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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深圳棚改

深圳推进棚改：城市更新模式受冲击？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虽说深圳是一座 “没有农村的城

市”，但以二线插花地为代表的改造项

目让“棚改”风吹到了深圳。 不过，深

圳市一份《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

工作的若干措施

(

征求意见稿

)

》在业

界引发激烈讨论，瞬间一石激起千层

浪，把棚改与城市更新再次推到了风

口之上。

租赁再成重点

在租购并举的政策引导下， 一线

城市纷纷在公共住房和租赁市场发

力，深圳则将目光聚焦至棚改，拟通过

棚户区改造破解公共住房供应难题，

似乎也切合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

“风口” 。

最早于

2005

年在东北率先实施

的棚户区改造，在深圳真正兴起的“脚

步”是在去年的罗湖“二线插花地”棚

改项目成功启动。目前，位于罗湖区的

玉龙、木棉岭、布心棚改进程顺利。 在

业内人士看来， 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改

的有序进行说明相比城市更新， 棚改

的进度会更快。

城市更新是以“政府引导、市场主

导” 为主线， 开发商作为城市更新主

体，按照市场规则，以商品开发为主的

市场行为。 与一般的城市更新项目不

同， 罗湖的棚户区改造是以 “政府主

导、政府投资、政府规划”为主线，腾挪

的土地资源用于建设回迁房、 社会资

源公共配套与保障性安居工程， 不建

设任何商品房。

在租购并举的政策引导下， 一线

城市纷纷在公共住房和租赁市场发

力，广州首倡“租售同权”，北京提出

“共有产权”， 而深圳则将目光聚焦至

棚改， 试图进行公共住房供应体系的

重构， 拟通过棚户区改造破解公共住

房供应难题， 似乎也切合大力发展住

房租赁市场的“风口”。

的确， 这份最新公布的征求意见

稿就十分强调“租赁”。 征求意见稿提

及深圳市范围内使用年限在

20

年以

上、存在住房质量安全隐患、使用功能

不齐全、 配套设施不完善的老旧住宅

区项目应当纳入棚户区改造政策适用

范围， 不再采用城市更新的方式进行

改造。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住宅部分，除

用于搬迁安置住房外， 应当全部用作

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 福田、罗湖、

南山、 盐田四区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所

建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只租不售。

此外，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棚户区改造

项目实施模式，结合深圳市实际情况，

推广 “政府主导一国企实施一公共住

房”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模式。棚户

区改造项目原则上只通过拆旧建新的

方式实施。

强调租赁市场的论调也让人联

想起公屋与商品房并重的香港模式，

或者是以政府组屋市场为主的新加

坡模式。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

监严跃进表示，对于此类棚改项目来

说，后续将积极导入租赁房源，也有

助于培育新型的租赁社区，但棚改后

的人才房、租赁房如何运营，也还是

未知数。

过去，“强制征收”和“强制售卖”

