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春街道方家井村
依法征地 以情拆迁 谋求和谐发展

本报讯（记者 仲芷菡）在建设杭州
绕城西复线的进程中，一场牵动四面
八方的征地拆迁正在推进。数百亩土
地、300余户村民……巨大的征迁拆迁
体量，让方家井村村两委深感压力。

为稳步推进工作开展，村两委立
足宣传，因地制宜结合农村实际，让征
地拆迁成为百姓达成普遍共识的工
作；始终将“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原则
作为开展征地拆迁和兼顾保障农户利
益的重中之重，多次提前完成坟墓迁
移、房屋征迁土地征用等关键工作。

精准定位宣传理念
做足做细前期工作

“那是去年3月17日傍晚，街道召
开二绕西复线坟墓迁移紧急会议，要
求在 4 月 4 日前完成所有坟墓迁移工
作，腾出土地。”方家井村党支部书记
华旭东依然对一年前征地拆迁工作的
时间节点记忆犹新，“村两委班子接到
任务后的第一反应就是‘难’，但再难
也要想办法落实工作。”

时间紧、任务重，接到通知当天，
华旭东组织村两委班子连夜成立坟墓
迁移领导小组，由书记、主任分两组分
别负责方家井片和柳溪片的迁移任
务，并确定每座墓穴迁移的费用标
准。经过5天的排摸和确认，确认应迁
墓穴数量为255座。

“离完成坟墓迁移工作还有十多
天，老百姓的配合就显得特别重要。”华
旭东说。除了在村里早早张贴起迁墓
公告告知村民，村两委更是借迁移墓穴
有清明前迁坟这一习俗及国家修路、造
福百姓的视角理念进行劝导解说，得到
了多数墓主家属的积极配合，于去年4
月3日完成255座坟墓的迁移工作。

无独有偶，继墓穴迁移工作告捷
后，房屋征迁工作又如一座大山压在

了村两委班子的肩头。借鉴坟墓迁移
工作的经验，村两委召开完房屋征迁
动员会后，下午便成立拆迁领导小组，
将征迁户数分配责任到人；当晚立即
召开动员会并分发告知书。

虽然在房屋拆除工作中，存在农
户不理解不配合以及非征迁农户因房
屋相邻被干扰而阻扰施工的情况，村
两委都一一上门进行解说劝导，提前
一天完成44户房屋征迁工作。

依法依规确认土地面积
坚持“一碗水端平”原则
“二绕西复线征用土地 486 亩，还

有做施工场地用途的红线外临时征地
52亩，合计要腾出538亩的土地面积。”
华旭东说，尽管有墓穴迁移和房屋征
迁两项工作的胜利打底，村两委对几
百亩的土地征迁工作依旧不敢掉以轻
心，“一方面是因为涉及的农户有 299
户之多，数字不小；另一方面是要把握
公平合理的征迁原则，同时保障好涉
及征地和非征地农户的利益”。

在征地过程中，为打消村民顾虑，

村两委充分调动村里老干部、老党员、
村民代表等“熟面孔”，与村民苦口婆
心讲政策，一笔一笔算细账。同时，从
去年9月18日起开展土地丈量和青苗
摸底工作，确定征用范围内的土地性
质主要为农户的自留地和开荒地。

确认土地面积，测绘环节是重中
之重。村两委坚持全程将农户叫到现
场，逐一确认丈量面积和青苗统计情
况。“方家井村最后留下的自留地分配
清册还是1976年的，40多年过去，不少
农户的用地范围都超出了当时的分配
范围。”华旭东说，村两委坚持原则，只
按自留分配原面积进行补偿。基于

“一碗水端平”的原则，村两委于去年
12月27日完成了全部征地签约工作。

村干部感言
华旭东认为，征地拆迁，做好老百

姓的思想工作尤为重要，政策宣传需
先行一步。工作之中的争议不可避
免，不理解不配合总有发生，要充分发
挥老党员和老干部的作用。同时应始
终把握好大方向，在守住底线的基础
上保障好每位农户的利益。

征地拆迁攻坚擂台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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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凌 通讯员 金姝明
徐君君）昨日上午，银湖创新中心人头攒
动。为帮助进驻企业招贤纳才，富阳经
济技术开发区联合区人社局举办了春季
专场招聘会。海正药业、巨骐科技、金火
机床、星帅尔电器、同兴科技、富春硅谷、
犸凯奴户外等位于东洲、银湖、场口、新
登四个直管区的近80家进驻企业抛出了
300 余个岗位，需求人数 1000 余人。当
天，共有300余名应聘者与企业初步达成
就业意向。

