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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小学交通严管区 首月开出千余罚单

小学生致信市长引关注，治理后学校坦言周边交通有好转

南都讯 记者徐龙晨 今年五月深圳小学学生黄丹蕾致信市长许勤反映学校周边交通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为此，从6月10日起，交警部门将学校周边

划设交通严管区，整治截至昨日正好“满月”。

昨日，深圳交警部门连同东部交委、东门街道办、罗湖区教育局等部门，就深圳小学周边交通整治进行下一步部署。南都记者从交警获悉，首月交

警部门共开出千余张罚单，对此，学校安全负责人也坦言，周边交通确实“大有好转”。

自从6月10日起，交警部门便把深圳小学周边的人民北路立新路至晒布路口、立新路全段、新园路全段、晒布路全段、金百利路全段划为交通严管区。

管制时间为周一至周五的早上7点到晚上7点，在此期间违停车辆，均处罚500元。而在其他时段违停的，也将处罚200元。

昨天，南都记者从交警罗湖大队和机训大队了解到，一个月下来，交警部门共开出千余罚单。此外，交警部门还在现场拖车30余辆，处理电动车70

多台，劝离320多宗，发放宣传单2500余份。

对于深圳小学周边的交通治理，交警交通处副处长王苑芳表示，目前主要工作在拓宽人行道，压缩机动车道，并通过完善学校周边的减速带、斑马

线等交通标志，促使车辆在进入学校附近时减速慢行。此外，交警部门还在学校后门新园路上设置了5个即停即走的停车位，方便家长对上学、放学高峰

期接送孩子的需求，而这一举措，在深圳也是首次。负责对深圳小学执勤的罗湖交警大队艾力军称，交委在学校正门增加了三段减速带；在学校后门新

园路上设置了七段减速带，每段由三条减速带构成。

“现在每天，我们都会让家长义工在即停即走的车位前接送孩子，一般来说，孩子到了学校后，家长就把车停在临时车位上，学生从车子里出来，我

们的家长义工就负责把学生送到学校。”深圳小学一位家长义工介绍道。

在昨天的交流中，深圳中学、深圳幼儿园和财贸幼儿园的相关代表建议，在设置即停即走车位的同时，是否可以增加遮雨棚，让设施更注重细节。

此外，也有代表认为，可以考虑在人民北路和晒布路路口建设环形天桥，从而实现人车分流。南都记者从交警部门获悉，深圳小学周边交通环境治理的

经验，未来还将作为模板，有望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不过，交警部门也坦言，由于各个学校周边的交通环境不同，所以在具体问题解决中，仍需进行相

关的调研后才能实施。

此外，据负责对深圳小学执勤的罗湖交警大队艾力军介绍，现在还需要满足的是深圳小学周边商铺的停车需求。深圳小学门外的人民北路上临街铺



面众多繁杂，共有82家商铺，卫生、治安等环境较差。治理小学周边的交通光靠堵不行，还需要对商铺的停车需求进行疏散，未来“有可能专门划定商

铺的临时停车位。”

问题与回应

即停即走车位常遭占用，怎么办？

校方：在实际使用中，即停即走的车位常常出现被社会车辆占用的情况。

交警交通处副处长王苑芳：未来可通过监控录像，对相关车辆进行严厉处罚。据悉，根据交警规划，未来学校周边的监控设备由一个增设到四个，

覆盖了立新路、新园路、人民北路和金百利路，预计8月初就能完成。而其中，即停即走车位便在新园路上。此外，可以将监控与机动车避让学生过马路

结合起来，对于不主动避让的，也进行处罚。

能否加厚减速带

校方：减速带能否增加数量或厚度？

东部交委代表：将进行调研，并将积极配合交警部门解决深圳小学周边的交通问题。

能否设立红绿灯

校方：能否设立红绿灯？

交警科技处负责人：在经过相关讨论后发现，该处路段由于交通情况恶劣，如果设立信号灯，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拥堵情况，因此不建议这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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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丹村都拆了，“我们”还要等多久？

2010 年深圳首批 8个旧住宅小区改造现状调查

5月底，鹿丹村的正式拆迁，不仅让苦等了14年的鹿丹村居民如释重负，也同时为8个等待改造的旧住宅小区项目和数以千计的业主注射了一支强心针

———作为深圳第一个成功步入动迁的旧住宅小区改造项目，鹿丹村证明了复杂而纠结的旧住宅小区改造依然存在成功的可能性。

木头龙、金钻豪园、南苑新村、鹤塘小区、华泰小区、龙溪花园、海涛花园、桥东片区，这是《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在2009年12月1日开始施行之

后，被列入2010年深圳城市更新单元第一批计划的8个旧住宅小区改造项目，试点意义非常明显，却全部卡壳无一例外。而自那以后的三年多里，深圳市

政府批准了15批城市更新计划，共180个城市更新单元，其中再无住宅小区。

南都记者本周实地走访8个小区后发现，华泰小区和金钻豪园两项目已经有部分楼宇成规模拆除的景象，但仍有少量居民并未搬走；木头龙则将大部

分迁出业主的门窗进行了拆除，每栋楼中都还能看到零星的三两户居民出入；其余5个小区除了四处悬挂的标语外，基本看不出城市更新立项四年对其产

生了影响。

当时抢得“香饽饽”的8家开发商一定没有想到，旧住宅小区的改造将是如此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即将咽下去的肥肉却因为碰上了少数剔不掉的硬

骨头而卡在喉咙里。

尽管8个项目都未在去年3月深圳清理第一批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的过程中被调出，然而，作为南苑新村项目申报单位的金晖地产被深圳万科收购，后因

在获取成为改造主体资格过程中涉嫌造假而被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下称“市规土委”)暂缓审批；海涛花园的申报单位盛世盈丰选择与路劲地产联手

继续推进；华泰企业公司则将开发权拱手让予深圳新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余单位则在漫长的拉锯当中叫苦不迭，木头龙四年来光是为已签约业主

支付的租金补偿总额便达到3.5亿元……巨大的先期成本投入和未来预期使得他们又不忍退出。

正是因为这8个旧住宅小区改造的先行者在这四年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和问题，旧住宅小区或许在未来几年内都是城市更新绕行的区域。今年5月和7月

深圳先后公布的两批城市更新计划中，新增项目集中于旧工业区旧厂房和城中村改造。这与市规土委城市更新办公室副主任谭权在去年南方都市报举办的

第二届中国城市更新论坛上的发言一致。他当时表示，深圳城市更新策略的重点是城中村和工业旧厂房这两类土地低效利用的代表。

而这一情况恐怕将一直延续到木头龙等8个项目破冰之后。“既然我们难度空前，又极有可能‘绝后’，那是否有可能像鹿丹村一样，给旧住宅小区的

改造注入一些特殊基因呢？”其中几家开发商的表态颇为相似，多位项目负责人认为，《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中规定的“100%业主同意并签署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方能进行下一步工作”的标准是其最大障碍，他们希望能按照确定实施主体的双90%标准为其开绿灯，松绑后加速进入拆迁环节。

盐田海涛花园

海砂危房急需改造，但旧改推进仍很慢

相比一些闹市的成熟小区面对拆迁的淡定，位于盐田区的海涛花园旧改会迫切得多。资料显示，这个小区已经建成20多年，并且大部分楼宇是用海砂

建立的，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好几年前，官方就鉴定该小区部分楼房的结构安全性甚至达到 D级危房，比 C级更加危险。据村里一个租户讲，公司在海

涛花园租了员工宿舍，公司负责人还特别强调，最近世界杯是很火，但大家看的时候别太激动。“我们有人试过了，如果太嗨，会掉灰。”南都记者在现场

看到，有些楼宇外墙已经脱落，而小区内还挂着横幅，写着开发商的“标语”，内容为：“海砂危楼很危险，为了明天住好点”。

相关资料显示，2010年，该小区被列入旧城改造计划，小区更新专项规划在2011年12月被规土委批准。未来该旧改项目将由盛世盈丰投资有限公司和

路劲地产联手合作开发。按照规划，该项目将就地拆除重建，改造规模4 .43万平方米，建面为26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22亿元，将于2012年开工。

不过，尽管海涛花园的部分楼宇已经出现危房，不少业主旧改的欲望也很强烈，但整个旧改推进仍然比较慢。据开发商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与小区业

