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 日，记者走进河东二期，已然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五彩北路景观带合家欢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打卡地，遂宁教育新星洋渡实验

学校逐梦远航，高品质棚户区改造项目任家渡山水小区开始交房入住，东湖引水入城等项目建设繁忙而有序……不破不立，不拆不通，项目的

顺利落地建成，离不开征地拆迁要素保障。拆迁，是为了城市更美丽的明天，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富裕的新生活。河东二期项目

建设全速推进的背后，是党群上下一心破除项目要素障碍的成效，也是攻坚克难抓项目促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建设幸福宜居城 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河东新区党群上下一心破除项目要素障碍工作纪实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棚改拆迁户乐当政策宣传员

2013 年 8 月 1 日，对于任家渡村的村民

们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当天，河东

新区二期办召集大家召开拆迁征地动员大

会，标志着河东二期建设正式拉开帷幕。

“二期办干部来到我们社，把整个拆迁的程

序、原则和对老百姓的好处都给我们仔细

的作了讲解，大家听到都很满意。”据任家

渡村 3 社居民蒋忠回忆，起初大家还都抱着

怀疑的态度，不少村民提出疑问：地被占了

以后怎么生活？未来怎么就业？拆迁房究

竟好不好？二期办干部告诉大家，政府要

给大家购买社保，城市发展了就业机会就

多，拆迁房都是高品质建设，小区周边学校

医院都配套齐全……一项项惠民政策彻底

打消了村民的疑虑。

“那时党委政府的宣传很到位，二期办

干部也给我们讲的很详细，作为一名老党

员，我当然要带头来签这个字！”动员会召

开完的第二天，蒋忠就毫不犹豫地签下了

农房拆迁协议，随后和村两委一起，给老邻

居们作思想工作，短短 25 天时间内，任家渡

村 3 社 116 户村民就签订了 114 户协议。“我

是真诚希望大家都早一日迁入新居，早一

点享受到棚改的成果！”蒋忠说，如今，看到

老邻居们都搬进新房，过上了舒适安逸的

生活，他由衷地感到开心和欣慰。现在，他

和老伴儿每个月也能领到 2500 元左右的社

保，每天一大早就出门散步，空了就在小区

里锻炼身体，生活过得美滋美味。

2019 年 7 月 30 日，任家渡村农房协议全

部签订完毕，成为河东二期第一个全面完

成拆迁即将转入城市治理的社区。河东二

期任家渡村党支部书记张斌告诉记者，这

离不开像蒋忠这样的党员们的付出，他们

带头签订拆迁协议，带头做好房屋腾空和

拆除工作，并当好“宣传员”和“协调员”，加

快了任家渡村拆迁工作的节奏。

新区党工委高度重视协同作战
公平公正推进拆迁征地工作

拆旧立新，新旧更替，是每一个城市在

发展过程中都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一段路

程，就像凤凰涅槃，浴火才能重生。河东新

区党工委、管委会成立了以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刘娜为组长的拆迁攻坚团队，围

绕项目时序全力推进拆迁供地。拆迁攻坚

组设立综合组、法制组以及四个按项目包

片的攻坚小组，由管委会县级领导亲自挂

帅，在全区统筹调度工作经验丰富的工作

团队，抽调 23 名干部深入村社，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向群众从各方面对拆迁政策进

行宣传，同时，多措并举做好要素保障，筹

措资金，确保棚改房按质按量如期交房。

拆迁工作要落实到位，坚持公平、公开、

公正的政策很重要。任家渡村村两委的工

作人员，大都拥有双重身份，既是村干部，

又是拆迁户。任家渡村党支部书记张斌

说，村民们总有着“先拆吃亏”的想法，“干

部都不带头拆，拆迁工作还怎么进行？更

何况现在的政策都是‘一碗水端平’。”村两

委的党员同志都带头签订拆迁协议，签约

后，他们又带头做好房屋腾空和拆除工作，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村民们对政策有

任何质疑，我都欢迎他来看我家的拆迁协

议，村两委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的协议也都

可以公开，就是要让百姓知道，作为村干部

都没有任何开小灶、走后门的情况，所有人

享受的都是一样政策！”

张斌说，自己也是拆迁中的一员，既理

解老百姓的诉求，也理解拆迁工作的难度，

“在沟通中，少数村民有时行为过激了点，

但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诉求，作为村干部

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并耐心

做好宣传解释工作，这样才能取得村民的

理解和支持。”