现场应聘者络绎不绝，富阳本地人
居多，也有不少从杭州赶来，有的甚至
从上海赶来。金女士家住银湖街道，在
萧山、滨江等地工作了 8 年，想就近找
个项目经理的岗位。她表示，如今开发
区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企业也越来越
多，所以考虑回来发展，“生活成本没那

么高，照顾家庭也更方便”。现场还出
现了不少“高龄应聘者”，77 岁的周先生
就是收到短信，特地跑来帮孙子“物色”
岗位的。“他在无锡上学，今年毕业，已
经找到工作了，但我们希望他离家近一
点。”

随着富阳产业转型不断深入，不少
企业对科技研发型人才和熟练工的储备
越来越重视，其中不乏最近非常火的人
工智能、区块链、无人超市、智能机器人
等研发岗位，有的企业甚至将研发产品
直接带到了现场。但不少企业表示，这
些人才还是比较稀缺，有企业招聘负责
人半个多小时就收到了20多封简历，但
其中一大半是应聘出纳岗位的，而针对
企业最重视的大数据研发岗位，具有相
关工作经验或者知识背景的人才，还是
比较难找。为此，在待遇方面，不少企业

都不惜重金抛出橄榄枝。
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开发区启动

了“一城一带5100 计划”，重点打造银湖
科技城和高尔夫路智能装备产业带，即
通过 5 年时间的努力，培育、招引 100 个
高新产业项目，积极培育企业上市。不
少企业冲刺上市，人才缺口较大。与此
同时，随着彩虹快速路西延工程、城际铁
路等交通融杭项目不断推进，开发区的
融杭桥头堡作用日益突出，银湖科技城
区位优势日渐凸显，园区内公交微循环
基本形成，与主城区公交专线不断加密，
实现无缝对接，这也将吸引到更多企业
和人才进驻。本次举办的招聘，是开发
区持续打好产业转型攻坚硬仗，深入服
务企业的一项有力举措，下半年，开发区
还将与高校联系，举办专场招聘会，为企
业招才引智献策献力。

开发区举办春季专场招聘会 300余人现场达成意向

科技研发型人才最吃香

新登镇城镇有机更新（塔山区块）昨日举行集中签约
截至昨晚12时共签约233户

签约率达93%
本报讯（记者 王杰 摄影 陈恒 通讯

员 江栗峰 李寅超）昨日，新登镇城镇有
机更新（塔山区块）举行集中签约。签约
开始一小时，签约率达65%，两小时签约
率超过 85%，其中，第九组 30 户率先清
零。截至昨晚12时共签约233户，签约率
达93%。

此次塔山区块有机更新实施范围为
东至双塘口路、南至新兴西路、西至塔山
路、北至方廉路，涉及搬迁农户251户，企
业12家，用地及征地面积近428亩。

新登老城区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相
对完整保留。但由于重保护、轻开发，老
城区基础设施落后，安全隐患大。总面
积约1平方公里的新登老城范围内存在
建筑密度高、房屋质量差、市政设施缺、
生活环境乱、安全隐患多等一系列“弊
病”，严重影响百姓的生产生活。尤其是
去年致和商城、秉贤、城墙—城河三大片
区实施城镇有机更新后，同样位于老城
区的塔山村民和惠来社区居民更是迫切
希望通过有机更新来改善环境面貌。

昨日早上6时许，77岁的老党员汪坤
山就来到集中签约现场完成了签约。他
说：“早日签约，不仅可以支持新登建设，
我们房子也会换一个大一点的，所以就
第一个过来了。”

在现场，第九组动迁组率先实现签
约清零。这一组中，涉及不少老年人。
组长蒋春华说，搬迁工作不是“冷冰冰
的”，而是有温情的，对待老人尤其如
此。有一位老人已80多岁，一直住在杭
州，因身体不好无法到新登来签约。第
九组工作人员带上笔记本电脑、打印机
等设备直奔杭州，到老人家中顺利完成
签约。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租不到
房子，九组成员把符合条件的房源一个
个找出来，让老太太选择，之后，又带她
上门查看。相中一户房子后，老太太身
上钱不够，蒋春华主动帮助垫上……这
一切，让搬迁有了温度。

