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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良渚街道小洋坝村改造

工作做到家 村民从“想不通”到“愿意拆”

“假如我是搬迁户，我会怎么做”
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指挥部政策组成员蒋海雄：

换位思考做工作 赢得搬迁户信任
记者 许媛娇实习生 俞泽韬 通讯员孙彬

蒋海雄今年56岁，是区住建局的老员工了。他从2001年就开始从事房屋征迁管理工作，10多年来参加过不少富阳大大小

小的搬迁工作。这次秦望区块有机更新项目，作为工作人员，他凭借着十几年的工作经验，在做搬迁户思想工作方面“很有一套”。

依法依规前提下
充分考虑百姓实际需求

秦望区块有机更新公告张贴前，
就陆续有老百姓到指挥部来打听情
况。蒋海雄的工作从指挥部入场后
就开始了。他是政策组成员，主要协
助做好补偿安置政策的制订、落实、
指导、解释工作。一些住户的疑问，
乡镇（街道）解答不了，就会被带到蒋
海雄所在的政策组，政策组工作人员
再为住户进行细致解答。

7月20日以来，指挥部每天都会
迎来一波波搬迁户。“老百姓有自己
的担心和不理解，他们会有自我保护
意识，我觉得这很正常，也能理解。”
蒋海雄说，在面对这样的老百姓时，
他会设身处地去考虑，会想“假如我
是搬迁户，我会怎么做”。所以，对于
蒋海雄的解释与劝说，秦望区块的搬
迁户们基本能理解。他说，秦望区块
的有机更新，是为了提升城市面貌品
位和老百姓生活质量，所以做工作
时，要在依法依规前提下，充分考虑
老百姓的实际情况和需求。

“老蒋工作非常认真，这把年纪
了，还像年轻人一样，很拼。”蒋海雄
的同事盛利琴说，经常到了晚上 10
点，还能看到蒋海雄在办公室里为工

作操心。而在他的家里，86 岁的母
亲患有老年痴呆，前段时间把手摔断
了，他的妻子不仅要照顾老人，还要
照顾 3 个月大的孙子。蒋海雄晚上
下班回家，也要照看母亲，无法安心
休息。但只要一到岗，他又会精神抖
擞。

“我只是做好了本职工作，我的
同事个个都很辛苦，那些乡镇（街道）
的工作人员每天要入户做工作更是
不容易。”蒋海雄说，他只是在这个行
业比其他人多做了几年，政策方面比
别人更熟悉一些，论辛苦程度，算不
上什么。“秦望区块有机更新工作人
员高度团结，忙到吃不上饭、晚上12
点才下班是常有的事，并且都是自觉
自愿的。”蒋海雄说。

第一次在指挥部层面
成立信访接待室

“秦望区块有机更新给我的感觉
是史无前例的。”做了十几年搬迁工
作的蒋海雄十分感慨，一次性启动，
涉及 3300 多户，这样的体量及复杂
程度以前从未有过；区委区政府对秦
望区块的重视程度也是绝无仅有的，
能感受到政府对这次搬迁工作的信
心与决心。

以前搬迁工作指挥部从未有过
信访接待室，而在秦望区块有机更新
指挥部的大门入口处就设立了这样
一个接待室。“不仅有工作人员上门
为住户解惑，住户也可以找对应的乡
镇（街道）咨询，现在又多了一个途
径，住户有疑问可以直接到信访接待
室咨询。”蒋海雄说，信访接待室每天
都会接待不少搬迁户。

在与搬迁户接触过程中，蒋海雄
感受到，只要好好向搬迁户解释，他

们都能理解。“要让搬迁户知道，我们
搬迁工作会做到程序到位、政策透
明、补偿合理、结果公开，一把尺子量
到底，搬迁户一定会满意。”

当天，蒋海雄带着记者来到信访
接待室，正好有住户在向工作人员咨
询。蒋海雄见状也参与到解答当中，
他将住户的情况详细登记，并耐心仔
细地解答住户的疑虑。住户听得很
认真，也很满意，“答疑”结束前，该住
户还留了蒋海雄的联系方式。

蒋海雄（左一）解答搬迁户疑问

■杭州城中村改造样本⑧

新闻纵深 拉高规划设计标杆 打造精品示范工程
未来科技城、良渚新城、临平新

城；梦想小镇、梦栖小镇、艺尚小镇
……这些地名正日益被人们所熟
识。阿里巴巴、老板电器、长江汽车
……一大批名企正被年轻人所向往。

余杭正在快意奔跑。然而在经

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余杭也面临
重大挑战。今年以来，余杭以城市的
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
加快推进以城中村改造等为重点的
征迁“清零”工作，腾出新空间，改出
新天地。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签约2273
户，腾空1890户，拆除1730户。

余杭区立足东、西、北三面环绕
主城区的区位特点，主动融入、自加
压力，新增征迁2950户，确保全年完
成征迁 4094 户目标，全力加快城中

村改造步伐。同时，拉高规划设计标
杆，因镇制宜、因村制宜，把城中村改
造与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城市有机
更新、美丽乡村建设、产业转型升级、
历史文化传承等有机结合，力求打造
精品、亮点、示范工程。

城中村改造关系着群众的直接
利益，不仅是拆房子，更是做人的工
作。

有人说，只要坚持不懈，就没有做
不通的工作。很多“问题户”强硬，是

家里有本难念的经，帮着“念”清楚了，
态度自然就松动了。

当前，富阳正在推进秦望区块
有机更新。搬迁工作怎么才算做
到家？在推进过程中，面对千家万

户的问题和困难，如何快速破解以
保障项目推进，考验着每一名工作
人员的作风和智慧：“硬”政策宣传
要做到家，把群众的思想工作做
深、做细，为搬迁工作打下思想基

础；“软”服务保障要做到家，妥善
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具体问
题，真心维护其合法权益，尽力满
足其合理诉求。