主的谈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权不清晰的房子，由于转手多次，已经找不到产权人，还有少数业主对于开发商给出的1：1.2的拆赔比并不满意，部分业

主原来海涛花园的房子有花园或者阳台，但回迁房不会有特殊的优待。另外，南都记者还了解到，由于多年前小区有过开发商倒卖开发权的经历，因此也

有业主担心开发商会“跑路”。

福田龙溪花园

保安笑称改造起码还要 N年

当南都记者来到香蜜湖片区的龙溪花园时，完全看不到它已经面临改造的境况。无论是楼体保养的状况还是小区绿化的维护，与其它小区落差颇大，

严密的安保更是出乎意料，高端住宅的架势十足，堪称城市更新项目当中的异类。

或许正因为如此，业主改造的需求不够迫切，该项目的推进速度并不快。小区保安说：“这个小区要改造，起码还要 N年，不然就要 X年，反正远得

很。”当南都记者问及业主签约情况时，这位保安表示：“有一半的话就够开发商偷笑了。”该项目是由中洲集团进行改造开发。

而从公开信息来看，龙溪花园更新改造项目包括龙溪花园(36、37、38栋除外)和香荔花园一区两个住宅小区，用地面积5.4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5

栋超高层住宅(其中商品房9栋，回迁房3栋，保障性住房3栋)、两个会所、一所幼儿园、一所小学和其他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30 .5万平方米，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约23.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22.3万平方米。

尽管网上盛传该项目将在今年完成改造入市，连效果图、主力户型等信息都充分披露，但从现场情况看来，市民只能耐心再等 N年了。

盐田桥东片区

旧改办工作人员“兼职”中介

在盐田沙头角区域的桥东片区老住宅区，是由荣津地产申报改造的。当南都记者假装投资客前往该公司在小区内设立的城市更新重建办公室咨询时，

工作人员在介绍项目的同时，还推荐起了在售房源，当起了兼职中介。

“现在有一套79平方米的房子在卖，单价2.2万元/平方米，拆迁之后价格肯定要过3万的。”该工作人员表示，如果需要更大户型，还有90余平方米的

房源可以留意，总价约200万元，“要买就得赶紧，等业主也觉得改造有希望的话，傻子才卖”。

从该工作人员的口中南都记者了解到，该项目签约已超过一半，其中东区进度较快，有望年底开拆。小区外墙贴出的公告显示，该项目拆迁用地面积

为4.6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5.8万平方米(含保障房11053平方米)、商务公寓4 .5万平方米、商业2.6万平方米，包括老人活

动中心、幼儿园、文化服务中心等在内的配套设施0 .8万平方米。而红本可获得的拆赔比为1：1.2，签约还将获得3平方米的奖励。

不过，桥东片区似乎完全未受到该项目的干扰，除了西区外墙挂着的公告和东区外墙上的一条横幅之外，小区内没有发现太多即将迎来改造的痕迹。

保持完整的楼体依然带给居民家园的安全感，而项目西区的一条通道上，商贩们忙碌着照顾自家的生意，一字排开的摊位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市场。从他们

的举动猜测，该项目离拆除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

南山鹤塘小区

沙河商城更新单元，就差三户没签约了

鹤塘小区沙河商城改造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地区核心地段，就是益田假日广场旁边，两分钟就可以到达地铁世界之窗站。相比海涛花园等旧

改小区的破败，鹤塘小区尽管社区规模不大，却显得幽静、干净，灰色的外墙显得陈旧，衬上整齐的绿植，却有些岁月沉淀的生活味。

粗略估计，该小区面积不大，总共10栋左右建筑，总户型也就200套左右。因此，拆迁谈判相对容易。根据规土委早前公示的专项规划，该城市更新

项目的拆迁用地范围面积18130 .8平方米，开发建设用地范围面积13263.2平方米，计入容积率总建筑面积为10 .89万平方米。其中，住宅总建筑面积为6.39

万平方米(含保障性住房总建筑面积5112平方米，物业管理用房建筑面积220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11960平方米，办公建筑面积为15540平方米，商务公

寓建筑面积15600平方米，公共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

南都记者在小区采访了多位业主，均表示已经签约旧改。但有业主孙小姐表示，小区截止到目前，只有三户没有签约了，小区的拆赔比应该是1：1.3。

知情人士表示，未签约户的利益诉求，主要对规划不满，认为绿化不够，并且担心旧改不能如期完成，给业主造成不便。此外，还认为开发商给出的60

元/平方米的月租金，不能与时俱进，未来追不上房租上涨的节奏。在小区的公告栏，南都记者看到已经褪色的红纸上写着未签约三户的房号，上面的截

止日期是2014年1月17日。

福田华泰小区

有人抗议旧改黑幕，有人期盼旧改同步

华泰小区城市更新项目位于景田南片区，拆迁用地面积5.5万平方米，建设用地面积4 .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未来可提供产业空间面

积13.3万平方米、住宅20 .3万平方米(含保障性住房1.5万平方米)、公共配套0 .4万平方米。

这个险些成为深圳首个主动退出的旧住宅区城市更新项目，在去年11月重新向业主征求旧改意见后，开始大步突进，并在去年12月迈入实质改造阶段，

是同批8个小区中动作最快的项目之一。但是，其目前拆除的部分仅为和平医院，属于华泰公司集体所有，而职工通过福利房的形式购得并持有的、华泰

公司内部发放绿本房产证的住宅部分仍原封未动。

尽管和平医院所在的物业属华泰公司集体所有，其在拆迁时也发生了颇多事端。早在2012年，和平医院便传出“被停电”逼迁的消息。去年12月，华

泰公司更是聘请拆迁公司凌晨突击，连夜拆除该物业，引来了担心自己利益的部分居民阻挠施工，冲突还造成多人受伤。

最终，租约到期的和平医院被迫搬离，物业也顺利拆除。在走访中南都记者发现，华泰小区住宅部分的生活还算宁静，业主向外搬迁的情况并未出现。

有意思的是，由于小区内居民大多是华泰公司职工，其诉求更像是内部交流。在小区悬挂的条幅表明，业主对于改造呈现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一种是认

为旧改过程中存在腐败，一种则是华泰南山小区的居民要求与华泰福田小区同时改造。

罗湖木头龙

可能成为支付租金补偿最多的项目

木头龙小区位于罗湖区爱国路以西、华丽路以南，走进小区便看到杂草丛生，一副破败景象。走访木头龙的前一天，深圳正好遇到一场发展迅猛的强

暴雨，木头龙则延续了其逢雨必涝的传统，有业主称，停放在小区里的20余辆汽车被雨水泡了。排水不畅的问题，随着小区设施老化成为木头龙十几年来

难以根治的沉疴。

其实，除了雨天积水和楼体老化带来的安全隐患，木头龙是一个配套完善的宜居小区。紧邻翠竹地铁站的木头龙，周边有翠园中学这样的优质教育资

源，小区内也有幼儿园、羽毛球馆等配套。走在木头龙小区里，从各个角度都能看到周边耸立起的新楼，与斑驳的木头龙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在多数楼体的墙面上都写着鲜红“拆”“此单元已搬迁”字样的该小区，目前还未有迅速展开拆除工作的迹象。几乎每栋楼都还有零星住户在

里面生活，多则五六户，少则两三户。其余已迁出的房屋门窗都已经全部拆下，让本就陈旧的小区显得千疮百孔。

尽管在8个项目的申报公司中，益田作为深圳品牌开发商，堪称实力雄厚，也在项目初期以1：1.3的超高拆赔比迅速推进签约过程，业主们对于改造

的迫切需求促使签约率逼近90%。然而，剩下的100余户却成为益田打造“旧住宅区改造标杆”的拦路虎。

最初，有少数业主因为对益田未按规定提前拆除部分建筑的行为不满而拒签，但这一部分意见随着益田的努力沟通而逐渐消解。目前，矛盾的焦点仍

集中在赔偿上。“有些业主的要求我们实在无法满足。例如，一位家住一楼的业主，将其80多平方米的房子中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改造成商铺，要求按

商铺标准补偿。这种要求并不合理。”益田集团相关负责人举例说，还有一位业主持有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要求每平方米的补偿价格超过8万元，而该

片区二手房的市场价格刚刚超过3万，“如果答应这类要求，那对于已签约业主非常不公平。”

根据益田集团木头龙项目方透露，木头龙小区业主总户数为1341户，已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业主超过1200户，已经达到总户数的90%，已搬迁的

