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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臧一平 通讯员 庄秋
萍）近日，区住建局住保房管中心对全区
保障性住房项目组织开展建设进度专项
检查。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塔吊林立，各
种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头戴安
全帽繁忙有序进行施工作业，现场一片
热火朝天。本次共计检查全区 32 个保

障性住房项目，其中24个公租房项目、6
个人才专项租赁住房项目和2个共有产
权保障房项目。

检查组一行通过分片区深入项目现
场进行实地踏看，重点检查保障性住房
项目实际进度情况、建设目标任务完成
情况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经营状况。
通过检查全面摸清我区保障性住房项目

建设情况，及时发现存在问题。
经检查，目前，我区共有6个项目存

在进度滞后问题，其中 1 个公租房集中
配建项目延迟竣工，1个公租房逐宗配建
项目进度严重滞后，4个计划建设项目前
期工作进展缓慢。

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各项目
建设主体要明确责任抓项目，紧盯进度

抓项目，强化管理抓项目，优化环境抓项
目，营造真抓实干抓项目的良好氛围，全
面增强对重点项目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确
保各项目在既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
针对存在问题，住保房管中心将进行认
真分析，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和整改意
见，并将检查情况作专题通报。

富阳开展保障性住房项目检查

大家金铭府公租房配建项目，位于
华虹路与金秋大道交叉口，是我区首个
公租房逐宗配建项目，配建面积6173平
方米，102 套公租房，其中一居室 34 套、
二居室68套，于2019年7月开工，预计今
年7月底竣工，计划年底前完成预分配，
目前准备分项验收。

众安顺源府公租房配建项目，位于
银湖街道上林南路，公租房配建面积
22233平方米、372套，其中一居室54套、
二居室318套，于2020年7月开工，预计
2025年3月竣工，目前室内装修施工中。

云泽赋华庭公租房配建项目，位于场
口镇新区，东西街与24号路交叉口，建设
单位为杭州澳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7#
楼为公租房配建楼栋，共有房源199套，均
为二居室，于2020年9月开工，预计2024
年初竣工，目前主体结顶砌体施工中。

启润学府公租房配建项目，位于文
居街与北堤北路交叉口，建设单位为杭
州启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配建公租
房54套，其中一居室18套，二居室36套，
于2021年12月开工，预计2026年5月竣
工，目前主体2层施工。

人才公寓房（长租房）项目，位于西
环北路与新桥新路交叉口东南侧，为我
区第一个人才专项租赁住房项目，由城
投集团建设，用地面积83.5亩，地上建筑
面积12.35万平方米，共14幢高层，住宅
总套数 1624 套。项目于 2019 年 9 月开
工建设，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竣工。目
前，公区精装修完成80%，室外市政景观
完成60%，累计完成工程量92%。

银湖人才房项目，位于九龙大道，东
面为规划道路，西、北面为雍景山庄，由
杭州富阳富春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

设，用地面积 31 亩，地上建筑面积 3.12
万平方米，住宅总套数 402 套。项目于
2021 年 4 月开工建设，计划 2023 年 9 月
竣工。目前，3幢主楼已结顶，剩余6幢
楼2—9层施工，完成总工程量的50%。

东洲人才租赁住房项目，位于东洲
街道横山区块，由城投集团建设，用地面
积50亩，地上建筑面积3.34万平方米，住
宅总套数457套。项目于2021年2月开
工建设，计划于2023年12月竣工。目前，
4#、7#、13#完成主体施工，5#、10#、11#、
14#主体楼层施工，完成总进度的45%。

新闻链接 部分保障房项目最新进展

本报讯（记者 金琳婷 摄影 华苗 通
讯员 郑波 姜平锋）6月16日，春北安置
小区B区项目25栋住宅楼主体结构全面
封顶，项目取得阶段性胜利。在春北安
置小区建设工程现场，工人们奋战一线，
紧锣密鼓推动项目建设。

春北安置小区B区项目是省棚改项
目，也是富阳区重大民生安居工程，工程
自建设以来就备受社会各界关注。项目
位于杭州富春湾新城北部，西侧为大桥
南路，东侧为规划道路，南侧为永济路，
北侧为规划道路。项目于2019年正式开
工建设，总投资约 18 亿元，总用地面积
11894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2.2万平方
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地上建筑（住宅、
配套用房、社区用房、社区会堂、物业经
营、物业管理、文化活动中心、党群服务