新登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金志国说，
为确保本次房屋搬迁公平、公开、公正，

由搬迁户推选出有公信力的搬迁人成立
“房屋搬迁补偿监督小组”，全程参与房
屋搬迁补偿监督工作。实施补偿过程
中，坚持群众利益最大化、公平透明、遵
从村规民约、尊重历史、客观公正等原
则。

今年3月9日以前，新登镇分批召集
塔山村民、惠来社区居民及12家企业业
主，召开新登镇城镇有机更新（塔山区
块）意见征求恳谈会，广泛征求搬迁户的
意见和建议。指挥部、塔山村、惠来社
区、动迁公司等工作人员组成10个工作
小组，反复入户开展走访工作，听取民
意，宣讲政策。

3月10日至18日，对有机更新（塔山
区块）范围内房屋及土地的权属、用途、
建筑面积等基本情况进行登记调查。短
短9天（比计划时间提前1天），就完成了
入户调查和测绘工作。

3 月 20 日至 26 日完成初评（比计划
时间提前1天）。根据安排，完成集中签
约后，新登镇将于5月中旬完成搬迁户房
屋腾空工作。塔山区块搬迁后，将修建
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连接老城与新城
的40米宽城市主干道。2018年下半年，
新登将启动惠来花园和塔山花园两个安
置小区建设。

集中签约现场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4 月 13 日上
午，全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实施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区委常委裘富水
在富阳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旨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实施情况的会议纪要精神，总结
2017 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实施工
作，交流经验，部署 2018 年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浙江省将按照《浙江省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6—
2020年）》目标任务，着力完善《纲要》实
施工作机制，构建科普阵地，打造科普平
台，不断推动《纲要》工作全面发展，为创
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
撑。将争取尽快出台相关科普政策文
件，及早启动《浙江省科学技术普及条
例》制订工作，在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基
层科普队伍建设、社会化科普工作格局
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强政
策保障。

会议强调，突出“互联网+科普”建
设将是今年《纲要》实施工作的重点。我
省将继续完善融媒体科学传播平台和

“科学+”活动品牌建设，扩大科普信息
化工作试点范围，发挥各地典型引路作
用，加大科普中国应用落地力度。在鼓
励支持科普创作上，增强科学性、趣味
性、体验性和实用性，创作开发一批具有
浙江特色的优质数字化科普资源。在加
强科普大数据平台建设上，加快各成员
单位资源整合，集中建设全省科普资源
库平台。

会议强调，我省今年还将进一步加
大基础设施和资源建设力度。着力加快
科普场馆体系升级，积极开展免费开放
工作，增强基础设施运行水平与实效，推
动各地加快建设富有地方特色、产业特
点的企业馆、社区馆、农村馆等基层科普
场馆，组织面向农村地区的科普巡展服
务。推出科普公共服务系列产品，开展
大型科普情景剧全省巡演，加快科学与
文化艺术的有机融合。

裘富水要求，全区科普工作者要高
度重视，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实施
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优化科普资源配置，
不断提升科普信息化普及程度，同时做
好“科普中国”APP的推广工作，让科学
与老百姓的生活更贴近。

全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实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举行

今年将重点突出“互联网+科普”建设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许媛娇 通讯
员 楼科勋 袁晓琴）每年的 4 月为浙江
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其中4月10
日至 16 日，是一年一度的浙江省爱鸟
周。4 月 14 日上午，主题为“保护鸟类
资源，守护绿水青山”的第37届杭州市
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爱鸟周”活动
在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拉开序幕。中国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国家林业局、中国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省市相关领导及
副区长何献忠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不仅可以观赏到杭州野生
动物世界内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鸟类，
还设置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知识
展示、动物研学课堂等趣味互动环节。
500余名热心市民、观鸟爱好者、志愿者
等参与其中。

何献忠在致辞中说，近年来，富阳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开展打击非法
盗猎野生动物、滥伐盗伐林木、破坏林地
等一系列执法行动，在社会各界的共同

努力下，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 65.45%，
林地保有量为194.08万亩，林木蓄积量
达到534.20万立方米，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不断提升，对野生动植物资源进行
有效保护，野生动物及鸟类种群数量正
在逐年增多，在富阳境内栖息和迁徙途
经的鸟类已经超过了三百种，富阳正成
为动物和鸟儿们栖息的乐园。本次活
动，必将进一步促进富阳区的生态文明
建设，提升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对推动
富阳经济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

