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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感花园突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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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姜小澞

这段时间， 北京城建投资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
股份”）动感花园分公司里颇不宁
静。 2018年6月，动感花园主体结
构全部封顶。 2018年11月，动感花
园定价正式敲定。 对接星火站拆
迁保障房动感花园入住倒计时正
式启动。 不了解的人可能不清楚
这几件事的含金量。 这曾经是一
场近乎绝望的战役。

动感花园悖论：
开工还是不开工？

2006年，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接手北五环来广营
桥东北角一地块的一级开发权。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 因该地块一
所学校的拆迁问题， 这把含着金
钥匙出生的项目一 “含” 就是10
年，迟迟无法动工，前途渺茫。

2014年7月， 朝阳区授权动
感花园项目做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开发的授权书， 要求2015年10月
前必须开工。 当月， 城建股份动
感花园分公司成立。 女将左江南
临危受命， 被任命为动感花园分
公司党支部书记兼董事长。

无法立项， 是第一道难关。
除了一张授权书， 无规划指标，
无对接对象， 销售价格更是遥遥
无期。 一级开发项目转为授权做
政策房， 动感花园开了朝阳区的
先河， 但办理手续时， 没有先例
可循， 项目的报建审批停滞了。
没依据， 党支部就组织团队研究
政策， 把市、 区所有的法律法规
烂熟于心， 主动和政府部门碰思
路、 找办法； 支委带头一个部门
一个部门跑， 一个专家一个专家
谈……精诚所至 ， 2015年 4月 ，
项目前期部门经过4个多月的协
调沟通， 终于立项。

可更大的难题来了。 位于该
地块学校的拆迁还建面积不能确
定， 直接导致保障房的建筑面积
不确定， 规划意见书自然无法办
理。 没有规划意见书， 开工就是
天方夜谭。

“屋漏偏逢连夜雨 ”， 2015
年2月， 北京出台 《北京市居住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指标 》
（以下简称 “7号文”）， 增加了对
社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的具体要
求。 项目原有的规划设计必须推
倒重来 。 为抢得宝贵的审批时
间， 项目团队与学校充分沟通，
精心准备4套设计方案。 2015年
10月14日， 项目终于取得规划意
见复函。 这是颁布7号文后全市
第一个被审定的方案。 项目团队

迅速完成项目总包、 监理的外部
招标备案、 项目现场平整、 开工
准备。 2015年10月20日， 动感花
园举行简单而正式的开工典礼。

一切为了民生：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根据7号文要求， 住宅类项
目一律不得修建商业用房。 新政
的出台 ， 1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
积 ， 只有10万平方米的可售面
积， 项目面临极大的资金压力。

沙盘推演发现， 地块几公里
内已建有一处大型超市。 不死心
的项目组经过现场走访和政策核
实发现， 该超市所占土地性质为
集体用地，征地手续尚未完善，位
于规划的拆迁范围。 党支部果断
做出新部署：虽然是保障房，但居
民生活品质不能降低， 更不能砸
了城建地产的牌子。

规划专家会上， 有备而来的
项目组提出， 如果不配建商业设
施 ， 居民的日常生活将极为不
便， 向专家回应了与土地部门的
核实结果， 并展示增加商业业态
的详细设计方案， 终于说服了各
位专家。 经专家组研究决定， 破
例给予动感花园2000平方米的商
业设施面积。

对接重点工程：
凿出一条缝， 撬成一扇门

按照项目计划， 动感花园属
于朝阳区的棚改安置房， 但并未
确定具体对接区域。

2017年4月 ， 京沈高铁始发
站———星火站拆迁需要安置房
源 。 “群众吹哨 ， 部门报到 ”，
朝阳区计划用保障房项目对接这
项国务院重点工程， 但发现存在
政策障碍， 准备放弃。 动感花园
党支部意识到机会来了。 “只要
有一条缝， 我们就把它撬成一扇
门 。” 公司主动向朝阳区请缨 ，
前期团队转成销售团队开始奔
波。 2017年9月26日， 经多轮会
议研究， 朝阳区批复同意京沈高
铁星火站拆迁安置使用动感花园
项目。 至此， 动感花园转变成承
担重大政治任务的民生工程。

作为棚改定向安置房， 定价
方法只能参照经济适用房进行，
这与公司实际发生费用差距巨
大。 突破旧的定价办法， 才有可
能实现项目盈亏平衡乃至盈利。
在支部带领下， 各个系统组成定
价攻坚小组， 翻政策、 找依据，
以钉钉子精神破解难题。 项目组

查到市住建委在项目定价中， 曾
经有过土地评估核价的方法 。
2018年1月， 朝阳区出台 《朝阳
区国有用地建设定向安置房价格
审核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2
号文”）， 明确可以采用评估方法
确定土地价格。

但是，哪些项目可以适用2号
文， 还需要区重大项目建设指挥
部办公室、住房保障办公室、发改
委等联合确认。 攻坚小组兵分两
路， 在区住建委和区发改委蹲点
驻扎。 当天下午4点，协调会在区
住建委召开；6点， 会议纪要正式
出台， 创造了北京营商环境优化
治理的“朝阳速度”。 2018年11月，
动感花园销售定价确定。

