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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交通项目顺利推进

重大交通项目集中开工重大交通项目集中开工
为全面融杭打下基础为全面融杭打下基础

最新进展

G235富阳灵桥至渔山段工程目
前已基本完成征迁工作。经过区交
通集团统筹协调和沿线乡镇辛勤努
力，截至目前，征地完成594亩，完成
100%；民房拆除完成 146 户，完成
100%；企业完成签约腾空86家，完成
100%。下一阶段将进行企业残值拍
卖处置、企业拆除、土地交地和苗木
移植等工作。

杭富城际铁路富阳境内工程主
要由城区段、宋家塘车辆段、320国道
段组成。目前城区段的4个车站建设
推进顺利，汽车北站、高教路站和富
春站已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桂花路站
处于前期地下管线迁改阶段，目前东
侧基本完成雨污水管道施工。320国
道段4个站点本月将进行招投标。

杭富城际铁路附属配套工程，目
前已经开工建设，正在进行绿化迁改
工作，将与杭富城际铁路320国道段
的4个站点同步实施。

杭黄铁路富阳段及站前综合体
工程目前已经完成民房拆迁502户、
企业拆迁 37 家等前期拆迁、交地工

作，29个安置区块也已全面建设，进
展顺利。截至目前，涉及杭黄铁路富
阳段建设的所有政策处理工作已经
全部完成。站前综合体目前进行的
是一期工程，先行建设保通工程和落
客平台，保通工程将解决杭黄铁路富
阳站人流、车流通道和满足社会车
辆、公交车辆等的临时停车需求，目
前已完成招投标工作，将于近期进场
施工，确保今年9月底前完工。平台
工程是为车辆上下匝道建设预留相
关接口，目前已基本完成施工图编
制，将在春节前后与站房建设同步开
工、同步完工。

此外,大桥南路延伸至大源段综
合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60%，其中样板段工程（含道路和景
观）将于近期完工。

杭州绕城高速西复线富阳段，目
前已完成全部征迁工作，累计拆迁民
房376 幢、企业（非住宅）71 家，征地
5173亩。下一步将全面完成政策处
理清零工作、三线迁移工作，确保项
目推进与维稳可控。

周大清（区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抓住机遇盯项目，提振精神打硬仗

全面融杭，交通先行。今年以来，区委
区政府把交通工作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
位置，随着杭黄高铁、杭州绕城高速西复线、
杭富城际铁路等一批重大交通项目的开工
建设，必将极大地带动或推动富阳经济社会
各领域的快速发展。

作为富阳重要的交通项目建设单位，交
通集团围绕“交通融杭”战略布局，项目至
上、实干至上，各项重点工程均驶上快车道，
春永线、公交停保中心、出租车服务中心等
工程顺利开工，西复线、杭黄铁路富阳段建
设进展顺利，环金线整治工程按计划推进。

下阶段，我们将在区委区政府大力支持
下，积极改进作风，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勇于
担当、敢为人先，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甩开
膀子真抓实干，真正做到干实事、鼓实劲、出
实招、求实效，把各项任务目标落到实处，积
极推进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建设。

民间声音

“龙之子””（网友）富阳要有地铁了，想想就激动

每次提到富阳即将有地铁了，我就有点
激动，非常期待。

我母亲身体不好，每周都要去杭州大医

院复诊，坐公交，怕她受不了颠簸，只能开车
去，但停车很困难。以后富阳通地铁了，这
问题就解决了，又快又方便又稳当。

另外，杭黄铁路、绕城高速西复线等项
目都在建设，以后富阳人出门，选择太多了，
这些都是政府实实在在为民办的好事啊！

大事回顾

记者 许媛娇通讯员 陈辉

2017年5月，秦望区块有机
更新指挥部成立，一场城市有机
更新硬仗就此打响。

秦望区块地理位置优越，处
于富阳城市东西南北轴心和建
设过江隧道、推进拥江发展的关
键节点，是打造“城市眼”的首选
之地。

高标准、高水平推进秦望区
块有机更新，既是推进江南江北
联动发展、建设大都市新型城区
的点睛之笔，更是推动城市转
型、产业转型，提升人民群众生
活品质的重大民生工程、重大发
展工程。

