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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新城房屋搬迁昨日启动签约
大源灵桥两个集中签约点，首日签约率双双突破 91%
为了“江南好”，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记者 孙晓 仲芷涵 王小奇 王杰 朱啸尘 通讯员 史琦欢 蒋先娣 马丽

根据区第一次党代会“城市发展向南看”的战略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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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年 10 月正式启动。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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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搬迁签约同时启动。明天，春江街道山建村杭千以北区块房屋搬迁也将进行集中签约。
截至昨晚 12 时，大源镇杭黄铁路站场综合体区块共签约 257 户，签约率达 91.79％；灵桥镇永丰村羊家埭和徐家墩区块共签约 305 户，签约率达 91.87％。为了江南新城即将
迎来的
“新时代”
，
为了富阳
“拥江发展”
的美好明天，许多在搬迁区块生活了一辈子的富阳人，
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大源镇杭黄铁路站场综合体区块
签约 257 户，签约率达 91.79%

灵桥镇永丰村羊家埭和徐家墩区块
签约 305 户，签约率达 91.87%

作为江南新城关键节点，杭黄铁路站场项目是江南新城规划和建设的起始点

灵桥镇永丰村羊家埭和徐家墩区块不仅是江南新城灵桥入口的“门面”，也是

与落脚点，站场综合体建设直接关系到新城建设的进程与品质，影响深远。此次

杭黄高铁站至萧山区快速道的必经之路，更是江南新城 10 平方公里产业带联片

搬迁范围为东至经纬路、南至杭千高速、西至杭黄站场、北至工业功能区，涉及房

发展的重要节点。此次搬迁范围为永丰村羊家埭和徐家墩区块集体所有土地上

屋 280 户。截至昨晚 12 时，大源镇杭黄铁路站场综合体区块共签约 257 户，签约

房屋及其附属物，涉及房屋 332 户。截至昨晚 12 时，灵桥镇永丰村羊家埭和徐家

率达 91.79％。

墩区块共签约 305 户，签约率达 91.87％。

上午 10 时 20 分，
大源第八工作小组率先清零

签约现场

早签约，早选房，有搬迁户“天黑就起床”
签约现场

有搬迁户凌晨 4 点 40 分就到了现场
对村民蒋志根来说，11 月 13 日是非常难
忘的一天。当天早上 4 点 40 分，他就来到签约
现场，拿到 1 号签约号。7 点，他和妻子在搬迁
合同上签下名字，有一点对老屋的不舍，更多
的是对新生活的向往。
“ 这次搬迁政策公开，心
里有底，我也比较满意。所以一早就赶来了，
早签约早安心。”蒋志根的妻子刚刚做完喉咙
手术，也陪着丈夫早早过来。她说，这不仅对
自己家，对整个大源都是大事、是好事，肯定是
支持的。
蒋志根是老大源人，一直住在亭山村。他
的房子是 1962 年建造的，大概 60 多个平方米，
至今已经住了 50 多年。
“ 以后的生活条件肯定

会越来越好的。”
村民董加平是六组第一个签约的。在仔
细复核合同内容、补偿金后，他非常满意地签
上名字。
“ 村里的环境不太好，道路也是坑坑洼
洼的，现在有机会改善，肯定是支持的。而且
工作人员尽力上门做工作，经常到晚上一两
点，我们心里也很感动。”董加平说，
“ 现在政策
是早签约早选房，肯定要早点来。”
上午 10 点多，大源区块第八小组 18 户搬
迁户表格末端，只剩下一户没有签约。该小组
工作人员专程将最后一户的女主人接到指挥
部签约，随后，户主也赶了过来，夫妻俩均签
字。由此，第八小组率先完成签约“清零”。

上下动员，推进签约工作有序进行
为了推动搬迁工作，大源镇设置了十二
个搬迁工作小组，由镇主要领导负责。此外，
每组搬迁户推选 2 名村民作为监督管理员，全
程协助监督搬迁工作。
自 10 月 9 日大源镇杭黄铁路站场综合体
区块搬迁动员大会以来，大源镇镇村 130 余名
工作人员，分片分组进行入户调查与测绘工
作，充分发扬“白+黑”
“5+2”的工作作风。
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还得到其他村干
部的鼎力相助。蒋家村党委书记蒋顺国，主
动对接了 14 户村民，帮助开展测评、政策宣传
等工作，提前全部完成。
稠溪村地处偏远山区，当年来亭山区块
买地建房的不少，但他们户籍关系仍留在本
村。利用本村人的密切关系，稠溪村村两委
主动对接了 5 户，帮助协调初评工作。
在全体工作人员不懈努力、搬迁户大力
支持配合下，截至 10 月 28 日 16 时，按时间节

