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水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水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水富市 2019年
棚户区改造项目沙坪片区第一期土地收储

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

云富街道办事处，市直相关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水富市 2019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

沙坪片区第一期土地收储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1 年 8 月 2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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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富市 2019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沙坪片区
第一期土地收储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为认真做好水富市 2019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沙坪片区第一期

土地收储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结合水富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征收目的

推动水富市“港园城”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消除棚户区房屋

安全隐患，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提升人居环境和城市形象。

二、征收主体、征收部门和征收实施单位

水富市人民政府为本项目征收主体，水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为本项目征收部门，水富市云富街道办事处为本项目征收实施

单位。水富市人民政府授权水富港扩能工程中心作业区和水富港

物流园区征地拆迁分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负责本项目

征收补偿安置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

三、征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

造工作的意见》（国发〔2013〕25 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

估办法》（住建部建房〔2011〕77 号）、《云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办法》（省政府令第 195 号）等法律法规、文件和昭

通市、水富市有关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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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征收范围、规模、期限

本次征收范围为水富市 2019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沙坪片区第

一期规划红线内的所有土地、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涉及云富街道

双江社区、人民路社区、田坝社区的相关居民组，具体范围详见

项目土地收储和房屋征收红线图，征收期限以指挥部或者征收实

施单位书面发布的通知为准。

五、土地补偿

（一）公共设施、公共管理用地按划拨用地标准补偿。

（二）合法房屋建筑占地纳入房地一体评估补偿。

（三）其他项目补偿。

合法房屋建筑占地以外的土地及成片果树、林木、零星果树、

其它地上附着物、构建筑物、房屋附属设施、未办理合法手续建

筑物补偿，按照本方案规定的标准补偿。本方案未明确补偿标准

的，采用第三方机构评估、参照类似项目补偿标准或市场询价方

式，集体研究确定补偿标准。

六、被征收房屋类型、用途、性质、结构和建筑面积的认定

本方案所指的合法房屋：1.具备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

证、不动产权证书的；2.在市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办理了合法建

房手续但未办理房屋产权证的；3.因特殊历史原因未办理产权手

续，经征收实施单位（指挥部）会同房屋管理部门认定为合法的

房屋。

被征收房屋类型、用途、性质以《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

权证》《不动产权证书》载明的为准；建筑面积以实际勘丈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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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积为准，对实际勘丈面积与房屋产权证上载明的面积有异议

的，由具备房屋测绘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测绘，并由测绘机构、

征收实施单位（指挥部）、被征收人进行三方签字认定，若被征

收人拒不配合的，由不动产登记部门实地复核有关数据后，依法

更正产权证面积；房屋结构以实际勘丈登记的结构为准，有争议

的，以指挥部技术鉴定组鉴定结果为准。

其他未办理产权登记或有部分手续的房屋，由被征收人提出

申请后，征收实施单位（指挥部）会同房屋管理部门对房屋合法

性、面积和用途进行认定。简易房（简易棚）等达不到房屋规范

标准的不得认定为合法房屋。相关房屋产权手续未载明房屋用途

或载明的用途不规范、不准确，或同一房屋不同产权手续载明用

途不一致的，由征收实施单位（指挥部）会同相关部门认定。

七、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式

（一）房屋征收安置方式

1. 货币补偿安置方式。被征收合法房屋按评估价补偿后，

再按本方案规定的货币补偿安置奖励办法给予一次性货币补偿

安置奖励。

2. 产权调换安置方式。被征收人用于产权调换的合法房屋

的评估价值和相关奖励补助与产权调换安置住房在征收评估时

点的评估价值等价值调换。

（二）房屋征收补偿内容

1. 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1）合法房屋价值的补偿标准。根据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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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结果进行补偿。

（2）未办理产权证房屋的补偿标准。框架结构房屋，每平

方米 850.00 元；砖混结构房屋，每平方米 750.00 元；砖木结构

房屋（包含各种不同材质的瓦），每平方米 420.00 元；土木结构

房屋，每平方米 320.00 元；活动板房，每平方米 360.00 元；简

易房，每平方米 240.00 元；双层彩钢瓦棚，每平方米 120.00 元，

简易棚（含单层彩钢瓦棚），每平方米 90.00元。

（3）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

2. 临时安置的补偿。

临时安置补偿费标准按合法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每

月 10 元。临时安置时间从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并通过腾空交房验收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3. 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1）对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应当具备下

