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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港城、自贸明珠。“滨海片区规划
致力于建设兼具商业娱乐、商务办公、旅游
休闲、生态游憩等多功能的宜业宜居宜游
的国际滨海公园城市，打造展示海南自贸
港形象和风范的靓丽名片，推动东方建设
成为滨海城市带的重要节点城市和亮点城
市。”符兴彧说。

滨海片区将成为一个多元、开放、多
功能复合的城市中心，一个集中体现绿
色生态、健康宜居、服务便捷的城市理想
场所。这里将打造成自贸港引领示范
区、“三生融合”示范区、城市更新改造示
范区。

——海南自贸港引领示范区。东方紧
紧围绕自贸港建设三大重点任务和四大主
导产业，进一步优化产业用地布局，促进产
业集聚发展，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东方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生融合”示范区。东方坚持
“港产城”融合和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合
一”理念，充分挖掘资源禀赋，利用港口优
势、海洋与湿地资源，打造城市最核心的商
务商业核心区，以承载临港产业园企业及
科研机构的公共服务配套，形成“三生融
合”的港产城一体化的自贸港典范，建设港
产城一体的示范先行区。

——城市更新改造示范区。东方将滨
海片区棚户区改造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坚
持“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理念，推动旧城区
提质改造，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环境，
将滨海片区打造成为展示自贸港形象和风
范的靓丽名片。

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表示，该市将通
过推进城市更新改造，打造滨海城市带的
典范。东方坚持“一体两翼”港产城融合发
展，以八所港为门户，向南推动临港产业园
不断壮大，大力发展临港先进制造业；向北
高水平更新改造滨海片区，大力发展商务
办公、航运服务、涉海金融贸易、旅游消费、
生活配套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使滨海片区
成为港产城融合发展的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会客厅和窗口。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东 方 采 取 EOD
（Ecology-Oriented Development）理
念和“政府授权+投资合作+EPC模式”，破
解投融资难题，由政府授权市城投集团为
项目实施主体，引进社会资本共同成立项
目公司，协助市政府开展征收补偿、进行基
础设施和安置房建设、实行土地开发等工
作。目前，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

（本报八所5月19日电）

东
方
市
滨
海
片
区
棚
户
区
改
造
项
目
征
收
补
偿
工
作
启
动

圆
百
姓
宜
居
梦

创
滨
海
城
市
带
典
范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对一座欣欣向荣
的城市来说，棚改，是
关乎未来发展的一次
“大手术”。一片片低
矮破旧的棚户区将消
失、一座座崭新的家
园将建成、一张张乔
迁新居的笑脸将绽放
……5月20日，东方
市将在该市棚户区改
造项目指挥部举办滨
海片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征收补偿工作启动
仪式。100多户被征
收户将在现场签约，
这意味着滨海片区棚
改项目取得实质性进
展，当地百姓距离“宜
居梦”又近了一步。

东方滨海片区棚
户区改造是省委省政
府高度关注的省重大
民生项目，是改善居
民居住条件、提升城
市品质、改善营商环
境的重大民生工程，
对东方高质量打造现
代化西南部中心城
市、海南滨海城市带
的重要节点城市和亮
点城市，高品位打造
滨海城市带典范具有
重大意义。

东方市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将以“严、
实、细”的工作作风扎
实推进滨海片区棚户
区改造各项工作，切
实把滨海片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打造成改善
群众生活和居住环
境，提升城市品位的
工程。

“政府进行棚户区改造，这是为民办的好
事，非常支持。十分期待早日入住新居。”5
月19日，东方市滨海片区棚户区被征收户邓
光文说。

邓光文靠打鱼为生，居住在滨海片区棚
户区有50多年了。这里道路狭窄，房屋破
旧，环境差。他一家12口挤在73平方米和
58平方米的2间小房子里。“这次棚户区改
造，我家相应分到了两套房子，面积也比原来
的大。听说周边有幼儿园、商铺等配套设施，
居住环境会好很多。”他说。

滨海片区位于东方主城区西北部，紧邻
北部湾，是东方重要的生活生产区域，属于
东方老旧城区。该片区用地布局凌乱混杂，
功能结构不明确，公共设施缺乏，交通道路
网络体系不完善，汛期积水内涝严重，老旧
宿舍、城中村占比过大，缺少公共开放空间，
群众生活生产环境差。近日，在滨海片区棚
户区改造范围内的渔村，海南日报记者看
到，一条不到2米宽的土路，仅容一辆小车
通行，且道路坑洼不平，出行不便。渔村多
数房屋布局混乱，房屋质量参差不齐，建筑
密度大。