中心、其他配套用房等）、幼儿园、地下室
及室外绿化工程、道路广场及市政管网
等。春北安置小区B区项目住宅总套数
1938 户，分别有90平方米、120平方米、
150平方米、180平方米四种户型，主要安
置对象为春江街道建设村搬迁村民。

杭州富春湾集团基础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春北安置小区 B 区项目进展顺
利，目前完成总工程量的73%，全面结顶
后项目将进入内外装饰装修阶段。不久
的将来，搬迁村民不仅能住进环境优美、
配套齐全的安置房，而且能享受到优质
的教育、医疗资源，实现就近就业。”

下一步，杭州富春湾集团将紧盯目标
抓进度，按照“能早则早、能快则快”的要
求，倒排时间进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确保安置房建设顺利推进、如期竣工。

春北安置小区B区项目

25栋住宅楼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春北安置小区B区项目▶

本报讯（记者 金琳婷 通讯员 郑波）
6 月 16 日，位于杭州富春湾新城的浙江
省人民医院富阳院区（一期）项目工地上
机器轰鸣，运输车辆穿梭忙碌，大型塔吊
挥舞巨臂，浇筑车、压路机等大型机械设
备隆隆作响，施工人员正在紧张有序施
工，施工现场热火朝天，节点工程有序推
进。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一期）目前已
完成土建部分总工程量的 55%，其中门

诊楼共 5 层，最高已施工至五层屋面；2
幢内外科病房楼均为17层，最高已完成
11层。

浙江省人民医院富阳院区项目位于
春江街道（大桥南路以西，蔡伦路以南，
竹简路以东，同登路以北），用地总面积
184 亩（含区间道路 10 亩），项目地块分
南北两宗用地，总建筑面积31.85万平方
米，总床位数1800张。一期总建筑面积
21.2万平方米，二期计划建筑面积10.65

万平方米。
项目一期于 2020 年 10 月进场动

工，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急诊部、门诊
部、住院部、医技科室、康复治疗、保障
系统、行政管理、教学科研用房、院内生
活用房、设备辅助用房、地下停车库及
室外工程等。其中，主楼最高 17 层，最
大建筑高度 78.2 米，设 2 层地下室。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一家集儿科、康复科、
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妇科等功能

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一期建设
床位数 1200 张。营运期门急诊接待人
数预计可达 4000 人次/日、150 万人次/
年。

项目以智慧医疗为特色，建成后将
成为一家集儿科、康复科、眼科、口腔
科、耳鼻喉科、妇科等功能于一体的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满足本地居民高水平
高质量的医疗健康服务需求，并辐射杭
州、浙西地区。

浙江省人民医院富阳院区（一期）项目

完成土建部分总工程量的55%

本报讯（记者 臧一平 通讯员 翟娜
娜）近日，随着富春八小旁的五号渠西侧
道路及河道整治工程（三号渠——公望
街）完工，周边的居民感受到了“绿道修
到家门口”的便利。

五号渠西侧道路及河道整治工程
（三号渠——公望街）位于大家金钰府东
侧，富春八小西侧。南起3号渠，北至公
望街，由区城投集团负责实施建设。

本工程五号渠总长约 389 米，呈南
北走向，河道线性全线为直线。项目设

计思路以水为主题，将水元素融入绿道
景观，并通过融入各类低影响措施，打造
一条水文化的海绵景观飘带。“自然驳岸
的植物群落具有涵蓄水分、净化空气的
作用，可在植物覆盖区形成小气候，改善
水体周边的生态环境。”区住建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驳岸部分大都采用自然驳
岸，保留草坡入水驳岸和景石驳岸，实
现了与周边环境的完美融合。为营造
独特的休憩和休闲体验，沿线新增廊
架、休憩平台、休闲坐凳、智慧公厕等

