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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求《西南顺达工业园“三旧”改造
项目国有土地及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尊敬的业主：

因城市更新需要，经佛山市三水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西南

顺达工业园“三旧”改造项目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复

函》（三发统综合〔2019〕11号），认为西南顺达工业园“三旧”

改造项目计划改造以工业为主，集研发办公楼、新型工厂、研发

产业大厦于一体的多用途创新企业生态圈，符合三水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该项目用地范围东至 321国道（广海大道），

南至三水区粮食储备仓和大塱山村农用地，西至西南街道锦顺二

路，北至三水二桥和 321国道交汇处，面积约 726.48亩，涉及

国有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其他设施的征收。为确保该项目

顺利实施，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有土地房屋征收

与补偿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结合顺达工业园“三旧”改造的实际情况，在征求了区相关职能部

门意见的基础上，草拟了《西南顺达工业园“三旧”改造项目国有

土地及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

佛山市三水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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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各业主征求意见，修改后报区政府批准公布实施。请广

大业主于 2019年 6月 28日至 2019年 7月 27日内向我局书面提

出修改意见（可发至邮箱：1292051415@qq.com），或电话咨询：

87618729。如在规定的时间没有提出修改意见的视为同意。

附件：西南顺达工业园“三旧”改造项目国有土地及地上房屋

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

佛山市三水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19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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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西南顺达工业园“三旧”改造项目国有
土地及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征求意见稿）

因城市更新需要，决定对西南顺达工业园区的低端工业资源

进行清理、整合，实施改造，打造工业产业载体，提升城市品质。

为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特制定如

下征收补偿方案。

一、征收范围

西南顺达工业园区用地范围，东至 321国道（广海大道），

南至三水区粮食储备仓和大塱山村农用地，西至西南街道锦顺二

路，北至三水二桥和 321国道交汇处，面积约 726.48亩（具体

范围详见附图），分两期进行征收。

二、房屋征收部门、征收实施单位与期限

（一）房屋征收部门：佛山市三水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

局。

（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处。

（三）实施期限：自征收决定公告发出之日起至 2023年 12
月 31日止。

（四）签约期限：第一期：自征收决定公告发出之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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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月 29日止；第二期：自征收决定公告发出之日起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止。

三、征收补偿依据、被征收房屋补偿面积和使用性质核定、

征收补偿内容。

（一）征收补偿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补偿标准

和被征收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市场评估结果。

（二）被征收房屋补偿面积和使用性质的核定，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含《房地产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房屋所有权证》或其他权属证明）记载的合法面积及使用

性质为依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登记的使用功能

不清晰或与《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使用性质有相异时，以《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用途或以佛山市自然资源局三水分局核定

功能为准。

（三）征收补偿内容：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构）筑物

补偿、关闭补偿、搬迁补偿、征收奖励等。

四、被征收人的界定

（一）土地使用权的被征收人：是指土地使用权人；租赁

土地及再转租者不能作为土地使用权的被征收人。

（二）建（构）筑物被征收人：是指建（构）筑物登记所

有权人或实际出资人。若原租赁合同有明确约定建（构）筑物征

收补偿归属的，按原租赁合同处理。

五、征收补偿方式

征收补偿原则上采取货币补偿方式，通过聘请有相应资质

的评估机构根据相关规定对被征收的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及

其他需要补偿的事项进行评估，按评估值给予货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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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确需选择产权调换的，在指定区域内以等值置换为原则，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协商解决。

