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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房审批，仙居县安洲街道石卡村上报的建
房申请表格明显违反规定，却一路通关盖章。今年 3 月，
仙居县纪委发现了该问题，并启动调查。5 月 15 日，因审
核把关不严，违规给石卡村新农村建房审批的 5 名干
部，
受到了仙居县纪委的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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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让村民吃亏，村干部无视政策有变

超面积住房审批，
竟
“一路绿灯”
放行
仙居县 5 名干部违规审批被问责
通过层层审批的申请表，本身违反规定
石卡村新农村建房二期规划在 2017 年
8 月启动，一共有 37 户村民符合建房条件。
石卡村村委会将审批资料上报到安洲街道
国土资源分局。
和新农村一期规划一样，这次村里给
每户人家上报了占地面积 125 平方米、三层
的住宅。
2017 年年底，安洲街道国土资源分局
将制作好的建房申请表格发回村里，村委
会盖章，村支书王某平签字同意上报审批
后，送到了安洲街道国土资源分局。
副局长张某明拿到审批表后，对审批
表上每户村民的申请面积视而不见，草草

看了一眼，就让管印章的工作人员张某斗
盖章上报审批。
审批表送到了街道城建办，城建办主
任柯某富听说村里急着盖章进行招投标，
且看到国土资源分局已经盖章，在没有审
核的情况下也盖章同意上报审批。
事实上，一路顺利盖章审批的建房申
请表，本身就有问题。
今年 3 月，仙居县纪委接到群众反映，
称这次建房申请超面积了，违反了相关文
件规定。
仙居县纪委启动调查。

不想让村民吃亏，村干部无视政策有变
3 月 22 日，仙居县纪委调查人员到安洲
街道石卡村，向王某平了解情况。
“我们村的新农村改造项目已经是第
二期了，第一期 34 套房子，2013 年的时候已
经全部分给村民。这次审批是按照新农村
一期的规划标准定下的，每户人家能分到
占地面积 125 平方米的三层住宅，审批怎么
可能有问题呢？”面对调查人员的询问，一
开始王某平振振有词。
“你仔细看看这份文件，从 2016 年开
始，每户村民申请住房占地面积最多不能
超过 120 平方米，这个政策规定你清楚吗？”
看到调查人员递过来的那纸盖着大红印章

的政策规定，王某平承认了错误：
“ 这个政
策规定我一直是知道的，第一批村民分到
了 125 平方米，这样做考虑到可以保障村民
之间的公平，
不能让后来的村民吃亏。
”
原来，根据现行的政策规定，农村居民
申请新建住房面积，每户 2 人及以下的申请
住房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48 平方米，每户 3
人到 6 人不得超过 120 平方米。
石卡村建房用地审批申请的每户占地
面积，比规定的申请面积多了 5 平方米，其
中还有人口数不足 3 人的两户申请了 125
平方米的房屋占地面积，这显然与现行的
建房规定不符。

敲章成了走过场，把关不严被问责
明显违反规定的建房申请表格，却一
路通关送到了安洲街道分管城建工作的领
导这里。
当调查人员问到审批表上这么明显的
错误，为何能一路过关时，这几名经手的工
作人员一致将把关责任推给了上级：
“我想
上级部门会把关审批的，敲章只是走程序，
我们是为了加快审批。”
经了解，该村之所以作出申请 125 平方
米的建房占地面积，是按照一期的规划做
二期项目。
事实上，一期规划时每户村民的申请
建房面积是 123.85 平方米，根据当时政策
规定，申请住房面积的确可以申请到 125 平
方米，当时的规划符合当时规定。但时过境

迁，如今政策规定发生了变化，如果每户
125 平方米的住房占地面积申请得到通过，
看似村民得到了好处，然而分到这些住房
的村民，将因为面积超过规定而无法拿到
土地使用证等证件，房子建好后，后续麻烦
一大堆。
调查结束后，仙居县纪委对 5 名人员进
行了问责，其中 3 名干部受到诫勉谈话处
理，另 2 名干部分别受到警示谈话和谈话提
醒，
并要求职能部门及时整改。
一 路 顺 利 通 关 的 审 批 表 终 于 被“ 刹
车”，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然而这张违
规的审批表能够一路过关背后的原因，则
值得警惕。
记者 郑敏 通讯员 李志阳