比例也超过80%。“按照每平方米60元/月的补偿标准，益田自2011年7月份启动过渡期租金补偿金支付，并在每年4-5月提前支付下一年的租金，至今支付

的金额已经达到3.5亿元。”益田透露，目前租金已支付到明年6月。照目前的态势发展，木头龙的僵局继续下去的话，该项目很可能成为城市更新历史上

支付租金补偿最多的项目。

罗湖金钻豪园

已拆除1栋住宅楼 仍有居民生活在内

资料显示，由太宁路和翠竹路围合的金钻豪园拆迁用地面积3.3万平方米，建设用地面积为2.8万平方米，规划批准容积率为7.98，总建筑面积约为32.3

万平方米。尽管离木头龙不远，但项目却不太好找。沿着太宁路的一条小巷，南都记者找到这个没有明显标识的小区，通过遍布楼体的“拆”才确定到达

目的地。

相对而言，该项目较其它项目进展更快，小区内的楼宇显得空空荡荡，其中一栋楼已经被拆除，留下一地废墟。但同时仍有不少房子的阳台还晾晒着

衣物，部分房间则透出灯光。在小区的另一侧出口前，还有几户一楼改建成简易便利店的业主在维持经营。南都记者向其中一位业主搭讪时获知，他们与

开发商尚未就补偿金额达成协议，因此不准备搬离。这种僵持的状况自2012年开始便一直存在。

南山南苑新村

万科介入4年，业主签约率目前约七成

位于南山区桃园路与南光路交会处西南的南苑新村，是出名的拆迁难产项目。从地铁站桃园站出来，南都记者就遇到了一名南苑新村的租户。对方表

示，相比周边的高楼耸立，南苑新村闹中取静，居住体验感不错。来到南苑新村西区，果然能够感到与外界不一样的景色，绿树成荫，已经看得出好些年

份的楼宇花园，种上了辣椒、豆角等蔬菜。不过，已经毁坏的花园池，不时可见的杂物、垃圾，以及完全无人居住的一栋“宿舍楼”，仿佛在宣告这里在

不远的未来将面对被拆迁的命运。

南苑新村早在2003年就传出旧改风声。2010年，万科以收购方式介入，在当时被认为是万科首进南山的里程碑式项目，但后来因业主信访，导致项目

专项规划(草案)公示暂缓。

据南都记者了解，小区业主开始对万科并不认同。在陈先生等小区业主看来，原开发商金晖是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获得了南苑新村的旧改权，因此引

起了很多业主的反感。另外，也有业主对拆迁补偿和规划存疑。万科相关人士表示，公司也在积极与业主沟通，希望解开心结，不要因为历史问题影响了

项目的整体进程。因此，业主代表之一的陈先生提出了与开发商签“谅解备忘录”，对过去进行“了结”。此外，万科也在小区建设“洽谈室”，希望多个

平台与业主加强沟通。

据悉，南苑新村一共有1300多户，目前已经有1055户签署了《安置补偿协议》。按照之前的规划，该旧改项目占地面积77748.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646565平方米，容积率5.85，地上建筑面积455065平方米，包括商业、住宅、回迁房、保障性住宅、小学和幼儿园等。

官方回应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上位法缺失导致拆迁难

鼓励旧住宅区以综合整治为主改造，避免盲目拆建

市规土委表示，在新出台《暂行措施》中，我市进一步明确了“大力推进城中村和旧工业区(含旧仓储区)改造、积极推进旧商业区改造、稳步推进旧

住宅区改造”的总体改造方向。为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暂行措施》还对旧工业区、旧商业区与旧住宅区申请拆除重建的建筑物建成时间进行了规定，其

中旧工业区、旧商业区重建规定要求15年楼龄，而旧住宅区重建需要20年楼龄。

对旧住宅小区改造，市规土委一直坚持以综合整治、环境提升为主的政策，严格控制旧住宅区拆旧建新。经市政府同意，今后仍将严格控制旧住宅区

纳入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计划，除因建筑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重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原因需要拆除重建以外，原则上旧住宅区暂不纳入拆除重建

类城市更新，通过综合整治等方式提升环境质量，完善配套设施。对于确有必要新开展的旧住宅区改造项目，必须要按照《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的要

求，由区政府主导推进，通过公开方式选择开发主体实施改造，不允许开发主体擅自进入小区征集改造意愿，进行计划申报。

对于旧住宅小区拆迁难问题，市规土委相关人士分析表示，“拆迁难”是制约城市更新有效推进的重要问题，也是目前8个旧住宅区改造推进面临的核

心问题。国务院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拆迁许可证制度，明确房屋征收只适用于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征收行为，但对由市场协

商谈判进行的房屋拆除和搬迁没有明确规定。由于缺乏上位法的支撑，目前城市更新缺乏强制拆迁的法律程序，面临着补偿标准缺乏规范、钉子户难以解

决等难题暂时无法解决，影响了项目进度。

据了解，市规土委在通过为期3个月的旧住宅区现状普查工作后，对原特区的313个楼龄满18年、用地约801公顷的成片旧住宅小区进行实地调研，发

现旧住宅区现状整体良好。一是建设强度适中，环境较好。90%以上的小区地块容积率低于3.2，多数在1.5左右，密度适中，周边绿化整体较好，环境较

舒适。二是区域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约80%的小区地块位于已建成或近期实施的地铁站500米服务半径内，近50%的小区比邻城市次干道以上路网，通达

性好，出行方便。三是多数历经整治，安全尚好。普查中约63%的小区于近5年内实施过各种类型的综合整治，外观较新，基本上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市规土委认为，如果旧住宅区侧重以市场运作拆除重建方式改造，势必要以提高容积率方式来平衡经济利益，从而带来城市人口、小区密度、交通配

套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旧住宅区高强度开发改造与我市城市更新拓展产业空间、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结构、促进城市转型等目标不一致，也有违绿色

更新的理念。因此，目前深圳市将鼓励旧住宅区以综合整治为主改造，改善居住条件，提升环境品质，避免盲目拆建。

策划/统筹：南都记者 谢秀鎏

采写：南都记者 谢秀鎏 杨金霞



盐田海涛花园

海砂危房急需改造，但旧改推进仍很慢

相比一些闹市的成熟小区面对拆迁的淡定，位于盐田区的海涛花园旧改会迫切得多。资料显示，这个小区已经建成20多年，并且大部分楼宇是用海砂

建立的，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好几年前，官方就鉴定该小区部分楼房的结构安全性甚至达到 D级危房，比 C级更加危险。据村里一个租户讲，公司在海

涛花园租了员工宿舍，公司负责人还特别强调，最近世界杯是很火，但大家看的时候别太激动。“我们有人试过了，如果太嗨，会掉灰。”南都记者在现场

看到，有些楼宇外墙已经脱落，而小区内还挂着横幅，写着开发商的“标语”，内容为：“海砂危楼很危险，为了明天住好点”。

相关资料显示，2010年，该小区被列入旧城改造计划，小区更新专项规划在2011年12月被规土委批准。未来该旧改项目将由盛世盈丰投资有限公司和

路劲地产联手合作开发。按照规划，该项目将就地拆除重建，改造规模4 .43万平方米，建面为26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22亿元，将于2012年开工。

不过，尽管海涛花园的部分楼宇已经出现危房，不少业主旧改的欲望也很强烈，但整个旧改推进仍然比较慢。据开发商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与小区业

主的谈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权不清晰的房子，由于转手多次，已经找不到产权人，还有少数业主对于开发商给出的1：1.2的拆赔比并不满意，部分业

主原来海涛花园的房子有花园或者阳台，但回迁房不会有特殊的优待。另外，南都记者还了解到，由于多年前小区有过开发商倒卖开发权的经历，因此也

有业主担心开发商会“跑路”。

福田龙溪花园

保安笑称改造起码还要 N年

当南都记者来到香蜜湖片区的龙溪花园时，完全看不到它已经面临改造的境况。无论是楼体保养的状况还是小区绿化的维护，与其它小区落差颇大，

严密的安保更是出乎意料，高端住宅的架势十足，堪称城市更新项目当中的异类。

或许正因为如此，业主改造的需求不够迫切，该项目的推进速度并不快。小区保安说：“这个小区要改造，起码还要 N年，不然就要 X年，反正远得

很。”当南都记者问及业主签约情况时，这位保安表示：“有一半的话就够开发商偷笑了。”该项目是由中洲集团进行改造开发。

而从公开信息来看，龙溪花园更新改造项目包括龙溪花园(36、37、38栋除外)和香荔花园一区两个住宅小区，用地面积5.4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5