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涉及搬
迁房屋建筑面积65.6万平方米，
土地 423 亩，搬迁户 6063 户，共

分四个区块，按照“一次规划、分
期实施”原则，先行启动秦望区
块片区一、片区二有机更新工
作。先行启动区块共涉及3341
户，于 2017 年 9 月 9 日启动签
约，9 月 25 日晚签约全部完成。
秦望区块有机更新规模之大、速
度之快、效率之高，可以说开创
了富阳历史。

2017年7月，富阳开启了新
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此轮修
编严格落实区委区政府提出的

“加快建设大都市新城区，争取
成为杭州西部的区域中心”新要
求，从杭州大都市角度出发，描
绘都市新型城区蓝图。在修编
中，明确提出将秦望区块打造成
富阳“城市眼”。

秦望区块有机更新启动秦望区块有机更新启动
打造打造““城市眼城市眼””

在 2017 年里，秦望区块有
机更新涉及的片区一、片区二共
3341户搬迁户在签约结束后，有
序地进行房屋腾空，并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前全部腾空完毕。
与此同时，秦望区块房屋拆除工
作进行了公开招投标，房屋全部
腾空后，中标公司进场作业，拆
除工作平稳进行，目前房屋拆除
工作已经基本完工，并进入扫尾
阶段。

在搬迁户的支持和工作人
员的合力下，秦望区块的搬迁、
拆除工作顺利进行，与此同时，

秦望区块片区一二的安置房项
目也有了新的进展。2017年11
月底，该项目已经完成PPP招投
标，项目将由绿城代建。12 月
27 日，秦望区块安置房项目参
加了全市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分别是富阳区青少年宫北侧的
地块，以及骨伤科医院西侧的地
块。两个安置区块周边有青少
年宫、富春八小、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富阳人民医院等公建设
施，离在建最近地铁站距离约1
公里。小区还将配建幼儿园、邻
里中心等公共配套用房。

最新进展

孙超（秦望区块搬迁户）：期待秦望区块成为富阳地标

作为一个从秦望区块搬迁出来的人，有很
多感叹。首先是不舍，舍不得这幢爸爸一砖一
瓦亲手建造的家；舍不得有关外公外婆的回
忆；舍不得这片居住了很久的地方；舍不得街
坊邻居……

搬迁后，我就没有忍心再回去看一眼了，

直至前几天路过，发现这块曾经拥挤不堪的地
方已经夷为了平地，内心的伤感一瞬间涌了上
来。但是每当我看见富阳权威发布的秦望区
块未来规划图的时候，我又会有一种大富阳人
的骄傲。

我很期待，期待看到那样繁华的富阳。我

们富阳是一块宝地，秦望区块是宝地中的宝
地，我期待着富阳区委区政府能将秦望区块打
造成为富阳的地标，这也将是万千搬迁户们最
值得自豪的事情。看，这曾是我们住过的地
方！想想未来的富阳“城市眼”，即将通车的轻
轨、高铁和不久的亚运会，我想为富阳打call！

民间声音

徐骞（秦望区块搬迁户）：秦望将成为时代的召唤

对我来说，这次搬迁所产生的意义有两
层：于国家政府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
了，城市的竞争力也必将提高，最终人民也必
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于老百姓而言，搬迁暂时
将面临的是原有生活模式改变带来的不适应，
尤其是情感上的巨变。但为什么本次有机更

新能够这么顺利进行呢？除了政策落实到位
以外，离不开拆迁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设身
处地为老百姓着想。过程中，搬迁工作人员和
我们经常沟通，大家成了很好的朋友。

离开居住多年的地方，确实有很多的不
舍，现在秦望区块已经基本变成一块平地，我

仍会在闲暇之余回去看看。我期待政府所打
造的“城市眼”，更期待我们的老邻居们能在高
大上的安置房中相遇。

多年后，秦望将变得更加美丽，因为她已
经从一个地名变成了一种时代的召唤，一种新
时代社会主义的精神。

记者手记

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是一件足以载入富阳
历史的大事。一次性启动3341户，第一次涉及
排屋区块搬迁，极其复杂的产权问题，秦望区
块有机更新启动前被冠上的关键词是“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硬仗”“难啃的硬骨头”，而在集
中签约后，全区老百姓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关
键词也变成了“富阳速度”“富阳温度”。