2019年9月，东方启动了滨海片区棚户
区改造，同年11月完成立项。东方滨海片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征收土地总面积
6590.01亩，征收房屋总面积169.91万平方
米，约1.13万户。按照滨海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项目分为A、B、C、D、E区分片实施，B
区为西湖公园项目。目前，东方已启动A区、
B区范围征收工作。

东方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负责人赵日能
介绍，该中心2019年11月就启动开展滨海片
区棚户区改造前期工作，开展入户调查、民生
调查、政策宣传、房屋面积测量、土地附属物登
记等。2021年重点针对A区、B区共3700多
户开展征收工作。截至目前，A区房屋面积确
认完成率98%，B区房屋面积确认完成率约
80%。

同时，东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今年1
月召开了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开听证
会，邀请被征收人参与，保障被征收人知情
权、参与权。今年4月，东方制定印发了市
滨海片区（一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
安置方案。赵日能说，方案提出，对经济困
难、无力购买安置房的被征收人实行“兜底
保障”安置，在不分户条件下，在就近安置区
提供“兜底保障”安置房，户型约50平方米。

东方以实物安置为主，采取“就近+就地”
组合安置的方式，最大限度保障被征收户利
益，确保群众共享片区改造成果。

居民圆“宜居梦”可期 高标准做好规划设计

滨海片区棚户区征收后，这里将如何
发展？将滨海片区打造成为展示海南自贸
港形象和风范的靓丽名片，是东方的设定
目标。

东方以全新的国际视野审视滨海片区
发展前景，从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视角出发，
从东方“两区一节点”的发展战略目标思
考，统筹区域协同，挖掘资源禀赋和历史人
文特色，以高标准、高品质的理念，做好滨
海片区的规划设计。

2020年，东方启动了滨海片区概念
性规划及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工作，共
有来自全球13个国家或地区的43个应
征申请人报名参加。经过多次评审，最终
由中国城市发展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Pei
Partnership Architects LLP（贝聿铭建
筑事务所）组成的联合体获得优胜，并启
动城市设计方案整合，于2021年 8月启
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项目在控规成果中增加了城市设计
指引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在地块控制图则
中增加了城市设计控制要素，从沿街贴线
率、公共空间管控、商业界面、建筑塔楼位
置等方面作出引导，其环境及城市空间更
加精细化、品质化。配合地块图则使用，增
强规划的实操性。城市设计对城市品质的
设计与提升，通过法定化及系统化得以实
现。”东方市政协副主席、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局长符兴彧说，目前滨海片区的规划
已编制完成控规全部成果，并依法履行专
家评审、公示等法定程序，现已将最终成果
报送省资规厅，待省资规厅批复。

滨海片区位于东方主城区滨海区域，
是东方市乃至海南岛西海岸最重要、最精
华的片区。东方滨海片区的规划设计，以

“公园港城、自贸明珠”为愿景，坚持“海陆
共生生态之城、多元融合活力之城、宜居宜
游水韵之城、人本品质易行之城、肌理延续
复兴之城”五大设计理念。

据悉，滨海片区发展总体定位为自贸
港引领示范区、“三生融合”示范区、城市
更新改造示范区。总体结构为“一带·两
脉·三心·五片”的组团型城市结构，其中

“一带”为激情海岸带，“两脉”为西湖绿脉
和港铁文脉、“三心”为时尚商业核心组
团、自贸商务核心组团、旅游服务核心组
团，“五片”为休闲度假片区、生态社区、滨
湖社区、商业社区、爱之岛休闲片区。总
体产业功能为“商、居、游、文、绿”等多元
功能混合发展。

建设国际滨海公园城市

■ 见习记者 李豌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近日，家住东方市
滨海片区棚户区新港渔
村迟迟没有签约的张女
士，终于在征收协议
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背后离不开棚户区改
造项目房屋征收攻坚组
不懈的努力。

时间回到今年4月
初，《东方市滨海片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
补偿安置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刚发布时。东方
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在入户调查
时发现部分被征收人
对征收工作存在抵触
情绪。经实地走访后
了解到，原来，许多被
征收人对《实施意见》
存在误解，自行计算安
置补偿款后，以为住了
大半辈子的房子要被

