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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街道亨美社区携手华润置地开展城市更新项目

将打造行政中心区城市更新标杆

□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7 月 9 日， 东莞市南城街道亨

美社区与华润置地正式签署 《亨

美社区“三旧” 改造项目前期服

务协议书》， 确认华润置地为亨美

社区城市更新项目前期服务商。

同日， 南城亨美项目城市更新现

场办公室揭牌仪式顺利举行。 华

润置地方面表示， 将积极引入优

质合作资源， 把南城街道亨美社

区打造成东莞行政中心区城市更

新标杆项目， 引领南城城市更新

步伐。

签约仪式上， 南城街道亨美

社区书记张茂枝对向在场村民、

业主介绍了华润置地目前在东莞

市的项目布局， 并简述了亨美社

区未来的更新方向。 据介绍， 亨

美社区作为南城街道城市专项规

划改造核心区， 是东莞市政府重

点改造项目之一。 未来携手华润

置地， 通过“三旧” 改造项目，

对城市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

令亨美社区居民体验到全然焕新

的生活方式。

华润置地华南大区城市更新

事业部东莞区域总经理王栋认为，

亨美社区地处东莞新城市中心区，

紧邻鸿福路城市发展轴及东莞中

心广场， 区位及交通条件优越，

亨美项目的城市更新业务正是与

当前南城建设“富裕之城、 美丽

之城、 生态之城、 文化之城、 法

治之城、 平安之城” 的工作思路

不谋而合。

王栋表示， 华润置地正是抓

住南城的发展特点， 积极引入优

质合作资源， 结合产城融合、 生

态乐活、 智能智造等理念， 将南

城街道亨美社区打造成东莞行政

中心区城市更新标杆项目， 引领

南城城市更新步伐。 “华润置地

将会继续秉承‘品质给城市更多

改变’ 的品牌理念， 坚持高品质

战略， 持续关注并提升城市更新

产品与服务品质， 助力亨美社区

产业导入升级与社会经济发展。”