搬迁是个硬邦邦的词，却也最能触碰到温

暖。安土重迁是人之常情，告别住了十几二十
年的家，告别熟悉的街道，告别朝夕相处的邻
里，住在秦望区块的老百姓有很多不舍，但他
们都做出了同样的决定，那就是要舍得，要做
出改变。因为舍得改变，秦望区块的区块的老
百姓将换来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富阳将迎来一
处撑得起“颜值”的“城市眼”。

2017年的这场“仗”，富阳打得很漂亮。这

是全区上下齐心一起完成的大事，区委区政府
敢“啃硬骨头”的决心与魄力，全区干部“撸起
袖子”的干劲，富阳老百姓们的支持，都是秦望
区块有机更新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力量源泉。

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是“试金石”是“方向
标”，检验出了一支“富阳铁军”，为富阳搬迁树
立了样本。当我们说起秦望区块的时候，请为
富阳竖起大拇指。

说起秦望区块，请为富阳竖大拇指

记者手记

天天听着窗外“轰隆隆”的施工声，门前
的马路比以前乱了挤了，但家住金桥北路的
老李却根本不在意，每次跟人聊起这事，就
笑嘻嘻的。“这有什么，忍一忍就行了，以后
我出门就是地铁，不要太方便哦！而且，以
后我们家也在黄金地段了，要涨价啰！”

这就是富阳市民的心声，阵痛，忍一忍
就过了，前景，可是一片美好。

看看今年开工的几个重大交通项目：春
永线，将成为富阳沿江城市组团及江南区块
与杭州主城区的快捷通道，改变沿线乡镇交
通基础设施滞后的局面，缓解富阳进杭城市
交通；杭富城际铁路工程，将从根本上改变
富阳单一的公共交通运输现状，引领杭州市
主城区的空间结构向富阳方向发展；彩虹快
速路西延，与杭富城际铁路一起形成快速融

杭交通走廊，届时从富阳主城区到转塘、滨
江一带，最快只需20分钟；杭黄铁路，连接
杭州、萧山、桐庐、建德、淳安、安徽等地，富
阳进入全国铁路圈；西复线，杭州二绕，让融
杭通道更加多元化……想一想，不激动吗？
这不仅仅是富阳为了融杭在用尽全力，往远
了想，这是富阳在敞开大门走向更远更美好
的前方。

敞开大门走向更美好的前方

2017年以来，富阳抢抓杭州畅通
西部三年行动计划、地铁建设五年行
动计划，大力推进“三铁三高三快速”
融杭便捷交通体系建设，加快富阳与
杭州主城全面融合。政府工作报告
中特别提到，“咬紧牙关、砸锅卖铁也
要加快一批重大交通和重大公共服
务配套项目建设，借势而起、乘势而
上，全面形成融杭发展的大格局”。

2017年11月1日，五个重大交通
项目集中开工，涉及高铁、高速、城际
铁路、快速路等，均是融杭便捷交通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G235富
阳灵桥至渔山段工程（春永线）、杭富
城际铁路工程（杭州地铁6号线）、杭
富城际铁路附属配套工程（彩虹快速
路西延工程）、杭黄铁路及站前综合
体、杭州绕城高速西复线富阳段（含
两条连接线）工程等五大项目，投资
额分别为 19.25 亿元、44.10 亿元、
99.27 亿元（富阳段）、53.76 亿元（富
阳 段）、142.16 亿 元 ，总 投 资 额 达
358.54亿元，项目建成时间最晚2020
年、最早2018年。

房屋拆除进入扫尾阶段 安置房项目顺利开工

2017年11月1日，五大交通
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达358.54亿元

建成时间最晚2020年

杭富城际铁路工程金桥北路施工现场记者 朱啸尘 摄

昔日的秦望区块记者 骆晓飞 摄

房屋搬迁共涉及3341户

2017年9 月9日启动签约

9月25日晚签约全部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