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违”是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简称，

“两违”行为是指未经批准占用土地擅自建房

的行为和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

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定的建房行为。新增

“两违”行为是指 2018 年 2 月 26 日后新产

生的或者 2018 年 2 月 26 日前开始施工且尚

未完工的情形。历史“两违”行为是指 2018

年 2 月 26 日前已完成违法占用土地或违法建

设行为的情形。

什么是“两违”行为？

为历史违建补办手续的流程
由区政府建立违法建筑工程处理联席会议，确定违法建筑工

程可补办产权确认手续的，建设单位可按照以下程序补办相关手续。

用地手续
未有土地使用证的，按规定到国土部门补办用地手续。

规划报建手续
未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到区城管部门
接受处罚后，按区规划部门规定补办规划报建手续。

工程情况登记和质量安全鉴定结论备案手续

其中，工程情况登记，携带相关资料到区住建部门办
理；工程质量安全鉴定结论备案，需委托区住建部门
备案的房屋安全检测机构检测鉴定，并到区住建部门
办理登记备案。

消防手续

环保手续

持建筑工程质量鉴定结论备案资料和规划报建资料
向消防部门申请补办。

需要办理环保手续的违法建筑工程，向环保部门依
法依规完善手续。

房屋产权登记手续
由业主提交资料到国土部门办理。

“两违”整治不是一阵风
对新增违法用地行为，或经职能部门认定应予拆除的新增违法

建设行为，应快速制止，并按规定复耕复绿。
对历史“两违”行为的处置，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南海区

现行政策执行，分别是：

如何处置“两违”？

家里有历史违建，会被拆除吗？

南海区对历史违建采取疏

堵结合的治理思路，对“两违”

行为按情况区分，实行拆除、

补办整改、没收和监管。

九种不可补办的情形
（1）侵占国有土地或集体土地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即《广东省城

乡规划条例》第八十条规定的：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情

形；

（3）位于一级水源保护区内的；

（4）不符合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5）违法开山毁林造地的；

（6）位于危险边坡上或受危险边坡严重威胁的；

（7）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整改后无法达到安全使用要求的；

（8）佛山“一环”快速干线沿线控制范围内，不符合《佛山“一

环”沿线两侧用地绿地管理图则》的，经规划部门审查不能确定

允许建设的；

（9）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形。

违法占地、违法建设将会有什么后果？
对违法主体的非行政处罚处理，主要有四方面：

最强队伍   最严考核   最快行动

你听说了没，我们村有

几个建筑工地，因为拿不出

报建证明材料，最近被停水

停电了，后来工人私自接上

水电继续建，结果建筑材料

都被扣押了。

以前也有违建的呀，最

近怎么抓得那么严啊？

哎呀，我有个亲戚最近

还打算加建一层楼呢，我得

赶紧回去劝劝他，千万不要

以身试法了。

巧了，最近我们村有个

人霸占了村集体土地卖给人

建房子，刚搭建就被政府叫

停了，但那个人死性不改还

继续建，结果建好的一层建

筑物都被强制拆了。

我听在政府里做公务

员的大表哥说，区里最近出

台了《南海区查处违法用地

违法建设共同责任制实施意

见》，说要掀起最严的“两违”

整治浪潮，2 月 26 日之后的

违法霸地、新建抢建宅基地

都要“零容忍”打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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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 补办整改 没收 监管

符合条件的违法建设土地权属人、违法建设行
为人、违法建筑（转）承租人将纳入南海区严重失
信记录名单；列入南海区严重失信记录名单的企业，
不能办理行政审批服务结果包邮服务，不能享受政
府优惠政策和行政审批容缺受理服务。

信用评价机制方面

对于新增违建行为的农村出租屋（自建房）和
新增违建行为的城市出租屋（商品房）两种类型出
租屋，由流动人口管理机构暂停对现居住地址登记
为该新增违建房屋里的租住人的居住证办理资格。

居住证办理方面

违法建设行为未经处理的，不动产登记部门收
到相关部门对涉案违法建（构）筑物的通报后，不
予办理或者暂缓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转移登记（继
承登记和生效法律文书转移登记除外）和抵押登记。

不动产权登记方面

违法用地属于非法占用、破坏或毁损基本农田
或非基本农田保护区在耕耕地的，可依据相关规
定取消土地所有权单位及所在村委会相应的财政
补贴。

基本农田保护区财政补贴方面

拆除

补办整改

没收

监管

对违反土地利用规划、
城乡规划法等规定不能整
改、在水源保护区内及占
用林地，无法安全使用的
必须依法拆除。 对于符合南府【2015】

38 号文条件的历史违法建
筑，即位于建设圈内的且
不在 9 项必须拆除情形内
的建筑，仍可按照 38 号文
规定进行补办。

对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
消除影响且拆除违法建筑可
能影响相邻建筑安全，损害
无过错利害人权益或对公共
利益造成损害的，由城管部
门没收违法构筑物。对于因为影响相邻建筑

