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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闫起磊

连日来，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西美金
山湖”项目涉嫌违规“削山造地建别墅”事件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河北省主要领导批示要求
组成调查组全面深入调查，坚决依法依规依纪
查处，石家庄市联合调查组已进驻鹿泉区。目
前，“西美金山湖”项目现场已拆除违法建筑
10 余栋。

涉事项目是否违法占地踩踏“红线”？是
否存在违法开工建设？为何一直被查却又能建
成规模？针对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调
查。

回放：起底事件缘由

此前报道称：一个总占地面积为
1800 亩、总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

堪比秦岭别墅的住宅区正在大规模

兴建中，该项目一没有开工许可证但

能堂而皇之地开工建设，二没有预售

许可证却能公然销售
2 月 17 日，有媒体曝光了石家庄鹿泉区

“西美金山湖”项目违规建设问题。报道称，
“秦岭别墅”一波刚平，石家庄市别墅“疯
长”再起，鹿泉区山前大道东侧，一个总占地
面积为 1800 亩、总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堪
比秦岭别墅的住宅区西美金山湖小镇正在大规
模兴建中。报道称，该项目一没有开工许可证
但能堂而皇之地开工建设，二没有预售许可证
却能公然销售。

从石家庄市中心城区西行出了三环路就是
鹿泉区，当地人把该区西部山脉统称为“西
山”，“西美金山湖”项目就位于鹿泉西部山
前区域的铜冶镇岭底村。 2 月 20 日，在项目现
场记者看到，一座当地人叫作“玉山”的山体
北侧，密密麻麻、依山就势分布着一大片联排
建筑群，房屋多为三层高，里里外外有八九排，

规模十分壮观，建筑群大门口竖着“西美金山
湖”标牌。

登录一些房产销售网站搜索“西美金山湖”，
即可查询到这样的项目简介：金山湖小镇位于石
家庄西部山前大道，总占地面积 1800 亩，是石家
庄首座体量庞大的高端低密度住宅社区，其中商
业配套 35 万平方米，配备国际双语学校、大型医
疗服务机构、大型生活超市、山体公园、五星级酒
店、精英社交中心等。简介里还显示“项目开发商
为石家庄市丽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容积率
0 . 6，绿化率 35%。”

“西美金山湖”项目方一名负责人回应称，他
们的项目于 2013 年开发建设，目前已取得 300 亩
土地证。“1800 亩”的说法是他们之前做推广时宣
传的开发设想和愿景，并不是真正开发了这么多
土地。

该项目是否触碰生态保护红线？目前，仍有
待已入驻鹿泉区的石家庄市联合调查组深入调
查。据记者多方采访了解，“西美金山湖”开发
商当初通过招拍挂程序，获得了政府约 300 亩土
地出让，批准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这“ 300
亩”土地征收自岭底村，其中大部分属“未利用

地”性质。
鹿泉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局一名领导干部称，

项目所在的“玉山”是一座相对孤立的山体。而
周边一些村民说，这片山体过去主要以灌木为
主。

另据有关部门初步核查，涉事项目不在饮用
水源地保护区内，也不属于自然保护区范围和风
景名胜区核心区范围。

“西美金山湖”成方连片的建筑是不是“别墅
群”？一篇《西美金山湖小镇 158-430 平方米山
体别墅现房在售》的宣介文章描述：“西美金山湖
小镇建成后将成为西部山前体量最大、综合性最
强的产、商、居一体化旅游休闲生态小镇……产品
主要类型为类独栋、联排、叠拼，主力产品面积为
158-430 ㎡/套。”

“西美金山湖”项目方负责人回应称，“别墅”
是他们推介宣传的通俗叫法，其实他们的定位是
“低密度住宅”和“联排建筑”。

而据有关部门初步核查，“西美金山湖”目
前共建成 160 余栋低层建筑，其中也发现了 1 栋
独栋住宅，此外还有婚庆广场等配套设施，但鉴
于该项目尚未建设完成，容积率还不能最终确

