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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建设街辖内南洋电器厂及周边城市更新详细规划获通过

东濠涌边将建198米越秀“新地标”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在日前召

开的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城市更新专

业委员会上， 建设街辖内的南洋电器厂

及周边城市更新详细规划获得通过，这

一片区将结合旧厂和旧城， 以全面改造

和微改造相结合，探索建设广州“老城市

新活力创新发展示范区”，高标准打造大

湾区科技、金融、智能制造地标建筑群，

在东濠涌旁将建起 198 米高的“越秀之

心”。

将配建幼儿园和文化中心

项目位于东风东路与黄华路交界

处，西至东濠涌高架，北至金濠大厦，东

至黄华路，南临东风东路，改造范围面积

3.73 公顷， 改造地块主要包括南洋电器

厂、黄华塘社区、红胜街公安宿舍。

调整范围内拟建设办公、 居住及文

化设施建筑， 满足旧厂及片区住宅回迁

需求的同时， 增加产业及文化用地。 其

中，新增商业办公建筑面积 12.65 万平方

米； 增加公建配套 17 项、 公服设施面积

1.77 万平方米，主要为文化中心、政务服

务中心、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社区

议事厅等街道和片区所需公服设施。 同

时配置 6000 平方米政府统筹住宅， 可用

于满足高端人才住房等需求。 该项目将

建设两栋商业办公楼和 5 栋住宅楼，并配

套建设 9 班幼儿园一所， 新增文化中心

3000 平方米； 整个项目配套机动车泊位

2238 个。

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上天下地”

根据已经审定的片区策划方案，将项

目用地划分为两期，其中一期安置南洋电

器厂地块住宅及办公， 二期安置其余住

宅。 一期

（旧厂）

地块计划 2020 年底完成

出让。 7 月 1 日~8 月 3 日，越秀区人民政

府建设街道办事处联合越秀区黄华塘社

区居委会，开展了南洋电器厂更新改造项

目意愿的表决工作，其中一期范围内同意

率为 94.19%，二期范围内同意率为 94%。

值得关注的是，改造规划提出要打造

广州老城区新的地标建筑群，其中商务办

公建筑限高 198 米，取名“越秀之心”，与

周边最高建筑广东国际大厦（200 米）比

肩；住宅建筑限高 120 米，沿东濠涌、沿东

风路塑造丰富多变、 疏朗适宜的天际线；

通过复合城市功能、立体绿化等方式构建

“城市立体活力街坊”。

所谓的“活力街坊”是指地块承载多

种活力的复合城市功能，包括商业、办公、

会议、住宅等，局部设计城市级空中文化

连廊等特色功能节点。所谓的公共服务设

施布局“上天下地”，是指在不同楼层设置

多个空中花园和空中立体邻里连廊

（含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邻里共享图书馆等）

，还

有屋顶的立体农场等。

设置多个空中花园的“越秀之心”。 规划设计图

建设街社工服务站联合开展印象“悦赏建设”社区导赏路线小组

定制路线带你感受建设新村之美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黎

婉颖）

为焕发社区活力，推广新村文化，从

今年暑期起，建设街社工服务站联合旧北

园社区开展印象建设之“悦赏建设”社区

导赏路线小组。 通过体验游赏的形式，引

导青少年用他们的视角去探索建设风情，

进一步熟悉自己的家园、 了解社区文化，

从中发现建设值得深挖的“宝藏点”。

建设新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州城

市建设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新村。 作为一个

广州城市变迁的缩影，建设新村见证了广

州城市 70 年的发展与变迁， 吸引了不少

人为之感叹。

活动小组共有九节内容，主题分为结

识你我、片区导赏、寻找社区资源，制定导

赏路线。 小组初期组员走进社区收集采风

素材，了解社区轮廓，发现社区的美；小组

中后期根据社区走访自由设计社区导赏

路线图。 经过组员的共同努力，一条条专

属建设的导赏路线终于新鲜出炉。 接下

来，建设街社工服务站也将陆续开展系列

建设新村文化宣传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分

享对社区文化和建筑的知识，探寻散落在

社区最后一公里的记忆。

建设六马路社区 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讲座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黎婉颖）