用心用情倾听群众诉求
真情感化“钉子户”配合拆迁

河东二期建设全面拉开，拆迁工作时间

紧迫、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每天跑农家、

走田头，向拆迁户宣传政策、沟通思想，成

了河东二期干部们的工作常态。白天不在

家的，就晚上登门；一次讲不通的，就两次、

三次进行耐心讲解。

任家渡村 3 社的林书群阿姨是出了名

的“钉子户”，无儿无女，前夫亡故，6 年来就

是不愿拆迁。在多次分析林阿姨不愿拆迁

的症结后，任家渡村党支部书记张斌决定

动之以情，以“情”字拉近彼此的距离。林

书群说，“张书记到我这里做工作，了解压

在我心里多年的委屈，他劝我苦日子过去

了，教我要向前看，我们像姑侄一样谈话，

确实触动了我，但是我就给他说，日久见人

心，不过三个六月两个冬，我就不得相信

他。”几年来，张斌隔三岔五都会去和林阿

姨聊天交谈，林阿姨生病了还买上水果主

动去看望。一个平等的姿态，一句暖心的

话语，林阿姨的“心结”就这样打开了，做了

6 年的“老钉子户”，今年 7 月 30 日，林阿姨

二话没说，签订拆迁合同。

“把老百姓当作亲人”，是河东二期攻克

征拆难题的“法宝”，用真心倾听，用行动证

明，用诚心打动，河东二期征地拆迁工作加

速推进。正如河东新区二期办城乡统筹建

设科科长董力荣说，拆迁不只是一个工作，

这关系到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早

日完成拆迁征地，项目就能早日进场开工，

老百姓就能早日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

“红利”。

高品质棚改“样板房”
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

现代化的设计、宽敞的地下停车场、24
小时的安保服务、融入海绵城市建设，走进

联福家园小区，眼前的景象，让人很难相信

这是棚户区改造小区。放眼河东新区，联

福家园小区只是棚改项目的一个缩影，紫

竹美庭的秀美，任家渡山水田园的清新明

亮……这些棚改小区与高档商品房小区亲

密相邻，道路通达、规划超前、环境优美、设

施齐全、功能完善，配置标准不管从房屋构

建用材用料的“硬件”还是到房屋内部装修

的“软件”，完全不亚于商品房小区规格。

这些“样本”，让河东二期拆迁户看到了“未

来的家”，对未来的家拥有了更多的期许。

谢玉珍是原任家渡村 8 社的村民，说起

如今的生活，她感慨万千，“那些年我和老

公在成都打工，一直的梦想就是在城里有

自己的房子，后来看到河东一期开发，好多

认识的村民家里都分到了房，搬进了漂亮

的小区，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城里人，那时心

里别提多羡慕了！”她告诉记者，河东二期

没有开发的时候，她们一家四代人都挤在

一个房子里，生活特别不方便，如今，她们

一大家在任家渡分到了高品质棚改房，一

大家人的生活得到了彻底地改善。

“小区的环境特别好，住的还都是多年

的老邻居，感觉特别亲切和方便。房子拎

包就可入住，出少部分钱就可享受高品质

物业服务。”谢玉珍说，河东新区棚改房的

高品质大家都有目共睹，比好多商品房也

不逊色，小区融入海绵城市建设，周边学

校、社区、商铺、医院一应俱全，“以后孙儿

出门就可以上学，未来的二期还将打造成

‘东方威尼斯’，我们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

始！”说到这里，她笑得合不拢嘴。

（全媒体记者 杨柳）

河东新区机构改革动员
暨集体谈心谈话大会召开
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要求，压实工作责任

高质量完成机构改革各项任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柳）8 月 15 日，河东新

区机构改革动员暨集体谈心谈话大会召开，河东新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娜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河东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刘小龙宣读了《关

