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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居 李沧1095
四个超期未回迁项目顺利回迁 记者

责编：宋家骏 美编：王亮 审读：赵仿严 2023年1月18日 星期三

0505青岛 报

“一想到马上能住上新房子，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个年将过得格外喜
庆！”1月16日，随着李沧区石沟（东区）社区回迁仪式的结束，李沧区苏家（北
区）、北王、石沟（东区）、上王埠（二期）社区四个超期未回迁项目的回迁工作
全部顺利完成，共惠及社区居民1095户。目前，四个社区的安置房均完成了
回迁选房流程，接下来，居民们将陆续搬进新家，过个踏实、祥和的春节，开启
美好的新生活。安置房建设和回迁，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民生工程，
是政府之诺、群众之盼。李沧区委区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安置房建设回迁工
作，随着青岛市城市更新三年攻坚行动的启动，李沧区委区政府直视安置房
建设和回迁工作的痛点难点，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从群众“急难愁盼”入手，
采取“搁置争议、依法运作、真抓实干、纾困安民”的思路，积极推动问题解决，
回应民众关切，令陷于困境的回迁安置房建设再次掀起建设高潮。

“对新小区100个满意”

李沧区世园街道北王家上流社
区的王显长，出生于 1954 年，是一
名退休教师。“现在回迁小区的旁
边，就是我曾经任教小学的位置，虽
然学校已经不在了，但是这块土地
我无比熟悉。”王显长带着记者在北
王家上流社区的安置房小区里参
观，顺便回忆起过去的时光。“当时
在学校我主要教语文，时不时也教
些别的科目，学生都是附近村子里
的孩子，这次去安置房抓阄现场，好
多学生来跟我打招呼。”王显长说，
了解到大家的抓阄情况后，发现许
多学生家的房子离自己家很近，大
家纷纷表示以后来探望他更方便
了。“学生们都喜气洋洋的，看来抓
到的房子位置都很理想，其实我这
次也有些‘好运气’。”王显长说，他
家在拆迁前有三间房，拆迁之后分
到70平方米和80平方米的安置房
各一套，通过社区为大家争取来的

“新拆迁协议”，他补了很少的钱，就
又拿下了第三套房。

虽然还没拿到新家钥匙，但是
王显长已经把小区环境逛熟了。“我
有晨练的习惯，喜欢早早起来溜达
溜达，打打太极，做做操，新小区的
环境非常棒，小广场设计得特别合
理，植物也多，即便是楼与楼之间的
间距也很大，非常适合锻炼，以后晨
练的动力更足了！小区附近就是世
园会，出门没走几步就到了，那里植

物丰富、道路宽敞，可以跟老伙计们一
起去溜达溜达，呼吸新鲜空气，也很适
合遛遛娃，解放孩子的天性。”王显长
对安置房小区真的是100个满意，“老
百姓对于居住这件事，图的就是安心、
舒心、放心，环境宜人了，配套跟上了，
服务到位了，那就是一辈子享福的事
情。咱们的安置房，真值得一个大大
的赞。”王显长说道。

车位电梯配套齐全

去年12月25日，李沧区世园街道
北王家上流社区回迁安置房选房仪式
正式开启，300 余户居民早早来到回
迁房安置区等待抓阄。此前，街道、社
区成立工作专班，深入分析每一户居
民的实际情况，不断优化调整回迁安
置方案，充分保障每一户回迁居民的
合法权益。早在回迁房建设之初，社
区就坚持做优整体功能布局，将户型
细化为从60平方米到120平方米不等
的多类房型，满足不同家庭实际选
择。同时在小区内施划停车位900余
个，且8栋高层及12栋多层均配备电
梯，既满足居民停车需求，又方便大家
上下楼出行。

目前，小区水电暖配套已经齐全，
通信设施“三网合一”，房屋内部整洁
明亮，已达到交房入住条件。小区周
边环境更是宜人，北靠青岛3A景区竹
子庵公园，东邻4A景区青岛世博园，
南靠世园大道，更有地铁正在加快施
工。周边还有汇川路幼儿园、青岛二
中院士港分校等教育资源。

“怎么装修我都想好了”

“社区真是给我们这些居民送
上了一份新年大礼。听说2月份就
能拿到钥匙，怎么装修我都想好
了。”1月11日上午，分到房子后，虎
山路街道上王埠社区的居民曲志钢
经常会到自己的新家附近转一转：

“虽然还进不去楼里，但熟悉一下周
围环境，看看我自己的房子，想想就
开心。”

拆迁之前，上王埠社区多为农
村的自建房，老房子通电、通自来
水，但没有天然气和暖气。换煤气
罐麻烦不说，还不安全。一到冬天，
取暖又成了大问题。1月11日分房
的时候，配套完善的花园式小区，让
上王埠社区回迁安置的居民喜不自
禁。曲志钢也不例外，他说：“小区
环境很好，旁边就是老虎山公园，交
通也便利，附近还有学校。我对新
家很满意，分到了房，今年过年心里
别提多舒坦了。”