六、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七、土地使用权补偿

土地使用权补偿标准根据土地用途，由有相应资质的评估

机构按有关规定进行评估，按评估值给予补偿。

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划拨土地的须按有关标准扣除相应的土

地出让金；土地使用权人有合法的用地批准文件，但未办理土地

使用权证的，按有关标准扣除相关税费及出让金。

八、建（构）筑物补偿

（一）有证建（构）筑物是指有房屋所有权证或者有镇（街）、

以上规划建设部门审批手续的建（构）筑物。有证建（构）筑物

的补偿标准根据建筑的不同结构（框架、混合、砖木、钢结构、

钢混、棚架等），由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按市场价值（关闭）

或重置（搬迁）方式进行评估，并按评估值给予补偿。

（二）若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因历

史原因未办理相关权属证的建（构）筑物可参照有证建（构）筑

物的评估方法，扣除相关办证税费后按评估值的 95%支付；若超

过规定的期限仍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则对建（构）筑物不予补

偿，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理。

九、企业关闭补偿

（一）企业关闭补偿指如因征收导致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关

闭的，企业为配套生产经营购置或建设的生产及办公设备、生产

线设备、成品或半成品、原材料、基础设施及附属设备设施、种

植物等，由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按评估值给予补



- 6 -

偿。

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是指被征收企业提供征收决定公告发

出前六个月水电费用支出、工人工资支付等凭证，以证明企业未

停产停业属于正常生产状态；不能提供的，则视为企业属非正常

生产状态，对停产（业）损失不予补偿。

成品或半成品、原材料的购置日期以征收决定公告发出之前

为准，且与近一年的存货规律相符；在征收决定公告发出后购置

的，不予补偿。

（二）停产（业）损失补偿

停产（业）损失补偿包括：停产企业损失补偿与员工安置

补偿。

1、停产企业损失补偿：对因征收合法房屋造成被征收人停

产（业）损失的补偿，根据按同类房屋市场租金计算（具体以有

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准）一次性补偿 6个月。

2、员工安置补偿：如因征收导致企业工人遣散的，则按遣

散前 12个月平均工资计算，每满一年工作年限补偿 1个月工资，

不足半年的补偿 15日工资。具体企业工人人数和工作年限以当

地社保部门核定为准。

（三）被征收人已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但未能在征收协议

约定的期限内移交的，不支付停产（业）损失补偿费。

十、搬迁补偿

企业搬迁补偿指如因征收导致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需要搬

迁的，企业将生产及办公设施设备、成品或半成品、原材料等搬

迁至异地继续经营，由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按评

估值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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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生产经营企业的认定及成品或半成品、原材料的购置

日期的确定参照第九条第（一）款。

（一）生产及办公设施设备、成品或半成品、原材料的搬

迁费补偿：由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按佛山市范围内的设备搬迁

规定计算，并按评估值给予补偿。

（二）生产线设备、大型设备基础和特殊设备的搬迁费补

偿（含安装、调试费用）：由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并按评估值给予补偿。

（三）特殊设施的补偿：即企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设备因

其使用的特殊性无法搬迁，或者搬迁后无法使用的，由有相应资

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按评估值给予补偿。

（四）水、电、通讯、监控设施、有线电视、空调、电话、

网络、水井、围墙、室外水泥混凝土地面、排水设施、种植物等

的补偿，由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按评估值给予补

偿。

（五）停产（业）损失补偿

停产（业）损失补偿包括：停产企业损失补偿与停产工人

工资补偿。

1、停产企业损失补偿：对因征收合法房屋造成被征收人停

产（业）损失的补偿，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

等因素确定。其中，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原则上以房屋征收决定

作出前一年内实际月平均税后利润（或上年度本地区同行业平均

税后利润额）为准，一次性补偿 6个月；或者按同类房屋市场租

金计算（具体以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准）一次性补

偿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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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停产工人工资补偿：因企业搬迁导致企业工人停工的，

按上一年度三水区最低工资保障标准一次性补偿 6个月；具体企

业工人人数以当地社保部门核定参保人数为准。

（六）被征收人已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但未能在征收协议

约定的期限内搬迁或依法实施强制拆除的，不支付搬迁补偿及停

产（业）损失补偿费。

十一、征收奖励

被征收人在规定的时间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在规定的

期限内完成搬迁（关闭）并将物业、资产移交的，按不同时期和

标准给予奖励。

（一）关闭征收奖励

1、被征收人自征收实施单位发出动迁通知书之日起两个月

内签订补偿协议的，并在签订补偿协议之日起两个月内关闭搬迁

完毕且将物业、资产移交的，按土地使用权、建（构）筑物补偿

总额的 10%给予奖励；

2、被征收人自征收实施单位发出动迁通知书之日起三个月

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在签订补偿协议之日起两个月内关闭搬迁完

毕且将物业、资产移交的，按土地使用权、建（构）筑物补偿总

额的 8%给予奖励；

3、被征收人自征收实施单位发出动迁通知书之日起四个月

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在签订补偿协议之日起两个月内关闭搬迁完

毕且将物业、资产移交的，按土地使用权、建（构）筑物补偿总

额的 6%给予奖励；

4、被征收人自征收实施单位发出动迁通知书之日起五个月

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在签订补偿协议之日起两个月内关闭搬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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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且将物业、资产移交的，按土地使用权、建（构）筑物补偿总

额的 4%给予奖励；

5、被征收人自征收实施单位发出动迁通知书之日起超过五

个月仍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或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但未能在签

订补偿协议之日起两个月内关闭搬迁完毕且将物业、资产移交

的，则不给予奖励。

被征收人已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但由于特殊原因未在签订补

偿协议后两个月内关闭搬迁完毕且将物业、资产移交的，由被征

收人书面向征收实施单位进行说明，经批准后按批准的内容执

行。

6、依法实施行政强制拆除的，不给予征收奖励。

（二）搬迁征收奖励

1、被征收人自征收实施单位发出动迁通知书之日起三个月

内签订补偿协议的，并在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搬迁时间内搬迁完

毕且将物业、资产移交的，按土地使用权、建（构）筑物补偿总

额的 10%给予奖励；

2、被征收人自征收实施单位发出动迁通知书之日起四个月

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在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搬迁时间内搬迁完毕

且将物业、资产移交的，按土地使用权、建（构）筑物补偿总额

的 8%给予奖励；

3、被征收人自征收实施单位发出动迁通知书之日起五个月

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在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搬迁时间内搬迁完毕

且将物业、资产移交的，按土地使用权、建（构）筑物补偿总额

的 6%给予奖励；

4、被征收人自征收实施单位发出动迁通知书之日起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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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在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搬迁时间内搬迁完毕

