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韩漪 美编：何建玲 校对：黄虹

广州

2019.1.8��星期二

INFORMATION TIMES

A07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记者

昨日从广州市城市更新局获悉，《广州

市旧村庄全面改造成本核算办法

（征

求意见稿）

》正在公示征求意见。 与旧

《办法》相比，意见稿新增加了按“人”

计算住宅复建总量的核算方式。另外，

本村村民按照人均建筑面积50平方米

的标准、建安成本回购住房；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签约的可按人均不高于25平

方米给予奖励回购。

记者了解到， 本次修订规范了旧

村庄全面改造成本的核算方式。 在不

突破规划建筑总量的情况下， 旧村庄

改造范围内安置住宅复建总量按照

“栋”“户”或者“人”三种方式进行核

定。而且，住宅复建总量不含住宅公建

配套建筑面积。

其中，按“人”核算的方式为本次

新增。按人核算的，由征收主体或改造

主体按照市场评估价收购村民既有合

法房屋

（含符合 “三旧 ”改造补偿政策

的房屋）

，本村村民

（户籍人口）

按照人

均建筑面积50平方米的标准、 建安成

本回购住房。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签约的， 可按

本村村民

（户籍人口）

人均建筑面积不

高于25平方米给予奖励回购。 这也意

味着，村民人均最高可回购75平方米。

不仅如此， 计入改造成本的范围

也扩大了，更多村民能够获得补偿。意

见稿规定，2009年12月31日后建成的

无合法证明的建筑，不计入改造成本。

而按照旧《办法》， 这个时间节点是

2007年6月30日。

具体而言， 合法住宅建筑与2009

年12月31日前建成经村集体经济组织

批准的三层半以下住宅建筑的总量不

超过核定复建总量的， 准予按照按1:1

复建， 并计入改造成本； 其与复建总

量差额可作为安置住宅权益面积予以

复建， 权益面积建安费用由村民自

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

讯员 穗纪宣 ）

据广州市纪委监委

昨日消息，2018年，全市纪检监察机

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1792件次，处置

问题线索7741件， 谈话函询624件

次，立案3247件，处分2223人

（其中

党纪处分

2004

人）

。处分县处级以上

干部341人，乡科级干部401人，一般

干部205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

1276人。

2018年，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运

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6686人

次。 其中，第一种形态4309人次，占

“四种形态”处理总人次的64.4％；第

二种形态1395人次，占20.9％；第三

种形态515人次，占7.7％；第四种形

态467人次，占7％。

信息时报讯（记者 庞泽欣 通讯员

李帆）

今年“专插本”考试进入最后冲

刺阶段。 昨日起至9日17时，通过网上

预报名的考生， 须持有关报名材料亲

自前往所报考的院校现场报名确认。

据悉，2019年广东省普通高校本科插

班生招生考试将于3月9至10日举行。

昨日上午， 考生陆续来到广州大

学松田学院， 进行提交审核资料、 现

场报名确认等环节， 完成自己今年

“专插本” 的正式报考。 记者在报名

现场了解到， 今年报考“专插本” 的

考生数量比往年有所增加， 除了应届

专科毕业生外， 不少往届专科毕业生

也选择“回炉”， 报考今年的本科插

班生考试。

考生小张2017年毕业于河源职业

技术学院， 他计划报考广州大学松田

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他告诉记者：“专

科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很大， 考虑到未

来职业发展， 我决定暂时辞去工作报

考专插本。 如果能考上本科，未来在珠

三角求职也方便。 ”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 一名专科毕业生当年只能报考一

所本科插班生的高校， 因此大部分考

生都会选择珠三角的本科院校， 为毕

业求职提前布局。

据介绍，2019年广州大学松田学

院本科插班生计划招生800人，涉及18

个专业，比2018年增加450人，新增5个

招生专业，分别是日语、社会工作、社

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视觉传达设计。 其中，法学专业

计划招生60人， 是计划招生人数最多

的专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廖培金 梁艺凌 ）

昨日上午， 2019 广

州社会组织交流大会开幕。 开幕式

上， 发布了 《广州市社会组织发展报

告

（

2018

）

》， 并为 2018 年度广州市

获得 5A 等级的社会组织和第三批广

州市品牌社会组织授牌。 据悉，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 全市登记社会组织

7901 个

（包括社会团体

3269

个 ， 民

办非企业单位

4568

个 ， 基 金 会

64

个），

其中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105 个。

全市社会组织 7901个

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执行院长胡

小军在会上发布了 2018 年度广州市

社会组织发展报告。 报告称， 2018 年

广州社会组织继续保持稳健发展态

势，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 全市登记

社会组织 7901 个

（包 括 社 会 团 体

3269

个 ， 民办非企业单位

4568

个 ，

基金会

64

个 ）

， 其中行业协会 348

个， 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105 个。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 市一级登记社会组

织 1442个

（包括社会团体

1206

个、 民

办非企业单位

172

个、 基金会

64

个 ）

，

其中行业协会商会 192 个， 异地商会

87 个， 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80 个。

据悉， 这是广州市公开出版发行

的第二本社会组织年度发展报告。 全

书分为总报告、 专题报告、 行业发

展、 区域经验、 品牌社会组织五大版

块， 通过不同角度展示了 2017 年度

广州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与成功经

验。

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院长、 中山

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授、 博导蔡

禾称， 广州的社会组织发展速度快、

数量多， 质量也很高， 有规范的制度

建设， 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9家社会组织获评 5A级

开幕式上， 还进行了广州市第十

九批社会组织等级评估 5A 级社会组

织和第三批广州市品牌社会组织的授

牌仪式。 广州市动漫艺术家协会等 9

家社会组织获评 5A级社会组织， 广州

市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 7 家社

会组织被评为“广州市品牌社会组织”。

据悉， 目前全市已有 230 多家社

会组织获评 4A 级以上社会组织； 评

选出三批共 27 家品牌社会组织， 品

牌示范带动作用日渐显现。

《广州市旧村庄全面改造成本核算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

按时签约最高可奖购25m

2

住房/人

征求意见时间：

1

月

4

日至

1

月

13

日

意见稿全文可登录广州市城

市更新局网站 （

http://www.gzuro.

gov.cn

）， “政民互动 ”

-

“征集意

见”进行查看。

公众提交意见途径：

1.

电子邮件：

lishijie123＠gz.

gov.cn

2.

传真：（

020

）

83887624

3.

信函：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

路

362

号珠江颐德大厦

16

楼广州

市城市更新局前期工作处

（邮政编码：

510030

）

如何提意见

“专插本”考试昨日开始现场报名确认

往届生欲回炉深造 考生数量增加

广州社会组织交流大会开幕

全市慈善组织已达105个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

去年共处分2223人

广州市第十九批社会组织等级评估

5A

级社会组织名单（

9

家）

昨日，一些学生在广州大学松田学院进行现场报名确认。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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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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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十九批社会组织等级评估

5A

级社会组织名单（

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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