于贯彻市委编委调整市河东新区有关机构编制事

项的实施意见》，宣布了河东新区人事调整文件（各

部门班子成员）。

刘娜指出，新区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领会

深化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本次机构改革最核心

的是更加突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最关键的是推

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重要的是通过改

革要加快河东经济社会发展。要明确目标任务，高

质量完成机构改革各项工作，新区改革实施意见既

是新区深化机构改革工作的总依据、总遵循，也是

落实机构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按照批复的方

案，新区共设置内设机构 9 个，新组建单位 2 个，优

化职责的 6 个。分局 6 个，其中以河东管理为主的 3
个，共同管理的 1 个，市级部门管理的 2 个。为适应

河东发展需求，新区通过联合办公、配强班子、激励

保障等做了运行机制和上级政策落实上的衔接设

计。

刘娜要求，要强化责任担当，确保机构改革工作

平稳有序推进。机构改革是新区当前一项重大的

政治任务，新区上下要有清醒的认识，坚持中省市

区一盘棋，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协调，坚持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改革全过程，精心部署、周密安

排，抓好组织实施，有序推进改革。要强化组织领

导，加强统筹协调；明确工作责任，周密部署安排；

严明工作纪律，强化责任落实。

刘娜强调，要坚定改革决心，树立发展信心，全

面完成新区机构改革任务，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

为，奋力推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努力打造绿

色宜居幸福城市典范。

在随后开展的集体谈心谈话中，刘娜要求，要明

晰河东发展怎么办，河东干部怎么干，进一步明确

各自工作定位、工作要求和工作方法。刘娜从工作

态度、工作标准、工作能力、工作实效、工作纪律对

新区干部讲形势、点思路、摆方法，进一步统一思

想、明确责任、重申纪律、提出要求。刘娜强调，新

区上下要在各自的岗位上勇于担当，敢于挑战，务

实做事，干净做人，让人生之路走得更踏实、更坚

实、更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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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新区

