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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踏看大源灵桥农居搬迁集中签约现场时要求

圆满完成签约工作
打好江南转型第一仗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 李宇雯）
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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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迁进入签约阶段。上午，区委书
记朱党其、区长吴玉凤分别带队赴
大源镇、灵桥镇踏看农居搬迁集中
签约现场。
杭黄铁路站场项目是江南新
城规划和建设的起始点和落脚点，
影响深远。截至 10 月 28 日，杭黄
铁路站场综合体区块涉及的 280 户
房屋，按时间节点全部完成入户调
查、测绘、初评工作。此次集中签
约现场设在大源镇杭黄铁路站场
综合体区块搬迁指挥部，早上 7 点
开始签约，2 小时后签约户数就过
半。
9 点半，区领导朱党其、陆洪

勤、徐林亮、王洪光一行到达现场，
看望了正在参与签约的搬迁户们，
并向广大搬迁户给予的支持表示
感谢。朱党其说，大源镇亭山村居
民积极响应区委区政府号召，主动
配合搬迁工作，使得杭黄铁路站场
综合体区块搬迁按照时间节点顺
利进行。下一步希望搬迁户继续
支持搬迁工作，加快房屋腾空，为
江南区块转型升级开个好头、当好
榜样。
朱党其还慰问了指挥部工作
人员。他说，指挥部及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发扬艰苦作战精神，坚守各
自岗位、深入做好群众工作，搬迁
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要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做好后续
腾空工作，加快推进安置房建设，

努力帮助搬迁户解决遇到的困难，
圆满完成杭黄铁路站场综合体区
块搬迁工作，打好江南转型第一
仗。
区领导吴玉凤、胡志明、裘富
水、赵志军一行来到灵桥镇永丰村
羊家埭和徐家墩区块集中签约现
场，实地查看签约进展并看望慰问
一线工作人员。
灵桥镇永丰村是江南新城灵
桥入口的“门面”，也是杭黄铁路站
至萧山区快速道的必经之路，更是
江南新城 10 平方公里产业带连片
发展的重要节点。为此，区政府将
永丰村羊家埭和徐家墩区块作为
灵桥发展的先行启动点，作为灵桥
产业破局的首要之举。此次搬迁
工作共涉及农户 332 户。

上 午 9 点 40 分 ，在 四 组 签 约
台，吴玉凤看到搬迁户正在签约室
里签约，工作人员忙碌地为他们审
核资料和办理手续。工作人员介
绍，他们这一组房屋征收工作已经
完成近半。吴玉凤感谢搬迁户的
支持与配合，并叮嘱工作人员要坚
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加强与搬迁
户的沟通交流，耐心解释好政策，
用饱满的热情为前来签约的搬迁
户做好签约服务。
随后，吴玉凤又先后来到其他
签约组、动迁组以及综合服务区等
地，向工作人员和安保人员表示慰
问，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一鼓作气，
力争早日完成片区搬迁工作，为江
南新城整体转型打下坚实基础。

为了江南的明天更美好——

大源灵桥搬迁区块村民积极签约
截至昨晚 12 时，总计签约 562 户，
签约率为 91.83%

今明抓紧洗晒，
周四起有大雨

周末
“爆冷”提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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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未发现不合格
消毒产品
“云南七草”
▲灵桥镇永
丰村羊家埭和徐
家墩区块房屋搬
迁集中签约现
场 ，村 民 徐 金 民
（右三）第一个完
成签约
通讯员 陈平 摄

资讯 8 版

明日开启
万市最美西游取景之旅
明日，万市镇第九届“银杏之
秋”暨“西游记”开游式将在万市镇
杨家村银杏主题公园拉开帷幕。
扫一扫二维码，看万市秀美风光快
闪 H5。

