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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拆后改造 补齐民生短板

乔司街道新建 51 个健身苑（点）和 14 个篮球场

乔司居民有了运动场地 王伟忠/摄
本报讯 （记者 范建荣 通讯员 姚亿
兵） 1 月 10 日上午，阳光明媚，乔司街道葛
家车村 14 组刚落成的健身苑里，新居民小
孙和女友正在健身。
“今天休息，太阳又好，
我们出来锻炼一下身体。”小孙开心地说，
来乔司打工两年，目睹了乔司环境的变化，
拆违后新建了健身苑和篮球场，他一有空
就约朋友打打篮球、健健身，真的很不错。
记者数了一下，这个健身苑配置了 20
件健身器材，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健身；旁
边的灯光球场地面用塑胶铺成，四周采用
铁丝网围栏。
“ 拆违整治改造中，我们村布

村民在家门口健身 李阳/摄
点新建了 12 个健身苑（点）、9 个篮球场，全
村 21 个组达到了全覆盖。”葛家车村网格
长王伟忠介绍说。
“以前安排个健身苑点苦于没有场地，
现在利用拆后空间解决了这一难题。”街道
文体中心主任姜胜良说。结合拆后环境提
升配套工程建设，街道在区体育局的支持
下，完成了五星、和睦桥、永和、朝阳、葛家
车、永西、方桥 7 个村 51 个健身苑（点）和
14 个篮球场的建设，并结合原有健身苑
（点）设施的提升改造，实现了街道下辖 15
个村社群众健身苑（点）配备全覆盖，部分

人口较多的村已基本实现每个村民小组配
备一个以上健身苑（点），满足群众健身的
需求。
去年以来，依托“美丽乔司”和环境提
升工程建设等契机，各村社通过道路拓宽、
村庄绿化、拆后土地利用等，相继新建、改
建各类小公园、景观步道等群众休闲场所
近 20 个，既美化村容村貌，又提升群众生
活品质。
拆后环境提升整治专项行动是乔司街
道“美丽余杭”
“美丽乔司”建设的重头戏。
“庞大的拆改体量，为民生工程建设腾出了
巨大空间。”街道城市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沈
海强介绍，除了增设健身苑（点），街道根据
区域环境和现有条件，综合考虑近期、远期
规划和利益关系，一些老百姓关心的公建
设施率先补上。在拆违整治基础上，街道
按照“美丽乔司”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要求，
以“打通生命通道、增设公共配套、洁化房
前屋后、美化区域环境、序化空间杆线、亮
化道路周边”为目标，采取建设道路、停车
场、体育运动设施、休闲广场、公园绿化、河
道景观等小项目的方式，充分利用拆后空
间，全面提升乔司环境面貌。

整治提升后的中泰街道入城口（效果图）

外立面整治后，杭泰路“颜值”将大大提升（效果图）

延伸阅读
乔司街道拆后提升整治共涉及 9 个村 115 个组、6 个批次 73 个项目 145 个标段。一组数字显示：道路改造提升 73 个标段，先后打通拓
宽道路 232 公里，总投入 1.25 亿元，目前已基本上完工，完成率 96%；配套补充提升 72 个标段，共新增停车泊位 2.38 万个、绿化 17.25 万平
方米，总投入 9728 万元，目前总体处在扫尾阶段；管线移位提升由产权单位负责实施，目前强电完成约 70%、弱电完成约 90%的工程量。
拆后土地利用率达 96%以上。

开栏语

美丽乡村·创客说
在美丽余杭、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创客是一支生力军，他们是重要而特殊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奉献者。余杭大
地日新月异，乡村田园不断变美，也给他们创业创富提供了更好的空间、更好的秀场。作为
“走遍美丽余杭”主题新闻
行动的一部分，
《美丽乡村·创客说》栏目今天起推出。

和羊后山一起 感受民宿的生活韵味
创客名片
蔡卫东，1968 年生,老家在中泰章岭，早年
就读于浙江财经学院，曾经在江苏徐州创业打拼
十年。他经营的“氧养”民宿位于良渚安溪村。

“我不认为民宿一定要做成

中泰：让集镇鲜活起来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胡
炳华） 入城口拉出框架，房屋外立面
搭起脚架，
“ 上改下”正在施工……中
泰石鸽集镇多处呈现出热火朝天又井
然有序的施工场面。中泰街道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的 48 个项目都在一个
接一个地进行中。
“等外立面整治好了，你们一定要
再来拍一拍，肯定好看。”中泰居民顾
水生在杭新路沿线有一幢房子，正在
进行外立面整治。说到这次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他连连点头称赞，
“ 政府
这次可是大手笔，又是拓宽公路，又是
外立面改造的，看来石鸽集镇要发生
大变化了。”
1998 年左右，老顾买下了这套杭
新路沿线的三层楼房子，一层面积在
170 平方米左右，老顾租给了手机店，
二三楼则开了旅馆，生意还不错。
“等
这条街都整治完成了，我们的商铺档

次肯定也跟着提升，租金可要涨咯。”
老顾乐呵呵地说。
中泰街道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范
围 包 括 石 鸽 和 跳 头 两 个 集 镇 ，面 积
1.69 平方公里。石鸽集镇作为中泰街
道最为中心的集镇，率先铺开整治工
作。目前，杭泰路两侧、中泰路部分沿
线房屋都已经开始外立面整治。
据街道城建科负责人介绍，已经
开始施工的外立面整治将于春节前完
成二层以上的施工并拆除脚架，年后
完成扫尾工作。整个街道的外立面整
治将于 2018 年 5 月全部完工。此外，
中泰路拓宽、中泰街道入城口整治等
项目也在同步进行中。重点区域完成
整治后，中泰街道将进行背街小巷的
全域整治，达到面貌干净整洁、焕然一
新，并根据远期规划，再融合文化、风
俗等非物质元素。同时，加强长效管
理，确保小城镇整治的常态化。

