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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写照：“有房” 才是深圳人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晚上 9 点多， 布沙路两旁依旧

灯火通明。

路上，发传单的小哥左挪右腾，

稍不留神就与人撞个正着。 因为即

使在夜里， 在这里下车回南岭村的

打工者依然有很多， 小陈就是其中

的一位。

今年 25 岁的小陈在深圳罗湖

区的东门上班。 在市区许多城中村

都住过的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南岭村

的小产权房，原因很简单：租金相对

来说不高， 而且有公交车驶往上班

的地方。

晚上，383 路公交车缓缓驶入南

湾人民医院站，车里依旧站满了从华

强北上班回来的乘客……“这些小产

权房里住了多少人，你早上和晚上来

公交车站看看就知道了。 ”小陈说。

密密麻麻的巷子里是密密麻麻

的楼，不少楼间距只够一个人通过，

从楼里伸出的电线和网线在楼外缠

绕交错，室内光线昏暗，显得有些压

抑。这就是小陈目前所居住的环境。

他在南岭村的黄金花园住了近两年

的时间。在高企的房价前，小陈从没

想过在深圳安家落户，“打工打工，

再怎么你最后还是要回去的。 怎么

可能不回去呢？ ” 小陈说。

不过， 现实的压力让他不得不

思考， 深圳与外来务工者的问题是

这座曾以“包容” 著称的城市，如今

是否仍向他们敞开大门？想要买房，

铤而走险选择小产权房似乎成为了另类

“出路” 。

“住在这里这么久， 我知道哪些楼层

哪种朝向比较好，这里有的小两房，五六十

万元还能买到。 ” 小陈无奈地说，“要是去

买商品房，五六十万可能连首付都不够。

“深圳关键的一点是不排外，这是很

主要的原因， 你只要肯吃苦还是能赚钱，

真的，多劳多得嘛，感觉每一个人都很公

平，机会都是有的，只是能安家能有房子，

才觉得像深圳人。 ”

在高房价的深圳，小产权房一直是挥

之不去的话题。 正因为如此，还是有很多

人购买隐藏着巨大风险的小产权房。面对

小产权房的持续火热，有些人抱着升值赚

钱的想法去购买，也有许多人是面对高昂

房价下的无奈之举。

有人将小产权房称为“社会转型中必不

可少的阵痛” 。 一方面，小产权房解决了外来

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 也给当地村民带来收

益；另一方面，小产权房建设存在很大隐患，

对房地产市场的正常秩序已造成严重干扰，

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有分析人士表示，小

产权房目前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是现行土地

制度造成的。 如何稳妥有序地对小产权房进

行清理，同时又妥善处理好村民、小产权房业

主等相关各方的利益， 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

康发展及社会稳定考验着政府的智慧。

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总监何倩茹强

调，小产权房是违法建筑，不受法律保障，因

此在任何时候市民都不要购买小产权房。 而

且目前的法制越来越健全， 对于违法建筑的

查处越来越严格， 小产权房被拆除的可能性

变得更高，市民更应避而远之。

南岭：“中国第一村” 的城市更新样本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走进深圳南岭村村口， 您或许会