回想起当时村里的环境，曲志
钢对记者说：“现在再让我去住老房
子，我恐怕也住不惯了。基本生活
方面的麻烦还在其次，主要是村里
的环境问题。车多人杂，我大儿子
就是在老房子里面出生的，他小时
候自己在外面玩，我和他妈妈怎么
都放心不下。”新小区人车分流的设

计，让曲志钢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车进地下，人走地上，这下安全多
了。等搬进来，小儿子在小区里面跑
跑跳跳，我也不担心了。”

曲志钢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今年
17岁，已经上高二了，小儿子7岁，今
年就要上小学。“新房附近就有小学，
等房子分下来、装修好、搬进来，刚好
不耽误孩子上学。”曲志刚一边算着日
期，一边跟记者介绍，这次分房是按照
自己老房子的面积 1：1 置换的，分到
了一套 80 平方米左右套二的房子。

“套二，够家里四口人住，就盼着早日
住进去了。”曲志钢笑道。

2月中上旬就能拿钥匙

2022年以来，虎山路街道以城市
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为载
体，克服各种困难后，上王埠社区安置
房项目于2023年1月竣工。

该项目规划为140余户居民提供
安置房。其中商品房建筑面积3.2万
平方米，安置房2万平方米，安置用地
面 积 10180 平 方 米 ，建 筑 面 积 为
20363.96 平方米，停车位 158 个。社
区于2023年1月11日至13日进行验
房，2 月中上旬交钥匙。安置房周边
配套完善、交通便利、居住环境优越，
靠近老虎山公园，文化氛围较浓，环境
区位、市场区位、交通区位都比较好，
实现了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夫妻俩本命年搬入新家

虎山路街道石沟（东区）社区的居民
曲立山和妻子张秀娟即将在自己的本命
年搬进新家。“我今年60岁了，爱人和我
同岁，都是属兔的。正好这马上就是兔
年了，再有 10 多天，我就要过生日了。
分的新房既是我的生日大礼，也是我们
家的新年大礼。”曲立山带着记者走在新
建成的小区里面，虽然还没有正式拿到
钥匙，但小区里面的环境他已经非常熟
悉了。“我们居民基本上都来看过，自己
将来要住的地方，谁能不上心呢！这是
侧门，等大家都住进来之后就会开放了，
去前面的超市很方便。除了一户一个的
地下车位，那边还有一排地上的停车位，
方便大家停车。咱们站的这里是个小花
园，老邻居们一起聊聊天，小孩子一起玩
都有地方了。比起原来村子里面的环境
可好多了。”曲立山一边走着，一边指着
小区里的各处不无骄傲地向记者介绍
道：“新房子都是6层的，比起有些回迁

的大高层，我还是觉得多层好，公摊也小，
住起来也舒服。”

“我们是 2010 年拆迁的，2017 年一期
就建成分房了，这次分的是二期。”曲立山
说：“这次房子分得正是时候，我的孙子今
年11岁了，再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大户
型也开始觉得有些挤了。抓阄的时候，我
抓的两套房子正好都在3栋，一套在1楼，
一套在 3 楼。”曲立山兴致勃勃地跟记者
说：“我都计划好了，2月份拿到钥匙，装修
两个月，5月份就能住进来。我住1楼，3楼
留给儿子，等年纪大了，也方便就近照顾。
那套大的将来留给孙子。”

“人老了，啥都喜欢新的，能赶在2023
年住上新房，别提多开心了。之前虽然不
愁住，但一大家子人住一套房，总有些不
方便。我自己先想着，也不着急，但有些
人家可早就等不及了。”说到新房，曲立山
打开了话匣子：“刚分了新房，好多喜事也
跟着提上日程了。原来一个村子里面的
人，光我知道的，今年准备结婚的有好几
个呢，婚期都定在了 5 月份。装修好新
房，马上娶新娘。真的是感谢街道、社区，

这一年半，全都在忙我们二期的建设和分
房了，赶在过年前，给我们送上了这么大
一份新年礼物。”

多种户型满足不同家庭

石沟社区安置房项目于2010年7月启
动，二期安置房项目因原代建单位资金链
与债务等问题，历经多次停工复工，成为李
沧区四个未完成回迁安置项目之一。针对
安置房项目错综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虎
山路街道回迁专班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情况
调查摸底工作，与涉及的开发商、设计、监
理以及施工单位进行了70余轮谈判，掌握
了大量详实的基础资料和各方的最终意
愿。街道带领社区凭着“一鼓作气、一抓到
底、一以贯之、一气呵成”的工作干劲解决
回迁难题。早在建设之初，社区就坚持做
优整体功能布局，将户型细化为50到120
平方米不等的多类房型，满足不同家庭实
际选择。目前，小区水电暖配套已经齐全，
通信设施“三网合一”，房屋内部明亮整洁，
已达到交房入住标准。