安全或现有技术及地理条件
无法实施拆除等情况的，可
纳入监管。

南海打响“两违”整治攻坚战

南海区已经召开了“两违”整治动员会，要以最坚定
的 决 心、 最 有 力 的 举 措、 最 严 格 的 纪 律， 打 响“ 两 违” 整
治攻坚战，所以说史上最严“两违”整治来了。不信你瞧！

●镇街成立专业化巡查和拆
除队伍，设置专项经费，保
障治理“两违”工作顺利开展。

●村两委、社区居
委负责辖区内“两
违”行为的发现、
组织及上报工作，
村居干部履职情况
与年底考核挂钩。

●从 4 月至 7 月在
全区范围内开展对
违法霸地、新建抢
建宅基地专项整治
行动。

最强队伍

最严考核

最快行动

●区成立了由 35 个部门和
7镇街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区
查治领导小组”，区、镇两
级各成立“查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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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第五届世界 3D 打印
技术产业大会在南海举行，来自英国
皇家工程院、中国工程院等的国内外
800 多位专家和企业嘉宾出席。世界
3D 打印技术产业大会会址将永久落户
大沥。

第五届世界 3D 打印
技术产业大会南海举行

6 月 15 日，南海区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专题学习《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市委常委、
南海区委书记黄志豪指出，要把学习
与岗位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把学习成
果体现到工作成效上，奋力推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南
海落地生根。

南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学习《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二卷

6 月 22 日，位于佛高区核心区
狮山镇的一汽 - 大众华南基地二期
建成并投产，预计年产能 30 万辆。
整个一汽 - 大众华南基地将实现年
产能 60 万辆，带动超 2000 亿元规
模的产值。

一汽-大众华南基地
二期建成投产

6 月 13 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学
Pi － Centre 佛山南海三山新城创新
创业中心挂牌，标志着香港佛山两地
创新创业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6 月
12 日至 14 日，首届香港中文大学佛
山南海创业营也在三山新城举办。

香港中文大学Pi－Centre
南海三山新城创新创业
中心挂牌

5 月 31 日，由佛山市政府、以色
列库克曼投资集团、Catalyst 投资基
金主办的第 19 届“GoforIsrael”2018
中国 - 以色列跨境投资大会在佛高区
举行，超百家以方企业与中国投资机
构和制造企业代表开展 800 多场一对
一洽谈会。

2018 中国 - 以色列跨境
投资大会在佛高区举行

在 5 月 25 日北京召开的自然资源
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工作推进
会上，南海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经
验和做法，获自然资源部高度肯定。作
为试点地区之一，南海区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三项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入市改革
深入推进，政策文件、管理系统、交易
平台等规则体系基本完善。

南海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试点经验获肯定

6 月 1 日，南海区村级工业园综
合整治工作现场督导推进会暨中心城区
形态提升动员会召开，公布《佛山市南
海区中心城区形态提升专项行动方案
（2018~2020 年）（征求意见稿）》。
根据方案，将重点打造东平河一河两岸
滨水核心、佛山水道一河两岸滨水核心。

打造东平河和佛山水道
两大滨水核心

6 月 4 日，南海区启动 2018 年
“安全生产月”活动，在全区范围内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七进”、隐
患排查治理和执法警示、应急救援演
练等活动，并计划铺开“8+7+N”共
计 190 项宣传活动，让安全宣传教育
“有字、有声、有像”。

南海启动
安全生产月活动

6 月 8 日下午，佛山市南海区品
牌企业促进会成立，涵盖了区内主要
行业的龙头企业，将带动更多企业提
升品牌意识，促进品牌企业做大做强。
新成立的南海区品牌企业促进会，是
由志高空调联合昭信、九江酒厂、联
邦家私等 19 家南海知名品牌企业共同
发起的，并由区内近 100 家企业组成。

南海品牌企业
促进会成立

头条新闻

6 月 16 日，位于大沥镇的广东（大
沥）3D 打印协同创新平台对外开放，
该平台将拥有国际上规模最大的 3D
打印批量化定制中心，目标是打造国
内最大 3D 打印工业互联网平台。

全球首个3D打印
批量化定制中心开放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