定。

调查：存在违规建设

约 19 亩超出了出让用地范
围，属于违法占地，已调集大型挖
掘机昼夜不停作业，对已查实的 19
亩非法占地上的建筑进行拆除

据有关部门初步调查了解，该房产项目开
发商为石家庄丽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他们
在取得土地证后，在未取得规划与施工许可手
续的情况下，擅自违法进场施工。建成部分实际
占地 229 亩，其其中中 221100 亩亩在在出出让让的的 330000 亩亩土土地地
范范围围内内，，属属于于合合法法用用地地；；约约 1199 亩亩超超出出了了出出让让用用
地地范范围围，，属属于于违违法法占占地地。

鹿泉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说，“西美金山湖”
项目取得土地手续后，开始出现未批先建违法
建设行为，区国土、规划、住建等有关执法部门
多次依法进行查处，但项目开发单位持续违法
进行施工。至 2016 年上半年基本建成现状。

另据当地住建部门对项目所在地日常巡
查，同时根据监测到的网络渠道违规销售和群
众举报信息发现，发现项目设有咨询中心。住建
部门曾对咨询场所进行查封并向社会进行了曝
光和风险提示。

上述“西美金山湖”项目方负责人回应未批
先建和无证销售问题时则表示，拿地后如果超过
一定时期不建设，土地就可能会被收回，包括土
地出让金在内，企业在该项目上已累计投入 10
多亿元，考虑到资金压力，他们卖出过一批房子，
后来因为给业主办不了证，又陆续开始退房。

截至 2月 20日下午，“西美金山湖”项目现场
已拆除建筑 10余栋。现场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已调集大型挖掘机昼夜不停作业，主要是对
已查实的 19 亩非法占地上的建筑进行拆除。

反思：暴露执法宽松

一直被查一直建，直至建成如
此规模，暴露出相关责任部门执法
疏于严格、方法过于简单、解决问
题不彻底

记者采访了解到，自 2013 年 5 月 9 日至
事发生前的 2019 年 2 月 10 日，鹿泉区国土、
规划、住建、综合执法等部门针对“西美金山
湖”项目违法建设和违规销售行为，进行查处
累计达 40 多次。就在事发前的 2 月 10 日，有
关部门还联合执法拆除项目内的 7 座塔吊。

多位受访人士指出，“西美金山湖”一直被
查一直建，直至建成如此规模，暴露出相关责任
部门执法疏于严格、方法过于简单、解决问题不
彻底。违法建筑之所以“野蛮生长”，除因政策调
整造成遗留问题比较难解之外，关键还在于监
管措施失之于宽、松、软。

比如，有的监管处罚竟然用还没“合法身
份”的违建房屋作抵押担保，令人不解。据鹿泉
区法院有关裁判文书，2017 年，鹿泉区综合执
法部门对“西美金山湖”项目土地使用权界内的
109 栋违法建筑，106489 . 3 平方米违法建设面
积进行了行政处罚，处以罚款 6236013 . 4 元。因
开发单位提出申诉，且资金紧张无力缴纳，按照
当时房地产专项整治政策，以项目部分房屋作
为担保，抵顶罚款 5924212 . 93 元，待开发单位
日后足额缴纳罚款后，解除担保。

2 月 18 日，河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对媒体
报道的石家庄“削山造地”建别墅问题作出批
示，要求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立即组成调查组，

全面深入调查，坚决依法依规依纪查处。石家
庄市即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担任组长的联合
调查组，连夜进驻鹿泉区展开调查。

目前，石家庄市已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在全
市范围内深入排查摸底。鹿泉区委、区政府有关
负责人也表示，将作出深刻检讨和反思，坚定态
度，对“西美金山湖”项目及类似违法行为进行
认真整改。据悉，河北省委、省政府已组成由有
关省领导牵头，河北省住建厅、省自然资源厅等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督导组，进驻石家庄市进
行督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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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万块钱烟花就是图个热闹”
一些农村过度燃放鞭炮攀比之风亟待刹车

本报记者陆华东、李雄鹰

如今，禁放鞭炮在全国很多城市得到了较好
落实。然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春节期间，燃放
鞭炮仍十分盛行，而且随着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改
善，农村燃放鞭炮数量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贵，
部分地区还存在燃放鞭炮的攀比风。

记者注意到，过度燃放鞭炮在加大村民经济
压力的同时，也严重污染农村空气环境、影响村容
村貌，甚至带来火灾、炸伤等安全风险，如何引导
村民量力、文明、安全、理性燃放，值得关注。

