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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集锦

活动预告

1、城市更新项目研判、估值、解困、盘活——业内首次公开课+专家一对一坐

堂会诊

简介：

深圳城市更新进入深水区。深圳近 800 余个项目已被立项，上千个项目也正在立项的路

上。较低的实施率，长期推不动，可能被清退的风险，城市更新项目并购及交易进入高发期。

但前期操盘者看到的是项目利润，后期进入者看到的是项目风险，使许多城市更新项目处于

有价无市状态。

市场上要出手的项目大部分有瑕疵，可能是合法有比例不够；可能是项目中某个关键业

主搞不定；可能是村委中两派意见不统一；可能是规划政策变化；可能是原操盘者内部发生

内讧；可能是前期操盘者要价太高，后期进入者根本算不过来账；甚至可能就是个骗子项

目......。

因此，要转让的城市更新项目，要先体检，然后开药方，使接盘方看到盘活的可能性，

项目才可能按一定交易价值被成交。来吧，城市更新网首次在业内推出公开课+专家一对一

坐堂会诊，让您掌握先盘活、后成交的秘籍，并由多位行业资深专家为您的项目开出盘活药

方，让您或您钟情的项目顺利成交！

课程大纲：

一、上午 9:00-12:00：城市更新项目研判与交易估值（主讲：别老师）

二、下午 13:30-17:00：问题项目解困盘活策略与实务指引（主讲：容老师）

三、晚上 19:00-21:30 依项目报名先后次序对项目进行一对一专家坐堂会诊（只有报名交

费并提交了项目信息的学员才能参加,参加晚上项目会诊的专家：宋老师、容老师、别老师、

胡老师）

培训相关信息：

主办单位：城市更新推动中心

协办单位：城市更新网 城市更新汇

承办单位：深圳市城市更新房地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时间安排及地点：

2019 年 5 月 25 日（周六）上午 9:00—下午 5:00

08:30-09:00 公开课签到

09:00-17:00 公开课培训

17:30-18:30 晚宴（限报名了项目会诊的学员参加）

19:00-21:30 项目会诊（限报名了项目会诊的学员参加）

培训地点：中国 深圳 （报名后培训前一周告知具体地点）

费用及优惠：

公开课费用：3680 元/人（含讲师费、场地费、讲义费、当天午餐费）

项目会诊费用：7980 元/项目（项目会诊活动，每项目限 2 人参加，含晚餐费、项目信息核

查费、专家会诊费）

公开课和项目会诊活动可单独报名，也可同时报名。同时报名者，可在后面优惠基础上，额

外享受 9 折优惠。

公开课优惠方式：5 人及 5 人以上集体报名 9 折，10 人及 10 人以上集体报名 8 折优惠。5

月 20 日之前报名交费者，另外再享受 9 折优惠。

报名方式：

电话：4000-663-998

许小姐 13543281600（微信同号）

周小姐 18948325010（微信同号）

邮件报名：2376228241@qq.com

QQ 报名：2376228241



行业动态

城市更新单元计划

1、本期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汇总表

序

号
批次 单元名称

拟拆除重建

用地面积（平

方米）

申报主体 改造方向 发布日期

1

2019 年深圳市盐田

区城市更新单元计划

第一批计划

小梅沙片区城市更新单

元计划
189679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商业、居住、游乐

设施
2019 年 4 月 19 日

2
园山街道保安社区坳

一片区等城市更新单

元计划（草案）

保安社区坳一片区 96656
深圳市横岗保安股份合作

公司
居住、新型产业

2019 年 4 月 19 日
3 坪西社区料龙新村片区 115730

深圳市盖亚豪方投资有限

公司
居住、商业

4 中浩工业城 C厂区 17815 深圳市拓锋实业有限公司 新型产业

5

龙岗街道五联社区上

艺厂片区等城市更新

单元计划（草案）

五联社区上艺厂片区 45586 深圳市五联股份合作公司 居住、商业

2019 年 4 月 26 日

6 鹏利泰工业区 16641
深圳市恒鹏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
新型产业

7 DY01 片区城市更新单元 198078
深圳市横岗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居住、商业

8 白坭坑塘边路工业区 47790
深圳市白坭坑股份合作公

司

普通工业、新型产

业

9
森城工业区城市更新单

元
36448

深圳市森城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普通工业、新型产

业

10
禾花社区恒顺工业区

（综合整治类）
8008 威鹰工程贸易公司 普通工业

11

2019 年深圳市坪山

区城市更新单元计划

第二批计划

村田科技项目城市更新

单元（综合整治类）
52250 深圳村田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工业 2019 年 4 月 28 日