点要求，全部完成入户调查、测绘、初评工作。
在大源镇搬迁工作小组里，有张照片被
不少人收藏：7 组组长郎靖峰抱着女儿，在打
点滴的时候睡着了。上周，郎靖峰 10 岁的女
儿生病在医院。他当天晚上请了半天假去医
院陪女儿，这是他近两个月第一次请假。
“自
动员大会以来，基本没有按时回过家，每天只
能匆匆见女儿一面，对她确实非常愧疚。”郎
靖峰说，全体工作人员都是这样一直奋战在
一线，
“ 今天看着签约完成的小红旗一面面贴
上去，大家心里都很欣慰。”
“大源亭山一带居住人口的性质复杂、房
屋权属多样，给搬迁带来了困难。今天集中
签约，能够总体平稳有序，离不开各方大力支
持。”大源镇党委书记李丰说，前期充分的准
备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政策公开透明让老百
姓心里有底，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更是保障
签约顺利推进。

昨早 7 点半，72 岁的灵桥村民徐金民第一
个完成签约。他说，对搬迁工作很支持，因为
高兴所以早点来签约，以后也可以早点选房。
“搬迁是富阳的大事情，肯定要支持的。”
徐明樟和徐灵华夫妇早上 8 点就完成了签
约。
“ 早签约，早选房，签完约就可以安心去上
班了，”徐明樟说，一开始接到搬迁通知，心里
也有不情愿，
“ 毕竟房子住了这么久，多少有
感情，但是看到我们镇村两级干部工作不容

易，想到富阳会因为这次搬迁迎来更好的发
展，顾虑也就慢慢放下了。”
“其实灵桥造纸企业多，环境一直不是太
好，这次集体搬迁也是改变我们居住环境良
好契机。搬迁之后，相信我们的生活环境会
更好，富阳发展也更好。”徐灵华说。
办企业的徐志良说“天黑就起床了”，就为
了能早点到现场完成签约。今年 101 岁的老人
徐关校，也在昨日上午完成了签约。

他们，积极帮助做好亲戚及员工搬迁工作
羊军是杭州富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总
经理，他的新房刚造好没多久。但他坚决支
持政府的搬迁工作，昨日一早就完成了签约。
“富阳建设江南新城这样的机会更难得，
好好发展，江南新城说不定就是下一个萧山
湘湖区块，我相信富阳未来的发展！”羊军说。
羊军还积极做好亲戚和公司员工的搬迁
工作。羊军说，有个别员工起初对搬迁工作
不理解，不配合。他通过个别约谈、集中座谈
等形式，做好员工们的思想工作。

政协委员孙小明也积极帮助政府做好搬
迁员工的思想工作。知道灵桥镇永丰村羊家
埭和徐家墩区块要搬迁后，孙小明主动筛选
出公司里涉及搬迁的人员，通过多种形式连
续不断地做好思想工作。
有一对父子，儿子在他企业担任中层，父
亲和媳妇也都在这家企业中，起初他们并不
配合搬迁工作。孙小明经常去做工作，去劝
说，
“ 几乎每天碰到都要说一次”。渐渐地，父
子俩从抵触变得支持，于昨日上午顺利签约。

力争实现从“小源溪时代”迈向“富春江时代”
灵桥镇永丰村羊家埭和徐家墩区块房屋
杭州住院做手术，但为了不影响搬迁工作，她
搬迁工作启动至今已有 3 个多月，全体镇村工
决定延迟住院时间，待动迁工作告一段落再
作人员夜以继日，以真心、诚心面对搬迁户， 动手术。
很多搬迁户从拒绝工作人员进门，渐渐地转
灵桥镇干部庄康男的妻子孙女士说，
而支持搬迁工作，并还专门煮了夜宵送给工 “（老公）昨晚 1 点多到家，4 点多又起床走了，
作人员。灵桥镇副镇长杨荣说：
“ 多站在搬迁
最近连睡觉讲梦话说的都是关于搬迁的。”
户的角度看问题，认真、负责、耐心地去沟通，
杨荣说，动迁组工作人员几乎每晚都在
思想工作也就慢慢做通了。”
半夜 12 点左右才休息，晚的时候要到凌晨两
据了解，自搬迁工作启动以来，灵桥镇全
三点钟。最近几天，多数干部整晚只能睡两
体镇村干部几乎没有周末和休息时间，以“5+
三个小时。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轻伤不下
2”
“白+黑”的状态坚守在一线。
火线的工作人员比比皆是。
六组组长田海国老家在江苏，不久前父
灵桥镇党委书记何君明说，在区委区政
亲去世，匆忙处理完父亲的后事，还来不及照
府、江南新城建设指挥部的坚强领导下，在镇
顾腿摔伤的老迈母亲，一大早就匆匆赶回动
村干部的努力下，在灵桥人民的积极配合下，
迁指挥部，做好最后几户搬迁户的工作。
灵桥镇从“小源溪时代”迈向“富春江时代”的
动迁组成员李杭英原本安排了 10 月份去
目标，一定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