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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棚户区 铺就安居路
安置户搬新居过新年 2018 年又将有安置房发钥匙
■ 时报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搬入
新居的安
置户收拾
房屋

改变

居住条件翻天覆地
了拆迁协议；
2016 年 9 月，
王秀荣家所在
的大埝村连同胡家园街的其它 9 个村被
正式列入滨海新区棚户区改造计划；
2017
年9月，
根据相关政策，
王秀荣和老伴儿分
到了一套90平方米的两居室；
一周前，
老
两口搬进了装修一新的新房……短短几
年间，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做梦一样！”王秀荣领着记者参观
自己的新居，她最为满意的就是，从自
家阳台望出去，刚好是小区配套的花
园。
“我这人好热闹，这个位置正对我心
思。
”
王秀荣说。
不单是王秀荣一家，记者在安置小
区内走访时，不少棚改项目的受益者都
向记者竖起了大拇指。
“ 如果没有这么
好的政策，我们哪能住进这么好的楼
房。
”
一位搬进新居的村民说。
拆的是旧房，暖的是民心。记者看
到，同一个小区很多居民家里都在忙着
装修，电锯、电钻声似乎提前奏响了迎
接新年的协奏曲，新生活的大门已经向
居民们敞开。

进展

又将有一批安置户领钥匙

据了解，2016 年滨海新区棚户区改
造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原则同意了《胡家
园街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方案》，
其中包
括：
大埝、
周庄子、
于庄子、
田庄子、
南窑、
刘庄子、
八堡、
中心桥、
六道沟、
五十间房。
按照新区批复的方案，
10 个村分两
批进行拆迁安置。第一批次为沿海河 6
个村，
即大埝、
周庄子、
于庄子、
田庄子、
南
窑、
刘庄子；
第二批次为沿津塘公路 4 个
村，
即八堡、
中心桥、
六道沟、
五十间房。
胡家园街棚户区改造项目工作指
挥部副指挥、街总工会主席张全茂介
绍，在 2017 年 9 月，已率先对已经完成
拆迁的周庄子、大埝以及中心桥、六道
沟因西外环工程拆迁的 500 余安置户
进行安置。
“ 沿河剩余 4 个村目前已经
基本完成房屋丈量和确认、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界定、闭合圈宅基地面积的测量
确认等前期准备工作，即将进入档案核
查和信息录入。”张全茂介绍，信息录入
后还将进行预选房。春节过后，就将正
式进入拆迁安置阶段，预计 2018 年上
半年，4 个村的大部分安置户就将领到
新房钥匙。
张全茂介绍，4 个村的剩余安置户
将被安置在位于远洋城 AJ 地块的在建
安置房源。目前，这个房源项目已经封
顶，预计 2018 年 10 月完成验收，交付使
用。随后就将启动安置工作，按照计
划，第一批次沿海河 6 个村的安置工作
将在 2018 年底前完成。
与此同时，胡家园街道也在积极协
调相关部门，
抓紧启动沿路4个村还迁房
建设，
尽早完成10个村的棚改安置任务。

记者手记

让百姓成为
棚改的最大受益者
棚户区是制约城市发展、
提
升城市形象的一个瓶颈，
城市要
实现美丽蜕变就必须要有大手
笔、
大动作，
才能实现大变化。
棚 户 区 改 造 就 是“ 补 短
板”，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重要举措，更是一项巨大的
惠民工程。在推动棚户区改造
项目的过程中，政府下了很大
决心，也投入大量资金，但是由
于历史等客观原因，推动过程
并非一帆风顺。
虽然胡家园街道所涉及的
棚改工作仅仅是新区棚户区改
造项目中的一部分，但从中可
以看出棚户区改造项目推进过
程中所面临的诸多共性问题，
以及在应对这些困难时，基层
工作人员所展现出的攻坚克难
的决心，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接
地气”
的工作方法。
对于滨海新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难
题，我们一直在进行深入采访，
并希望通过我们的关注和报
道，能为这些共性问题找出可
供借鉴的“答案”。也希望新区
能够早日完成棚户区改造计
划，朝着创建繁荣宜居智慧新
城的目标加速迈进。

胡家园棚户区改造项目一安置小区内景

经验

2017年12月26日，
记者来到王秀荣
家时，老人和儿媳正在客厅里归置装饰
画。
“这个福字红火，挂在这正合适。”老
人的言语间，
透露着住进新房后的喜悦。
王秀荣今年 74 岁，
从外乡嫁到大埝
村，已经在村里生活了 50 余年。过去，
老两口住在一间 10 余平方米的小平房
里，冬冷夏潮。老人告诉记者，在平房
里住时，最怕的就是冬天，一下雪老两
口就得到门口清雪，雪下大了还要用三
轮车一车一车往胡同外推。因为房子
里没有下水道，生活废水要用水桶存
放，桶满了别管外面多黑多冷，都得拎
到远处倒掉。用老人的话说，
“遭罪”
。
那时村里人都羡慕楼房里的生活，
“有暖气、有卫生间、有上下水”。然而，
按照那时的收入，村里能够买得起楼房
的人家可谓凤毛麟角。
正当王秀荣和乡亲们憧憬美好生活
的时候，
一个好消息传到了他们耳中——
“国家有政策，
要为我们改善居住条件！
”
5年前，
王秀荣家响应国家政策，
签订