抓阄次日就拿到钥匙

“刚刚抓阄定位，第二天就能拿到钥
匙，还分了将近30万元的超期安家费。
快要新年了，拿着新房钥匙，拿着钱，别
提多开心了。”九水街道苏家社区（北区）
的居民苏本志笑着说：“感谢社区两委班
子，把好多工作都做在了分房前面，能让
我们一分到房接着就能拿到钥匙。”

漫步在环境优美的新小区，居民脸上
的幸福之情溢于言表，苏本志一边向记者
介绍着小区环境，一边跟老邻居打招呼。

“今天能住上新房子，我心里是真高兴
啊。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马上快过年
了，我们又分到了新房子，真的是喜事连
连，感谢社区和街道等工作人员的辛苦付
出，让我们能在年前分到新房。新房子宽
敞又明亮，社区地理位置好、环境也美，周

边都配套有幼儿园和学校，生活非常方便，
我特别满意。”苏本志说。

九水街道苏家社区（北区）虽然刚刚分
房拿钥匙，但附近的生活已经非常热闹了，
楼下超市、咖啡馆、宠物用品店等一系列商
铺一应俱全。苏本志跟记者介绍道：“前面
就是一期，我们2016 年就住进来了，旁边
初中、小学、幼儿园都配套上了。隔壁的这
个小区就是商品房。人多商铺就多，热闹
得很。”苏本志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二
期分房之前，苏本志和妻子与儿子一家住
在一起。随着小孙女逐渐长大，一期分的
房子越发觉得不够住了。“老房子是 2011
年拆迁的，2016 年一期分了两套房子，今
年二期又分了两套。”苏本志指着一栋楼说
道：“其中一套就在这栋的2楼，等过完年
我们就装修，装修好后让儿子一家搬来住，
小孙女也能有自己的房间了。另一套也装
修起来留着备用。”

“比起旁边的商品楼，我们的楼间距可
宽敞了。他们建三栋楼的地方，我们建两
栋。整个二期一共就4栋楼，还有一个大
广场呢。”苏本志得意地说：“楼间距大，采
光好，小孩子也能活动得开。我们小区又
是人车分流的，小孙女和伙伴在小区里玩
儿，我们大人也都放心得多。这可比原来
村里的条件好多了。”

526户居民顺利完成抓阄

1月12日上午，九水街道苏家社区举行
了北区高层回迁选房仪式，社区工作人员
宣布了抓阄流程，回迁居民在现场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按照协议顺序依次上台抓
阄。苏家社区本次共有回迁居民526户，回
迁安置房屋528套高层，60平方米至120平
方米等 6 种户型。截至 1 月 12 日下午 17
点，回迁安置抓阄定位工作顺利完成。

强化部门协作
破解回迁难题

“李沧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超期
未回迁工作，多次专题调度，并成立了
以区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
为副组长，区建管局、各相关街道为成
员的工作推进专班，着力解决项目推
进过程中存在的堵点及难点问题，把
这项工作提高到与区重点建设项目一
样的关注程度，为推动安置房建设回
迁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李沧区城市
建设管理局工作人员郭腾徽介绍道，

“区建管局作为安置房牵头部门会同
各街道办事处全面摸排各个项目建设
中存在的问题，同步做好群众工作，及
时回应民生关切等。”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李沧区政府、
区人大、区政协成立了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及职能部门等项目督导组，不定
期到安置房现场进行督导，现场协调
解决各参建方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争
议、难点等影响施工进度的问题，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
程。例如，在建设过程中相关职能部
门与建设单位对北王项目进行了充分
的调研、征求社区居民意见与建议，北
王项目于2018年按照程序申请调整、
变更设计方案及相关手续，为多层安
置房加装电梯，更好地满足了社区居
民的生活需求，解决了 305 户回迁居
民垂直出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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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

目标

把顺民意暖人心的
民心工程做实做好

李沧区委区政府把解决实际问题
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依法依规，坚持以
公平公正公开为底线，做深做实做细
群众工作为基础、合情合理合法为尺
度，依法依规推进安置房建设各项工
作，争取让老百姓尽早拿到放心的安
置房。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邀请律师
团队负责拆迁及回迁政策的法律保障
工作，协助制定完善拆迁安置补充方
案，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该给群众的
一分钱都不能少，不该给的一平方米
也不能多，坚决依法打击非法谋取不
当利益者，确保分配结果经得起群众、
实践和历史的考验。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李沧
区四个超期未回迁项目的顺利回迁，
体现了李沧区委区政府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的决心和勇气，是李沧区用心
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的真实写照。下一
步，李沧区将继续聚焦聚力旧村改造
建设、低效片区开发、市政道路建设、
山头公园改造等重点项目，把顺民意、
暖人心的民心工程做实做好，回应居
民的热切期盼，为青岛市打造新时代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李沧
力量。

石沟石沟（（东区东区））社区回迁安置抓阄现场社区回迁安置抓阄现场。。王显长对小区环境很满意王显长对小区环境很满意。。

居民在上王埠社区回迁安置现场合影居民在上王埠社区回迁安置现场合影。。

户居民“喜提”安置房
探访回迁居民开启美好新生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