余杭街道旧城改造国有土地房屋征收

首批 233 户征迁户喜得新居

富人区那样的，民宿对生态、自
然环境的选择很重要。
”
本报讯 （记者 徐赣鹰） 从良渚古城
外围的水坝遗址，沿着安溪村路段往羊后
山方向开，一望见那排静谧山居，还有“氧
养”字样的牌匾，就知道此行目的地到了。
时间还只是早晨 8 点 40 分左右，从古
朴的木楼餐厅往里走，只见男主人蔡卫东
正在往一个缸里压实酱鸭。这是冬日里一
个普通工作日，这两天天气好，抬眼所见，
羊后山的天空蓝得没有半片云。蔡卫东和
来自广东的合伙人一早把酱鸭、酱肉还有
番薯干都晾晒出来，番薯干晒了 4 个匾。
蔡卫东说，这是农历年内第三次晒番薯干
了，这些番薯来自羊后山这些农户家的地
里。
“ 不光是番薯干，我这个民宿大部分蔬
菜食材就来自边上这些农户家，农户家的
笋干、咸菜、霉干菜，我也在帮着卖。一年
四季，各种果子成熟的时候，我会带动亲子
采摘游，
很快会帮助消化掉一些果子。”
记者所在的民宿旁边，就有樱桃林和
水蜜桃林、黄桃林，旁边农户也种植了杨梅
树、桃树。农户被蔡卫东所带动，入冬时早
早施好了有机肥，剪枝除草也更加上心，就
盼着来年配合蔡卫东有个好收成。
如今，美丽乡村建设在余杭各地如火
如荼，地处良渚安溪片的羊后山也不例
外。外围，从安溪往瓶窑的县道沥青再次
浇筑了一遍。羊后山这个村组路面同样铺
好了沥青，停车泊位也建起来了，每家每户
门前严严实实的围墙基本拆除了，变成了
小石坎围挡的、点缀着绿树的公园式景
观。小山村变得更美了，蔡卫东经营的民
宿同样显得更美了。
蔡卫东曾经在江苏徐州创业打拼十
年，至今开着一辆貌似“保守”的苏 C 牌照

老款奥迪车，可他观念一点也不保守。记
者静听他的讲述，他的核心理念是要打造
能融入当地村落、当地土著民俗文化的民
宿。
“ 我觉得，做民宿最重要的是把场景模
式做完整，把互动模式做完整。民宿给予
人的交流方式是一种‘场景交流’。而且，
做民宿不能急功近利，指望几年就发财。
要有长远做下去的打算。我做民宿是抱着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心态的。在这里，我
希望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和客人都能体验
健康的、生态的吃、住、行。”
蔡卫东说。
近两年时间，蔡卫东紧锣密鼓地在做
民宿环境配套。他在安溪村组承包了一个
30 亩水域面积的龙头水库，养殖了草、鳊、
鲫、青等鱼类，还有甲鱼、虾米。记者和蔡
卫东站在小小的水坝上，望着前面弧形环
绕的山丘，美丽山村绿意盎然，自然而然令

人心旷神怡。言语之间，蔡卫东时不时谈
到和村民间的融洽关系。他说起平日里放
学的孩子们会经常聚拢到民宿前面的老式
民居前，村民们也时常和他这个外来创业
者互帮互助。从他叙说时的眼神里，记者
能大略体会到他要表达的“与村落相融相
生式民宿”
的含义。
蔡卫东对美丽余杭、美丽乡村的未来
充满憧憬。他认为，环境建设对创业者来
说是无形的、长久的财富，是第三产业、民
宿产业无形的名片。
“ 氧养”民宿开业仅半
年，他就毫不犹豫地和面朝龙头水库的另
一户人家签了协议，动手装修起第二个民
宿。名字叫“氧养·匠心”。他始终不离这
个
“养”字，养生、养心、养人，同时也始终和
羊后山的
“羊”
字谐音。

羊后山的农居门前经过整治，满是绿意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孝 东 通 讯 员
金昌才） 昨前两天，余杭街道旧城改
造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城西路、余昌路、
塔山公园、木竹河 4 个征迁区块的 233
户拆迁户，拿到了位于紫辰花园、南湖
景秀湾、江南雅居的新房钥匙，即将入
住新房。
前天早上 8 点，紫辰花园交房现
场早已人头攒动，秩序井然。入场、登
记、确认、取钥匙……在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交房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
“分
到住房比啥都让我高兴，”刚刚拿到新
房钥匙的征迁户吴征东高兴地对记者
说。吴征东一家分得的新房有 140 平
方米，空间布局合理，
“ 小区附近有苕
溪，风景很好，周边还有菜场、商场，生
活非常方便，”
吴征东说。
据悉，三个安置小区紫辰花园、南
湖景秀湾、江南雅居均位于街道黄金
地 段 ，本 次 为 征 迁 户 提 供 房 源 233
套，小区内环境优美，设施齐全，不少

征迁户拿到钥匙后都竖起了大拇指，
纷纷表示想尽快住进新家。
为了让征迁户尽早住上新房，去
年 9 月房屋征收集中签约结束后，余
杭街道便不断加快征迁户选房工作。
为了确保回迁安置工作的顺利进行，
街道在成立以街道主要领导担当总指
挥的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同时，还组
建了政策咨询组、资金结算组、业务指
导组、后勤保障组、维稳安保组和包干
服务组等，形成了工作方案及流程，同
时为各工作组进行了业务培训，上述
一系列工作为顺利交房打下坚实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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