农村过度燃放鞭炮愈演愈烈

“农村立碑，8 万块钱的烟花就是图个热闹。
祝大家新年快乐！”这是 1 月 27 日，抖音平台上一
段“农村放鞭炮”短视频的文字说明。视频中，几大
块平地上密密麻麻地放满了升空类礼炮和小鞭
炮，点燃后声如雷响，并伴随着滚滚浓烟。记者点
开该短视频的 6 万多条评论，“这是要炸山”“污染
环境”等词语是大多数网友的评价。

事实上，随着农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鞭炮在
农村已不再是奢侈品。春节期间，农村家家户户都
会购买鞭炮，条件好的家庭会买更多，无论是从单
个家庭、还是一些地方整体来说，所放鞭炮的数量
比以前大幅提高。春节期间，记者在安徽省蚌埠市
五河县农村发现，腊月二十八、二十九就有部分村
民开始放鞭炮，每天基本都能听到鞭炮声。挂鞭、
盘鞭、礼花以及适合小孩子玩的各式花炮成为家
家户户必定置办的年货，有些大户甚至会花费千
元左右买各式烟花爆竹。

春节期间，记者回到湖南省桑植县老家发
现，现在农村所放鞭炮与以前相比也发生很大变
化，以前主要是小鞭子，挂鞭、盘鞭居多，现在
则以升空类礼炮为主。有些鞭炮升空的同时还带
有笛音，取名“金蕾报喜”等，在空中爆炸，声
如轰雷。

在除夕当夜，基本上家家户户放烟花。“今年
除夕晚上放了 3000 多块钱的烟花。”桑植县一刘
姓村民告诉记者，以前他们村放烟花的较少，现在
随着大家经济条件改善，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在
除夕晚上放上价值几百元钱的烟花，家庭条件好
的还会放上更多。

事实上，农村放鞭炮也与盛行的摆酒风连在
一起。记者了解到，国家虽然在农村大力推进移风
易俗，但是不少地方仍有各类名目的摆酒。特别是
在一些婚礼、葬礼等场合，鞭炮是必备之物。一场
婚礼或者葬礼，鞭炮花费动辄上万元，过度燃放特
别严重。

江西省乐平市农村一位叶姓村民告诉记者，
当地春节期间放鞭炮是必不可少的“节目”，不弄
点响动、不看烟花，村民总感觉春节没有味道。“春
节前，我们家有老人去世。按照习俗，村里人和自
家亲戚都要到我家放鞭炮祭拜，初一初二两天，都
要放一两千元的鞭炮，最后我们家打扫时，光鞭炮
屑就装满了三个电动车厢。”

此外，记者了解到，有些地方的传统节日，放
鞭炮是重头戏。例如，近日在一些互联网平台传播
的炮龙节上，一卷卷盘鞭被扔进火堆燃放，浓烟滚
滚，参与的人员从鞭炮中跨过，全然不惧被点燃的
鞭炮。而在一些地方，有些人甚至用烟花相互对
射，以增加节日氛围。

污染环境、滋生攀比、危害安全

记者发现，愈演愈烈的燃放鞭炮之风，给农村
发展带来多重负面影响：

一是形成噪声、废气、废渣等，影响村容村貌。
在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的乡村，除夕当天，早、中、
晚开饭之前，家家户户都会先放炮庆祝。初一零点
时分，湖南、安徽等地农村家家户户进行放鞭炮
“比赛”，以抢得新年“头炮”为荣。安徽省滁州市来
安县农村一位刘姓村民告诉记者，春节期间，当地
到处都能听到鞭炮声，有些人为了炫耀，甚至会花
几百元买那种如圆桌一般大小的盘鞭，展开来有
几十米长，燃放以后浓烟滚滚，噪音很大，鞭炮屑
也铺满一地，很难打扫。

“回家本是想好好休息，但是春节期间全是鞭
炮声，根本就没法好好睡觉。”在长沙工作的肖先
生，春节回到湖南桑植老家后感叹。

现在很多村民为了方便，都选择在硬化的村
道两旁建房子，燃放鞭炮自然就在马路上进行。记
者年初在桑植县不少村道上看到，不少礼炮盒子
堆放在道路两旁，马路上都是鞭炮屑。