产生错觉，这真是一个城中村吗？

提起南岭村， 许多人会想起大名

鼎鼎的“中国第一村”，也有人会想起

密密麻麻的小产权房。 与一般的城中

村不同，南岭村已不能用“村”来称呼，

这里更像是一座繁华的城镇， 有自己

独特的楼市属性。 不同于常规的城中

村更新，在深圳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和

追求质量型发展的大背景下， 南岭村

也成为一个独特的城中村更新样本。

“中国第一村” 的

前世今生

由过去人称“鸭屎围” 到“中国

第一村” ，南岭村必有其过人之处。 如

今，南岭村已不能用“村” 的概念来称

谓，完全是一个繁华的城镇。

南岭村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

道，面积

4.12

平方公里，这里曾因为

贫穷被戏称为“鸭屎围”。改革开放后，

该村先后多次发力建设工业区， 靠着

厂房和住房的“双租金”模式获得了大

力发展。曾有人这么说，昨天还在秧田

里挥汗如雨的原住民， 早早便洗脚上

地，从“种田”改行“种楼”，同样上演了

一幕幕爆炸式的造富神话。

“

8

年前我就来南岭村一家工厂

打工，在这里外地人比本地人多很多，

但就和深圳这座城市一样， 大家倒是

挺融洽，这里生活也很方便。 ”陈小姐

对证券时报记者如是说。

有这么一组公开数据， 或许也能

表达出陈小姐的感觉。

2015

年，南岭

村人均年收入超过

15

万元，村集体固

定资产达到

30

亿元，而该村的户籍人

口还不到

1000

人。 几年前，在评选出

的“中国最富村”中，南岭村是广东唯

一入选的村。

从“种田”改行“种楼”，这是深圳

许多城中村的真实写照， 但由过去人

称“鸭屎围”到“中国第一村”，必有过

人之处。如今，南岭村已不能用“村”的

概念来称谓，完全是一个繁华的城镇：

村中商场林立、工厂云集，一派繁忙有

序的景象。 此外，商业中心、求水山公

园、酒店、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一应

俱全， 产业发展空间也得到一定程度

的保留。

不过，记者调查发现，南岭村虽然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与周边的

樟树布老村、 沙湾片区的城市更新不

同， 南岭村近几年并没有出现与房企

合作开发新的大型住宅项目， 但南岭

村周围已经有包括万科、恒大、大族在

内的开发商进驻并开发的项目， 并将

此片区包装成“东湖国际住区”，目前

的售价普遍超过每平方米

4

万元。 美

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

示， 龙岗布吉片区的二手房均价在

2013

年时为每平方米

14502

元，

2016

年已经涨至每平方米

38655

元。

那么，在高房价以及“国际住区”

的诱惑下， 拥有独特区位优势的南岭

村，城市更新将走向何方？

曾经的小产权房天堂

小产权房的利益链条复杂， 南岭

村过去也一直是深圳小产权房的代名

词之一。如今，南岭村的小产权房价格

也过万。

回顾南岭村的“楼市样本”，小产

权房绝对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我把家安在了南岭，就是因为当

年在这买了一套小产权房。”陈小姐笑

说。的确，早在

10

多年前，龙岗区南湾

街道尤其是南岭村一带就一直是深圳

小产权房的代名词之一， 这已是深圳

人公开的秘密。

在南湾人民医院公交站下车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栋又一栋的高层楼

房，名字也显得非常“大气”：黄金花

园、 黄金豪庭、 富璟花园、 荔枝花园

……沿着南岭东路往前走， 还有南锦

豪苑、富锦大厦等大楼。与一般人对小

产权房的印象停留在低矮、 握手楼不

同， 这里的房子都是几十层带电梯的

高层建筑， 但建筑密度可以用 “一线

天”来形容。

其实，在深圳官方的表态中，深圳

并不存在小产权房，只有“违法建筑”。

因为小产权房是指城镇居民违法占用

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建设的居住建筑，

而深圳早在

2004

年就实现了农村集

体土地的国有化转换， 但深圳是全国

小产权房问题最突出的城市之一。

如今， 南岭村中多数的小产权房

价格也过万。记者调查发现，南锦豪苑

的一套

82

平方米的两房， 要价

85

万

元。 “

2013

年的时候，这里的小产权房

采光好的都要每平方米

7000

元，一般

的也要卖到每平方米近

5000

元，现在

这种两房保守月租也能达到

2300

元，

租金回报率还算不错。 ”中介杨先生对

记者表示，“可能与深圳的房价涨幅相

比这不算什么， 但这里的小产权房既

解决了居住问题又可以升值， 有什么

不好？ ”

“我在周围看了许多二手房，价格

都在每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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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左右， 还月供还

是有点吃力。 ”准备购房的吴小姐对记

者表示，“中介说南岭村这边有很多小

产权房，虽然风险很高，但几十万元就

能买到，也就是买商品房的首付款，可

以买来自己住，有点想冒下风险。 ”

众所周知， 买卖小产权房并不受

法律保护，买卖全靠“信用”，但这似乎

并不影响小产权房的热销， 从村里小

路两旁开满的中介店就可以略知一

二。 就算是杂货小店、彩票投注点、便

利店门口都张贴着许多房屋出售出租

信息。此外，南岭村的小产权房出租业

十分火爆， 这里租住了许多在罗湖和

布吉片区上班的白领。“这里的房子不

会有村里的统建集资证明， 就算是一

手买来的业主也没有村委证明， 现在

买卖就是去律师事务所开一个转让公

证书。 ”杨先生说道，“其实要村里的统

建集资证明更麻烦， 大家都知道是小

产权房，但这里已经成规模，怎么可能

会被拆呢？ ”

