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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1日7时36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和军乐团首次执行
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任务。新仪式在原升降
国旗仪式基础上，相应增加阵容，编设部分

新动作，创作号角音乐，力求庄重大气，彰显
威武雄壮，充分展示新时代强国强军风采。

经党中央批准，自2018年1月1日起，由
人民解放军担负国旗护卫和礼炮鸣放任务。

解放军仪仗队和军乐团
开始执行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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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平方米房屋要求赔偿千万
作为“钉子楼”里最后一位签字的住户，林

某似乎有“满腹委屈”，他认为拆迁补偿未做到
“合情、合理、合法”。

林某说，他在沱江一桥桥头拥有两层住房，
占地面积以滴水为界，两层总面积应该是348平
方米，“我坚持的赔偿意见是同等地段同等赔
偿。”

怎么样才是“同等地段同等赔偿”，林某不
愿回答，称要让开发商来解答。

而承担拆迁的开发商称，林某曾坚持的要
求是，赔偿100平方米住房9套，另外还要40平
方米的门市2个，“加上其他赔偿诉求，总价值已
经上千万。”

雁江区资溪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陈廷孚介
绍，其实在以上房屋赔偿诉求之外，林某还要求
开发商为他修建200平方米的马舍，以及在城区
修建约700平方米的跑马场和马饲料仓库。

2012年，资阳市房屋征收局对林某的房屋
进行审核时发现，243.07平方米的房屋，合法面
积仅为141.37平方米，另有违章建筑101.7平方
米，按规定不能给予补偿。

房屋写“拆”字张口索赔130多万
陈廷孚介绍，2008年沱江一桥片区启动旧

城改造和道路设施建设，建设东路作为入城主
干道，规划为双向6车道。

“林某和另一户所在的房屋，恰好在道路建
设范围内。”陈廷孚说，近10年，他们经常同相关
部门工作人员利用下班后、节假日、深夜时间去
林某等人家里协商沟通，却收效甚微。

“最初，他要求原址原地建房安置。”陈廷孚
说，林某称自己的房子风水好，不愿搬离。最近
几年，林某称可以在原址附近安置，但必须在附
近为他修建跑马场。

资阳市房屋征收局工作人员介绍，“钉子
楼”有居民4户，其中2户“钉子户”，2户搬迁后
又返回实施违建。相比之下，林某的情况最复
杂，诉求最高。

更让政府部门头疼的是，林某对2003年一
个“拆”字开出了上百万元的赔偿账单。

资阳市房屋征收局工作人员介绍，早在
2003年，就规划了此处道路建设。资阳市城投
公司在林某房屋墙上写了“拆”字，林某认为这
个“拆”字直接导致他在此处营业的餐馆倒闭，
于2013年向政府部门提出索赔130多万，到
2017年“涨价”为220多万，同时还提出另外六
七十万元的赔偿，即为养马平整河滩地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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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2日，资阳城区沱江一桥桥头的“钉子楼”被依法强拆。堵住上桥道路近10年、把
双向6车道硬生生卡成3车道的6层破旧楼房，轰然倒地，引发上千市民围观。

为了拆除这一“钉子楼”，近10年来，资阳市雁江区相关部门、开发商多次上门，与林某等人协商，
但均因对方“要价太高”而搁浅。此番强拆，让资阳当地网友纷纷点赞叫好。

12月28日，从“钉子楼”搬出一周的林某，最终与开发商在补偿安置协议上签字。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也再次重返现场，对该事件始末进行调查。目前，“钉子楼”所处

路段已经打围施工，预计2018年春节前，该路段将形成完整的双向6车道。

河滩地养马小女孩头骨被踢凹
林某签订产权置换协议后，却又面临新的

问题：多年在“钉子楼”养马，马匹多次踢伤路人，
近年来，向他追要赔偿的受伤者家属不断上门。

由于房屋拆迁未谈妥，林某在住房外搭建
起马棚开始养马。在“钉子楼”拆迁前，林某喂
养着6匹马。

“我自己将防洪堤外河滩地填平，修成跑马
场。”林某因此认为，他对城区的河滩地有管理
权，并在河堤上贴出“告示”称，如果市民进入马
场被踢，他概不负责。

林某坦言，他养马近10年，确实多次将人踢
伤，而且多为小孩，“小孩被踢，是大人没家教。
如果是我的小孩被踢，我抱起就走了，丢不起那
个人。”

资溪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陈廷孚则表示，
林某养马多次踢伤人后，街道办及相关政府部
门曾多次告诉林某，城市绿地养马违法。直到
2017年2月，一名7岁的小女孩被马踢凹头骨，
工商等部门再次介入，最终将这一马场取缔。
但林某依然在“钉子楼”中养马。