栋超高层住宅(其中商品房9栋，回迁房3栋，保障性住房3栋)、两个会所、一所幼儿园、一所小学和其他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30 .5万平方米，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约23.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22.3万平方米。

尽管网上盛传该项目将在今年完成改造入市，连效果图、主力户型等信息都充分披露，但从现场情况看来，市民只能耐心再等 N年了。

盐田桥东片区

旧改办工作人员“兼职”中介

在盐田沙头角区域的桥东片区老住宅区，是由荣津地产申报改造的。当南都记者假装投资客前往该公司在小区内设立的城市更新重建办公室咨询时，

工作人员在介绍项目的同时，还推荐起了在售房源，当起了兼职中介。

“现在有一套79平方米的房子在卖，单价2.2万元/平方米，拆迁之后价格肯定要过3万的。”该工作人员表示，如果需要更大户型，还有90余平方米的

房源可以留意，总价约200万元，“要买就得赶紧，等业主也觉得改造有希望的话，傻子才卖”。

从该工作人员的口中南都记者了解到，该项目签约已超过一半，其中东区进度较快，有望年底开拆。小区外墙贴出的公告显示，该项目拆迁用地面积

为4.6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5.8万平方米(含保障房11053平方米)、商务公寓4 .5万平方米、商业2.6万平方米，包括老人活

动中心、幼儿园、文化服务中心等在内的配套设施0 .8万平方米。而红本可获得的拆赔比为1：1.2，签约还将获得3平方米的奖励。

不过，桥东片区似乎完全未受到该项目的干扰，除了西区外墙挂着的公告和东区外墙上的一条横幅之外，小区内没有发现太多即将迎来改造的痕迹。

保持完整的楼体依然带给居民家园的安全感，而项目西区的一条通道上，商贩们忙碌着照顾自家的生意，一字排开的摊位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市场。从他们

的举动猜测，该项目离拆除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

南山鹤塘小区

沙河商城更新单元，就差三户没签约了

鹤塘小区沙河商城改造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地区核心地段，就是益田假日广场旁边，两分钟就可以到达地铁世界之窗站。相比海涛花园等旧

改小区的破败，鹤塘小区尽管社区规模不大，却显得幽静、干净，灰色的外墙显得陈旧，衬上整齐的绿植，却有些岁月沉淀的生活味。

粗略估计，该小区面积不大，总共10栋左右建筑，总户型也就200套左右。因此，拆迁谈判相对容易。根据规土委早前公示的专项规划，该城市更新

项目的拆迁用地范围面积18130 .8平方米，开发建设用地范围面积13263.2平方米，计入容积率总建筑面积为10 .89万平方米。其中，住宅总建筑面积为6.39

万平方米(含保障性住房总建筑面积5112平方米，物业管理用房建筑面积220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11960平方米，办公建筑面积为15540平方米，商务公

寓建筑面积15600平方米，公共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

南都记者在小区采访了多位业主，均表示已经签约旧改。但有业主孙小姐表示，小区截止到目前，只有三户没有签约了，小区的拆赔比应该是1：1.3。

知情人士表示，未签约户的利益诉求，主要对规划不满，认为绿化不够，并且担心旧改不能如期完成，给业主造成不便。此外，还认为开发商给出的60

元/平方米的月租金，不能与时俱进，未来追不上房租上涨的节奏。在小区的公告栏，南都记者看到已经褪色的红纸上写着未签约三户的房号，上面的截

止日期是2014年1月17日。

福田华泰小区

有人抗议旧改黑幕，有人期盼旧改同步

华泰小区城市更新项目位于景田南片区，拆迁用地面积5.5万平方米，建设用地面积4 .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未来可提供产业空间面

积13.3万平方米、住宅20 .3万平方米(含保障性住房1.5万平方米)、公共配套0 .4万平方米。

这个险些成为深圳首个主动退出的旧住宅区城市更新项目，在去年11月重新向业主征求旧改意见后，开始大步突进，并在去年12月迈入实质改造阶段，

是同批8个小区中动作最快的项目之一。但是，其目前拆除的部分仅为和平医院，属于华泰公司集体所有，而职工通过福利房的形式购得并持有的、华泰

公司内部发放绿本房产证的住宅部分仍原封未动。

尽管和平医院所在的物业属华泰公司集体所有，其在拆迁时也发生了颇多事端。早在2012年，和平医院便传出“被停电”逼迁的消息。去年12月，华

泰公司更是聘请拆迁公司凌晨突击，连夜拆除该物业，引来了担心自己利益的部分居民阻挠施工，冲突还造成多人受伤。

最终，租约到期的和平医院被迫搬离，物业也顺利拆除。在走访中南都记者发现，华泰小区住宅部分的生活还算宁静，业主向外搬迁的情况并未出现。

有意思的是，由于小区内居民大多是华泰公司职工，其诉求更像是内部交流。在小区悬挂的条幅表明，业主对于改造呈现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一种是认

为旧改过程中存在腐败，一种则是华泰南山小区的居民要求与华泰福田小区同时改造。

罗湖木头龙

可能成为支付租金补偿最多的项目

木头龙小区位于罗湖区爱国路以西、华丽路以南，走进小区便看到杂草丛生，一副破败景象。走访木头龙的前一天，深圳正好遇到一场发展迅猛的强

暴雨，木头龙则延续了其逢雨必涝的传统，有业主称，停放在小区里的20余辆汽车被雨水泡了。排水不畅的问题，随着小区设施老化成为木头龙十几年来

难以根治的沉疴。

其实，除了雨天积水和楼体老化带来的安全隐患，木头龙是一个配套完善的宜居小区。紧邻翠竹地铁站的木头龙，周边有翠园中学这样的优质教育资

源，小区内也有幼儿园、羽毛球馆等配套。走在木头龙小区里，从各个角度都能看到周边耸立起的新楼，与斑驳的木头龙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在多数楼体的墙面上都写着鲜红“拆”“此单元已搬迁”字样的该小区，目前还未有迅速展开拆除工作的迹象。几乎每栋楼都还有零星住户在

里面生活，多则五六户，少则两三户。其余已迁出的房屋门窗都已经全部拆下，让本就陈旧的小区显得千疮百孔。

尽管在8个项目的申报公司中，益田作为深圳品牌开发商，堪称实力雄厚，也在项目初期以1：1.3的超高拆赔比迅速推进签约过程，业主们对于改造

的迫切需求促使签约率逼近90%。然而，剩下的100余户却成为益田打造“旧住宅区改造标杆”的拦路虎。

最初，有少数业主因为对益田未按规定提前拆除部分建筑的行为不满而拒签，但这一部分意见随着益田的努力沟通而逐渐消解。目前，矛盾的焦点仍

集中在赔偿上。“有些业主的要求我们实在无法满足。例如，一位家住一楼的业主，将其80多平方米的房子中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改造成商铺，要求按

商铺标准补偿。这种要求并不合理。”益田集团相关负责人举例说，还有一位业主持有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要求每平方米的补偿价格超过8万元，而该

片区二手房的市场价格刚刚超过3万，“如果答应这类要求，那对于已签约业主非常不公平。”

根据益田集团木头龙项目方透露，木头龙小区业主总户数为1341户，已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业主超过1200户，已经达到总户数的90%，已搬迁的