记者在深圳观澜、 沙井片区调查

时发现， 一些小产权房还会打着可以

给村委集资证明来吸引购房者， 而记

者在查阅南岭村规划地图时发现，南

岭村黄金花园等楼盘所处位置原本是

工业区。有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这些地

块当时是以工业用地的形式租给开发

商，租期为

70

年，至于开发商如何利

用， 那是开发商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

看， 南岭村的小产权房自然就不可能

存在所谓的村委证明。

由此可见， 小产权房的利益链条

相当复杂， 南岭村的小产权房问题也

是整个深圳小产权房现状的一个缩

影。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深圳布吉一带

就有多家“房地产公司”，这些公司不

见于报端， 甚至在楼盘宣传单上也不

印刷公司名称，就像一个个“隐形者”，

并催生出巨大的经济利润， 但这种利

润建立在许多人对城市住房的强烈需

求和买不起商品房的无奈之上。

城中村更新的“B面” ：

“种” 高科技公司

虽然小产权房等历史遗留问题还

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南岭村里

许多陈旧的工业厂房正在悄然“变身”

创客空间。 除了大拆大建，南岭村如今

正走出一条不一样的城市更新之路。

最新数据显示， 尽管深圳住房总

量约

5.2

亿平方米， 约

1035

万套，但

由于占存量住房

79%

的未确定产权的

原农村私房（小产权房）和企业集体宿

舍不能合法上市流转， 制约了深圳二

手住房的供应规模。 深圳实际的商品

住房与保障性住房合计仅

1.7

亿平方

米，约占

15.7%

。 无论如何，几十万元

就能买一套大房子， 这在高房价的深

圳是非常大的诱惑。

不过，早在

2015

年，深圳市委常

委会议就审议通过了 《中共深圳市委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严查严控违法建

设的决定》、《深圳市关于全面疏导从

源头遏制违法建设的若干措施》、《深

圳市查处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工作共

同责任考核办法》等“

1+2

”文件。

3

个文件“剑指”违建，自然也包

括城中村的违法建筑。

城中村要继续“种楼”，选择大量

建设小产权房显然已不合时宜， 选择

大规模拆除重建是目前深圳多数城中

村选择继续“种楼”的方式之一。 根据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此前发布的 《深圳

市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规划期内

力争完成

100

个城中村或旧住宅区、

旧商业区综合整治项目，完成约

20

个

城中村住宅改造项目，满足

50

万人的

现代化住房需求。 在旧城区更新指引

方面， 文件也提到采取以综合整治为

主的更新方式，审慎开展拆除重建。

多数城中村选择与开发商合作

旧改，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南岭村的

更新似乎有点不一样。 虽然小产权房

等历史遗留问题还不能在短时间内

得到解决，村内也没有新的住宅更新

项目，但南岭村里许多陈旧的工业厂

房正在悄然“变身”。 一些成为创客空

间，一些厂房招租的方向再也不是过

去的工业，而是研发中心、艺术原创

等方向。 此外，南岭村打造的

1983

创

意小镇也将于

4

月正式落成，成为南

岭村未来几年新的经济增长点。 经过

一番整治，清华启迪科技园众创空间

让曾经的“三来一补”旧工业园区实

现了“创新蝶变”。

而在刚刚过去的

2016

年，这个曾

经闻名全国的“中国第一村”不仅建起

科技园， 还成立了一家生物制药研究

院，甚至涉足电影、人工智能、收购投

资公司等“高大上”的产业。 对于南岭

村的改变， 当地村民乐见其成：“谁敢

保证我们不能孵化出第二个腾讯？ ”

由此可见， 南岭村的产业发展空

间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宽， 这或许也是

除大拆大建之外城中村更新的一条新

路。 其实， 深圳市场已经兴起 “微改

造”。所谓“微改造”，不是大拆大建，而

是在维持建筑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

下，通过建筑局部拆建、建筑物功能置

换、保留修缮、完善基础设施等办法，

对老旧建筑物实施更新。此外，物业经

过升级改造后，效益也会提升，城中村

集体也就有更多的资金投入配套建

设， 也将进一步改善城中村的环境和

面貌。

那么， 城中村改造应不应该强调

“房地产化”？城中村一窝蜂搞房地产，

但是否也要预留充足的产业空间才能

多元化发展？对此，易居研究院智库中

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 城中村改造

本质是为了解决产业问题和居住问

题，所以有住房建设是合理的，但关键

要做出新的产业， 产业是黏合市场需

求的因素，而非住房。

如果说大拆大建是城中村改造

的“

A

面”，那么南岭村的改造或许是

城中村更新的“

B

面”。 曾经的小产权

房天堂如今正走出一条不一样的更

新之路，南岭村也成为独特的城市更

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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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村”城市更新调查

从“种田” 改行“种楼” ，这是深圳许多城中村的真实写照。 曾被称为

“中国第一村” 的南岭村，也曾是深圳小产权房的“天堂” 。 但大量建设小

产权房显然已不合时宜，城中村改造是否应“房地产化” ？ 南岭村似乎走

出了别样的城市更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