两大核心条款曾被诸多从业者视为城

市更新中的“钉子户解决机制”，但基

于合法性、合理性和操作性，这两大条

款一直未能真正落地。 这份征求意见

稿中提出， 对签约期内少数业主住户

拒不签约、 拒不搬迁阻碍棚户区改造

项目实施，损害大多数业主利益，实施

主体可以向项目所在区政府主管部门

提交书面情况报告。 区主管部门核实

后，报区指挥部审议。 审议通过，依法

启动行政征收、行政处罚等强制程序。

对此， 深圳市城市更新开发企业

协会会长耿延良表示， 有市场观点认

为 “棚户区改造违背物权法” 并不准

确。 除了在《物权法》第九十七条有明

确规定外， 棚户区改造首先也需要征

集业主或者产权人旧改意愿， 达到至

少超过物权法规定之数量比例， 才能

列入政府改造计划， 并非违背业主意

愿的强制改造。棚户区改造的成功，更

加有利于开发商和业主理性地看待城

市更新市场。

改造未动 房价先动

棚改与城市更新之间，似乎成为

了一道选择题。由政府主导的棚改或

许是解决深圳老旧住宅小区更新

“顽疾” 的药方，但难度依然很大。只

是，改造的风口到来，首先反应的还

是房价。

如今， 深圳的城市更新已步入

“深水区”：全国房地产开发商聚集深

圳， 项目推进的速度也各不相同，但

拆迁成本比以前高，所以开发难度也

在加大。

与城中村的城市更新不同， 老旧

住宅小区的改造可谓举步维艰。 木头

龙、金钻豪园、南苑新村、鹤塘小区、华

泰小区、龙溪花园、海涛花园和桥东片

区被列入

2010

年深圳城市更新单元

第一批计划的旧住宅小区改造项目。

7

年过去了，除了鹤塘小区，其他项目依

旧停滞不前。 这种旷日持久的 “拉锯

战”令政府、开发商和业主等多方陷入

“多输”困局。

可以说， 深圳启动大规模城市更

新多年以后棚改模式才开始 “展露尖

尖角”。由于征求意见稿提及符合条件

的老旧住宅小区， 未来在一些城市更

新项目因各种原因 “拆不动” 的背景

下， 政府是否会将达到棚改标准的项

目纳入到棚改计划中？ 这并非没有想

象空间。

只是，棚改与城市更新之间，似乎

成为了一道选择题。改造的风口到来，

首先反应的还是房价。

记者在深圳市福田区梅林片区的

中康生活区调查时发现， 中康生活区

旧改联络办公室在办公室门口贴出一

篇题为《我们不要“棚改”，我们要“城

市更新”———把握最后的旧改机会》的

倡议书， 文中提到：“现在政府大张旗

鼓在推进的是棚改政策， 如果在短期

内业主签约人数仍未达到

90%

，中康

小区的旧改项目有可能同碧海花园一

样无条件转为棚改。 ”其实，早在

2012

年中康生活区被列入深圳市城市更新

单元计划，只是

5

年时间过去了，中康

生活区除了越来越斑驳的建筑， 似乎

没有什么变化。几名业主告诉记者，签

署同意城市更新的业主数量并未达到

标准，项目只好搁浅。

时不时传出的改造消息， 让中康

生活区的房价扶摇直上， 尽管已经是

老旧小区， 但目前其二手房房源的价

格超过每平方米

6

万元， 明显高于同

片区旧小区的房价， 而且挂牌量并不

多。 中介人员表示，最近棚改风吹来，

很多投资客对中康生活区有很大的兴

趣，想趁着旧改之前搏一把，但出手还

需要谨慎。

在罗湖区松泉公寓， 危房等问题

曾得到各界关注。 松泉公寓至今仅使

用了

20

多年，但建筑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 基础设施、 公共设施建设严重不

足。近年来，虽然边坡问题得到一定程

度的整治，但安全隐患依然存在，再加

上危楼问题，多位业主向记者表示，盼

望小区能早日旧改， 不管是棚改还是

城市更新，以便彻底消防安全隐患。只

是，目前仍未有关于改造的确切消息。

一边是纠结于城市更新还是棚

改，一边是希望被纳入棚改。 其实，早

在棚改的征求意见稿发布前， 福田区

便根据相关政策， 启动了多个福田老

旧住宅小区改造工作。 在八卦岭片区

的八卦岭宿舍区， 今年

6

月底园岭街

道办启动针对八卦岭宿舍区改造意愿征

集工作。 据悉， 八卦岭宿舍区始建于

1983

年，由鹏基集团开发。建成后，鹏基

保留一小部分自用， 其余部分则作为艺

华、中信等公司的员工配套宿舍，后来部

分房源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转让给职工，

宿舍区实际产权人近

2000

位。 记者发

现，部分热心业主更自发组成义工小组，

利用晚上等闲暇时间， 配合街道办进行

扫楼宣传，推进改造意愿征集工作。改造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现在仍处

于意愿征集阶段， 究竟是不是采取棚改

方式，该工作人员并没给出明确答复。至

于赔偿标准，“政府不会亏待大家”。

只是，“准拆迁房” 的概念已经成为

八卦岭宿舍区房价高企的支撑。目前，二

手房放盘要价已经超过每平方米

7

万

元。 “不管是棚改还是城市更新，一些资

金都在赌博。就在去年，这里房价还只是

每平方米

4

万元左右， 而且由于建筑太

破旧，要卖也很难卖出去。 ”中介人员如

是说。

在福田黄木岗片区的华富村， 记者

看到小区内已经贴出关于公示 《福田区

华富村老旧住宅区改造项目住宅房屋补

偿及奖励标准》的通告，目前处于征集业

主意见的阶段。记者得到的一份《华富村

老旧住宅区改造项目住宅房屋补偿及奖

励标准》显示，补偿标准包括住宅房屋按

套内建筑面积

1

︰

1

进行产权调换； 在房

源允许的条件下， 被搬迁人可增购不超

过

25

平方米建筑面积。其中套内建筑面

积

10

平方米换算对应的建筑面积以内

（含本数）部分，由被搬迁人按照每平方

米

9000

元的优惠基价缴交房款等。 不

过， 有业主给记者提供的华富村广大业

主关于这份补偿及奖励标准的回馈意

见，仍然对众多赔偿条款持有保留意见。

除了赔偿标准， 也有业主担心改造后的

小区整体品质。

可见， 由政府主导的棚改或许是解

决深圳老旧住宅小区更新 “顽疾” 的药

方，但难度依然很大。在墙上写一个“拆”