·图说遂宁城市变化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实施棚户区改造和发放租赁补贴既是我

市重要的民生工程，也属于全市 2019 年“30
件民生实事”范畴。今年上半年，随着住房保

障政策的落实和棚户区改造的提速，让更多

市民的居住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

越来越美，幸福感越来越强。

今年以来，我市棚户区改造实现新开工

5773 套，占年度目标任务 9446 套的 61.12% ；

全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含续建项目）基本建成

2474 套，占年度目标任务 2962 套的 83.52% ；

全市发放租金补贴 1261 户，占年度目标任务

1380 户的 91.38%。

棚改的“温暖”
更好地满足居民住房需求

“过去的老房子又窄又小，一下雨就涨

水，买菜都出不了门，现在的新房子又宽敞又

明亮，感谢党和国家政策好！”67 岁的文定国

是我市住房保障政策的受益者，谈到新房旧

房的变化，文定国禁不住发出朗朗笑声。

2017 年下半年，文定国位于船山区介福

桥东路的房子拆迁，采用货币化安置方式，一

套 50 多平方米的房子，政府一次性补偿了 50
万。文定国夫妻就选在正在开发的金桥新区

购买了一套新房。“当时才 3000 多元一个平

方，新房买了 95 个平方，剩下的钱还可以用

来装修”。

今年初，文定国一家搬到了位于金桥的

新房子里，宽敞明亮的新房子让文定国感到

非常幸福。

为了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居民享受到保障

性住房，今年我市结合棚改新政和自身实际，

出台了《遂宁市 2019-2020 年城镇棚户区界定

标准》。依照标准，仅今年以来，我市棚户区

改造实现新开工 5773 套，占年度目标任务

9446 套的 61.12%。

实物配租+租金补贴
让低收入家庭住房应保尽保

河东罐子口廉租房小区内，居住着 478 户

廉租房用户。小区的刘主管介绍说，这里的

每个家庭都经历过一个由风雨漂泊到安定生

活的过程。而正是保障性住房给了他们生活

的底气和希望。

家住该小区 6 栋 3 单元的但光秀，今年已

经 50 岁了。70 多岁的父母一位风瘫在床，一

位得了老年痴呆症，全家人主要的生活来源，

就靠着丈夫肖民贵打些散工。在 2014 年入住

罐子口廉租房之前，全家居无定所，每年还要

花上几千元的房租费，生活压力很大。现在

一家人住在 2 房 1 厅 1 厨 1 卫的公租房内，每

年只需要交 600 元房租和 300 元物业费，生活

过的顺畅多了。

同一栋楼住户 65 岁的潘树华也表示，自

从 2017 年搬进公租房内，不仅房租低于市场

价，不用再担心东奔西走，而且小区整洁干

净，房子功能齐全，让自己和瘫痪的老伴安享

晚年。

“除了实物配租的方式，针对公租房房源

不足，以及居民差异化的住房需求，我们还会

采用租金补贴的方式，对未享受实物配租的

符合条件的居民提供租金补贴，帮助其自主

通过租住的方式解决住房需求。”市住保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已发放租金补贴

1261 户，占年度目标任务 1380 户的 91.38% 。

市老城区住房租赁补贴发放工作方案已报市

政府审定，待政府审定后将马上启动老城区

住房租赁补贴的申请、发放工作。

持续加力
努力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成阳
光工程

近日，在遂安快速通道高新区北段旁，物

流港北部棚户区改造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

设中，连片的建筑已显规模。

“项目每天从早上 5 点钟就开工，工人轮

班作业，避开高温期，保障项目每天至少运转

12 小时以上”。项目的业主方四川天盈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现场负责人周强介绍说，为

了加快项目建设，施工方不仅加班加点赶工

期，还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70 多位工

人。

目前，规划中的 7 栋住宅主体工程已经平

均修到 8 层。截至今年 7 月，已完成投资 1.2
亿元。按照计划，今年底，规划中的 2 栋配套

楼也将开工建设。预计明年 7 月，项目主体

工程将全部完工。

物流港北部棚户区改造，只是我市棚户区

改造提速推进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今年全

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含续建项目）基本建成

2474 套，占年度目标任务 2962 套的 83.52%。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是住房保障工作推进的关键之年，也是棚

改项目的攻坚年，下一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将按照 8 月 15 日全市住房保障工作专题会精

神，围绕年度目标任务，突出重点和关键，加

强协调统筹，努力把全市住房安居工程建成

阳光工程、民心工程，切实提高全市住房保障

水平。

（全媒体记者 蔡志凌）

从沿堤修坝，到十里滨江画廊，再到绿

水环城绕，绿荫满江边，从低矮多层的旧楼

到时尚林立的商街，从高低错乱的水管电

线，到风貌统一的外观，作为遂宁历史古街

区之一，古老的镇江寺正在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2018 年，我市启动镇江寺“城市双

修”及海绵化综合改造工程后，将镇江寺所

辖道路实施了地下管网铺设，小区的地下

和地面也进行了改造，并对街区和部分小

区进行了风貌改造。图一为 2005 年摄，图
二为 2019 所摄，两张图片对比，展示了遂宁

城市建设的伟大进程和人居环境的不断提

升。（图片由市城建档案馆提供 ）

（全媒体记者 蔡志凌）

本报讯 （何小玉 杨磊 全 媒 体 记者

蔡志凌）据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

1-7 月，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 93.33 亿元，

同比增长 9.8% ；商品房施工面积 1327.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2.3%；商品房新开

工 面 积 373.94 万 平 方 米 ，同 比 增 长

21.2%；商品房竣工面积 47.36 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45.1%；商品房销售面积 352.3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8.6%；商品房销售

额 206.07 亿元，同比增长 47.1%。

市房管局信息系统显示，截至今年 7
月底，我市新建商品房库存 714.69 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 39.79% ，消化周期约 30 个

月，其中新建商品住房库存 280.55 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 97.53% ，消化周期约 13.22
个月。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蔡志凌 实习

生 曾贾）近日，市城区物业管理职能下

沉工作推进暨业务培训会召开，会议就

进一步加强物业小区综合管理和服务进

行了工作安排，高级经济师、物业管理培

训师路虎林为与会人员开展了业务培

训。

会议解读了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

室《关于支持中心城区经济发展极核做

大做强若干政策措施》中关于物业管理

职责下放的内容，安排部署了全市物业

管理下步工作，通报了 2019 年“群众最不

满意的 10 件事”之“部分老旧小区小广告

乱张乱贴，缺少监控设施，治安管理不到

位问题”整治进展情况，并对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政策进行了全面解读。

会议强调，将含老城区在内的物业管

理职能下放给船山区和市直园区是市

委、市政府作出的决策部署，各级各部门

要进一步明确自身职能职责，提高思想

认识，强化责任担当，加强业务学习，掌

握工作方法，提升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确保物业管理职能沉得下、接得住、管得

好。

保障性安居工程 托起百姓安居梦

老街变新颜 百姓更幸福

1-7月
遂宁市房地产市场运行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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