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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钥匙，开启幸福的模样。一个家，守护温
馨的一辈子。就在 2021 岁末之际，秦望安置房盛
大交付，5000 多套新居迎来主人。新的一年，也是
新生活的开始。
2021 年 12 月 30 日，秦望安置房交房活动圆满
收官，拿到钥匙的搬迁户们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声
说：
“ 满意，太满意了……”无数个日夜的等候终成
美好，从入口至室内，所有的景物都以喜庆而恭敬
的姿态，迎接搬迁户们幸福归家，沿着郁郁葱葱的
花园小径，欣赏着层叠错落的绿意景观，搬迁户们
踏上了温馨与幸福的归家之旅。

拿到“金钥匙”推开幸福门
富阳区以“秦望速度”高质量推进回迁安置

富阳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搬迁，秦望跑出
“加速度”
上世纪 90 年代，富阳城市向西扩张，秦望区块
成为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中村”之一，也曾是
富阳烟火气很浓的地方，甚至比一般的小区、社区
更显生活百态。但热闹背后，却是与“大都市新型
城区”格格不入的布局和环境。
2017 年，区委、区政府做出秦望区块有机更新
的重大决策。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成为富阳转型发
展的突破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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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摆在富阳
面前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富阳没有开
展过这么复杂且大体量的搬迁，没有现成经验和
搬迁政策可以套用，是一块实实在在“难啃的骨
头”。在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及区领导的直接
指挥下，各有关部门、镇街、平台克服重重难题，一
二片区 3341 户仅用 17 天完成签约率 100%，三四片
区 2598 户仅用 12 天完成签约率 100%，创造了“秦
望速度”
。
区住建局建立完善“回迁提速”标准化制度和
规范化程序，城建集团成立专班，秦望安置房项目
是全省体量最大的安置回迁项目，
从立项到开工建

安置房媲美商品房，
搬迁户对未来生活充满期望

设仅用时五个月，比计划提早了一个月时间。同
时，
区住建局与秦望
“城市眼”
建设指挥部建立项目
推进双领导机制，
步伐一致、
高度协同，
克服疫情缺
工缺料、渣土处置困难等问题，确保快速推进与工
程品质两手抓两手硬，
以
“6 个月开工、
36 个月竣工、
3 个月交付”
的
“秦望速度”
。
2021 年以来，区住建局紧紧围绕顺利完成秦
望安置房回迁的工作目标，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分房原则，实行组织联建、难题联办、服务联动
的工作机制，提高站位、倾听民意、大胆创新，严把
建筑质量、优化回迁服务，高质量推进回迁安置。
仅仅用时 27.5 天，完成回迁安置选房 5241 户，完成
率达 100%。
星光不负赶路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工作队
伍，有的搬迁户从不愿谈到愿意谈判，有的搬迁户
从不理解到主动上门慰问，有的搬迁户从搬迁对
象转变成了搬迁帮手……如此大的搬迁规模、安
置房建设体量，从拆到建再到回迁，用 4 年时间全
面完成，富阳向搬迁群众交出了一份高分成绩单，
实实在在跑出了“秦望速度”。

秦望安置房项目分为富阳中医骨伤医院西
侧（秦忆荣府）和青少年宫北侧（望钰和府）两个
区块，总建筑面积 104 万平方米，总用地面积 447
亩，
总套数 5572 套。
年关将近，喜提新房是搬迁户的大喜事。
横幅高挂、彩旗飘扬，醒目的欢迎语倍显温馨，
现场处处洋溢喜庆的气息。记者在交房现场望
钰和府门口看到，搬迁户们按照序号，在工作人
员的指引下，逐一完成核对材料、登记核实信
息、登记入住资料等流程，领取入住礼品。搬迁
户领到钥匙后，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等了 4 年
多，终于领到钥匙，要回家好好庆祝一下。”汪先
生一边签字一边兴奋地说道，
“ 房型蛮好的，楼
间距挺大，采光充足、通风好。”他对新房和周边
环境都非常满意，
也对新的生活充满期待。
记者走进望钰和府北区，在园区看到，楼栋
南北走向呈三行排布，前后以草坪相隔，整个小
区整洁美观，视野开阔。小区整体布局中轴对
称，立面风格由绿城的二代高层演变而来，建筑
主体外立面呈浅灰色，整体看上去美观大方，
“颜值”颇高。绿城代建项目部有关负责人笑着
说，秦望安置房由绿城乐居建设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实行全过程代建，参照绿城商品房标准进
行设计、建设，小区实行人车分离。楼层最高 29
层、最低 18 层。每一幢都一楼架空，一、二层为
石材干挂，三层及以上为多彩漆。楼与楼之间
前后间距较大，最窄为 53 米、最宽为 81 米，视野
开阔。
绿城代建项目部有关负责人说，按照最新