字最多几分钟， 但老旧住宅小区的更新

最难确定的还是“时间表”。

棚改与城市更新

之间的鲶鱼效应

无论是棚改还是城市更新， 都不得

不面对资金来源问题， 但棚改东风已经

吹来， 是否会冲击深圳市场化的城市更

新模式，还是各放异彩的“双生之花” ？

然而，无论是棚改还是城市更新，都

不得不面对资金来源问题。 据莫尼塔研

究数据显示， 目前地方棚改资金主要有

四个来源， 中央专项补贴及地方政府配

套资金占到

10%

左右，用于解决项目资

本金； 政策性银行贷款占

80%

左右，其

资金期限长达

25

年； 商业银行贷款，资

金期限较短，只有

3

至

5

年；以及极少量

的社会资本。在融资收紧的大背景下，商

业银行贷款政策也趋于保守， 棚改也将

会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

严跃进认为， 要鼓励社会资本介入

优质棚改项目。 深职院房地产研究所所

长邓志旺认为， 将来民营企业可以更多

地通过与国有企业合作的方式来 “分一

杯羹”。 国企与民企各有各的优势，国企

可能更便于跟政府沟通、跟业主谈判，而

民企则在专业化程度、市场化水平、成本

控制等方面具有优势。

除了资金问题， 如今棚改东风已经

吹来， 是否会冲击深圳市场化的城市更

新模式，还是各放异彩的“双生之花”？

邓志旺则用“鲶鱼效应”来形容棚改

的影响： 棚改倒逼城市更新加速。 他表

示， 有市场观点认为开发商在深圳做城

市更新没有前途， 政府伸手到旧改这一

领域。对于投资客，“博”破旧小区旧改更

没有价值，政府直接征收后没有溢价空

间。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非常表面的看

法。 其实，棚改将倒逼城市更新加速，棚

改本身也是民生工程，为民谋利。 那么，

政府棚改做什么？ 主要做那些商业上无

利可图、 开发商无意进入的老旧小区。

只是从物业保值增长的空间来看，毫无

疑问还是市场化的开发商似乎更值得

信赖。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

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认为， 既然棚改

方向是政策性住房， 城市更新方向是商

品性住房， 两者的政策存在差异就是正

常的，此次出台了征求意见稿之后，政府

就应该尽快在城市更新的大框架之下，

对棚改、 城市更新的差异化进行精准的

政策性解读，以稳定旧改市场，推进棚改

发展。他认为，棚改和城市更新的合理比

例应该分别为

30%

、

70%

，这也比较符合

深圳的供需关系现实。 棚改的推出绝不

是、 也不应冲击旧改， 而应该是相辅相

成，共同推进。

� � � � 在深圳，棚改与城市更新再次被推到了风口之上，也搅动了许多老

旧住宅小区业主的心。通过棚户区改造破解公共住房供应难题，似乎也

契合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风口。 未来是借鉴公屋与商品房并重的

香港模式，还是以政府组屋市场为主的新加坡模式？棚改与市场化的城

市更新到底是相互冲击还是相互促进？ 这或许是深圳等一线城市仍要

面对和探索的问题。

深圳棚户区改造大事记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近几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

造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和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

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

工作的意见》 等一系列关于棚户区改造

的纲领性文件先后出台。 而在今年 5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要求确保完成今年再开工改造 600

万套棚改的任务， 实施 2018 年到 2020

年 3 年棚改攻坚计划， 再改造各类棚户

区 1500万套。 深圳刮起一股“棚改”风，

成为城市更新领域的一个独特样本。

公开资料显示， 作为深圳市土地征

转历史遗留问题的典型， 南山区茶光地

块棚户区于 2009 年由茶光村响应深圳

市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号召， 将地块

申报作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 而在

2013 年 4 月，茶光地块改造项目开工。

2015 年 10 月， 深圳市住建局发布

《棚户区改造政策梳理汇编》，明确棚改

范围及深圳市棚改三年规划与任务，随

后也发布《深圳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界定

标准》。2016 年 2 月，为彻底消除城市公

共安全重大隐患， 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

把二线插花地改造整治作为“城市管理

治理年”的突破口。

2016 年 12 月， 罗湖二线插花地棚

改全面签约启动， 也是深圳建市以来难

度最大的一宗拆迁改造项目， 其特殊性

和复杂性被业界专家称为“中国棚改第

一难” 。 其中，政府委托承接主体天健集

团全程提供项目的前期签约、房屋查丈、

房屋拆除、建设管理、回迁服务等具体服

务工作。随后，宝安 38 区新乐花园、39 区

海乐花园棚户区改造整体搬迁拆除工程

启动。

今年 7 月，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深圳市 2017 年改革计划》，将棚

户区改造列为 27 项改革计划之一，提出

采用“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 的模式，

大力推动老旧住宅小区棚户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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