列条件：

①具有土地、房屋产权手续，或依法认定的合法建筑；

②经营者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且证照

上载明的经营地点与被征收房屋位置相符；

③市人民政府发布征收范围通告前正常生产经营；

④因房屋征收造成停产停业损失。

（2）停产停业损失费的补偿标准。

符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条件的，按生产经营房屋面积对应评

估价值的 5%进行补偿。大中型企业停产停业损失采取评估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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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确定。

4. 各种专项设施开户费的补偿。

被征收房屋水、电、气等各种专项设施（由被征收人提供相

关依据）的开户费，经调查核实登记后，按下列标准予以补偿。

给予补偿后，由被征收人到相关部门办理专项设施停用手续。

（1）水开户费：每户补助 680.00 元。

（2）电开户费：照明电每户补助 500.00 元。

（3）座机电话开户费：每部补助 108.00 元。

（4）闭路电视开户费：每户补助 462.00 元。

（5）宽带网开户费：每户补助 200.00 元。

（6）住宅天然气开户费：每户补助 4125.00 元。

（7）经营性用房天然气开户费：以被征收人提供天然气公

司出具的开户票据据实补偿。

5. 装饰装修的补偿。

装饰装修内容经现场实物指标调查登记，由评估机构通过评

估确定补偿金额。隐性装饰装修（现场实物指标调查登记无法调

查认定的墙内、地下部分）不予补偿。

6. 其他项目的补偿。

（1）炉灶：每户 400.00 元。

（2）楼隔：钢筋混凝土楼隔 120.00 元/平方米，轻钢结构楼

隔 100.00 元/平方米，木板楼隔 70.00 元/平方米，竹类及其他楼

隔 30.00 元/平方米。

（3）化粪池：完整可使用的，10 立方米以下的每个 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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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0 立方米以上的每个 4000.00 元。

（4）室外卫星电视接收器（天锅）：每个 220.00 元。

（5）水池：不分材质加盖 480.00 元/立方米，不加盖 380.00

元/立方米。

（6）空调拆装补偿标准：挂式空调每台（套）补偿 400.00

元，柜式空调每台（套）补偿 500.00 元，空调洞每个补偿 100.00

元。

（三）产权证件处理

被征收人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须同时交回被征

收房屋的《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者《不动产权证书》

等有效证件，未按时交回的，相关部门有权予以注销。

八、房屋征收补助、奖励条件和标准

从征收实施单位发出房屋征收书面通知中规定的签订协议

起始之日起计算，按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时间

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第 1 天至第 15天，第二阶段为第 16

天至第 18 天，第三阶段为第 19 天至第 20天，第四阶段为第 21

天（含第 21 天）之后。被征收人务必在签订协议后 5 天内完成

房屋腾空搬迁，超过 5 天完成搬迁的，按其超过的天数往后顺延

认定其协议签订时间，并以此重新认定兑现补助、奖励。

（一）搬迁费（搬家补助）

按产权户计发，第一阶段每户计发搬迁费 5000.00元；第二

阶段每户计发搬迁费 4000.00 元；第三阶段每户计发搬迁费

3000.00元；第四阶段不给予补助。大中型企业搬家费按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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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执行。

（二）签约奖励

按征收的合法房屋建筑面积计发，第一阶段给予被征收人每

平方米 60.00 元的奖励；第二阶段给予被征收人每平方米 50.00

元的奖励；第三阶段给予被征收人每平方米 40.00 元的奖励；第

四阶段不给予奖励。

（三）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补助

按被征收合法房屋建筑面积给予每平方米 72.00 元补助。

（四）物业费补助

按被征收合法房屋面积每平方米每月 1.5 元计算，给予被征

收人两年的物业费补助。

（五）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相关费用补助

1．测绘费。商业用房按被征收合法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2.04

元补助。住宅及其他用途房屋按被征收合法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

米 1.36 元补助。

2．办证登记费。以被征收的合法产权户为标准，商业用房

每户补助 550.00 元，住宅及其他用途房屋每户补助 80.00 元。

（六）货币补偿安置奖励

被征收人合法住宅房屋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按征收的合法

房屋建筑面积计发奖励，第一阶段给予被征收人每平方米 400.00

元的奖励，第二阶段给予被征收人每平方米 200.00 元的奖励，

第三阶段给予被征收人每平方米 100.00 元的奖励，第四阶段不

给予奖励。非住宅房屋不给予货币补偿安置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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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安置公摊面积补差补助

