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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野整体规划尧民生优先尧分步实
施尧注重实效冶原则袁结合我队实际情况袁
确立了基地总体规划框架遥

利用永州市规划改造零陵南路和新

建传芳路的契机袁将拟废弃的零陵南路四
茵九队段渊现下坡转弯处冤土地整合为我

队使用袁并将
零陵南路尧传
芳路占用的

土地以及油

库地块等面

积置换到我

队办公区东

侧袁使我队原
有的不规则

凌散土地变

得规整便于

利用遥

土地整合

后袁基地以新
的零陵南路

为界划分为

东院尧西院两
大块遥西院规
划为住宅区袁
布局多层住

宅袁新建住宅
246套 渊棚改
房 198 套袁廉
租房 48 套冤袁
其中零陵南

路临街一层

为商业门面遥
东院规划为办公和住宅综合区袁 布局办
公楼和小高层住宅渊商品房冤袁新建小高
层住宅 400余套遥

按照野民生优先冶原则和国家加强保
障性住房建设的有利时机袁 第一步在西
院建设棚改房和廉租房袁 第二步在东院
建设小高层商品房和生产办公用房遥

渊本报记者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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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尧区位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袁409 队的基
地面貌不佳袁住房紧张袁居住环境较差遥 因此袁409 队

的基地改造和住房问题一直是局党组和历届队领导

班子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遥

野十二五冶时期以来袁在局党组的关心和支持下袁
在本队广大职工和家属的积极配合下袁 我队肩负使
命袁心系职工袁把基地改造工作做为全队工作中的重
中之重袁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袁土地调规成功尧土地整
合取得阶段性成果尧廉租房项目顺利实施尧棚改房项
目成功立项并实施遥 现在袁廉租房已经封顶袁棚改房
也进行了公开招标并顺利动工袁 基地改造工作可谓
是成绩斐然遥基地改造工作在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袁偶
尔也有质疑的声音袁但更多的是肯定遥 无论是质疑袁
还是肯定袁都坦然处之袁把肯定和质疑都作为前进的
方向和动力遥展望未来袁我队各项事业的发展呈现出
勃勃生机袁美丽家园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遥

但是袁当前形势严峻袁永州市城市棚户区改造进
程严重滞后袁政府对工程进度抓的很紧袁并出台了相
关推进措施遥如我队的工程进度跟不上要求袁将会错
过这一历史机遇遥 因此袁全队上下必须齐心协力袁共
同办好这一事关我队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头等大

事袁共同建好美丽家园遥

齐心协力 共建美好家园

原山上平房旧貌 廉租房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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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院厂房旧貌 棚改房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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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4月 29日队职代会通过叶四〇九队野十二
五冶发展规划曳袁把基地改造工程作为野十二五冶时期的
主要任务之一遥

2011年 5月袁我队向永州市人民政府请示袁要求市
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将西院土地进行调规袁 由邮政
设施用地变更为居住用地遥

2011年 6月 1日袁我队向市人民政府递交了叶关于
四〇九队土地置换的请示曳(湘勘 409队字 也2011页9号
文)袁要求对我队被零陵南路和传芳路道路及绿化占用
的土地尧油库和锰粉厂的土地等共计 49.9788亩土地进
行整体置换遥

2011年 7月袁我队行文给市人民政府袁要求尽快召
开规委会调规袁加快办理廉租房报建手续等遥

2011年 7月袁 我队向市规划建设局行文并多次汇
报袁要求给予我队土地变规加快进程遥

2011年 8月 19日袁 我队向永州市人民政府行文
叶关于协调处理零陵南路两侧土地置换有关问题的请
示曳(湘勘 409队字也2011页17号)袁要求永州市人民政府
协调有关部门袁支持我队土地整体置换遥

2011年 9月份我队向市房产局递交了城市棚改房
的相关资料遥

2011年 9月 15日永州市规委会通过了我队西院
渊原机械厂大院及山上平房区冤用地性质由野邮政设施
用地冶调整为野二类居住用地冶的决议袁准许我队在西院
建设住宅遥

2011年 9月 19日袁 市政府办召开了由市国土局尧
市住建局尧市城建投尧四〇九队和零陵南路代建方参加
的协商会袁并形成会议纪要院同意零陵南路和传芳路道
路占用四〇九队的土地以及原四〇九队碎样间土地

渊除即将废弃的零陵南路四〇九队段道路面积
1931.4m2置换给四〇九队外冤7109.02m2渊10.6635亩冤等
面积置换到四〇九队东院东侧袁 土地边线与新零陵南
路平行袁并同意原四〇九队油库用地 3504.78m2渊5.2572
亩袁已减去道路占用部分冤土地置换到新零陵南路与仁
湾路转角及临零陵南路处袁 与四〇九队原锰粉厂地块