8 月 28 日， 建设街道办

事处垃圾分类宣讲成员在建设六马

路好世界广场物业公司开展垃圾分

类知识讲座。

讲座从认识垃圾、 认识垃圾分

类、 垃圾分类工作注意事项三个方

面作了详细的讲解。 期间，宣讲员结

合生活实际， 将市民垃圾分类过程

中容易出现的错误予以重点解说，

让参会人员对于生活垃圾的分类有

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了物业公司指导员工进行

生活垃圾分类时出错。

会后， 物业公司表示会配合街

道、 社区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宣传工

作，充分发挥主人翁作用，做企业员

工垃圾分类的劝导员和指导者。

建设街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讲座。

在职党员入社区 “守桶点”宣传垃圾分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

讯员 黎婉颖 ）

为进一步推进社区

垃圾分类工作 ,近期， 建设六马路

社区组织在职党员开展“守桶点”

宣传垃圾分类活动。 活动中， 党员

们在辖内“守着” 垃圾桶， 向居民

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 指导居民群

众如何分类垃圾和如何正确投放，

并向居民派发垃圾分类宣传资料。

建设六马路社区组织在职党员开

展“守桶点”宣传垃圾分类活动。

抚恤金能以遗嘱形式处分吗？

张三与李四两人是再婚，2019

年李四因病去世， 但李四留有遗

嘱，遗嘱的内容为：我去世以后，

我的房子和一切财产归儿女所

有。

因李四生前系离休干部，在

其死亡后， 单位发放一次性抚恤

金 10 万元， 但是被李四的儿子李

小四一次性领取。 张三诉至法院

要求李小四返还全部抚恤金 10 万

元。 张三主张，抚恤金是死者所在

单位给予死者近亲属和被抚养人

的生活补助费， 并含有一定的精

神抚慰性质， 其与李四系合法夫

妻，有权取得抚恤金的所有权。 李

小四辩称， 抚恤金是其父亲的个

人财产，不同意分割，要求按照李

四的遗嘱处理。

张三称， 对李小四提交的遗

嘱无异议， 但张三并没有要求分

配遗嘱中阐述的房产和财产，而

是要求分割政府发放的抚恤金。

抚恤金不属于遗产， 而是给予一

起生活的近亲属的生活补助，不

能按遗产继承分配， 请求法院判

决抚恤金全部归张三所有。

对此，李小四主张，老人去世

后留下的财产都叫做遗产， 抚恤

金也是遗产范围内， 应按照遗嘱

继承。

法院经审理认为抚恤金是死

者所在单位给予死者近亲属和被

抚养人的生活补助费， 并含有一

定的精神抚慰性质； 遗产是公民

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

抚恤金产生于死者死亡之后，不

是死者生前的财产， 故抚恤金不

属于遗产。 李四去世后，单位发放

的一次性抚恤金， 由张三按照百

分之六十比例分得 6 万元，由李小

四按百分之四十比例分得 4 万元。

律师认为， 本案争议的焦点

在于抚恤金是否属于死者个人遗

产， 是否可以事前通过遗嘱进行

处分。 抚恤金的分配，应当考虑依

靠死者生活的未成年人和失去劳

动能力的亲属以及与死者关系密

切程度、 共同生活时间长短等因

素进行分割。 李四生前虽立有遗

嘱， 但立遗嘱人只能处分其生前

个人财产， 无权处分其死亡后应

得到的财产， 遗嘱内容不得损害

其他人应得到的合法财产权。 因

抚恤金是基于李四死亡后， 单位

发给亲属的生活补助， 故不能以

遗嘱形式处分。

对死亡抚恤金的分配， 我国

尚无专门的法律规定。 实践中，人

民法院多数根据案件具体情况，

酌情进行分配， 力争实现既维护

近亲属之间的亲情， 实现社会和

谐稳定，又保护弱者的权益，最大

限度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裁判

效果。

大马路社区法律顾问、

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曾宪辉

信息时报记者 张玉琴 整理

组员在设计讨论社区导赏路线。

组员设计社区路线图。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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