比例也超过80%。“按照每平方米60元/月的补偿标准，益田自2011年7月份启动过渡期租金补偿金支付，并在每年4-5月提前支付下一年的租金，至今支付

的金额已经达到3.5亿元。”益田透露，目前租金已支付到明年6月。照目前的态势发展，木头龙的僵局继续下去的话，该项目很可能成为城市更新历史上

支付租金补偿最多的项目。

罗湖金钻豪园

已拆除1栋住宅楼 仍有居民生活在内

资料显示，由太宁路和翠竹路围合的金钻豪园拆迁用地面积3.3万平方米，建设用地面积为2.8万平方米，规划批准容积率为7.98，总建筑面积约为32.3

万平方米。尽管离木头龙不远，但项目却不太好找。沿着太宁路的一条小巷，南都记者找到这个没有明显标识的小区，通过遍布楼体的“拆”才确定到达

目的地。

相对而言，该项目较其它项目进展更快，小区内的楼宇显得空空荡荡，其中一栋楼已经被拆除，留下一地废墟。但同时仍有不少房子的阳台还晾晒着

衣物，部分房间则透出灯光。在小区的另一侧出口前，还有几户一楼改建成简易便利店的业主在维持经营。南都记者向其中一位业主搭讪时获知，他们与

开发商尚未就补偿金额达成协议，因此不准备搬离。这种僵持的状况自2012年开始便一直存在。

南山南苑新村

万科介入4年，业主签约率目前约七成

位于南山区桃园路与南光路交会处西南的南苑新村，是出名的拆迁难产项目。从地铁站桃园站出来，南都记者就遇到了一名南苑新村的租户。对方表

示，相比周边的高楼耸立，南苑新村闹中取静，居住体验感不错。来到南苑新村西区，果然能够感到与外界不一样的景色，绿树成荫，已经看得出好些年

份的楼宇花园，种上了辣椒、豆角等蔬菜。不过，已经毁坏的花园池，不时可见的杂物、垃圾，以及完全无人居住的一栋“宿舍楼”，仿佛在宣告这里在

不远的未来将面对被拆迁的命运。

南苑新村早在2003年就传出旧改风声。2010年，万科以收购方式介入，在当时被认为是万科首进南山的里程碑式项目，但后来因业主信访，导致项目

专项规划(草案)公示暂缓。

据南都记者了解，小区业主开始对万科并不认同。在陈先生等小区业主看来，原开发商金晖是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获得了南苑新村的旧改权，因此引

起了很多业主的反感。另外，也有业主对拆迁补偿和规划存疑。万科相关人士表示，公司也在积极与业主沟通，希望解开心结，不要因为历史问题影响了

项目的整体进程。因此，业主代表之一的陈先生提出了与开发商签“谅解备忘录”，对过去进行“了结”。此外，万科也在小区建设“洽谈室”，希望多个

平台与业主加强沟通。

据悉，南苑新村一共有1300多户，目前已经有1055户签署了《安置补偿协议》。按照之前的规划，该旧改项目占地面积77748.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646565平方米，容积率5.85，地上建筑面积455065平方米，包括商业、住宅、回迁房、保障性住宅、小学和幼儿园等。

官方回应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上位法缺失导致拆迁难

鼓励旧住宅区以综合整治为主改造，避免盲目拆建

市规土委表示，在新出台《暂行措施》中，我市进一步明确了“大力推进城中村和旧工业区(含旧仓储区)改造、积极推进旧商业区改造、稳步推进旧

住宅区改造”的总体改造方向。为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暂行措施》还对旧工业区、旧商业区与旧住宅区申请拆除重建的建筑物建成时间进行了规定，其

中旧工业区、旧商业区重建规定要求15年楼龄，而旧住宅区重建需要20年楼龄。

对旧住宅小区改造，市规土委一直坚持以综合整治、环境提升为主的政策，严格控制旧住宅区拆旧建新。经市政府同意，今后仍将严格控制旧住宅区

纳入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计划，除因建筑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重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原因需要拆除重建以外，原则上旧住宅区暂不纳入拆除重建

类城市更新，通过综合整治等方式提升环境质量，完善配套设施。对于确有必要新开展的旧住宅区改造项目，必须要按照《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的要

求，由区政府主导推进，通过公开方式选择开发主体实施改造，不允许开发主体擅自进入小区征集改造意愿，进行计划申报。

对于旧住宅小区拆迁难问题，市规土委相关人士分析表示，“拆迁难”是制约城市更新有效推进的重要问题，也是目前8个旧住宅区改造推进面临的核

心问题。国务院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拆迁许可证制度，明确房屋征收只适用于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征收行为，但对由市场协

商谈判进行的房屋拆除和搬迁没有明确规定。由于缺乏上位法的支撑，目前城市更新缺乏强制拆迁的法律程序，面临着补偿标准缺乏规范、钉子户难以解

决等难题暂时无法解决，影响了项目进度。

据了解，市规土委在通过为期3个月的旧住宅区现状普查工作后，对原特区的313个楼龄满18年、用地约801公顷的成片旧住宅小区进行实地调研，发

现旧住宅区现状整体良好。一是建设强度适中，环境较好。90%以上的小区地块容积率低于3.2，多数在1.5左右，密度适中，周边绿化整体较好，环境较

舒适。二是区域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约80%的小区地块位于已建成或近期实施的地铁站500米服务半径内，近50%的小区比邻城市次干道以上路网，通达

性好，出行方便。三是多数历经整治，安全尚好。普查中约63%的小区于近5年内实施过各种类型的综合整治，外观较新，基本上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市规土委认为，如果旧住宅区侧重以市场运作拆除重建方式改造，势必要以提高容积率方式来平衡经济利益，从而带来城市人口、小区密度、交通配

套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旧住宅区高强度开发改造与我市城市更新拓展产业空间、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结构、促进城市转型等目标不一致，也有违绿色

更新的理念。因此，目前深圳市将鼓励旧住宅区以综合整治为主改造，改善居住条件，提升环境品质，避免盲目拆建。

策划/统筹：南都记者 谢秀鎏

采写：南都记者 谢秀鎏 杨金霞



工作人员在介绍项目的同时，还推荐起了在售房源，当起了兼职中介。

“现在有一套79平方米的房子在卖，单价2.2万元/平方米，拆迁之后价格肯定要过3万的。”该工作人员表示，如果需要更大户型，还有90余平方米的

房源可以留意，总价约200万元，“要买就得赶紧，等业主也觉得改造有希望的话，傻子才卖”。

从该工作人员的口中南都记者了解到，该项目签约已超过一半，其中东区进度较快，有望年底开拆。小区外墙贴出的公告显示，该项目拆迁用地面积

为4.6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5.8万平方米(含保障房11053平方米)、商务公寓4 .5万平方米、商业2.6万平方米，包括老人活

动中心、幼儿园、文化服务中心等在内的配套设施0 .8万平方米。而红本可获得的拆赔比为1：1.2，签约还将获得3平方米的奖励。

不过，桥东片区似乎完全未受到该项目的干扰，除了西区外墙挂着的公告和东区外墙上的一条横幅之外，小区内没有发现太多即将迎来改造的痕迹。

保持完整的楼体依然带给居民家园的安全感，而项目西区的一条通道上，商贩们忙碌着照顾自家的生意，一字排开的摊位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市场。从他们

的举动猜测，该项目离拆除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

南山鹤塘小区

沙河商城更新单元，就差三户没签约了

鹤塘小区沙河商城改造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地区核心地段，就是益田假日广场旁边，两分钟就可以到达地铁世界之窗站。相比海涛花园等旧

改小区的破败，鹤塘小区尽管社区规模不大，却显得幽静、干净，灰色的外墙显得陈旧，衬上整齐的绿植，却有些岁月沉淀的生活味。

粗略估计，该小区面积不大，总共10栋左右建筑，总户型也就200套左右。因此，拆迁谈判相对容易。根据规土委早前公示的专项规划，该城市更新

项目的拆迁用地范围面积18130 .8平方米，开发建设用地范围面积13263.2平方米，计入容积率总建筑面积为10 .89万平方米。其中，住宅总建筑面积为6.39

万平方米(含保障性住房总建筑面积5112平方米，物业管理用房建筑面积220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11960平方米，办公建筑面积为15540平方米，商务公

寓建筑面积15600平方米，公共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

南都记者在小区采访了多位业主，均表示已经签约旧改。但有业主孙小姐表示，小区截止到目前，只有三户没有签约了，小区的拆赔比应该是1：1.3。

知情人士表示，未签约户的利益诉求，主要对规划不满，认为绿化不够，并且担心旧改不能如期完成，给业主造成不便。此外，还认为开发商给出的60

元/平方米的月租金，不能与时俱进，未来追不上房租上涨的节奏。在小区的公告栏，南都记者看到已经褪色的红纸上写着未签约三户的房号，上面的截

止日期是2014年1月17日。

福田华泰小区

有人抗议旧改黑幕，有人期盼旧改同步

华泰小区城市更新项目位于景田南片区，拆迁用地面积5.5万平方米，建设用地面积4 .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未来可提供产业空间面

