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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共：一个“造纸村”的选择

未来江南新城

专题 3版

富阳区江南新城开发建设项目2017年先行启动区块内

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搬迁公告
根据杭州市富阳区第一次党代会“城市发展向南看”的战略决策，经杭州市富阳区

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富阳区江南新城建设项目2017年先行启动区块内集体所有土地房
屋搬迁工作。 专题 4版

改变是为了更好
让我们共同期待

在经历了20年的喧哗之后，围绕造纸业兴盛的春江街道华共自然村逐渐回归到了
未曾有过的平静状态：因为搬迁，这里的居民虽然暂时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土地，却比过
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他们梦想的江南生活。

转型路上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聚力拥江发展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近日，
春江街道、大源镇、灵桥镇相继召
开动员大会，打响了江南新城新
一轮搬迁攻坚战，也意味着江南
全面转型迈出了重要一步。

江南蝶变在即。昨日上午，
区委书记朱党其赴区江管委调
研。他强调，区江管委及“一街两
镇”、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不破不
立的思想理念，巩固保持江南区
块搬迁工作的良好势头，进一步
鼓舞士气、打好硬仗，强力推进江
南华丽转身。区领导汤金华、徐
林亮、仰中旻、夏芬、华之江、赵志
军参加调研。

朱党其一行先后走访了春江
街道山建村杭千以北区块整村搬
迁指挥部、大源镇杭黄铁路站场
综合体区块搬迁指挥部、灵桥镇
永丰村羊家埭和徐家墩区块搬迁
指挥部，听取“一街两镇”关于搬

迁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看望慰
问工作人员，为他们提气鼓劲。

“从搬迁工作现场看，我们
充分感受到了党员干部群众齐
心协力、全区上下同心同德推进
江南转型的良好态势，也感受到
了江南新城的蓬勃生机、高昂斗
志和美好未来。”朱党其说，在区
江管委和人大指导组统一领导
协调之下，“一街两镇”主动作
为、奋发有为，党员干部坚定信
心、艰苦奋斗，开创了挺进江南
的良好局面。全区上下业已形
成加快推进拥江发展的共识，期
盼“拥抱富春江，富阳大变样”的
美好未来。接下来，要进一步鼓
舞士气、打好硬仗，强力推进江
南华丽转身。

朱党其指出，不破不立，推
进江南蝶变是要淘汰不适应时
代发展的高能耗高污染落后产

业，以全新的面貌去承接优质产
业、传承优秀文化、迎来更好发
展，将富阳美丽的山水优势发挥
到极致。江管委、“一街两镇”及
相关部门要坚定打好征地搬迁
硬仗，突出公正公平、民主民生，
统一政策、统一时序，以过细的
工作要求推进搬迁。要做深做
细群众思想工作，摸清底数、做
透宣传、讲明道理，最大限度赢
得搬迁群众理解与支持；要高度
关注搬迁群众生产生活，妥善处
理好老年人、困难户等特殊群体
的安置过渡；要加快安置房建
设，深化安置房项目前期，积极
邀请搬迁群众参与安置房设计，
确保安置房高品质、高标准；机
关单位党员干部要严肃纪律、带
头示范，主动配合搬迁工作，全
面树立起搬迁正气。

朱党其要求，要坚持规划引

领，加快深化江南新城总体规
划，抓紧做好控制性详规和城市
设计，不断强化规划执行刚性，
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强
化项目带动，加快以杭黄铁路、
春永快速路等重大交通设施为
重点的项目推进，加强以基础设
施和公建配套为主的融资项目
对接，积极招引以高端新兴制造
为重点的现代产业项目，加快江
南区块转型。

朱党其强调，全区上下要全
力支持江南新城建设，确保社会
和谐、稳定发展、顺利推进。“一街
两镇”党委和所在村党组织要切
实增强战斗力，加强党员干部队
伍建设，提高做好群众工作能力；
各部门要强化联动，协助解决搬
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支持
打好搬迁硬仗，强力推进江南华
丽转身。

朱党其在江南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调研时强调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通讯
员 陈辉）本次秦望区块有机更新
片区一、二共涉及搬迁户 3341
户，另有经营户483户，而这些经
营户大部分为承租户。他们在秦
望区块经营着各自的生意，宾馆、
餐饮店、超市、药店、书店、理发店
……凡能满足生活需要的营生，
几乎都能找到。记者从秦望区块
有机更新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
日，483 户经营户已全部完成腾
退，比预计提前了9天，这为加快
实现秦望区块整幢房屋腾空、拆
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近段时间，记者在秦望区块看
到有不少经营户在店里忙忙碌碌，
他们都在抓紧进行店铺腾退。“虽
然我这里东西比较多，但是不管怎
么样都会加班加点清理完。”经营
户盛恺说，每次遇到不清楚的问
题，只要打一个电话，指挥部就会
有工作人员告诉他应该怎么操作，
他觉得很踏实也很温暖。