形成整体袁 为今后的基地改造及土地开发利用提供便
利遥

2011年 11月 16日袁 我队廉租房项目规划总平面
图顺利通过永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的公示遥

2011年 12月 5日袁办理了廉租房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公告牌遥

2012年 1月 13日市房产局尧市财政局尧市发改委
联合发文袁 我队的棚改房计划获得立项通过 渊永房发
咱2012暂2号冤遥

2012年 2月 10日完成廉租房项目的工程招投标
工作遥

2012年 3月份获廉租房项目获省发改委批准立
项遥

2012年 3月 14日廉租房项目破土动工遥
2012年 3-4月间袁按照市规划局要求准备了野建

设工程选址意见书冶尧野四〇九队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用地红线图冶尧野四〇九队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渊一期冤
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冶尧两个建筑方案等有关
资料并送审遥

2012年 5月 11 日市住建局 2012 年第 11次城市
规划项目审查小组会议讨论通过了我队棚改房的选

址遥
2012年 5月 28日

棚改房规划指标经市

城乡信息中心复核后

报市住建局遥
2012年 6月袁原机

械厂部分旧厂房进行

拆迁遥
2012 年 6 月 1 日

市住建局 2012年第 14
次城市规划审查小组

会议讨论通过了我队

棚改房的规划方案尧施
工图设计尧图审和换发

土地使用证遥
2012年 7月棚改房施工图完工后办理了 叶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曳遥
2012年 7月 5日袁 棚改房规划总平面图通过永州

市住房 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公示遥
2012年 8月 13日拿到叶永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

设局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单跃曳的复印件袁用于图
审备案和办理招标的手续遥

2012年 8月 17日取得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盖章的 1裕-3裕楼图审备案文件遥

2012年 9月中旬取得 4裕-5裕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审批单曳的复印件和图审备案文件遥

2012年 9月 29日办好棚改房人防工程费用 56万
余元的减免手续袁 并向市财政局提出了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减免申请遥

2012年 10月 31日棚改房项目进行了工程建设招
标工作遥

2012年 11月上旬两栋廉租房相继封顶遥
2012年 12 月 6 日上午 9点 18 分棚改房正式动

工遥
渊本报记者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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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十二五冶期间袁我队确立了野完成一项工程尧促
进两个转变尧实现三业并举冶的野一二三冶发展目标遥
其中袁把野一项工程冶--基地改造放在首要的位置袁这
既是职工改善居住和生产办公条件的迫切需求袁也
是局党组的殷切期望所在遥 2011 年初袁我队成立了基
地改造建设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袁 配备较强的力量专
门负责基地改造工作遥 经过全队上下的不懈努力袁各
项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遥 现就有关主要问题进行简
单的介绍遥

我队基地大大小小共有十三宗地 袁 总面积
91668.4 平方米渊137.5 亩冤袁沿零陵南路分成三大块院
机关大院及机械厂区尧硫酸厂区尧状元公司生产区袁
土地面积分别为 50274.88m2尧21393.52m2尧20000m2遥

四〇九队现有职工 670 人左右袁合 610 户袁现有
成套住宅楼 9 栋袁共 291 套袁总建筑面积 21919m2,户
型面积为 52--107m2遥 除退休回原籍或异地安置渊按
国务院国发 咱1978暂104 号文件规定办理了退休手续
的院子女顶职尧户口迁回农村或异地尧单位按规定给
予安家补助费冤120 多人外袁 还有约 200 户符合居住
在队上条件的人没有购买过单位政策性住房遥

1尧基地改造项目的确立遥 在 2011年的职代会上
通过把基地改造工程作为我队野十二五冶时期的主要
任务之一的决议遥 一要尽快启动安居工程建设曰二要
整合土地袁提升存量土地开发价值遥 力争野十二五冶期
间基地面貌有大的改观遥

2尧土地调规成功遥我队西院渊原机械厂大院及山

上平房区冤土地原规划性质为野邮政设施用地冶遥 自
2007 年开始我队一直要求市政府对该宗地进行调
规袁由邮政设施用地变更为居住用地袁但是迟至 2011
年 9月份才有结果遥

3尧土地整合取得阶段性成果遥 我们抓住零陵南
路改扩建机会袁 多次向市人民政府要求对我队被零
陵南路和传芳路道路及绿化占用的土地和油库尧锰
粉厂的土地等共计 49.9788 亩土地进行整体置换遥
2011 年 9 月 19 日袁 市政府办召开了由市国土局尧市
住建局尧市城建投尧四〇九队和零陵南路代建方参加
的协商会袁并形成会议纪要院同意零陵南路和传芳路
道路占用四〇九队的土地以及原四〇九队碎样间土

地 渊除即将废弃的零陵南路四〇九队段道路面积
1931.4m2 置换给四〇九队外冤7109.02m2渊10.6635 亩冤
等面积置换到四〇九队东院东侧袁 土地边线与新零
陵南路平行袁 并同意原四〇九队油库用地 3504.78m2