积13.3万平方米、住宅20 .3万平方米(含保障性住房1.5万平方米)、公共配套0 .4万平方米。

这个险些成为深圳首个主动退出的旧住宅区城市更新项目，在去年11月重新向业主征求旧改意见后，开始大步突进，并在去年12月迈入实质改造阶段，

是同批8个小区中动作最快的项目之一。但是，其目前拆除的部分仅为和平医院，属于华泰公司集体所有，而职工通过福利房的形式购得并持有的、华泰

公司内部发放绿本房产证的住宅部分仍原封未动。

尽管和平医院所在的物业属华泰公司集体所有，其在拆迁时也发生了颇多事端。早在2012年，和平医院便传出“被停电”逼迁的消息。去年12月，华

泰公司更是聘请拆迁公司凌晨突击，连夜拆除该物业，引来了担心自己利益的部分居民阻挠施工，冲突还造成多人受伤。

最终，租约到期的和平医院被迫搬离，物业也顺利拆除。在走访中南都记者发现，华泰小区住宅部分的生活还算宁静，业主向外搬迁的情况并未出现。

有意思的是，由于小区内居民大多是华泰公司职工，其诉求更像是内部交流。在小区悬挂的条幅表明，业主对于改造呈现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一种是认

为旧改过程中存在腐败，一种则是华泰南山小区的居民要求与华泰福田小区同时改造。

罗湖木头龙

可能成为支付租金补偿最多的项目

木头龙小区位于罗湖区爱国路以西、华丽路以南，走进小区便看到杂草丛生，一副破败景象。走访木头龙的前一天，深圳正好遇到一场发展迅猛的强

暴雨，木头龙则延续了其逢雨必涝的传统，有业主称，停放在小区里的20余辆汽车被雨水泡了。排水不畅的问题，随着小区设施老化成为木头龙十几年来

难以根治的沉疴。

其实，除了雨天积水和楼体老化带来的安全隐患，木头龙是一个配套完善的宜居小区。紧邻翠竹地铁站的木头龙，周边有翠园中学这样的优质教育资

源，小区内也有幼儿园、羽毛球馆等配套。走在木头龙小区里，从各个角度都能看到周边耸立起的新楼，与斑驳的木头龙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在多数楼体的墙面上都写着鲜红“拆”“此单元已搬迁”字样的该小区，目前还未有迅速展开拆除工作的迹象。几乎每栋楼都还有零星住户在

里面生活，多则五六户，少则两三户。其余已迁出的房屋门窗都已经全部拆下，让本就陈旧的小区显得千疮百孔。

尽管在8个项目的申报公司中，益田作为深圳品牌开发商，堪称实力雄厚，也在项目初期以1：1.3的超高拆赔比迅速推进签约过程，业主们对于改造

的迫切需求促使签约率逼近90%。然而，剩下的100余户却成为益田打造“旧住宅区改造标杆”的拦路虎。

最初，有少数业主因为对益田未按规定提前拆除部分建筑的行为不满而拒签，但这一部分意见随着益田的努力沟通而逐渐消解。目前，矛盾的焦点仍

集中在赔偿上。“有些业主的要求我们实在无法满足。例如，一位家住一楼的业主，将其80多平方米的房子中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改造成商铺，要求按

商铺标准补偿。这种要求并不合理。”益田集团相关负责人举例说，还有一位业主持有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要求每平方米的补偿价格超过8万元，而该

片区二手房的市场价格刚刚超过3万，“如果答应这类要求，那对于已签约业主非常不公平。”

根据益田集团木头龙项目方透露，木头龙小区业主总户数为1341户，已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业主超过1200户，已经达到总户数的90%，已搬迁的

比例也超过80%。“按照每平方米60元/月的补偿标准，益田自2011年7月份启动过渡期租金补偿金支付，并在每年4-5月提前支付下一年的租金，至今支付

的金额已经达到3.5亿元。”益田透露，目前租金已支付到明年6月。照目前的态势发展，木头龙的僵局继续下去的话，该项目很可能成为城市更新历史上

支付租金补偿最多的项目。

罗湖金钻豪园

已拆除1栋住宅楼 仍有居民生活在内

资料显示，由太宁路和翠竹路围合的金钻豪园拆迁用地面积3.3万平方米，建设用地面积为2.8万平方米，规划批准容积率为7.98，总建筑面积约为32.3

万平方米。尽管离木头龙不远，但项目却不太好找。沿着太宁路的一条小巷，南都记者找到这个没有明显标识的小区，通过遍布楼体的“拆”才确定到达

目的地。

相对而言，该项目较其它项目进展更快，小区内的楼宇显得空空荡荡，其中一栋楼已经被拆除，留下一地废墟。但同时仍有不少房子的阳台还晾晒着

衣物，部分房间则透出灯光。在小区的另一侧出口前，还有几户一楼改建成简易便利店的业主在维持经营。南都记者向其中一位业主搭讪时获知，他们与

开发商尚未就补偿金额达成协议，因此不准备搬离。这种僵持的状况自2012年开始便一直存在。

南山南苑新村

万科介入4年，业主签约率目前约七成

位于南山区桃园路与南光路交会处西南的南苑新村，是出名的拆迁难产项目。从地铁站桃园站出来，南都记者就遇到了一名南苑新村的租户。对方表

示，相比周边的高楼耸立，南苑新村闹中取静，居住体验感不错。来到南苑新村西区，果然能够感到与外界不一样的景色，绿树成荫，已经看得出好些年

份的楼宇花园，种上了辣椒、豆角等蔬菜。不过，已经毁坏的花园池，不时可见的杂物、垃圾，以及完全无人居住的一栋“宿舍楼”，仿佛在宣告这里在

不远的未来将面对被拆迁的命运。

南苑新村早在2003年就传出旧改风声。2010年，万科以收购方式介入，在当时被认为是万科首进南山的里程碑式项目，但后来因业主信访，导致项目

专项规划(草案)公示暂缓。

据南都记者了解，小区业主开始对万科并不认同。在陈先生等小区业主看来，原开发商金晖是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获得了南苑新村的旧改权，因此引

起了很多业主的反感。另外，也有业主对拆迁补偿和规划存疑。万科相关人士表示，公司也在积极与业主沟通，希望解开心结，不要因为历史问题影响了

项目的整体进程。因此，业主代表之一的陈先生提出了与开发商签“谅解备忘录”，对过去进行“了结”。此外，万科也在小区建设“洽谈室”，希望多个

平台与业主加强沟通。

据悉，南苑新村一共有1300多户，目前已经有1055户签署了《安置补偿协议》。按照之前的规划，该旧改项目占地面积77748.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646565平方米，容积率5.85，地上建筑面积455065平方米，包括商业、住宅、回迁房、保障性住宅、小学和幼儿园等。

官方回应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上位法缺失导致拆迁难

鼓励旧住宅区以综合整治为主改造，避免盲目拆建

市规土委表示，在新出台《暂行措施》中，我市进一步明确了“大力推进城中村和旧工业区(含旧仓储区)改造、积极推进旧商业区改造、稳步推进旧

住宅区改造”的总体改造方向。为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暂行措施》还对旧工业区、旧商业区与旧住宅区申请拆除重建的建筑物建成时间进行了规定，其

中旧工业区、旧商业区重建规定要求15年楼龄，而旧住宅区重建需要20年楼龄。

对旧住宅小区改造，市规土委一直坚持以综合整治、环境提升为主的政策，严格控制旧住宅区拆旧建新。经市政府同意，今后仍将严格控制旧住宅区

纳入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计划，除因建筑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重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原因需要拆除重建以外，原则上旧住宅区暂不纳入拆除重建

类城市更新，通过综合整治等方式提升环境质量，完善配套设施。对于确有必要新开展的旧住宅区改造项目，必须要按照《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的要

求，由区政府主导推进，通过公开方式选择开发主体实施改造，不允许开发主体擅自进入小区征集改造意愿，进行计划申报。

对于旧住宅小区拆迁难问题，市规土委相关人士分析表示，“拆迁难”是制约城市更新有效推进的重要问题，也是目前8个旧住宅区改造推进面临的核

心问题。国务院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拆迁许可证制度，明确房屋征收只适用于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征收行为，但对由市场协

