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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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期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调出表

序

号
批次 单元名称 申报主体

拟拆除重建用地面积

（平方米）
改造方向 发布日期

1

2019 年龙岗区城市

更新单元计划第六批

计划

骏泰工业园
深圳一中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1881

居住、新型产业用

地
2019 年 6 月 19 日

2

2019 年深圳市光明

区城市更新单元计划

第二批计划（草案）

将石片区城市更新单元
深圳中金创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111620 居住、商业 2019 年 6 月 20 日

3

园山街道保安社区大

福新村片区等城市更

新单元计划（草案）

保安社区大福新村
深圳市横岗保安

股份合作公司
49745 居住

2019 年 6 月 28 日4
龙德健康产业园二期

（综合整治类）

时间乐物业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
5002 新型产业用地

5
康冠工业区

（综合整治类）

深圳市康冠技术

有限公司
61637 新型产业用地

序

号
批次 单元名称 申报主体

拟拆除重建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发布日期

1

光明区新湖街道光侨

食品厂综合整治类城

市更新单元计划

光侨食品厂综合整治类

城市更新单元

深圳光侨食品有

限公司
36153

拟调出综合整治

类城市更新单元

计划

2019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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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湖区 南湖街道江西经贸小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2019 年 6 月 13日

2 龙岗区
平湖街道鹅公岭社区园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草

案）
2019 年 6 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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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鹏新区 深圳市大鹏新区西涌片区土地整备项目实施方案 2019 年 6 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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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规范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补偿安置有关事项的通

知





2、2019 深标局部修订科研用地增设-条文



3、龙华区土地整备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房屋补偿实施办法

（1）主要内容

《实施办法》分为六章共四十一条，第一章为总则，共五条，明确制定依据、适用范围

及有关定义；第二章为组织机构和职责，共五条，明确成立区土地整备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

公室，强化工作的领导。明确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建立测绘监理、评估督导复核工作机

制，保证测绘、评估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第三章为工作程序，共二十条，围绕区总体

把控、部门政策把关、专业机构技术支撑、街道办具体实施这一主线设定土地整备和房屋补

偿工作的各个环节，明确相应环节的工作要求和时间；第四章为资金管理，共七条，对奖励

费用、工作经费、不可预见费、测绘、评估、复核机构费用等作出规定；第五章为责任追究，

共两条，明确相关部门和单位以及专业机构的法律责任；第六章为附则，共两条。

（2）适用范围

《实施办法》第二条明确本《实施办法》适用于龙华区实施的土地整备和政府投资的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房屋补偿工作。

《实施办法》第五条明确龙华区土地整备和房屋补偿工作按照“先协商，后征收”的原

则执行。项目启动后，区土地整备部门委托项目所在街道办事处与被补偿人进行协商，对于

多次协商无法达成一致补偿意见的，依据 292 号令等相关规定启动房屋征收程序。

（3）具体审批程序

①土地整备实施方案由领导小组审批；

②土地整备留用土地不占用国有储备土地或占用国有储备土地总面积不超过 3000 平方米的，

规划研究由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按程序报市法定图则委员会审批。占用国有储备土地且总面

积超过 3000 平方米的，规划研究由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按程序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

③土地整备留用土地不占用国有储备土地或占用国有储备土地总面积不超过 3000 平方米的，

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编制供地方案（包括农转用实施方案）按程序报区政府审批；占用

国有储备土地且总面积超过 3000 平方米的，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编制供地方案（包括

农转用实施方案）按程序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



4、《深圳市盐田区棚户区改造实施细则》流程图解



5、2019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深圳市已批未

建土地处置专项行动方案》

一、定义与目标

“已批未建土地”，是指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满 2 年仍未开发建设的土地。根据