临海上盘镇纪委：

走访教育，让受处分党员
“卸包袱”
近日，临海市上盘镇纪委开展了走访
教育活动，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受处
分人员教育管理，切实帮助受访者放下思
想包袱，
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和温暖。
据了解，针对此次活动，上盘镇纪委对
近五年来查办的案件进行了全面梳理，并
详细制定了走访计划，
落实到人到户。
走访过程中，镇纪委工作人员通过与
受处分人谈心谈话、与所在党支部负责人
交流和到所在单位了解情况等方式，认真
开展回访，及时掌握受处分人的思想、学习
和工作情况，让此次走访工作取得实效。同

时，镇纪委及时建立走访台账，总结分析走
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好的做法，及时与
受处分人所在党组织沟通，真正做到关心
帮助到位，切实解决受处分人员的思想顾
虑和困惑。
此次走访中，被访人员均能以积极向
上的态度正确面对处分，并对组织的关怀
表示感谢，并明确表示将进一步建立信心，
并在今后生活工作中以自己的深刻教训警
示他人，真正起到“处分一人，警示一片”的
效果。
通讯员 金欢君

椒江区供销社：

给党员过廉味
“政治生日”
“今天是你的政治生日，我代表区供销
社机关党支部为你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希望
你时刻牢记自己的入党誓言，
做到自重自省
自律、慎独慎初慎微，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
本色！”
近日，
椒江区供销社机关党支部书记
郭华俊将“政治生日”贺卡交到党员钟建海
的手中，贺卡的背面印有《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提醒收到贺卡的同志牢记党规
党纪。
这是椒江区供销社机关党支部为党员
干部过“政治生日”的一幕。钟建海是区供
销社联合社党委书记，作为一名党员，他主
动参与所在党支部开展的“政治生日”活
动，
接受组织的关怀与教育。
“生活要有仪式感，过‘政治生日’就是
我们党员新时代的仪式感！”台州市恒通市
场开发有限公司支部委员盛国政回忆起第

一次过政治生日，至今感慨不已，
“ 它让我
更有使命感、自豪感，时刻提醒自己有个党
员身份，要切实提高廉洁自律意识，筑牢廉
洁自律思想防线，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
为员工树榜样、作表率。”
近年来，椒江区供销社主动适应全面
从严治党新常态，把加强廉政教育作为队
伍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常念廉洁从政的
“紧箍咒”，引导党员强化意识，切实做到强
意识、守纪律、讲规矩。今年以来，该社机关
党支部还创新党性教育形式，制订出台党
员“政治生日”制度，通过重温入党誓词，给
党员赠送廉政主题的贺卡、廉政书籍等，让
每一位党员的“政治生日”都充满浓厚的廉
政色彩，以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党纪
意识。
通讯员 陈爽

《花了 6.5 万元，结果乳房一大一小》后续

免费修复，双方握手言和
3 月 20 日，本报刊登了《花了 6.5 万元，
结果乳房一大一小》一文，报道了温岭的
小邓在路桥瑞美医疗美容门诊（以下简称
“瑞美美容”
）花了 6.5 万元做隆胸手术，结
果术后，两侧乳房明显不一样大，腿部抽
脂之处还留下了长长的难看的疤痕，让她
悔不当初。
为此，双方几次协调未果，甚至发生过
肢体冲突，闹到了派出所。双方闹僵后，小
邓也通过多种渠道维权，但一直悬而未决。
本报报道后，瑞美整形对此事尤为关注，表
示愿意再协调。
5 月 14 日，记者为双方再次协调。协调
现场，小邓对自己曾经带人到瑞美整形闹
事的行为向瑞美整形表示诚挚的道歉，瑞

美整形表示愿意免费给小邓修复。
“小邓考虑后告诉我们，她选择假体隆
胸来给她的胸做修复，腿上的疤痕，我们也
尽量给予修复。”瑞美整形的经理杨先生
说，此前一直协调不下，是因为瑞美整形一
直认为小邓闹事只为索赔，如果只是索赔，
那也应该有个第三方出具的索赔依据，所
以双方存在沟通不畅的情况。
“ 现在，小邓
愿意接受修复的方案，我们也是抱着为顾
客负责的态度，
为小邓负责到底。”
小邓对协调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谢谢
台州晚报的记者为我的事一再奔走。”小邓
说。
记者 章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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