大源镇杭
黄铁路站场综合
体区块房屋搬迁
集中签约现场，
各组签约进展上
墙公布
记者 朱啸尘 摄
▲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 通讯员 史
炎丹）区江南新城建设项目 2017 年
先行启动区块大源镇杭黄铁路站场
综合体区块、灵桥镇永丰村羊家埭
和徐家墩区块集中签约昨日举行。
截 至 昨 晚 12 时 ，签 约 总 户 数
562 户，总签约率为 91.83％。其中，
大源镇杭黄铁路综合体区块房屋搬
迁已签约 257 户，签约率为 91.79%；
灵桥镇永丰村羊家埭和徐家墩区块
房屋搬迁已签约 305 户，签约率为
91.87%。
一张张满意的笑脸、一份份辛
勤的付出，成为签约现场最闪耀的
“明星”，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
故土难离，对于祖祖辈辈生活
于此的他们来说，更是如此。
“但是，
为了江南新城建设，为了江南江北
协同发展的大局，我们愿意让出土
地，让出我们世世代代休养生息的
地方，相信我们的江南能在党和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建得更好，飞得更
高！”搬迁户们说，舍小家为大家，他
们愿意作出改变。
“ 我 符 合 政 策 要 求 ，政 策 符 合
我的期望，所以签约很痛快。”昨日
上午签约启动不久，灵桥镇永丰村
羊家埭区块村民羊师傅就签约
了。
“政策很明确，
‘先签约先选
房’，拖着占不到任何便宜，所以越
早签越好。”
大源镇杭黄铁路站场综合体区
块村民董大爷也是这次搬迁工作的
拥护者。
“ 这次搬迁我们很服气，不
仅让村民得到了实惠，还有公平公
正的搬迁政策，以及透明公开的操
作过程。一把尺子量到底，你家几
口人安排多少平方米，全上墙公布，
谁都做不了假。”
搬迁户让人动容，现场工作人
员同样值得点赞。他们一刻不停
——为了核准数据，多次往返于各
个拆迁小组；为了录入档案，几乎一
天都离不开座位……他们，只为看
到村民拿到补偿款时的一张张笑
脸。在签约现场，不少搬迁户被工
作人员感动，一位搬迁户甚至送来
了包子、矿泉水慰问工作人员。
因为有你们，江南新城的明天
更美好。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春永线是富
阳融杭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昨日
上午，区委书记朱党其赴里山镇、渔山乡
踏看春永线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相
关乡镇和部门要进一步发扬坚韧不拔的
作战精神，加快项目整体推进速度，加大
规划编制和实施力度，着力打造滨江景
观大道、带动建设美丽小镇。副区长王
洪光参加督查。
朱党其一行实地踏看了春永线里山
段和渔山段征迁现场，并召开座谈会，听
取交通集团、灵桥镇、里山镇、渔山乡关
于征迁工作推进进展的汇报。
据介绍，G235 富阳灵桥至渔山段工
程（春 永 线）总 投 资 19.25 亿 元 ，全 长
13.98 公里，途经灵桥、里山、渔山等乡
镇。项目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兼顾城市道
路功能，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双向六
车道，路基宽 42 米。截至目前，春永线
灵桥段、里山段、渔山段农户搬迁已全部
完成签约，正处于房屋腾空阶段，相关企
业搬迁也在有序推进中。
朱党其在听取汇报后指出，在灵桥、
里山、渔山三个乡镇和相关部门的共同
努力下，在广大搬迁户的大力支持下，春
永线农户和企业搬迁工作顺利推进，目
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要加快项
目推进，打造滨江景观大道、带动建设美
丽小镇。
朱党其强调，要积极主动对接省市
部门，加快相关手续办理，加速项目推
进。要坚持能快则快，加快已签约房屋
的腾空与拆除，妥善安置好搬迁农户，为
项目建设奠定良好基础。要坚持站高望
远，加强沿江沿路规划布点，努力形成各
具特色的小镇形态与产业业态。灵桥镇
要围绕江南新城总体规划布局，加大产
业转型力度；渔山乡要用好江面宽阔、江
与山之间空间大等优势，依托现代产业
园和渔山村，突显特色渔业文化，打造美
丽小镇；里山镇要围绕里山溪做足做好
溪两岸文章，加大危旧房整治、完善集镇
功能配套、挖掘山水文化，建设江南小
镇。要加大规划实施力度，借春永线推
进的东风，科学设置好里山、渔山小镇建
设项目，结合小镇征迁、安置、城市形态、
产业业态及地方文化，统筹做好项目包
装、招商引资工作，充分利用 PPP（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解决项目资金
问题。

朱党其在督查春永线项目推进情况时强调

转型路上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聚力拥江发展

打造滨江景观大道 带动建设美丽小镇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主管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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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电动三（四）轮车怎么整治？详细解读来了
看点 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