配套设施，方便不同年龄段的居民休
憩游玩。

本次提升着力打造慢行游憩环路，
在功能上实现了滨水贯通，通过对道
路进行新建，与文豪绿道、青少年宫出
入口等空间进行无缝对接。

“待五号渠西侧道路及河道整治工
程（二号渠——公望街）完工后，五号渠
将与阳陂湖联通，完善整个生态环境、
防洪排涝和绿道体系。”区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说，设计内容包括道路、桥梁、基

坑、河道、排水、景观、绿化、交通、智能
及电气等，五号渠西侧道路连接北环路
和公望街两大东西向城市主干道，能更
好地完善和发挥城市道路的网络效应。

五号渠也是连接南北向的主城区
重点河道，它的建设将完善区域河网
水系，提高皇天畈区域的防洪排涝能
力，减少洪涝灾害损失，改善城区的河
道水质及水环境。目前工程各项工作
正在紧张施工中，计划 2023 年 12 月完
工。

五号渠西侧道路及河道整治工程完工

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 通讯员 曹杰）
为营造“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
人”的良好社会氛围，6 月 18 日，团区委

“青春共富 志愿领航”富阳区百名骨干志
愿者在凤浦社区开展助力消防安全大排
查大整治行动。

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开始前，凤浦社区
工作人员向骨干志愿者讲授了消防安全
知识和沿街店铺安全检查的注意事项。
随后，骨干志愿者团队分组进行安全生产
大排查，对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
设备、电器线路等消防安全情况进行详细
检查。志愿者们结合消防知识宣传册发
放、现实案例宣讲，加强商户对消防安全
重视，强化商户的安全责任意识。大排查
大整治活动共排查出消防安全隐患42处，
志愿者指导商户现场整改12处，交托社区
督促整改30处，发放消防安全手册110余
份。

排查结束，骨干志愿者们还参观凤浦
社区微型消防站，了解微型消防站的应急
处置流程，参与本次活动的骨干志愿者也
积极分享交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心得。

团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行动旨
在教育引导全区企业、商家、居民群众增
强安全生产思想和行动的自觉，以切实发
挥好骨干志愿者的先锋引领作用。下一
步，团区委将继续秉持“边培训、边产出、
边使用、边提高”的原则，带动区内青年志
愿者在理论+实践中增强服务本领、提升
服务质量。

青年志愿者助力
消防安全排查整治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丁耿
伟）6 月 20 日，2022 年富阳区农业科技推
广项目培训会在区农业农村局召开。

培训会对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实施的
意义进行了阐述，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碰
到的问题作了总结和提醒，并对项目单位
在2022年项目的实施工作提了要求。同
时从项目实施的意义、项目实施全过程的
要点、验收台账资料的制作、历年项目实
施问题等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解读。

今年以来，富阳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共
申报43个农业科技推广项目，经过前期实
地踏勘和邀请专家评审，对项目可行性，
先进性、适用性等方面做了专业评审，最
后通过立项29个项目，涉及粮油、茶叶、土
肥、水果、蔬菜、林业、水产等多个产业，类
型涵盖农业新品种引进、新技术示范推
广、新模式研究等，为富阳农业科技领域
创新实践做出积极探索。

当日，培训会还对种植业主体进行肥
药两制数字化改革施肥用药记录数字台
账工作的业务培训。

农业科技推广项目
培训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方梁 通讯员 胡爱雅）
目前富阳已进入主汛期，为有效应对汛期
道路突发事件，提高防汛应急救援能力，深
入推进“安全生产月”活动，日前，区交通运
输局、区交通集团在银湖街道周公坞村（泗
洋线）举行了贝雷钢架桥搭设应急演练，区
应急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交警大队、
银湖街道等单位负责人现场观摩指导。

本次演练内容以小流域山洪地质灾
害抢险救援为主线，模拟由于连日暴雨，
周公坞村爆发山洪，导致入村的一座小型
桥梁被冲毁，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
关部门迅速组成抢险救援队伍，架设一座
9米长的可拆装的ZB一200型公路钢桥，
架设后单车道桥面净宽 4.2 米，能基本保
障抢险车辆正常通行。演练有条不紊地
进行，达到了预期效果。

交通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演练
检验了防汛应急抢险预案的科学性、实用
性和可行性，进一步提升了各单位对于突
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富阳交通部门
举行防汛应急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