商谈判进行的房屋拆除和搬迁没有明确规定。由于缺乏上位法的支撑，目前城市更新缺乏强制拆迁的法律程序，面临着补偿标准缺乏规范、钉子户难以解

决等难题暂时无法解决，影响了项目进度。

据了解，市规土委在通过为期3个月的旧住宅区现状普查工作后，对原特区的313个楼龄满18年、用地约801公顷的成片旧住宅小区进行实地调研，发

现旧住宅区现状整体良好。一是建设强度适中，环境较好。90%以上的小区地块容积率低于3.2，多数在1.5左右，密度适中，周边绿化整体较好，环境较

舒适。二是区域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约80%的小区地块位于已建成或近期实施的地铁站500米服务半径内，近50%的小区比邻城市次干道以上路网，通达

性好，出行方便。三是多数历经整治，安全尚好。普查中约63%的小区于近5年内实施过各种类型的综合整治，外观较新，基本上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市规土委认为，如果旧住宅区侧重以市场运作拆除重建方式改造，势必要以提高容积率方式来平衡经济利益，从而带来城市人口、小区密度、交通配

套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旧住宅区高强度开发改造与我市城市更新拓展产业空间、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结构、促进城市转型等目标不一致，也有违绿色

更新的理念。因此，目前深圳市将鼓励旧住宅区以综合整治为主改造，改善居住条件，提升环境品质，避免盲目拆建。

策划/统筹：南都记者 谢秀鎏

采写：南都记者 谢秀鎏 杨金霞



这个险些成为深圳首个主动退出的旧住宅区城市更新项目，在去年11月重新向业主征求旧改意见后，开始大步突进，并在去年12月迈入实质改造阶段，

是同批8个小区中动作最快的项目之一。但是，其目前拆除的部分仅为和平医院，属于华泰公司集体所有，而职工通过福利房的形式购得并持有的、华泰

公司内部发放绿本房产证的住宅部分仍原封未动。

尽管和平医院所在的物业属华泰公司集体所有，其在拆迁时也发生了颇多事端。早在2012年，和平医院便传出“被停电”逼迁的消息。去年12月，华

泰公司更是聘请拆迁公司凌晨突击，连夜拆除该物业，引来了担心自己利益的部分居民阻挠施工，冲突还造成多人受伤。

最终，租约到期的和平医院被迫搬离，物业也顺利拆除。在走访中南都记者发现，华泰小区住宅部分的生活还算宁静，业主向外搬迁的情况并未出现。

有意思的是，由于小区内居民大多是华泰公司职工，其诉求更像是内部交流。在小区悬挂的条幅表明，业主对于改造呈现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一种是认

为旧改过程中存在腐败，一种则是华泰南山小区的居民要求与华泰福田小区同时改造。

罗湖木头龙

可能成为支付租金补偿最多的项目

木头龙小区位于罗湖区爱国路以西、华丽路以南，走进小区便看到杂草丛生，一副破败景象。走访木头龙的前一天，深圳正好遇到一场发展迅猛的强

暴雨，木头龙则延续了其逢雨必涝的传统，有业主称，停放在小区里的20余辆汽车被雨水泡了。排水不畅的问题，随着小区设施老化成为木头龙十几年来

难以根治的沉疴。

其实，除了雨天积水和楼体老化带来的安全隐患，木头龙是一个配套完善的宜居小区。紧邻翠竹地铁站的木头龙，周边有翠园中学这样的优质教育资

源，小区内也有幼儿园、羽毛球馆等配套。走在木头龙小区里，从各个角度都能看到周边耸立起的新楼，与斑驳的木头龙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在多数楼体的墙面上都写着鲜红“拆”“此单元已搬迁”字样的该小区，目前还未有迅速展开拆除工作的迹象。几乎每栋楼都还有零星住户在

里面生活，多则五六户，少则两三户。其余已迁出的房屋门窗都已经全部拆下，让本就陈旧的小区显得千疮百孔。

尽管在8个项目的申报公司中，益田作为深圳品牌开发商，堪称实力雄厚，也在项目初期以1：1.3的超高拆赔比迅速推进签约过程，业主们对于改造

的迫切需求促使签约率逼近90%。然而，剩下的100余户却成为益田打造“旧住宅区改造标杆”的拦路虎。

最初，有少数业主因为对益田未按规定提前拆除部分建筑的行为不满而拒签，但这一部分意见随着益田的努力沟通而逐渐消解。目前，矛盾的焦点仍

集中在赔偿上。“有些业主的要求我们实在无法满足。例如，一位家住一楼的业主，将其80多平方米的房子中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改造成商铺，要求按

商铺标准补偿。这种要求并不合理。”益田集团相关负责人举例说，还有一位业主持有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要求每平方米的补偿价格超过8万元，而该

片区二手房的市场价格刚刚超过3万，“如果答应这类要求，那对于已签约业主非常不公平。”

根据益田集团木头龙项目方透露，木头龙小区业主总户数为1341户，已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业主超过1200户，已经达到总户数的90%，已搬迁的

比例也超过80%。“按照每平方米60元/月的补偿标准，益田自2011年7月份启动过渡期租金补偿金支付，并在每年4-5月提前支付下一年的租金，至今支付

的金额已经达到3.5亿元。”益田透露，目前租金已支付到明年6月。照目前的态势发展，木头龙的僵局继续下去的话，该项目很可能成为城市更新历史上

支付租金补偿最多的项目。

罗湖金钻豪园

已拆除1栋住宅楼 仍有居民生活在内

资料显示，由太宁路和翠竹路围合的金钻豪园拆迁用地面积3.3万平方米，建设用地面积为2.8万平方米，规划批准容积率为7.98，总建筑面积约为32.3

万平方米。尽管离木头龙不远，但项目却不太好找。沿着太宁路的一条小巷，南都记者找到这个没有明显标识的小区，通过遍布楼体的“拆”才确定到达

目的地。

相对而言，该项目较其它项目进展更快，小区内的楼宇显得空空荡荡，其中一栋楼已经被拆除，留下一地废墟。但同时仍有不少房子的阳台还晾晒着

衣物，部分房间则透出灯光。在小区的另一侧出口前，还有几户一楼改建成简易便利店的业主在维持经营。南都记者向其中一位业主搭讪时获知，他们与

开发商尚未就补偿金额达成协议，因此不准备搬离。这种僵持的状况自2012年开始便一直存在。

南山南苑新村

万科介入4年，业主签约率目前约七成

位于南山区桃园路与南光路交会处西南的南苑新村，是出名的拆迁难产项目。从地铁站桃园站出来，南都记者就遇到了一名南苑新村的租户。对方表

示，相比周边的高楼耸立，南苑新村闹中取静，居住体验感不错。来到南苑新村西区，果然能够感到与外界不一样的景色，绿树成荫，已经看得出好些年

份的楼宇花园，种上了辣椒、豆角等蔬菜。不过，已经毁坏的花园池，不时可见的杂物、垃圾，以及完全无人居住的一栋“宿舍楼”，仿佛在宣告这里在

不远的未来将面对被拆迁的命运。

南苑新村早在2003年就传出旧改风声。2010年，万科以收购方式介入，在当时被认为是万科首进南山的里程碑式项目，但后来因业主信访，导致项目

专项规划(草案)公示暂缓。

据南都记者了解，小区业主开始对万科并不认同。在陈先生等小区业主看来，原开发商金晖是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获得了南苑新村的旧改权，因此引

起了很多业主的反感。另外，也有业主对拆迁补偿和规划存疑。万科相关人士表示，公司也在积极与业主沟通，希望解开心结，不要因为历史问题影响了

项目的整体进程。因此，业主代表之一的陈先生提出了与开发商签“谅解备忘录”，对过去进行“了结”。此外，万科也在小区建设“洽谈室”，希望多个

平台与业主加强沟通。

据悉，南苑新村一共有1300多户，目前已经有1055户签署了《安置补偿协议》。按照之前的规划，该旧改项目占地面积77748.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646565平方米，容积率5.85，地上建筑面积455065平方米，包括商业、住宅、回迁房、保障性住宅、小学和幼儿园等。

官方回应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上位法缺失导致拆迁难

鼓励旧住宅区以综合整治为主改造，避免盲目拆建

市规土委表示，在新出台《暂行措施》中，我市进一步明确了“大力推进城中村和旧工业区(含旧仓储区)改造、积极推进旧商业区改造、稳步推进旧

住宅区改造”的总体改造方向。为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暂行措施》还对旧工业区、旧商业区与旧住宅区申请拆除重建的建筑物建成时间进行了规定，其

