：“经过2014年和2015年托市
收购，很多委托收储企业都无仓可
收。为了备战今年的托市收购，周口
直属库仅临储玉米销售就腾出空仓容
17万吨，加上轮换小麦出库3万多吨，
共计腾仓达到 20万吨。现在是出玉
米和收小麦同时进行，员工也是疲劳
战，但为了服务好农民，保障国家惠农
政策落实到位，也只能是暂时舍小家
顾大家了。”

据了解，今年周口小麦在扬花期大
面积出现赤霉病，而连续的阴雨天气又
造成小麦萌动粒、发芽粒超标，致使夏
粮生产质量下降，市场主体入市收购积
极性不高，在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
之后，承担托市收购任务的企业面临较

大压力，收购矛盾进一步加剧。
为打好夏粮收购攻坚战，缓解局

部地区农民卖粮难矛盾，周口直属库
多措并举，努力为托市收购创造有利
条件。该直属库主任张克成坦言，周
口直属库辖区空仓容总体能够满足收
购需要，但因部分乡镇国有粮食收储
企业在2015年度已收购满仓，2016年
度已无仓可收，存在区域不平衡问
题。农民售粮增加了劳动和运输时间
成本。比如：扶沟县每年托市收购量
平均在7.5到 8万吨之间，而今年扶沟
县仅腾出空仓容4万吨。为均衡布局
收购库点，周口直属库在没有委托收
储库点的粮食主产乡镇，选择交通便
利的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或粮食经纪
人收购点作为延伸集并库点，解决个

别区域农民售粮距离较远的问题。集
并费用由中储粮承担，最大限度地为
群众做好服务。

其次，库里还要解决部分小麦生
产质量不达标问题。张克成说，周口
直属库通过调查研究，率先购置了比
重筛和色选仪，进行粮食整理数据实
验，取得了理想效果。此后，这一经验
在全省得到推广，为全省夏粮收购的
顺利推进做出了贡献。

截至目前，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河
南省粮食局、省农发行分 4次批复周
口直属库辖区托市收购库点81家，延
伸集并收购点 46家，为全省最多，累
计支付收购款近15亿元，累计收购最
低收购价小麦 70 万吨，收购工作平
稳、市场秩序良好。

中储粮周口直属库舍小家顾大家 多策并举服务售粮农民

商丘直属库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