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币补偿方案

+

+

+

+

=

改造奖励

框架结构房屋建筑面积：

50000 元 /m

2

混合结构房屋建筑面积：

49000 元 /m

2

砖木结构房屋建筑面积：

48000 元 /m

2

改造奖励（一次性）

按住宅房屋建筑面积 3000 元 /m

2

奖励

搬迁时限奖励

第一阶段签订协议， 并于签订协议

后 3 个月内交房：

按住宅房屋建筑面积 3000 元 /m

2

奖励

第二阶段签订协议：按住宅房屋建筑

面积 1500 元 /m

2

奖励

弃产补助

按被改造房屋建筑面积8000元 /m

2

奖励

临时安置补助费（一次性）

每月 50 元 /m

2

�X�3 个月 =150 元 /m

2

最高补偿金额

64150 元 /m

2

（50000 元 +3000 元

+3000 元 +8000+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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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的补偿方案出炉

住宅房屋最高可补64150元/m

2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

日

前，越秀区发布关于南洋电器厂及周

边更新改造的通告，通告明确了该项

目改造的具体范围，同时公布了该项

目的补偿方案。 根据补偿方案，被改

造房屋权属人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

换或货币补偿，其中，若住宅房屋选

择货币补偿，最高可补偿64150元/平

方米。

改造范围共涉及近60个门牌

据了解，2020年8月，南洋电器厂

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完成居民改造

意愿征询，同意改造的户数达到规定

比例。 今年4月，越秀区人民政府通过

网上挂牌方式选定广州智能装备科

技创意园有限公司为改造主体。 据通

告显示，项目已进入实施阶段，本项

目东至黄华路，南至东风东路，西至

东濠涌高架，北至金濠大厦。

本项目动迁工作由越秀区建设

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由广州智能装

备科技创意园有限公司负责实施更

新改造补偿。 项目分两期进行签约，

一期范围包括黄华路39号、45号、47

号、49号、51号、53号、55号、57号、59

号、61号、63号、65号、67号、77号，中

约外街1、2号； 二期范围包括黄华大

街39号， 黄华路81号、81号之一、83

号、83号之一、85号， 中约外街3号、3

号之一、3号之二、4号、4号之一、4号

之二、5号、6号、7号、7号之一、8号、8

号之一、9号、9号之一、10号、11号、12

号、13号、14号之一，21号之一， 红胜

街2号、2号之1、2号之2、2号之3、2号

之4、2号之5、2号之6、2号之7、2号之

8、2号之9、2号之10、2号之11、2号之

12、2号之13、2号之14、2号之15，南约

一巷，共约60个门牌。

住宅房屋最高可补64150元/

㎡

根据补偿方案，住宅房屋权属人

选择货币补偿的，住宅房屋按以下补

偿标准签订更新改造补偿协议：框架

结构房屋建筑面积：50000元/平方

米； 混合结构房屋建筑面积：49000

元/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建筑面积：

48000元/平方米。

与此同时， 选择货币补偿的还

有改造奖励、 搬迁时限奖励、 弃产

补助、 临时安置费等。 其中， 住宅

房屋权属人选择货币补偿的， 按被

改造住宅房屋证载建筑面积3000元/

平方米， 一次性给予住宅房屋权属

人改造奖励。

搬迁时限奖励分为两个阶段，在

第一阶段签约期内签订协议，并在签

订协议后3个月内交房的， 住宅房屋

建筑面积按3000元/平方米给予搬迁

时限奖励；在第二阶段签约的，住宅

房屋只能给予1500元/平方米奖励。

另， 在签约期内签订协议的，按

照被改造房屋建筑面积8000元/平方

米，一次性给予住宅房屋权属人弃产

补助；并按每月50元/平方米标准，一

次性给予3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综上，住宅房屋选择货币补偿的

最高可以补64150元/平方米（50000

元

+3000

元

+3000

元

+8000+150

元

）。

产权调换增购面积原则上不

超过10平方米

住宅房屋权属人选择房屋产权

调换的，以南洋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

造项目新建的安置房进行房屋产权

调换，按被改造房屋合法产权套内建

筑面积1：1的原则， 确定产权调换房

屋套内建筑面积。

房屋权属人可在1：1原则确定产

权调换套内建筑面积的基础上增购

套内建筑面积，增购的套内建筑面积

原则上不超过10平方米。 被改造房屋

合法套内建筑面积小于新建安置房