中旧工业区、旧商业区重建规定要求15年楼龄，而旧住宅区重建需要20年楼龄。

对旧住宅小区改造，市规土委一直坚持以综合整治、环境提升为主的政策，严格控制旧住宅区拆旧建新。经市政府同意，今后仍将严格控制旧住宅区

纳入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计划，除因建筑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重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原因需要拆除重建以外，原则上旧住宅区暂不纳入拆除重建

类城市更新，通过综合整治等方式提升环境质量，完善配套设施。对于确有必要新开展的旧住宅区改造项目，必须要按照《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的要

求，由区政府主导推进，通过公开方式选择开发主体实施改造，不允许开发主体擅自进入小区征集改造意愿，进行计划申报。

对于旧住宅小区拆迁难问题，市规土委相关人士分析表示，“拆迁难”是制约城市更新有效推进的重要问题，也是目前8个旧住宅区改造推进面临的核

心问题。国务院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拆迁许可证制度，明确房屋征收只适用于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征收行为，但对由市场协

商谈判进行的房屋拆除和搬迁没有明确规定。由于缺乏上位法的支撑，目前城市更新缺乏强制拆迁的法律程序，面临着补偿标准缺乏规范、钉子户难以解

决等难题暂时无法解决，影响了项目进度。

据了解，市规土委在通过为期3个月的旧住宅区现状普查工作后，对原特区的313个楼龄满18年、用地约801公顷的成片旧住宅小区进行实地调研，发

现旧住宅区现状整体良好。一是建设强度适中，环境较好。90%以上的小区地块容积率低于3.2，多数在1.5左右，密度适中，周边绿化整体较好，环境较

舒适。二是区域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约80%的小区地块位于已建成或近期实施的地铁站500米服务半径内，近50%的小区比邻城市次干道以上路网，通达

性好，出行方便。三是多数历经整治，安全尚好。普查中约63%的小区于近5年内实施过各种类型的综合整治，外观较新，基本上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市规土委认为，如果旧住宅区侧重以市场运作拆除重建方式改造，势必要以提高容积率方式来平衡经济利益，从而带来城市人口、小区密度、交通配

套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旧住宅区高强度开发改造与我市城市更新拓展产业空间、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结构、促进城市转型等目标不一致，也有违绿色

更新的理念。因此，目前深圳市将鼓励旧住宅区以综合整治为主改造，改善居住条件，提升环境品质，避免盲目拆建。

策划/统筹：南都记者 谢秀鎏

采写：南都记者 谢秀鎏 杨金霞



的金额已经达到3.5亿元。”益田透露，目前租金已支付到明年6月。照目前的态势发展，木头龙的僵局继续下去的话，该项目很可能成为城市更新历史上

支付租金补偿最多的项目。

罗湖金钻豪园

已拆除1栋住宅楼 仍有居民生活在内

资料显示，由太宁路和翠竹路围合的金钻豪园拆迁用地面积3.3万平方米，建设用地面积为2.8万平方米，规划批准容积率为7.98，总建筑面积约为32.3

万平方米。尽管离木头龙不远，但项目却不太好找。沿着太宁路的一条小巷，南都记者找到这个没有明显标识的小区，通过遍布楼体的“拆”才确定到达

目的地。

相对而言，该项目较其它项目进展更快，小区内的楼宇显得空空荡荡，其中一栋楼已经被拆除，留下一地废墟。但同时仍有不少房子的阳台还晾晒着

衣物，部分房间则透出灯光。在小区的另一侧出口前，还有几户一楼改建成简易便利店的业主在维持经营。南都记者向其中一位业主搭讪时获知，他们与

开发商尚未就补偿金额达成协议，因此不准备搬离。这种僵持的状况自2012年开始便一直存在。

南山南苑新村

万科介入4年，业主签约率目前约七成

位于南山区桃园路与南光路交会处西南的南苑新村，是出名的拆迁难产项目。从地铁站桃园站出来，南都记者就遇到了一名南苑新村的租户。对方表

示，相比周边的高楼耸立，南苑新村闹中取静，居住体验感不错。来到南苑新村西区，果然能够感到与外界不一样的景色，绿树成荫，已经看得出好些年

份的楼宇花园，种上了辣椒、豆角等蔬菜。不过，已经毁坏的花园池，不时可见的杂物、垃圾，以及完全无人居住的一栋“宿舍楼”，仿佛在宣告这里在

不远的未来将面对被拆迁的命运。

南苑新村早在2003年就传出旧改风声。2010年，万科以收购方式介入，在当时被认为是万科首进南山的里程碑式项目，但后来因业主信访，导致项目

专项规划(草案)公示暂缓。

据南都记者了解，小区业主开始对万科并不认同。在陈先生等小区业主看来，原开发商金晖是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获得了南苑新村的旧改权，因此引

起了很多业主的反感。另外，也有业主对拆迁补偿和规划存疑。万科相关人士表示，公司也在积极与业主沟通，希望解开心结，不要因为历史问题影响了

项目的整体进程。因此，业主代表之一的陈先生提出了与开发商签“谅解备忘录”，对过去进行“了结”。此外，万科也在小区建设“洽谈室”，希望多个

平台与业主加强沟通。

据悉，南苑新村一共有1300多户，目前已经有1055户签署了《安置补偿协议》。按照之前的规划，该旧改项目占地面积77748.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646565平方米，容积率5.85，地上建筑面积455065平方米，包括商业、住宅、回迁房、保障性住宅、小学和幼儿园等。



官方回应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上位法缺失导致拆迁难

鼓励旧住宅区以综合整治为主改造，避免盲目拆建

市规土委表示，在新出台《暂行措施》中，我市进一步明确了“大力推进城中村和旧工业区(含旧仓储区)改造、积极推进旧商业区改造、稳步推进旧

住宅区改造”的总体改造方向。为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暂行措施》还对旧工业区、旧商业区与旧住宅区申请拆除重建的建筑物建成时间进行了规定，其

中旧工业区、旧商业区重建规定要求15年楼龄，而旧住宅区重建需要20年楼龄。

对旧住宅小区改造，市规土委一直坚持以综合整治、环境提升为主的政策，严格控制旧住宅区拆旧建新。经市政府同意，今后仍将严格控制旧住宅区

纳入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计划，除因建筑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重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原因需要拆除重建以外，原则上旧住宅区暂不纳入拆除重建

类城市更新，通过综合整治等方式提升环境质量，完善配套设施。对于确有必要新开展的旧住宅区改造项目，必须要按照《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的要

求，由区政府主导推进，通过公开方式选择开发主体实施改造，不允许开发主体擅自进入小区征集改造意愿，进行计划申报。

对于旧住宅小区拆迁难问题，市规土委相关人士分析表示，“拆迁难”是制约城市更新有效推进的重要问题，也是目前8个旧住宅区改造推进面临的核

心问题。国务院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拆迁许可证制度，明确房屋征收只适用于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征收行为，但对由市场协

商谈判进行的房屋拆除和搬迁没有明确规定。由于缺乏上位法的支撑，目前城市更新缺乏强制拆迁的法律程序，面临着补偿标准缺乏规范、钉子户难以解

决等难题暂时无法解决，影响了项目进度。

据了解，市规土委在通过为期3个月的旧住宅区现状普查工作后，对原特区的313个楼龄满18年、用地约801公顷的成片旧住宅小区进行实地调研，发

现旧住宅区现状整体良好。一是建设强度适中，环境较好。90%以上的小区地块容积率低于3.2，多数在1.5左右，密度适中，周边绿化整体较好，环境较

舒适。二是区域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约80%的小区地块位于已建成或近期实施的地铁站500米服务半径内，近50%的小区比邻城市次干道以上路网，通达

性好，出行方便。三是多数历经整治，安全尚好。普查中约63%的小区于近5年内实施过各种类型的综合整治，外观较新，基本上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市规土委认为，如果旧住宅区侧重以市场运作拆除重建方式改造，势必要以提高容积率方式来平衡经济利益，从而带来城市人口、小区密度、交通配

套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旧住宅区高强度开发改造与我市城市更新拓展产业空间、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结构、促进城市转型等目标不一致，也有违绿色

更新的理念。因此，目前深圳市将鼓励旧住宅区以综合整治为主改造，改善居住条件，提升环境品质，避免盲目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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