王栋说。

同日， 南城亨美项目城市更

新现场办公室正式落成。 未来，

南城亨美城市更新项目团队将以

此作为崭新起点， 继续奋斗担当、

大胆开拓， 与亨美社区共绘更多

元、 更丰富的美好蓝图。 亨美社

区的蜕变与重生， 也将引领东莞

城市更新步伐， 为城市注入新活

力。

东莞土地执法力量再整合

六个监察大队改组

为五个督查组

为确保机构改革后基层执法力度不减弱，各

项执法工作持续、有序开展，近日，市自然资源局

党组研究决定， 将原来六个土地执法监察大队将

改组为五个执法督查组。 执法督查组代表市自然

资源局履行自然资源领域执法监督职责， 由市局

执法监察科负责管理。目前，五个执法督查组人员

已到位，7月8日开始分片负责图斑复核、 督导检

查、专项行动、整改验收、案件会审、重大案件查

处、信访事项核实等自然资源领域执法监督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设立执法督

查组是推进执法关口前移、 强化工作责任落实、

提升行政执法效能的重要抓手。 下来，五个执法

督查组将认真履行职责，进一步强化执法监察力

量，严格落实对违法用地行为“早发现、早制止、

早处置”等工作要求，保障全市自然资源领域执

法监督工作顺利开展。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华侨城8.94亿竞得寮步一商住用地

7 月 10 日， 寮步一宗占地约

2.9 万平方米的商住用地在东莞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正式出让。历经 11

家房企、67 分钟、87 轮报价， 地块

最终由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

司 8.94 亿元艰难拿下，折合楼面地

价 14000 元/平方米。 剔除需要配

建 22%商品住房面积，该地块的可

售楼面价约为 17948 元/平方米。

公 开 资 料 显 示 ， 网 挂

2019WG022 号建设用地位于寮步

镇泉塘村石大路与民福路交汇处

西北侧， 占地 29036.21 平方米，采

用“限价+竞配建商住房面积+终

次报价”的方式竞拍，起拍价 72533

万元， 折合起始楼面地价 12616

元/平方米。 该地块 4 月份因国土

资源交易系统异常终止拍卖，时隔

两个多月， 这宗 2.9 万平方米商住

用靓地再次公开出让, 优越的地理

位置吸引了多家房企青睐，最终被

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

89430 万元+配建 22%拿下。

从该地块的区位来看，南侧为

民福路， 隔路相望有寮步明珠小

学、明珠幼儿园，后方

（西侧 ）

为寮

步宏伟中学，覆盖全年龄段教育资

源，沿松山湖大道可畅达城区。 地

理位置优越，毗邻石大公路、松山

湖大道、莞樟路、东部快速、G94，交

通非常方便。 附近有肉菜市场、银

行等便利生活条件。 距离松山湖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为南方基地

等仅约 7 公里， 附近四公里内，有

海悦花园，海伦堡，香市 1 号等住

宅小区，商业配套相对完善，居住

氛围浓厚。

根据东莞市统计最新发布的

数据显示，5 月寮步网上签约 190

套新房，均价为 21812 元/平方米。

目前寮步在售楼盘有万科东新翡

翠松湖、中惠·松湖城悦湖、珑远翠

珑湾、家和时代等项目，在售洋房

均价约 22000~23000 元/平方米。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万科“跑腿看房”服务上线

7 月 10 日，东莞万科发布了全

新“跑腿看房”服务。 今后市民想看

万科房， 又没有时间亲临现场的

话，只需在“东莞万科万小二”小程

序上的“跑腿看房”栏目，留言想看

的东莞万科楼盘，就会有“特派员”

跑腿去实地看房。 特派员将全程实

录，包括销售员讲解、样板间展示、

算价等过程，为观众真实还原现场

看房的全流程的同时，还将根据粉

丝留言的疑问与嘱托，到现场实地

考察求证。

记者从东莞万科方面了解到，

2018 年， 到东莞万科销售厅现场

看房的购房者有近 20 万人次。 但

在万小二小程序上留言咨询的客

户， 则多达 50 多万人次。 这意味

着， 有超一半的意向购房者， 想

了解楼盘， 却因为常年在国外出

差、 居住在异地， 或是时间地点

等各种客观因素无法来到现场亲

眼一见。

如何打破“购房者无法亲自来

现场”的服务壁垒？ 东莞万科决定，

直接将房子“搬”到购房者的手机

里。 用线上传播的方式，轻巧、真实

地将楼盘情况展现在购房者眼前，

解决了时间、空间的局限，而且，不

仅自己可以看，分享给家人朋友看

也很方便。 最近，在万小二后台将

近 1 万条留言里，想看皇马郦宫的

购房者多达 931 位，所以，“跑腿看

房”团队从中选出了热心市民罗先

生到皇马郦宫“看房”。

据悉，跑腿看房栏目在“东莞

万科万小二”小程序的首页、东莞

万科公众号均可观看，未来还将有

更多的观看途径。 想看其他楼盘的

市民，可以微信搜索“东莞万科万

小二”小程序给客服留言楼盘名称

和重点关注的问题。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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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美项目效果图。 受访者供图

荨

签约仪式现场。 受访者供图

第一执法督查组管辖范围：

莞城、东城、南

城、万江、高

埗

、石碣，办公地点设在南城自然

资源分局。

第二执法督查组管辖范围：

长安、滨海湾

新区、虎门、沙田、厚街，办公地点设在长安自

然资源分局。

第三执法督查组管辖范围：

常平、桥头、黄

江、樟木头、谢岗、塘厦、凤岗、清溪，办公地点

设在清溪自然资源分局。

第四执法督查组管辖范围：

松山湖、大岭

山、大朗、石龙、石排、寮步、茶山、东坑、横沥、

企石，办公地点设在松山湖自然资源局。

第五执法督查组管辖范围：

望牛墩、洪梅、

道

滘

、中堂、麻涌，办公地点设在望牛墩自然资

源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