“贱卖”。
为此，东方市房屋

征收中心迅速成立专
项攻坚小组，着力解决
被征收人对于征收工
作存在误解的难题。
攻坚小组结合棚改的
重大意义和棚改项目
作为民生工程的惠民
力度，逐条为被征收人
解读《实施意见》，在确
保补偿款的每一分钱
均有政策支持的前提
下，为被征收人充分申
请所有符合条件的补
偿，打消被征收人的疑
虑，把被征收人的权益
落到实处。

刚开始时，攻坚小组工作人员入户经
常吃“闭门羹”。“这不是针对我们个人，只
是一时误解，而房子又寄托着他们深厚的
情感和现实需求。”文成拨说，“最重要的
是要了解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才能找到突
破口。”

只要被征收人在家，无论是清晨6时
还是深夜11时，工作人员随时做好开展入
户沟通的准备。“五一”假期期间，东方天气
持续大雨转暴雨，被征收人时间充裕，工作
人员开启“假期不休息”工作模式，穿上雨
衣冒雨入户沟通。遇到细节争议，工作人
员会与评估公司、测绘公司、被征收人进行
多方沟通，当面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的问
题，当天上报，坚决做到‘事不过夜’。”文成
拨说。

今年以来，东方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把开展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与棚改工作紧
密结合，成立11个征收小组，组织80多名
干部职工深入房屋征收调查一线开展工
作，实行“5+2”无休息日、“8+3”延长工作
时间，创新了“办公室+现场”联合动态办
公模式。

当然，房屋不仅是资产，也是情感寄
托，因此在整个征收过程中，征收小组还
要考虑到被征收人的特殊需求。上述提
到的张女士由于自家房屋近海，早年自
费在门前建起了一条 2米高的堤坝，因
担心堤坝不能补偿，迟迟未同意征收签
约。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征收小组工作
人员周家菲不仅仔细测量堤坝高度，还
协调挖掘机，确认地下掩埋部分情况，最
终协调的补偿款以“地上+地下”的总高
度为计算。

这一处理方式取得了张女士的信任，
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征收工作人员每天披星戴月，白天
既要在服务中心接待被征收户，又要深
入一线入户测量，夜晚则加班录入数
据、归档资料。他们随身携带金嗓子含
片，嗓子沙哑了就含一片，继续沟通；他
们冒雨工作，感冒发烧了，就挂完点滴
继续上岗……所有干部职工，放下小
家，全身心投入到滨海片区棚户区征收
工作中，把棚改工作变成联系服务群众
的民心工程。

“决战决胜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接
下来，会带领征收小组争做征收‘攻坚
战’的‘火头军’，继续做直面问题的担当
者，本着使命在肩、责任在我的精神，团
结一心，完成棚改使命。”征收小组组长
蒙世岛说。

（本报八所5月19日电）本报八所5月19日电（记者张文君 见习
记者李豌 特约记者方宇杰）5月18日，在位于
东方市八所镇的滨海片区（一期）棚户区改造项
目就近安置区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加紧对
第1栋、第2栋、第3栋和第5栋房屋进行室内
水电、门窗等安装作业，现场繁忙而有序。这4

栋共551套安置房预计今年9月30日交付使
用。

据了解，该项目就近安置区工程第一批就
近安置房于2019年9月18日开工建设，第一批
就近安置房有3421套、共23栋，建设用地约
180亩。当前，业主单位和施工单位正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
“预计今年12月底前交付1669套安置房，

其中9月30日先交付551套安置房。”施工单位
负责人蔡义说，为加快项目建设，组织工人实行
穿插作业，工作面全部铺开；根据施工进度，增
加人手，目前进场施工工人有400多人。同时

在保证工程项目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
长施工时间，加班赶工期。

据悉，滨海片区（一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就
近安置区工程第二批就近安置房1579套预计5
月启动建设，就地安置房2880套计划年内开工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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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今年12月底前交付1669套安置房

联系服务
被征收人

滨海片区（一期）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建设任务5000 套

已列入省以及国家棚改年度计划

第一批就近安置房3421套
已于2019年9月18日开工建设

建设用地约 180亩

开工建设3421套

预计今年12月底前

可交付 1669套

第二批就近安置房 1579套预计5月启动建设

就地安置房2880套计划年内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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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近日日，，在在东东方方滨滨海海片片区区（（一一期期））棚棚户户区区改改造造项项目目安安置置区区，，建建设设工工程程有有序序推推进进。。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元元才才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