初步梳理，截止 2017 年底，深圳此类“已批未建土地”共有 564 宗，总用地面积 11.94 平

方公里。

深圳将在 2019-2020 年开展已批未建土地处置专项行动，用两年时间高标准、高质量彻

底解决所有已批未建土地问题。

二、处置原则

全面清理，限期处置。以盘活存量用地、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城市质量为根本目标，系

统清理已批未建土地，在行动期限内高标准、高质量彻底解决所有已批未建土地问题。

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已批未建土地处置应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严格遵守国家、省、市

相关规定。在充分收集历史资料和证据素材，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和合理诉求的基础上，实事

求是精准判断问题类型和原因，按照“一地一策”的原则，依法依规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

创新思路，综合施策。综合运用城市更新、土地整备、违建查处等解决空间瓶颈问题的

“组合拳”，引导协助企业尽快开发建设；无政策路径的，形成处置方案上报，如有必要可

出台相应处置政策。

三、处置路径

因企业自身原因闲置满 1 年，或曾因企业自身原因经过闲置土地处置再次构成闲置的，

依法无偿收回；除以上情形，土地使用权人有开发意愿的可签订补充协议并在此后 1 年内开

发建设，且仅限办理 1 次，仍不能按期开发建设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主动提出退还土地使

用权的，原则上退还剩余年期地价。

因国家政策变化无法继续开发建设的低密度住宅用地，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原则上按

市场评估地价给予补偿，确需土地置换的，报市政府审议。因投资计划调整无法开发建设的

政府用地，依法无偿收回，确有用地需求另行安排。楼堂馆所用地依法无偿收回。

因片区产业规划定位调整等原因无法开发建设的用地，由区产业部门对拟建设产业项目

进行评估，属于深圳限制发展类或禁止发展类产业项目，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原则上按市

场评估地价给予补偿；属于深圳鼓励发展类的产业项目，可签订相关协议并在此后 1 年内动

工开发建设，仅限办理 1 次，仍不能按期开发建设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



采购与招商

1、深圳市龙华区牛湖城市更新片区空间规划研究（重新招标）公告

一、项目编号：LHQCG2019019319

二、项目名称：深圳市龙华区牛湖城市更新片区空间规划研究（重新招标）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序号 内容

1
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独立法人提供营业执照扫描件/非法

人组织则提供相应证照扫描件）

2
投标人须按截图要求提供通过“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

信息查询记录网络截图（详见招标文件相应章节）

3
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文件所提供的《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进行承诺（详

见招标文件相应章节）

4 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投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 投标人须具有城乡（市）规划甲级资质（提供资质证明文件）

凡已注册的深圳市网上政府采购供应商，按照授予的操作权限，可于 2019 年 06 月 25

日 17:00 至 2019 年 07 月 08 日 14:30 时期间登录深圳市龙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lhxq.szzfcg.cn）下载本项目的招标文件。

所有投标文件应于 2019年 07月 08日 14:30 时之前上传到深圳市龙华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

定于 2019 年 07 月 08 日 14:30 时，在深圳市龙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开标。

四、联系方式

招标组织机构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国鸿大厦 7 栋 A 座 11 楼

项目经办人：付工

联系电话：23338583

http://lhxq.szzfcg.cn/


采购单位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华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梅龙大道 98 号清湖行政服务中心国鸿大厦 3 栋

项目联系人：舒工

联系方式：18729188959



拆赔信息

1、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圳市福田区华富村东、西区房屋征收项目征

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征求公众意见及修改情况的通告

2019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补偿标准如下：

序号 类别 补偿标准

1
房屋产权置

换
按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 1∶1.18 予以产权调换

2 货币补偿
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

估机构依法评估确定

3 过渡费 参照同类房屋市场租金按期支付临时安置费

4

搬迁费

住宅、办公类：40 元/平方米

5 商业类：60 元/平方米

6

奖励

在本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签

订征收补偿协议并按约定腾空、移交房屋及交付产权注

销相关资料的，房屋征收部门按每套 5万元给予被征收

人奖励

7

被征收人未在本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

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或者未按约定腾空、交付房屋及交

付产权注销相关资料的，不予奖励

8
装修费用补

偿
800 元/平方米

2019 年 6 月 25 日《补偿方案》的修改情况及相关说明

结合房屋征收有关法规、征求意见情况及项目实际情况，采纳了部分反馈意见，《补偿

方案》的修改情况及相关说明如下：

（一）关于住宅类房屋的产权调换比例。将原有“按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 1∶1.18