12

2019 年深圳市宝安

区城市更新单元第三

批计划（草案）

宝安区沙井街道长兴科

技工业园城市更新单元
113865

深圳市锦华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普通工业

2019 年 4 月 29 日

13
宝安区航城街道全一地

块城市更新单元
71663

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普通工业

14
宝安区新安街道裕丰村

城市更新单元
30087

深圳市嘉霖新安房地产有

限公司
居住、商业

15
宝安区新安街道裕和村

城市更新单元
33134

深圳市华丰世纪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居住、商业

16

宝安区新安街道 107 发

展带翻身片区（三）城

市更新单元

25049
深圳市鸿广源投资有限公

司
居住、商业



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1、本期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汇总表

序号 行政区 单元名称 发布日期

1 宝安区 西乡街道龙珠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概念规划 2019 年 4 月 18日

2 南山区 沙河街道晶发新能源地块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2019 年 4 月 25日

3 龙岗区
龙城街道回龙埔社区长江电缆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草

案）
2019 年 4 月 26日

4 龙岗区 平湖街道新南小学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草案） 2019 年 4 月 26日

5 龙华区
大浪街道下岭排村福记食品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草

案）
2019 年 4 月 28日

6 龙华区 龙华街道钲尚机械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草案） 2019 年 4 月 28日

7 罗湖区 翠竹街道水贝村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修改（草案） 2019 年 5 月 5 日

8 罗湖区 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专项规划(二次修改) 2019 年 5 月 6 日

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1、本期深圳市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汇总表

序号 行政区 项目名称 发布日期

1 光明区 玉律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实施方案 2019 年 4 月 25日

2 光明区 甲子塘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实施方案 2019 年 4 月 30日

需要以上城市更新单元计划、规划及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相关公示及附件

（图）可联系城市更新网官方电话 4000-663-998获取。



政策速递

1、深圳市光明区工业区块线管理实施细则

主要内容：

第一章 总则

明确了区工业区块线管理中一级线和二级线的定义及本细则适用范围；明确了本细则适

用于区块线的调整、日常维护、综合绩效评估等产业全过程监管工作。

第二章 区块线的调整

结合光明实际情况制定了区块线调整程序，包括调整方案拟定、征求意见、审核、区政

府常务会审定、公示、报市政府批准等流程。

第三章 区块线范围内的开发建设

鼓励区块线内旧工业区改造，对规划功能为工业用途的“工改工”项目，其改造方向原

则上应按法定图则规划的功能确定。即，法定图则规划为 M0 的，可以“工改 MO”或“工改

MO+M1”，法定图则规划为 M1 的，不得“工改 M0”；鼓励增加楼层承重及配套物流设施。

第四章 区块线范围内的项目监管

区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与招拍挂出让用地竞得企业、城市更新项目实施主体签订产业发展

监管协议，对区块线内引进产业项目的产业准入、综合绩效评估、租赁转让、股权变更、产

业退出等产业全过程进行监管；对招拍挂出让产业用地上的投资强度、产出效率等各类经济

指标进行约束；并在产业发展监管协议中约定相关违约责任。区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加强对一

级线内工业用地的转让和地上工业楼字分割转让的审核。区规划和自然资源以及城市更新部

门应对厂房层高、楼面荷载、货梯、厂区内的物流组织等严格管控，确保产业空问回归实体

制造业本质。区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及城市更新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加强批后监管。区规

划土地监察部门加强对土地工业用途和开发利用的监管。



2、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一、基本思路：是以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为重点，以落实产权主体为关键，以调查监