渊5.2572亩袁已减去道路占用部分冤土地置换到新零陵
南路与仁湾路转角及临零陵南路处袁 与四〇九队原
锰粉厂地块形成整体袁 为今后的基地改造及土地开
发利用提供便利遥

4尧廉租房项目顺利实施遥 2010年我队向市发改
委申报廉租房计划未果遥 2011 年 7 月我队经过充分
的准备和多方协调再次申报廉租房项目袁 成功取得
永州市 2012年建设廉租房项目的资格遥

5尧棚改房项目成功立项遥2011年上半年开始袁我
们一方面进行申报和协调等工作袁 一方面做了大量
的基础工作袁 摸清了全队的住房情况并准备了城市
棚改房立项的有关资料遥 经过多次协调袁我队反复修

改资料并多次行文袁我队的棚改房计划获得立项通过
渊永房发咱2012暂2号冤遥 目前已经进入建设阶段遥

廉租房共 2栋 48套袁 每套建筑面积约 49.94m2袁
建设面积 2397.6m2袁建设资金由我队投入并依据政策
争取财政补贴袁产权由 409队与市房产局共有遥 廉租
房的管理与使用严格按国家政策执行遥

1尧建设规模
棚改房项目规划建设 7 栋 198 套袁 每套建筑面

积约 89m2遥 由于土地原因分两期进行袁 第一期 5 栋
132套袁 第二期 2 栋 66 套遥 由符合资格的职工购买
渊将制定购房资格确定详细方案并经职工代表会议讨
论通过后公示冤遥

2尧资金来源及管理
建设资金由住户自筹尧争取财政补贴尧单位投入

渊人员工资尧管理尧运作成本等冤三部分组成袁资金实
行专款专用袁 最终结果由上级审计部门专门审计确
定遥 住户按最终实际成本价购买遥 其中袁棚改房每栋
一楼的车库和杂房建设资金由队上投入袁 产权公有袁
另行出售或出租遥

3尧工程管理及质量监督
按照国家法律和有关政策袁 建设工程严格实行

招投标袁并由专业监理公司监理遥 我队保证工程的优
质高效袁我队拟成立由基建人员尧纪检监察人员和职
工代表共同组成的专门班子袁 全程做好项目的管理尧
监督和服务协调工作遥

渊本报记者冤

（李爱丽摄）

为加强我队基地改造工程廉政建设袁 公开工程项
目建设相关信息尧扩大职工群众对项目建设的知情权袁
规范从政行为尧强化责任意识,使基地改造工程成为野监
督到位尧责任落实尧公正透明尧质量优良冶的阳光工程袁
特制定野一公开尧两承诺尧三监督尧四不准冶制度遥

院依据建设工程有关规定袁对工程项目的立
项审批尧设计尧投资规模尧招投标尧规划许可尧施工尧监

理尧合同履约尧资金使用尧竣工验收尧竣工决算审计等信
息进行全面公开遥

院全体工作人员向单位尧施工企业和监理公
司做出廉政承诺曰 施工单位做出工程质量尧 安全生产尧
廉洁守法经营等诚信承诺遥

院自觉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袁职工群众监督
和向工作人员发送野家庭助廉倡议书冶开展家庭监督遥

院 全体工作人员不准接受与工程建设有利
益关系的有价证券尧礼品尧礼金和通讯尧交通工具或住
房装修尧宴请尧外出旅游等娱乐活动曰不准明示或者暗
示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袁降低工程质量曰
不准报销任何应由单位或个人支付的费用曰 不准推荐
分包单位尧推销或指定使用建筑材料尧施工设备和服务
活动遥

12月 24日，我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顺利通过 " 〇四 九基地改造第一期棚改房购房管理办法 " （李爱丽摄）

近日，我队与仁湾镇
横冲村浦口村民小组签订
了生活用水、用电协议。协

议规定，自签订之日起，我
队负责浦口村民小组的水
电改造安装和开户手续及
各村民户的开户费、表前
材料费和安装费。而水、电
表安装后的进户管、线及
材料与安装费由各开户户
自行负责，并承担费用。从
此以后，其管、线、表的维
护以及今后分户或增户等
一切费用以及用水、用电
的安全问题由该村的用户
自行承担和负责。

仁湾镇横冲浦口村民
小组的生活用水、用电自上
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由
我队无偿供应，多次协调未
果，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历
史遗留问题。尤其 2009 年
我队水电全部实行社会化、
货币化以后，该村的用水、
用电成为我队的一项庞大
开支。近两年，我队加紧与
该村组的协调步伐，经过多
次与镇政府、村委会沟通，
并与村民多次协商，终于签
订了永久性解决村民用水、

用电历史遗留问题的协
议。（李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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