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的，增购至新

建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部

分按6000元/平方米购买， 超出安置

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增购的部

分，5平方米以内（

含

5

平方米

），按

40000元/平方米购买；5平方米以上，

10平方米以内 （

含

10

平 方 米

），按

60000元/平方米购买；因安置房户型

设计等原因确需超过10平方米以上

的部分，按市场评估价购买。

若被改造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

积大于新建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

筑面积的，增购的部分，5平方米以内

（

含

5

平方米

）， 按40000元/平方米购

买；5平方米以上，10平方米以内（

含

10

平方米

），按60000元/平方米购买；

因安置房户型设计等原因确需超过

1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按市场评估价

购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

讯员 廖小运）

近日， 建设街组织辖

内青少年开展“童心向党致百年，红

色传承谱新篇”———建设街榕树头

第四届暑期夏令营教育实践活动，

通过走访红色教育基地， 游学打卡

的形式，让儿童在体验中学习党史，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孩子们

通过红色景点打卡的形式解锁新的

学习方式，以朗读、故事拼图和红色

知识问答的形式， 重温党的百年壮

阔历程和追忆革命先烈的丰功伟

绩，学习和感受红色文化的熏陶，以

史明鉴，弘扬和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让儿童在体验中学习红色文化知

识，丰富他们的暑期生活，增强爱党

爱国意识，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廖小运）

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识毒、防

毒、 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营造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的禁毒氛围，近日，在越

秀区禁毒办的指导下， 建设街禁毒办

联合建设街文化站、 越秀禁毒社工在

建设街榕树头广场开展“快乐童心，同

心拒毒”———建设街榕树头暑期夏令

营禁毒宣传活动。

在解答疑惑的过程中， 社工介绍

了新型毒品的种类以及各种伪装，引

导青少年们思考可能出现毒品的情景

以及场所。同时，现场着重让青少年学

习防毒小妙招，例如谨慎交友、远离吸

毒环境、 坚决拒绝食用来历不明的食

物、 饮料等。 不少青少年了解后都表

示，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毒品。

“青少年正处在生理、心理发育时

期，好奇心重，对毒品的危害性和吸毒

的违法性缺乏认识， 禁毒宣传重点指

引青少年对第三代新型毒品的了解与

学习，提高青少年防毒拒毒意识。 ”社

工表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廖小运）

为及时排查、发现、化解出租屋

内各类不稳定因素，近日，建设街道综合

保障中心联合建设街派出所、综治办、城

管办、应急办、综合行政执法办等部门，

按照“条块结合，联合整治”的原则，在全

街范围出租屋开展专项排查行动。

在入户过程中， 建设街道综合保障

中心采集“人屋”信息，查漏补缺，全面掌

握辖内所有出租屋情况并准确录入来穗

系统， 梳理更新出租屋分类类型建立台

账，按管理类别和时限要求，有侧重地开

展联合排查，做到社区不漏栋、楼栋不漏

户、房屋不漏人。

针对出租屋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

和充电、疏散通道不能直通天面、紧急逃

生口不通畅、室内堆放易燃易爆物品、房

间内设置住人阁楼等突出消防安全隐

患， 建设街道综合保障中心及时督促出

租屋业主和承租人立即整改， 不能现场

整改的，发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

同时， 建设街道综合保障中心通过

出租屋“楼长制”管理模式，引导出租屋

业主、承租人履行人员信息报送、安全隐

患排查、治安管理、疫情防控等责任，发

动各方力量参与共建共治共享。

建设街多部门联动

开展出租屋

专项排查行动

【建设街暑期夏令营】

打卡红色景点 在体验中学习党史

建设街组织青少年打卡红色景点。

防毒拒毒有妙招 建设街青少年来学习

禁 毒

夏 令 营 引

导 青 少 年

学 习 防 毒

知识。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