二是滋生攀比之风，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苏北
某县一位李姓村民告诉记者，春节期间，当地每户
人家的鞭炮花费至少 200 元，多则好几千元。而
且，春节期间，农村都扎堆办喜事，燃放鞭炮更容
易形成攀比。“我们村一户人家办喜事买了 2000
多元鞭炮，而另一家更夸张，总共买了 5000 多元
的鞭炮在办喜事的时候燃放。一场普通喜事办下
来，光鞭炮花费平均就得 2000 多元，一些大户办
喜事甚至会放上万元的鞭炮。”

该村民还反映，以前大家的鞭炮比较便宜，
现在放礼花的越来越多，成本就高了，而且现在
放鞭炮的由头越来越多，新年零点“抢富贵”要
放鞭炮，初一早上开门、出车也要放鞭炮、走亲
戚拜年也要放鞭炮，再加上名目各类的摆酒宴
席，鞭炮无处不在。

三是带来火灾、炸伤等安全隐患。春节期
间，记者在湖南桑植看到，现在办喜事、过年、拜
年等所放鞭炮，基本以升空类的各种“震天雷”
为主，这类鞭炮，威力巨大，能轻易炸断人的手
掌，甚至造成致命威胁。

苏北某县李姓村民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他
们镇上一位老人家里放礼花，最后一个没响，他
又重新点燃，结果炸到了自己，皮开肉绽，一家
人春节都没过好。江西省乐平市叶姓村民告诉
记者，放鞭炮炸伤人的事情几乎每年都会发生。
“去年，我亲戚家的两个小孩子放鞭炮，脸都炸
伤了。今年我侄子的孩子也炸到了手，还好不算
太严重。还有些小孩子会将鞭炮放到瓶子里、扔
到天空中，都挺危险。”

今年春节，网上也有不少被鞭炮所炸伤的
案例，有些被炸伤眼球、有些被炸伤手指……

尊重传统、堵疏结合

春节期间放爆竹是中国传统民俗，已有千
年以上历史。在城市禁止燃放鞭炮的情况下，
农村放鞭炮的行为该不该禁止，尚有争议。但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
农村过度燃放鞭炮危害甚多，应予以关注、引
导。

“农村不放鞭炮，就觉得没年味，现在年味
越来越淡，如果再不让放鞭炮，很多农村人接受
不了。”苏北一位县委宣传干部表示，过年过节
放鞭炮，在农村地区就是一种风俗，一下子改变
有难度，而且难度比较大。

该宣传部干部表示，农村禁鞭一步到位不
现实，但可以一步步来，合理引导，适度燃
放。他建议：第一，农村靠近城区的地方先划
定少放、禁放区域，然后再慢慢扩大范围。第
二，从娃娃抓起，让更多农村孩子从小养成不
乱放鞭炮的习惯。第三，对于燃放大量鞭炮的
农村红白喜事，要有针对性的出台规定，或者
纳入村规民约，限制燃放鞭炮的数量，不禁
绝，但是有上限，扼杀燃放鞭炮攀比风。最
后，合理监督农村鞭炮店，对一些大型、奢侈
型鞭炮要有数量限制，危险性太大的鞭炮也要
严查。

江苏省东海县桃林镇文化站站长李冬认
为，春节期间放鞭炮是传统民俗，一时间确实很
难全面禁绝，但是并不意味着做不到。只要相关
部门下定决心，严格制定、落实禁放规定，辅之
以村规民约约束，以及村干部、大户以身作则，
少放、不放鞭炮，农村鞭炮过度燃放问题也能够
慢慢得到解决。

关注农村燃放鞭炮问题的 21世纪教育研
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即使因农村风俗习惯
等因素，全域禁放任重而道远，但现阶段有必要
提高郊区、农村居民的环保与安全意识，与时俱
进、移风易俗，重视对郊区、农村地区居民燃放
烟花爆竹的教育引导，让郊区、农村也做到少燃
放、不燃放。

▲ 2 月 19 日，大型机械在拆除石家庄市鹿泉区“西美金山湖”房地产项目违规别墅。 本报记者王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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