予以产权调换”修改为“按被征收房屋房地产权证书记载的建筑面积 1∶1.18 予以产权调换，

或按被征收房屋房地产权证书记载的套内建筑面积 1∶1 予以产权调换”。

（二）关于单车棚、架空层补偿。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

第二款规定，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



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本次房屋征收对认定为合法建筑的将依

法给予补偿。

（三）关于过渡期临时安置费。过渡期临时安置费维持原标准不变。依据《深圳市房屋

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试行）》（市政府第 292 号令）附件第三部分的相关规定，实行产权调

换的住宅房屋，被征收人自行安排住处临时过渡的，征收人应当参照同类房屋市场租金按月

支付临时安置费。原《补偿方案》的临时安置费补偿标准符合上述规定。

（四）关于选房。本次房屋征收提供与按补偿方案换算后应补偿给被征收人的产权调换

房屋套型面积相近的安置房给被征收人。

（五）将装修补偿由原标准 800 元/平方米调整为 1000 元/平方米。



城市更新开发商匹配度研究

1、城市更新中开发商匹配度研究之保利篇

保利地产成立于 1992 年，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总部为背景成立的三家集团之一，具

有深厚的政府背景，因此在获取土地和资金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使其融资、融地在货币紧

缩的环境下得心应手。保利地产位列 2019 年度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百强第四名，亦为福布

斯世界 500 强第 245 位，2006 年 7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0048，简称保

利地产）。为拓展多元产业发展，保利地产于 2018 年正式改名为保利发展。

保利采用的是标准化高周转模式。

保利住宅产品分类型品牌和项目品牌两大类，涵盖了花园系、心语系、香槟系、公馆系、

林语系、康桥系、十二橡树系、罗兰香谷系、海上五月花系多元化优质住宅物业的先进创新

格局，产品定位以中高端为主。保利商业产品则以保利 MALL、保利广场、时光里打造大型

商业购物中心，以若比邻作为社区消费服务领域的主力输出，打造出自己特色标准化的商业

品牌。

保利物业成立于 1996 年，为 2019 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第 4 名，配有特色住宅项目服

务品牌“亲情和院”，被评为 2018 中国特色物业服务领先企业。

保利发展近年来也从专注于住宅、商业地产等物业开发、运营，逐步转型为住宅兼顾度

假型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以“山、海、湖、汤、文、乐”六主题完善度假体系，发展进行了

“旅游+产城融合”的新实践。

2018 年度，保利营收 1945.55 亿，净利润率 13.44%，融资余额 2636.57 亿，平均融资

成本 5.03%，资产负债率 77.97%。

保利是有名的大央企，优势在于经常能拿到核心区域的项目，产品定位以中高端为主，

品质上有一定的优势。

2010 年 4 月，龙岗区城改办与保利集团雅豪园投资有限公司签定龙城爱联岗贝村旧改

项目改造主体确认及监管协议，这是按照新城市更新政策执行以来龙岗区首次确认实施主体

的项目，亦是保利打响深圳城市更新的第一枪；同年 7 月，该项目土地成功出让，成为了深

圳首次通过协议出让完成第一个城市更新项目，现该楼盘名称为保利上城，已于 2011 年 11

月入市。。



保利地产和深圳本土中型开发商勤诚达地产成立了保诚地产、保达地产等多个平台公司

去获取城市更新项目，勤诚达占 49%股份，保利占 51%股份。双方同股同投，除了龙岗五联

项目外，也获取了多个其余城市更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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