近10年来，资阳市民对这栋“钉子楼”诟病
不断，“钉子楼”也被市民戏称为“地标建筑”“桥
头堡”。

“桥头堡”让上下桥道路突然变窄，桥头成
为资阳城区交通拥堵的地点之一，时有交通事
故发生。

失信当老赖赔偿兑现再“赔偿”
“我的孩子被踢伤4年了，他都没有赔偿。”

2017年12月27日，当地居民兰平带着厚厚一
叠法院判决书，找到林某追要赔偿。

兰平说，2013年，他12岁的儿子在河滩上
玩耍，被林某的马踢中，脾脏和胃受伤，最终鉴
定为8级伤残。法院判决林某承担80%责任，赔
偿12.8万余元，“至今分文未赔，他还说他就是
老赖，我们不能把他怎么样。”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库显示，
林某因为拒付兰平儿子受伤损失，2016年12月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赔偿协议签订，他作为老赖，法院将会对
他强制执行。”雁江区法院相关负责人透露，对
林某赔偿兑现后，应被马踢伤小孩家长申请，对
他强制执行的时间也会很快到来。

“赔偿了两套住房，共180平方米；两间门
面，共80平方米。”林某说，赔偿总面积达到260
平方米，但他作出了很大让步。他喂养的马，已
转移到资阳乡下继续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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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强拆”依的是什么法？
“钉子楼”被拔掉后，部分不知情的网友对政府部门

“依法强拆”提出质疑。
“依法强拆有系列的法律支撑。”雁江区人民法院行

政审判庭庭长谢安彬说，“依法强拆”的法律依据首先在
宪法中得以明确。

《宪法》第十条第二款指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
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
补偿。”第十三条第二款也明确：“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
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
征用并给予补偿。”

同时，《物权法》第42条第一款也规定：“为了公共利
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
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公共利益怎么界定？”谢安彬说，《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进行了界定，其第2条中规定：“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
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第八条界定“公
共利益的需要”包括国防和外交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
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由政府依照
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
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等6种情形。

法院准许强制执行
“钉子楼”被拔掉

2017 年 12 月 21 日
晚，依法强制拆除前夜，资
阳市、雁江区两级政府及
相关部门、开发商再次上
门，与林某等人协商，希望
他们自行搬出旧楼。这一
次，林某仍态度坚决，予以
拒绝。

近10年来，这样的协
商沟通每年都在进行，但
是结果如出一撤。

雁江区人民法院行政
审判庭庭长谢安彬介绍，
2012年，资阳市房屋征收
局（当时为“资阳市房屋拆
迁办公室”）曾作出《房屋
拆迁裁决书》，对林某的房
屋赔偿方式进行了裁决。
裁决称，规定时间内，林某
未完成搬迁，将依法申请
强制拆迁。

但裁决书送达3个月
后，“申请强制执行”并没
有执行。谢安彬说，当时
外地多起强拆事件备受关
注，对于强拆的司法讨论
刚刚结束，“政府部门当时
也希望能和平拆迁。”

“地处闹市，强拆成本
很高。”资阳市城市行政执
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
时老城区至新城区的沱江
三桥正在修建中，强拆会
导致城区交通瘫痪，为保
证城市交通正常运行，强
拆并未提上议程。

“我们还是寄希望于
和平拆迁，希望林某他们
做出让步，所以一直在沟
通协商。”资阳市房屋征收
局工作人员说。

2016 年 1 月，沱江三
桥已经顺利通车，资阳市
房屋征收局向法院提出

“非诉执行审查申请”，希
望法院准予强拆“钉子
楼”。

“我们的审查既是对
政府依法行政的监督，也
是对依法行政的支持。”谢
安彬说，审查刚刚开始，政
府部门申请了一次庭外协
调。在协调过程中，新的
插曲又来了：林某等人向
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求
撤销资阳市房屋征收局作
出的《房屋拆迁裁决书》。

“收到起诉，我们马上
对案件全面调查。”谢安彬
说，审查发现，林某等人的
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期限，
于是驳回了林某的行政诉
讼。林某不服提出上诉。
2016年 6月，资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驳回其上诉，维
持原裁定。

随后，雁江区法院作
出审查裁定，准许强制执
行，并由资阳市政府组织
实施。

“法院裁定后，政府提
出尽量满足林某的合法权
益和诉求，最好能实现和
平拆迁。”谢安彬说，此后，
法院先后七八次邀请政府
行政机关出面进行庭外协
调。直到2017年12月21
日晚，协调仍未取得进展。

次日，“钉子楼”被依
法强制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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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王祥龙
摄影报道

2017年12月22日，位于沱江一桥桥头的“钉子楼”被依法强拆。

“钉子楼”被夷为平地。

未拆除前，“钉子楼”将6车道截断为3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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