“爱鸟周”活动结束后，现场还举行
了“杭州—中华大熊猫苑”项目签约仪
式。据介绍，该项目是由中国大熊猫保
护研究中心与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共同打
造，为浙江省首次设立的国家级大熊猫
科研繁育中心。该项目包括大众群熊猫
饲养展示区、大熊猫繁育区、大熊猫科研
中心、大熊猫科普教育及文化展示中心
等场馆。“杭州—中华大熊猫苑”项目将
于2018年动工建设，并于杭州亚运会前
完成全部场馆建设工作。

保护鸟类资源 守护绿水青山

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
“爱鸟周”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吴璇 通讯员 史炎
丹）4月13日下午，“大江南微讲堂”第二
期在区委党校举行，本期主题为“留心留
根 共建共享”——富阳区工业企业“留
心留根”工程政策解读。副区长喻乃群
参加讲座。

讲座邀请了富阳区工业企业“留心
留根”工程政策主要执笔人——区政府
办王志成作为主讲，为我区工业企业解
读相关政策。实施“留心留根”工程是为
了更好地推动我区“四态”转型，推动现
代产业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按照去

“高污染、高能耗、大空间、小产出”、留
“企业总部、高科技、无污染、效益好、潜
力大”的总体思路，通过区内异地安置、
发展总部经济和创新型经济等方式，引
导和鼓励搬（拆）迁工业企业提档提质和
二次创业，促进产业业态和城市形态全
方位的转型升级。讲座通过详细生动的

解读，解答了企业主们的疑虑，从而更好
地推进“留心留根”工程实施。

喻乃群感谢企业主们第一时间响
应区委区政府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支
持“四态”转型，同时高度肯定企业“留
心留根”、转型升级的积极性。他说，
本次讲座的举办是第一时间为企业主
们解读政策，让大家享受到政策带来
的阳光雨露。通过第一时间的动员布
置，把政策红利变为转型红利，把宏观
政策变为个性方案，把共同愿望转化
为共同行动。希望企业通过学习，议
好点子、编好篮子、搭好班子、拟好路
子、迈好步子，打破常规，快速推进转
型升级。同时，喻乃群要求相关乡镇
（街道）要服务好企业实施“留心留根”
工程，把好人情关、廉洁关、态度关，让
企业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克难攻坚，
全力推进江南新城的建设。

留心留根 共建共享

第二期“大江南微讲堂”开讲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通讯员 孙鹏）
为抓好农村建房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有
关工作，切实消除安全隐患，打造美丽乡
村的安全人居环境，近日，区住建局联合
全区乡镇（街道）城建办，引入监理公司
第三方测评，对全区的农村建房进行为
期两个月的全方位检查。

在农村建房施工现场，检查组重点
检查建房施工现场的基本建设程序、日
常巡查管理、安全施工条件、施工场地清
洁卫生、承建人员资质等，并对施工现场
在建设过程中防高处坠落保护措施、基
坑开挖、脚手架搭设、施工用电、模板支
撑、临边防护、物料堆放等进行排查。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当
场下达了《农村建房安全隐患整改建议
书》，要求立即整改，并要求乡镇（街道）
对整改情况跟踪复查，坚决防止事故发
生。

此外，检查组还对现场施工工匠发

放了《农房建设宣传资料》，工作人员联
合第三方技术人员与建筑工匠面对面进
行技术交流，开展业务培训，通过这种

“送教下乡、以学代管”的方式，规范和促
进全区农村住宅建设管理。

两个月的检查结束后，区住建局还
会依据第三方测评打分和现场巡查情
况，对全区农房建设情况进行点评、排名
和通报。

据悉，目前富阳共有村镇建筑工匠
1720名。富阳的村镇建筑工匠持证上岗
工作自1997年开始，为全省最早。近年
来，区住建局通过对村镇建筑工匠的培
训、比武、年检年审和日常巡检来加强农
村建筑工匠的技能和安全生产、文明施
工意识。2017年，区住建局共组织28期
村镇建筑工匠培训班，发放各类培训资
料和宣传资料7000多份，整改安全隐患
200多处，并组织了一次全区村镇建筑工
匠砌筑工技能大比武。

区住建局开展

农村建房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