搬出旧平房，住进现代化
的高层住宅，刚刚搬入胡家园
街道棚改项目安置房的王秀荣
老人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
容。她说：
“在平房里住了一辈
子 ，没 想 到 老 了 竟 能 住 上 楼
房。要不是赶上棚改政策，简
直是做梦都不敢想。这一切都
要感谢党和国家。
”
据了解，作为目前滨海新
区棚户区改造工作中的最大片
区，胡家园街共有十个村列入
改造项目，涉及 7800 户 2 万余
人。2017 年 9 月，经过签约、选
房等一系列程序，王秀荣老人
所在的大埝村以及周庄子村等
共 500 余户安置户如期领到新
房钥匙，成为胡家园街道棚改
项目安置房的首批居民。最
近，新居民们操办完装修，陆续
搬进新家，更加真切地感受到
了棚改项目带来的福利。

“一把尺子量到底”
棚改政策虽好，
但推动起来并非易事，
为此胡家园街道相关领导、干部以及基层
工作人员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时间，攻坚克
难，通过大量的实践也总结出了不少推动
工作的经验。
棚改推动难，首先难在动迁。张全茂
坦言，
这是在棚改项目的推进过程中，
最难
的环节。
“老百姓的每一砖每一瓦都来之不
易，
都期望利益最大化。然而，
个别人的期
望却与棚改政策相悖，这就给推动工作带
来阻力。
”
张全茂说。
在棚改之初，就曾有一棚改户因对政
策理解存在误区，拒绝配合动迁。街道工
作人员几次上门宣传政策，
都被拒绝，
甚至
被挡在门外。在动迁初期，很多棚改户都
采取观望态度，
有一户不配合，
影响可能连
成片。为此，胡家园街道工作人员凭借多
年在动迁一线的工作经验，一边继续耐心
地做工作，
一边发动“人情攻势”，
找出了与
这户人家能够说上话的亲朋好友从中调
和。最终，成功动员了这户棚改户。
“都知
道政策好，不能错过。但可能就是有些问
题想不明白，
钻了牛角尖，
需要耐心开导。
”
张全茂说。看到这户顺利动迁，旁边几户
本来持观望态度的邻居也坐不住了，主动
要求尽快动迁。

2017 年 8 月末，胡家园街棚户区改造
项目首批 790 户安置户在摇号区有序排队

“从这个案例还可以看出，棚改推动
难，
还难在政策宣传。
”
张全茂说，
棚改相关
政策不仅要让百姓看得到，还要让百姓看
得懂，看得进去。
“棚改政策是一项最大的
惠民政策，是国家改革、发展成果的表现，
不是凭空而降，而是国家用巨资换取的。”
张全茂介绍，
推动棚改工作，
首先要做的就
是把政策宣传落实到位，让百姓对棚改政
策有正确的认知。
而在实际工作当中，
政策宣传光有覆盖
面还不行，
还得帮助百姓把政策读通、
读懂。
三间小平房，
夏天漏雨冬天冒风，
夫妻
俩没有正式工作，
儿子将近适婚年龄……这
是棚改前，
一户棚改户的家庭情况。最初，
这户人家也不愿意动迁，
总觉得政策“不合
适”
。在了解到这家的具体情况后，
胡家园
街道工作人员走进这户人家，
给他们算了一
笔账：
“平房宅院的市价最高不过 5 万元，
有
些可能也就两三万元。而楼房呢，
动辄就要
百万元，
以咱农村的平均收入，
很难买上楼
房。但是，
现在年轻人又有多少愿意选择在
平房结婚的？几乎没有，
都想买楼房，
没法
贷款，一下子又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怎么
办？
”
像亲人一样设身处地地考虑、
像朋友一
样推心置腹地劝说，
让夫妻俩触动很大，
转
过天就成了响应动迁的
“积极户”
。
像这样悉心、耐心、用心地劝解，在胡
家园街道推动棚改工作的过程中，还有很
多，一线工作人员统称之“算账法”。张全
茂介绍说，通过设身处地地摆事实、讲道
理，
很多百姓想不通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棚改推动难，还难在对公平性的把握
上。
“在农村，
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同等条件得
不到同等待遇，只要有一例，破坏性就巨
大。所以在工作中，
一定要坚持公正、
公平、
公开，
既然政策是一把尺子，
就要一把尺子
量到底，
不能像猴皮筋，
可以拉长可以缩短，
这样势必影响棚改工作。
”
张全茂总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