标准，高层房屋都要设置一个避难间，或为小房
间或为厕所，根据屋内格局实际情况而定。避
难间的房门和窗户都采用防火材料，可在短时
间内有效隔离火情，
方便人员进入躲避。
让人开心的事情可不止这些——小区内配
建两个办学规模 12 个班的现代化幼儿园，家长
接送更加方便，也更加安全。同时，各个区块都
配套有邻里中心、居家养老等公共用房，以及篮
球场等健身设施。
搬迁户喜滋滋地拿到了新房钥匙。不少人
翘起大拇指点赞：
“ 这里条件好、位置好，绿化、
外立面漂亮，整体布局高端大气，比商品房小区
还要好！”记者在园区里转了一圈，听到最多的
就是搬迁户对安置房的赞美声。
安置房建设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区委、区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始终把搬迁安置作为一项政府与人民共建共享
美好生活的民生福祉工程，筑就民生“幸福巢”，
致力于将秦望安置工程打造成我区乃至全市、
全省拆迁安置样板。秦望安置工程的完成标志
着我区的城市化进程又迈向前一大步，实现大
工程厚植“小康”根基，共富之路更加夯实；标志
着金桥板块建设热度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协调
发展取得更大进展；标志着人民得到实惠、生活
更加幸福、环境更加宜居。不负热盼，不负秦
望。秦望安置房如期交付，对于所有搬迁户而
言意义重大，筑梦，圆梦，启航在安置房全新的
美好生活，
奏响归家幸福旋律。

选房顺序号抽签现场

全流程数字化服务，
畅通搬迁户
“回家路”
“秦望速度”，还体现在回迁安置的每一个环
节。5241 户搬迁户一次性回迁，如何实现又稳又
快？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全省
首创“富阳区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全流程服务系
统”，将数字化引入征迁全过程。安置户通过“浙
里办”APP 就可以在线 VR 看房、模拟选房，大大提
高了现场选房效率。
2017 年秦望区块大规模拆迁时，区住建局创
新推出征迁补偿管理系统，并运用数字化手段一
步步完善，如今形成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全流程服
务系统，即“征迁零距离”。
“ 我们将房屋征迁、补
偿、安置等多个阶段当做‘一件事’来做，通过全流
程服务实现征迁安置与百姓零距离。”区房屋征收
补偿管理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老百姓通过
“浙里办”APP 富阳区模块中的“征迁零距离”应
用，就能方便获取征迁安置的最新信息。
在 征 迁 补 偿 阶 段 ，征 迁 工 作 人 员 利 用 手 机
APP 实时上传被征迁房屋的基础资料及上门走
访、评估的照片，做到入户调查“零遗漏”，提高整

“浙里办”
APP 征迁零距离数字化系统

体工作效率。同时，征迁工作人员将搬迁户的房
屋面积、安置人口、评估价格等相关信息实时录
入，系统可根据内置算法自动计算补偿金额，并生
成电子协议，保证全区政策精准、口径统一、数据
精确。在充分发挥系统的桥梁作用下，工作人员
能更好地当好“店小二”
角色。
同时，搬迁户通过该系统，可以实时了解征迁
政策和工作安排情况，第一时间查看本户相关的
征迁补偿信息及电子协议，掌握签约情况和安置
房选址、方案等相关信息。
在安置房建设阶段，通过该系统，搬迁户还可
以实现“在线监工”，第一时间了解安置房的工程
质量、施工进度等情况。
“5 分钟即可完成选房。”区房屋征收补偿管理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系统自秦望选房试
用以来，APP 已安装 5600 余人次，单户选房签约时
间从 10 分钟减少到 3.5 分钟，累计节省工作时间
570 个小时，拆迁安置实现零差错、全天候、高效
率。接下来，将在全区安置房分房工作中推广，将
惠及 15000 余搬迁户。目前，该系统部分场景已被
省建设厅嫁接到全省拆迁系统方案设计中。
贴心、细心换来安心、放心。搬迁户一张张满
意喜悦的笑脸，就是对选房工作最大的肯定。刘
文林一家搬迁前住新庙址路附近，如今住在富春
新天地，
“ 这个系统实时更新，来选房现场之前我
就在手机上设置好了 5 个心仪的预选方案，刚进来
后系统提醒我第一方案已经被前面人选走，我就
顺延将第二方案告知工作人员，他在平板电脑上
操作确认就选好了。”刘文林说，通过该系统，选房
一经确认，就可一并生成选房确认书、安置协议等
表单，
实现“即选即签”
。

搬迁户查看户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