且将物业、资产移交的，按土地使用权、建（构）筑物补偿总额

的 4%给予奖励；

5、被征收人自征收实施单位发出动迁通知书之日起超过六

个月仍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或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但未在约定

的搬迁时间内搬迁完毕且将物业、资产移交的，则不给予奖励。

被征收人已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但由于特殊原因未在征收

补偿协议约定的搬迁时间内搬迁完毕且将物业、资产移交的，由

被征收人书面向征收实施单位进行说明，经批准后按批准的内容

执行。

6、依法实施行政强制拆除的，不给予征收奖励。

十二、征收补偿款的支付办法

（一）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之日起三个月内支付补偿总额

（不含征收奖励）的 70%；完成搬迁（关闭）并将物业和资产移

交之日起三个月内支付补偿总额至 90%（不含征收奖励）；被征

收人将补偿范围内的《房地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不

动产权证》或其他权属证书（如有）等交给征收实施单位并配合

办妥上述权属证书注销手续之日起三个月内支付剩余征收补偿

款；被征收人能按约定期限完整移交被征收物业、资产（含完成

注销手续），没有破坏房屋等建（构）筑物现状和结构，征收实

施单位在接收完毕被征收物业、资产之日起三个月内将征收奖励

金额一次性支付完毕。

（二）若有抵押或者被查封的土地或房屋，由被征收人负

责办理解押、解封手续。

（三）被征收人在收到征收补偿款的同时，应主动向征收



- 11 -

实施单位提供收款凭据。

（四）本次征收补偿所产生的所有税费由被征收人和征收

实施单位双方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各缴各税。

十三、评估机构的选定和异议

（一）评估机构由征收实施单位在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并公告 30个工作日内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具体协商方式为：

由征收实施单位在佛山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中选取不少于三家

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供被征收人选择确定）；在规定时间内不能

协商选定的，由征收实施单位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

法》、《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佛府办﹝2018﹞22号）、《关于落实佛山

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工作的通知》（西办函﹝2018﹞40号）等相

关文件规定进行选取。

（二）被征收人对征收补偿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

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日内，向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复核评

估后按新评估值补偿；被征收人对原评估机构的复核结果有异议

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 10日内，向被征收地上建（构）

筑物所在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十四、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

针对因历史原因，原地上建（构）筑物所在的土地已征收并

且补偿完毕，但地上建（构）筑物未清拆、未补偿的历史遗留问

题分两种情况处理：

1、在征收决定公告发出前，被征收人对原地上建（构）筑

物已取得合法租赁手续的或凭证的，对未予补偿的地上建（构）

筑物按本方案第八条规定补偿给被征收人。已作补偿部分的土地



- 12 -

使用权不再作另行补偿，搬迁补偿、停产（业）损失补偿以及征

收奖励不予支付，在此前提下，地上建（构）筑物交付前的土地

占用费不向被征收人收取。

2、在征收决定公告发出前，被征收人对原地上建（构）筑

物未取得合法租赁手续或凭证的，对原未予补偿的地上建（构）

筑物不作补偿。被征收人在限定期限内完成搬迁的，地上建（构）

筑物交付前的土地占用费不再向被征收人收取。

在征收过程中出现其它历史遗留问题，则由征收实施单位按

照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文件规定处理。

十五、争议的解决

（一）被征收人对土地征收及地上建（构）筑物征收决定有

异议的，可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二）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在补偿决定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补偿决定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不搬迁的由三

水区人民政府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十六、附则

（一）自征收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所有抢建、扩建、加

建的地上附着物及抢种的各类植物，不予补偿；

（二）已进行关闭补偿的地上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

生产及办公设备、生产线设备、成品或半成品、原材料、基础设

施及附属设备设施、种植物等统一由征收实施单位处理，被征收

人应按期关闭、移交；已进行搬迁补偿的地上建（构）筑物及地

上附着物、生产及办公设施设备、成品或半成品、原材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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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设备、基础设施及附属设备设施、种植物等被征收人应按期搬

迁；

（三）被征收人在收到约定征收补偿款（按本方案第十二

条第（一）款）后拒交《房地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不动产权证》或其他权属证书等权属证书（如有）给征收实施

单位并不予配合征收实施单位办理上述权属证书注销手续的，征

收实施单位将依法申请注销被征收人的上述权属证书；

被征收人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后应保障被征收物业、资产

的完整性(包括防盗网、门、窗、水、电、生产及办公设备、生

产线设备、成品或半成品、原材料、基础设施及附属设备设施、

种植物等)，不得破坏房屋等建（构）筑物现状和结构；

（四）被征收人应主动配合征收实施单位开展工作，对辱

骂、恐吓、殴打动迁工作人员或阻挠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

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被征收人在规定的征收期限内拒不签订征收补偿协

议的，或者在本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不能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或

者土地及房屋使用权人不明确、产权纠纷尚未解决的，或者在签

订征收补偿协议后拒不搬迁的，征收实施单位将报请三水区人民

政府作出补偿决定，并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六）在征收过程中如遇有特殊情况，被征收人应提出书

面申请，征收实施单位将按实际情况另行处理。

十七、本方案未尽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八、本方案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