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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改项目老宅拆迁受关注 官渡区回应：

该房屋不属于文物
将严格依法推进拆迁

老宅大门口

四合院主屋

走访

祖宅承载了老莫家几代人的记忆
备受关注的这座四合院位于宏
仁老村 230 号，是 87 岁的莫正才曾
祖父一辈就遗留下来的祖宅。10
月 10 日下午，莫正才坐在家中主房
的门前，向前来采访的各媒体记者
诉说到，这栋标准云南“一颗印”建
筑，由莫正才爷爷辈的三兄弟共同
建设，建成于 1915 年。1995 年，莫
正才的独子莫荣搬出老宅后，莫正
才一直独自在老宅生活。
2019 年 4 月，在宏仁城中村改
造项目中，莫正才的老宅宏仁老村
230 号被打上了拆迁的标识，准备
拆除。据莫正才说，拆除依据是儿
子莫荣已经在 9 年前与拆迁办签订
的相关协议，并约定好了拆迁安置
期间的过渡费和搬家费，以及回迁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安置房交付等事宜。
对此，他曾将官渡区矣六街道
办事处告上了法庭，要求撤销莫荣
与矣六街道办事处城中村改造指挥
部宏仁分部私自签订的拆迁安置补
偿协议。
据莫正才向记者提供的官渡区
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书中认为，根
据 2010 年的相关法律，拆迁人与被
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
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
后，一方或者双方反悔，未经行政机
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
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
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不属于行政诉
讼的范围。因此，驳回了莫正才的
诉讼请求。

回应

10 月 9 日，网上出现了一则将于 10 日直播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拆迁办
将强拆百年历史四合院落的文章，一时间引起了网友和市民的关注，有网友认
为传统文物不能说拆就拆，有网友则关注拆除工作是否合规合法……10 日下
午 2 点，官渡区就矣六街道宏仁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涉及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回
应。同时，本报记者也对宏仁片区城改项目进行了走访。

文物部门：房屋目前还不是文物
“根据专家的意见，房屋虽具有一定
的价值，但按照相关规定，宏仁老村 230
号房屋目前还不是文物。”官渡区文管所
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文物法》相关规
定，私有产权申报成文物后，需要业主个
人承担维护、修缮、管理等费用，所以要求
私有产权登记成历史文物时需要做到产
权明晰，同时，业主需要自觉自愿进行申
报，如果产权同时属于多人的，需要所有
产权人同意并愿意申报才行，此外还需要
具备一定的价值。
“具备条件的文物申请上报到我们文
物部门后，
我们将请专家进行现场的踏勘、
论证，
再根据专家意见，
符合登录公布成为
文物的，我们县区级的文物部门就可以将
它登录公布成文物。
”
该名工作人员说。
记者了解到，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期间（2007 年至 2011 年），官渡区文物管理

部门便对全区文物进行了梳理，并对辖区
居民做了文物保护的知识科普。
“2009 年
至 2010 年期间，
我们官渡区文物部门对宏
仁老村的整个民居，
包括古建筑，
以及现在
被列为文物的竺国庵、宏仁村大寺进行了
详细的梳理，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
已列为文物的建筑进行保护。
”
该名工作人
员介绍。据官渡区文物部门了解，宏仁老
村 230 号的产权属于多人，但是到目前为
止，官渡区文物部门还未收到由所有产权
人联名提交的将私产登记成为文物的书面
申请。
“根据相关规定，如果宏仁老村 230 号
房屋具备申请文物的所有要件，我们文物
部门会依据法律法规对它进行登录合格保
护。但据我们了解，目前 230 号房屋的产
权并不明晰，
不符合《文物法》的相关规定，
暂不能进行申请。
”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

拆迁办：拆迁过程中不存在强拆情况
记者了解到，宏仁城中村改造项目位
于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处于昆明主城
区和呈贡新城的连接带，东至彩云北路，
南至五腊村，西至新亚洲体育城南区，北
至广福路，项目总用地面积 798 亩，改造范
围涉及宏仁、金牌、白塔 3 个居民小组。
据矣六街道项目建设推进中心负责
人矣培强介绍，宏仁城中村改造项目属于
官渡区螺蛳湾片区五个城中村改造项目
中的一个。2010 年 5 月正式启动拆迁工
作，经过指挥部、社区以及村民的配合，当
年就已经完成了金牌和白塔两个居民小
组的房屋拆除，670 多栋。
“ 宏仁片区的拆
迁工作稍晚一些，是因为当时的宏仁新村
才刚建设，所以宏仁新村村民提出，将宏
仁新村保留下来，只改造宏仁老村。经过
申请，官渡区城改办在 2012 年批复，将宏
仁新村调出宏仁城中村改造项目。”矣培
强说。
“宏仁城中村改造项目是 2010 年 9 月
启动的，截至目前，宏仁片区已签字、交验
房 1071 幢，已拆除 1047 憧，未签协议 58
幢房屋，其中土基房 8 幢，砖混房屋 50 幢。
已签字、
验房但暂未实施拆除的共 24 幢，
其
中土基房 4 幢，砖混房屋 20 幢。在施工过
程中，
均不存在强拆情况，
做到了安全、
文明
施工。
”
矣培强说。
2012 年年底，当时的开发商因自身原

因退出了改造项目，
但由于金牌和白塔两个
项目已经拆除完毕，
解决两个村居民回迁房
的问题迫在眉睫。2015 年，在官渡区政府
的协调下，
官渡区国投公司出资建设了宏仁
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回迁房建设。2018 年底
回迁房已基本完成，
进入验收阶段。
今年 9 月 23 日，宏仁项目回迁房分
房工作正式启动，宏仁指挥部公示了《分
房方案》和《房源组包方案》，并在报纸刊
登了分房公告，7 天公示期届满后，于 10
月 1 日正式分房，截至 10 月 9 日，已完成
第一轮分房，以自选方式向村民分配回迁
房 1009 套，第二轮的选房、交房工作也将
开始。
针对改造项目中涉及到将拆除的这
一座昆明老四合院即宏仁老村 230 号，矣
培强表示，到目前为止该栋房子未被认定
为文物，根据 2010 年签订的拆迁补偿协
议，现在该房屋产权已属于矣六街道城中
村改造指挥部，期间房屋所有人中有个别
权属人对协议存在异议并正在通过司法
程序解决。下一步，将根据司法解决结果
再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置；同
时，街道也注意到因为房屋拆迁问题给个
别家庭带来分歧和造成矛盾，街道将通过
各种方式从中协调、调处争取早日解除误
会解除矛盾，
促进家庭和睦。
本报记者 罗宗伟 孙琴霞 摄影报道

相关新闻

蓝色庄园开拆
10 月 10 日，昆明市官渡区六甲街道组
织福保社区、城管中队、动迁公司及相关
中介单位共计 50 余人，对蓝色庄园开展拆
除工作，当天共拆除面积 752.56 平方米，
后续工作将陆续展开。
蓝色庄园位于六甲街道福保社区福
保半岛滇池一、二级保护区内，土地为福
保 社 区 集 体 所 有 ，房 屋 总 建 筑 面 积
53431.10 平方米，房屋预估面积 31200 平

方米，预计本月 20 日可完成地上建筑物的
拆除工作。
此次拆除的除蓝色庄园外，还有福保
文 化 城 、福 保 造 纸 厂 ，目 前 均 已 停 产 停
业。官渡区成立了拆除整治工作组、信访
维稳工作组、监督问责工作组等十个工作
组，
强势推进整体拆除工作。
本报记者 罗宗伟
通讯员 邬艳芳 苏文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