本报讯（杭报记者 吕毅 何去非
记者 孙晓）由于地处城郊接合部，征
迁前余杭区良渚街道小洋坝村呈典
型的“脏乱差”城中村特征，流动人口
集聚、环境卫生恶劣、安全隐患突出。

小洋坝村的签约工作早在今年
3 月就已顺利完成，目前已征收了

2000余亩土地，为新城中央商务区块
开发建设拉开了空间。随着项目落
地和共建配套的完善，这里将完成由

“城中村”向都市新区的蝶变。
而在小洋坝村的房屋征收过程

中，一些村民也从最初的“想不通”到
“愿意拆”，这都得益于村干部把拆迁

工作做到家。“村民心里有疙瘩，我们
就上门做思想工作，直到心结解开。”
余杭区良渚街道征地拆迁安置处副
处长王方奇说，群众工作做得越细就
越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小洋坝
村仅用 3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村
171户307人的过渡保障工作。

今年，余杭区启动良渚新城绕城
内 26 平方公里的全征全迁工作，涉
及9个村2122户。目前已完成拆迁
1016户、征地9725亩，计划10月底前
全面完成征地拆迁任务，力争用3年
时间打造一个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
高品质杭州城北副中心。

记者手记 只要坚持不懈 就没有做不通的工作

全省文化产业发展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实习生 刘之凡）昨
日上午，全省文化产业发展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

会议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四个自
信的重要支撑；是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抓手；是加快建设
文化浙江、实现“两个高水平”的内在要求；是
抢抓全球文化机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现实需求。

会议强调，浙江省要努力打造全国文化
内容生产先导区、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文化产业新型业态引领区。要创新发展，培
育新动能，注重内容、技术和品牌创新；集聚
发展，提高核心竞争力。找准优势，集中资
源，抓重大平台、新兴业态、重点企业和重大
项目；开放发展，提升国内国际影响力。围绕

“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开放促发展，坚持文
化“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全面提升我
省文化对外合作和对外贸易的质量；融合发
展，增强产业带动力。以“文化+科技”“文
化+旅游”为重点，加强文化对其他产业的引
领和带动作用。

浙江好项目·杭州赛区
富春硅谷杯海选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 胡筱璐）移动办公、二次
元、高品质家装、云打印、人脸识别、智能拍照
……昨日下午，“浙江好项目·杭州赛区富春
硅谷杯”2017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海选
赛富春硅谷专场举行。

本场海选赛共有奎因科技、奇谷网络科
技、惊云网络、鲜笋文化、一骑智能科技、持
家网络科技 6 个项目参演，通过 15 分钟的
PPT 展示演讲，由 7 位评委进行现场评分和
指导。

活动还采用“现场+线上”的路演模式，多
家创投机构通过网络视频直播远程观看项目
路演。

经过一番激烈角逐，奇谷网络科技、鲜笋
文化、持家网络科技 3 个项目获得评委的一
致认可，晋级下一轮复赛。

进入决赛的项目团队可获得创业导师辅
导，和大赛投资机构、投资人进行面对面交
流，优先推荐给大赛投资机构和投资人。

据悉，此次海选活动中，富春硅谷与乐客
独角兽合作打造的创投资本联盟正式成立。
双方将致力于为创业企业提供资本合作快速
通道，建立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的交流平台，
让资本更好地服务创业项目，让创业项目更
广泛地接触创投资本。

“中小微企业服务日”
富阳专场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 通讯员 朱春芳）
昨日上午，由杭州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联合
区经信局、富阳平台和相关服务机构，组织
开展的杭州“中小微企业服务日”公益活动
走进富阳，全区80多家中小企业负责人参加
活动。

本次活动采取政策宣讲、服务推介、银
企对接、现场咨询的形式举办。以“送政策、
送专家、送产品、送服务”为主题，以政策宣
讲、服务推介、专题讲座为主要内容，同时设
立政策咨询、管理咨询、企业融资、知识产
权、环境评估、人才培训、法律、财税等服务
专区，邀请金融、税务、法律等行业实战专家
坐诊，现场为企业解答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疑
难问题。

活动中，与会代表听取了中小企业如
何凭借纳税信用在银行获得纯信用贷款、
以战略目标的动态股权设计、企业管理提
升一站式解决方案、节能减排与能耗大数
据、银行金融产品、银企服务等课题的系统
讲解。

因大桥南路延伸工程施工的需要，区水务公司定

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晚 23 时至 12 日凌晨 5 时对施工范

围内原有自来水管道进行移位处理。届时，大源镇、大

源工业园区区块等用户将暂停供水。请广大用户相互

转告，提前做好储水准备。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雨天顺延）

如有疑问，可拨打水务客服热线：96390

杭州富阳水务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0日

停水公告
本院根据浙江万基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申请于2017年8月8日裁定浙

江万基建设有限公司与浙江水基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森城建设有限公司、杭

州富阳巨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国圣律师事

务所(浙江万基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担任浙江水基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森城

建设有限公司、杭州富阳巨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浙江水基建设有

限公司、浙江森城建设有限公司、杭州富阳巨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在2017年9月13日前，向浙江万基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

省杭州市富阳区恩波大道800号东海石油大厦8楼；邮政编码：311400；联系

电话：郑奕13615817298，吴建平1826802991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浙江水基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森城建设有限公司、杭州富阳巨星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万基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9月28日9时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1号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2017年8月8日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浙0111破9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