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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泾地块
“五违”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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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俯瞰，上海市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重点区域———华泾地块呈
哑铃状。“哑铃”的两头分属华泾镇
的北杨村和东湾村，于是就有了华
泾北杨地块和华泾东湾地块之说。

我们“村”里的拼命三郎，说的
是华泾区块“五违”整治工作组的成
员们。3月 8日，工作组正式入驻现
场。他们犹如尖刀连，就在这片土地
上展开了与“五违”现象的博弈。

华泾地块紧邻黄浦江、淀浦河，
由于航运便利，这里一度成为很多
企业的理想经营场所。但随着周边
地区的开发建设，该地块逐渐演变
成城乡结合部“城中村”，与周边环
境形成很大反差。今年，该地块被列
入上海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范围，
是 17块市级重点推进治理区块之
一。这只“哑铃”分量极重。

黄发军，这位 2016年年初，才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军人，此
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担纲现
场工作组组长。工作组成员由区城
管执法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华泾
派出所、区拆违办、消防、华泾镇等
委办局、镇人员组成。人生地不熟，
千头万绪一人牵，黄发军深感“肩上
担子不轻。”

“工作就从‘接地气’入手。”黄
发军展现出了军人敢拼敢当、吃苦

耐劳的精神，带领小组成员，一头扎
进了“村”里。

“村”子面积着实不小。整个华
泾地块东至黄浦江，南至外环线，西
至老沪闵路，北至淀浦河，实际占地
面积约 1830亩（最初的估算面积约
1300亩）。根据整体部署，工作组先
从北杨地块入手，而后转战东湾地
块。

每天，工作组成员分成两组，不
间断地展开底数摸排、梳理工作。晴
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交通靠双
脚，通讯是手机；吃的是盒饭，喝着
凉白开；白天寻业主，晚上找租客，
成为工作组最真实的工作常态。

“村”里的情况实在复杂。虽然
对地块“长期来，社会管理薄弱、违
法建筑集中、安全隐患突出、市容环
境极差、外来人口集聚、治安形势严
峻”的描述早有心理准备，但随着面
纱的逐渐揭开，地块上的“五违”情
势还是让大家吃惊不小。

企业权属关系错综复杂，层层
转租造成租赁关系你中有我、我中
有他，群租户不仅生活环境恶劣，还
潜藏着消防、治安危机……形色各
异的社会人，给工作组的工作造成
了重重阻力，但“也让我们对‘五违’
治理的使命倍增。”黄发军说。

约谈房东、清退租户，工作组成

员遭到的冷漠、轻视已算不得什么
了；谩骂、言语侮辱大家也都忍了；
漫天要价，“老赖”扬言“上面有人”

“要你全家好看”等威胁，也已见惯
不怪。曾有个“老赖”，唆使自己的妻
子带着孩子，连续两天紧逼围黄发
军，“走到哪儿跟到哪儿”讨说法。

“‘五违’治理是与人性、与既得
利益者的博弈，但我们和目无法纪、
无理取闹者无价可谈。”黄发军感叹
说，“工作组全体成员个个都是好样
的，非常齐心，一呼百应，执行力超
强。”

“大嗓门老杜”是华泾镇派出所
的杜亦钧，综合执法他常常走在最
前面。“他有担当，敢查处。”华泾市
场监督管理所刘长青所长和夏斌，
一头牵着日常工作，一头还要摸排、
约谈商户，加班加点是常态，“执法
大胆，敢亮剑。”华泾镇网格中心副
主任杨利荣老练沉稳，他对当地情
况了如指掌，因而“工作起来有的放
矢”。

工作组不仅有这些工作老辣、
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还有热情阳光、
工作踏实的帅小伙。瘦高个吴杰，进
门不弯腰，因而常被门框撩到大檐
帽。他和尚晓赟是城管执法局华泾
分队队员，两人年轻干练。发放告知
书、锁定违法建筑、积极约谈违法主

体责任人，“加班加点，手勤脚勤。”
区拆违办李毕华被大家誉为“谈

判高手”。他和当事人谈判有理有据，
地块上好几块难啃的“骨头”都被他
手到擒来。华泾镇的褚澄敏性格有些
腼腆，骑起车来则恰似一阵风，朝气
蓬勃。他负责工作组的简报信息上报
工作，心细如发让人放心。

还有区拆违办的吴楠、金善东、
彭华杰，帅气阳刚的三个小伙子都当
过兵，平时话语不多却显机灵，摸排底
数、张贴告知书、丈量违建面积……
干起活来从不落人后，干净利落。

工作组有大量的协调工作，这

对黄发军他们来说困难更是不小
的。“尽量把困难想在前面。”黄发军
说：“所有人都拧成一股绳，劲往一
处使，把情况都摸透、摸细，工作做
细做实。”

在工作组组长黄发军带领下，
工作组全体成员个个都像拼命三
郎。短时间内，不仅全部摸清了地块
上违建底数，拆违进度也超过预期。
截至 6月 2日，工作组开展拆违行
动 45次 ， 拆 除 违 法 建 筑 面 积
212837平方米，清退企业 320家、
群租户 2413户、人数 6522人。

记者 吴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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