能打硬仗的支部：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项目的顺利推进， 得益于公
司有一个能打硬仗的党支部。 公
司成立时，共有22人，老同志、老
党员居多。项目一拖10年，如何提
振士气，是支部面临的最大难题。
经过研究， 支部提出三项具体举
措：支委带头冲锋，攻坚克难，让
职工看到希望；党员亮明身份，勇
于担当，让企业恢复信心；规范支
部建设，加强管理，带项目突出重
围。围绕中心工作和重大任务，支
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坚持工作
周报制度，设置党员文化墙，开辟
表扬栏 ， 不定期开展管理论坛
……破解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类似的保障房项目很多，能
像我们这样起死回生， 最终实现
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并不
多。 ”左江南说，“下一步，将把好
验收关，啃下最后一个硬骨头，把
‘尾’收好，把‘圈’画圆。 ”

回首来时路， 项目团队创造
了北京城建乃至北京市房地产领
域的多个第一： 第一个从储备项
目转为棚改安置房项目， 第一个
没有安置对象和售价取得棚改立
项的项目， 第一个突破新配套指
标增配商业的项目， 第一个对接
重大工程的棚改安置房项目，第
一个取得施工登记的朝阳区棚改
安置房项目， 第一个手续全部齐
备的朝阳区棚改安置房项目。 动
感花园项目被评为北京市绿色文
明样板工地， 全部楼座喜获北京
市结构长城杯金奖。

一个普普通通的团队， 一群
平平凡凡的员工， 闯出了属于自
己的 “动感价值”。 2018年6月，
动感花园党支部被评为城建股份
先进基层党组织。

1月28日， 首都市民系列文
化活动北京文化志愿者 “送福到
家 ” 系列活动 ， 走进北京西客
站。 来自平谷的10余名书法家挥
毫泼墨写 “福” 字， 并送给过往
旅客。 据悉， 该系列活动还将在
北京站、 北京南站依次举行， 预
计送出春联福字35000副。

本报记者 盛丽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1月25日上午9时， 东城区
东花市街道南里社区一年一度
的新春游园会上演。 新春游园
会综合了社区公众学堂演出 、
曲艺、 书画会、 民族乐器演奏、
跳蚤市场等多种表现形式， 为
期5天， 为居民献上了一场丰盛
的文化大餐。

最受居民关注的是 “花缘
礼乐公众学堂 ” 的汇报演出 。
2018年东花市南里社区党委打
造 “花缘礼乐 公众学堂”， 学
堂自成立以来先后开设书国画、
面塑、 朗诵等十几门课程， 此
次学员一展所长， 在家门口为
街坊邻里奉献出别具特色的演
出。 学员蔡慰慈阿姨说： “我
这一辈子都没上过台表演过 ，
这是第一次， 学堂的学习让我
更自信了， 也让我敢于表现自
己了。 我要把我这一年学到的
东西分享给老邻居们， 让大家
都看到我的变化。”

现场还有20名社区优秀志
愿者与两名驻街单位受到表彰，

荣获南里社区2018年度 “社区
优秀志愿者” 称号。 荣获 “社
区优秀志愿者” 称号的社区老
党员董春亨说： “改革开放四
十年， 我们这一代人更见证了
这一切， 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
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 作为
一名社区党员， 我们更要珍惜
现在的生活为社区基层的安定
做出贡献。”

一位回迁的老花市居民深
情感叹，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
自己家也从几平方米的小平房，
搬进了现在的单元房， 居住环
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
人说这搬进了单元房邻里情也
会变得陌生， 可社区每年的新
春游园会不仅把丰富多彩的各
类文化演出、 年货大集带到了
我们的身边， 更让我们这些老
街坊有了相聚的地方。”

据了解， 南里社区迎新春
游园会是南里社区文化的主打
品牌 ， 至今已举办了十三届 ，
深受居民的喜爱与欢迎。

社社会会化化退退休休人人员员自自编编节节目目办办联联欢欢
抖空竹、打太极、跳拉丁、唱京剧，再来一套毛巾操，台上台下互

动起来。近日，东城区永外街道社会化退休人员自编自导自演节目登
上舞台，这是永外街道社会化退休人员连续第十年举办新春联欢会。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文化志愿者
火车站送“福”

老街坊共聚新春游园会

在春节来临之际， 中建一
局五公司基础设施分公司在西
藏项目牵头组织中建股份西藏
项目开展 “心系职工情， 温暖
进万家” 慰问活动。

高级项目总监蒋斌代表分
公司领导对大家在雪域高原残
酷工作环境下的辛勤作业和贡
献表示肯定和感谢，并要求保障
一线职工的身体健康和安全生

产。随后将慰问品送到了职工及
农民工代表手中，共发放棉被90
余套，大米500余斤，食用油10余
箱，价值共计3万余元。

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经
理胡庆峰代表全体建设者们表
示， 项目部一定发扬先锋精神，
不辜负公司的信任， 持续努力，
攻坚志难， 打造雪域高原精品
工程。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周理深

中建股份西藏项目慰问高原建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