测和确权登记为基础，着力促进自然资源集约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修复，加强监督管理，注

重改革创新，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中国特色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体

系。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保护优先、集约利用；

2、坚持市场配置、政府监管；

3、坚持物权法定、平等保护；

4、坚持依法改革、试点先行。

三、目标：到 2020 年，基本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四、主要任务：

1、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这是改革的重点；

2、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

3、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评价；

4、加快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5、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

6、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集约开发利用；

7、推动自然生态空间系统修复和合理补偿；

8、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监管体系；

9、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法律体系。



3、关于推进建设用地审批和城乡规划许可“多审合一”改革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

主要内容：

（一）改革要求。提出要按照“一类事项一个部门统筹、一个阶段同类事项整合”的原

则开展建设用地审批和城乡规划许可。

（二）“多审合一”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整合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统筹

建设用地供应管理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优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加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推进多验合一、多测合一。

（三）工作要求。主要是简化报件材料要求、加快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共享等。



4、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国家高新区扩区方案的通知
深圳高新区新扩园区一览表：



5、深圳市地价测算规则（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主要内容：

（一）统一地价应用价格体系

建立以土地的市场价格为基准的评估地价应用体系，改变了原来已基准地价和评估地价

并存的“双轨制”。我市供应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租金及临时用地使用费的确定均以土地

的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测算。

（二）明确土地的市场价格定义及内涵

市非盈利性评估机构应根据土地区位及房地产市场变化等因素，区分住宅、商业、办公、

工业等用途，按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采用标定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剩余法（整体估价）

进行评估。

（三）简化并统一地价测算公式

（四）总结归纳特殊情形地价计算问题

1、总结土地利用条件变更不再计收地价的情形。

2、完善除住宅用地外地上容积率小于 1.0 情形的地价测算规则。

3、对《关于加强土地市场化管理进一步搞活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决定》实施前的行政划拨

土地转为有偿使用和续期、非商品房性质住宅用地进入市场等涉及补交地价的标准和规则进

行了规定。

4.对《关于协议出让用地调整建筑面积等地价事宜的批复》前有关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涉及的地价规则和标准进行了规定。

（五）整合完善修正系数，体现政策导向

（六）政策衔接

本规则注意从实际业务需求出发，对未明确事项进行了明确；注重与相关政策对接，并

对规则适用期进行了规定。



采购与招商

1、深圳市坪山区城投广场项目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公告
招标概况

项目名称： 城投广场城市更新项目 项目编号： 44038220180078

工程类型： 咨询服务 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

资格审查方
式：

资格后审
是否预选招
标：

否

公告性质： 正常公告

公告发布开始

时间：

2019 年 04 月 28 日 14:00

时

公告发布截止

时间：

2019 年 05 月 18 日 18:00

时

公告质疑截止

时间：

2019 年 05 月 08 日 17:00

时

公告答疑截止

时间：

2019 年 05 月 11 日 17:00

时

招标文件/资

格预审文件获

取方式：

网上获取

招标人及招标代理

建设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城投广场房

地产有限公司
经办人： 肖工

办公电话： 0755-84539183

招标代理机
构：

友和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经办人： 王工

办公电话： 0755-83881626

标段信息 1

标段编号： 44038220180078001001

标段名称: 深圳市坪山区城投广场项目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递交投标文件

截止时间:
2019-05-18 18:00

招标部分估

价：
320 万元



是否接受联合

体投标：
否

评标方法： 定性评审法 定标方法： 直接票决

本次招标内

容：

城投广场项目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编制及审批相关工作。根据招标人对该地块的开

发诉求，服务于政府对该项目的正式审查与批复，直至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获得政

府相关部门最终正式批复。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的编制内容、深度等具体要求详见

《深圳市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编制技术规定》。

投标人应具备

资质条件：
具备城乡规划编制乙级或以上资质

项目负责人资

格：
具备高级工程师职称(城市规划或城乡规划高级工程师）或为注册城乡规划师

拆赔信息

1、沙河五村城市更新单元搬迁补偿项目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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