在483户经营户中，富春街道
片区有 155 户，春江街道片区有
216户，场口镇片区有112户。10
月10日下午三点半，场口镇片区最
先完成片区内经营户腾退工作。

“经营户的腾退也有一定难度，由
于这些经营户中承租户的比例非
常大，需要尽力调解好他们与房东
在租金、装修赔偿等方面的纠纷矛
盾。”场口镇党委副书记章忠法说，
要得到经营户的理解和支持，他们

充分做好了政策宣传、摸清底子、
服务到位这三块工作。

昨天，最后一户经营户顺利完
成腾退。据工作人员介绍，由于该
经营户与房东存在装修赔偿方面
的矛盾纠纷，导致经营户对腾退工
作存在一定的顾虑。针对这一情
况，工作人员主动当起了“和事佬”

和“老娘舅”，从中调解双方矛盾。
通过调取装修评估资料、逐项进行
分析核算，最终顺利化解了经营户
与房东的利益纠纷。

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指挥部政
策宣传组副组长袁勇军介绍，秦
望区块经营户于 9 月 16 日至 20
日签订腾退协议，在10月20日之

前完成腾退，均可获得腾退补贴
及相应的腾退奖励。“从完成情况
来看，经营户对本次腾退工作都
比较支持配合。提前9天完成腾
退工作，一方面保障了经营户自
身的利益不受损，另一方面也保
障了搬迁区块房屋搬迁工作的有
序推进。”

提前9天，秦望区块483户经营户全部完成腾退

秦望区块的搬迁店铺已腾退，贴上了封条 记者朱啸尘摄

2017年10月

12
农历八月廿三

星期四
今日16版

FUYANG DAILY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主管 富阳日报社主办/出版 刊号 CN33-0068 总第6858期

无线富阳APP富阳日报微信

城区天气预报：今天阴有小雨；明天阴天，偶有小雨。今天气温17—21℃。

新闻热线 63344556

富阳新闻网：www.fynews.com.cn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昨日下午，区委书
记朱党其赴富春街道调研。他强调，要保持
思想不松懈、咬定目标不放松，坚定信心、乘
胜前进，加快迈向大都市新型城区。副区长
何献忠参加调研。

达夫路精品街区提升改造工程已于近期
正式启动。朱党其在实地调研后说：达夫路
原名“市心路”，曾是富阳老城区的中心，见证
了老城区的发展，其背后有许多故事。建设
达夫路精品街区，开启了富阳老城区有机更
新的篇章。文教北路和金苑路两条断头路是
群众关注的热点，也是城市的痛点，多年来一
直广为诟病，目前其拓宽改造工程项目正在
如火如荼推进中。“断头路越多，意味着富阳
与现代化城市距离越远；打通断头路，是治理

‘城市病’的必要措施，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
工程。”

座谈会上，朱党其听取了富春街道各项
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他说，今年以来，在居
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富春街道围绕“争先领
先、全能富春”这一目标，在经济发展、城市有
机更新、党的建设、社会稳定等方面多路出
击、捷报频传，充分体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展现了街道上下坚强的团队、硬朗的作风，敢
打硬仗的决心、善打难仗的本领。下一步，要
坚定信心、乘胜前进，加快迈向大都市新型城
区。

朱党其要求，要保持思想不松懈。清醒
地认识到富阳在迈向大都市新型城区道路上
刚刚起步的现状，看到富阳的城市形态、产业
业态与先进城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的现实，
进一步统一思想、众志成城，借势而为、乘势
而上，快步迈向城市化、迈向现代化。

朱党其强调，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盯住
难点再发力。加快城市建设，以推进城市现
代化为重点，加快实施城市有机更新，突出
做好断头路打通、公建设施建设、河道治理等工作；紧盯经济发
展重点，研究用好村级留用地资源等空间资源，努力破解土地要
素制约，助推高精尖项目加快落地；强化社会管理，突出强化党
在基层的领导、突出解决群众需求的问题导向、突出推进合作社
的发展、突出村民变市民幸福感指数的提升，进一步加强社区建
设、提高管理标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朱党其强调，要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振勇于
担当、敢于破难的精气神，切实提升战斗力。要加强课题研究，深
入研究城市形态、产业业态和环境生态的关系，加快推进城市现代
化、产业现代化、环境生态化、管理规范化、都市文明化。要加强

“三美”建设，在推进美丽城区、美丽乡村、美丽经济发展上下功夫，
让富阳这座城市有灵气又温馨，让居民感觉到这座城市每天都在
发生美丽的变化，切实增强城市居民的自豪感，营造更好的发展环
境。

会前，朱党其一行还踏看了调研方家井村“红色方家井”规划
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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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率领亿万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政治本色与力量源泉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鼓士气打硬仗强力推进江南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