被征收人用合法住宅房屋产权调换温泉新区棚改安置房屋

的，给予被征收合法房屋用于产权调换部分面积 10%的公摊补

差。公摊补差部分以本次用于安置的住房的评估单价计算。

（八）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安置退城奖励

被征收人用合法住宅房屋产权调换温泉新区棚改安置房屋

的，给予被征收合法房屋用于产权调换部分面积 10%的产权调

换安置退城奖励。产权调换安置退城奖励以本次用于安置的住房

的评估单价计算。

（九）产权调换安置奖励

被征收人用合法住宅、办公及其他用途房屋产权调换温泉新

区棚改安置房屋的，按用于产权调换部分的面积计发产权调换安

置奖励，第一阶段给予被征收人每平方米 1000.00 元的奖励，第

二阶段给予被征收人每平方米 600.00 元的奖励，第三阶段给予

被征收人每平方米 400.00 元的奖励，第四阶段不给予奖励。

（十）特困补助

被征收人户籍在本次房屋征收范围内，家庭成员中有五保、

孤寡老人、烈士家属、残疾人（一级至三级）及其他特殊困难的，

提供相应有效证件、证明，积极配合房屋征收工作，按户计发，

第一阶段给予不超过 3000.00 元的一次性特困补助费。第二阶段

及以后不给予补助。

九、结算方式

（一）货币补偿安置方式的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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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方案规定的政策，以货币形式分两批结算，第一批结

算项目为：合法房屋评估价值、未办理产权证房屋补偿、临时安

置补偿费、各种专项设施补偿费、装饰装修补偿费、其他项目补

偿费、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补助、物业费补助、办理不动产登

记证书相关费用补助、特困补助、停产停业损失费，结算时间为

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之日，结算后及时兑付；第二批结算项目

为：搬迁费（搬家补助）、签约奖励、货币补偿安置奖励，结算

时间为腾空交房之日，结算后及时兑付。

（二）产权调换安置方式的结算。根据本方案规定的产权调

换安置政策，以货币化的方式进行结算，结算后扣除被征收人调

换的安置房屋评估价值，剩余金额以货币形式兑现给产权人，不

足金额由产权人按规定时间缴纳。

1．用于产权调换的合法建筑面积。被征收人用合法房屋进

行产权调换的，用于产权调换的合法房屋面积=产权人选择调换

的安置房屋面积÷[（被征收房屋评估单价+每平米住宅房屋产权

调换安置公摊面积补差补助+每平方米产权调换安置退城奖励+

每平米产权调换安置奖励）/选择的安置房屋评估单价]。当用于

产权调换的合法房屋面积小于产权人被征收房屋合法面积时，产

权人可继续预选安置房。用于产权调换的合法房屋面积不得超过

被征收合法房屋面积。

2．产权人按上述第一款预选安置房屋完成后，其被征收合

法房屋面积减去用于产权调换的合法房屋面积之后的剩余面积，

按货币补偿安置政策和方式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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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权调换安置分两次结算兑现。在按安置房评估价值扣

除安置房屋房款后，剩余部分结算兑现内容和时间与上述货币补

偿安置相对一致。

十、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户型和选房方法

产权调换安置房在温泉新区新建棚改安置房中符合入住条

件的房屋中提供。坝尾槽棚改安置房户型共 4 个，即约 96 平方

米、113 平方米、130 平方米和 149 平方米，最终以测绘办证面

积为准。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清安置房房款的，按签订房屋

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时间先后顺序选择产权调换安置房。未在规

定时间内完清房款的，按完清房款的时间先后顺序选择产权调换

安置房。当某一种户型选择完后，只能在剩余的产权调换房户型

中选择；在同一时间内有 2 户或 2 户以上的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

收补偿安置协议、交清房款的，以抽签方式确定选择产权调换安

置房的顺序。

十一、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定方式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或者无

法组织协商的，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

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也可以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或者被征收人

采取摇号、抽签等随机方式确定。

十二、房屋征收搬迁期限和搬迁过渡方式、期限

此次房屋征收搬迁期限为 2021 年 9 月 30日止；搬迁过渡方

式为被征收人自行过渡，征收人支付被征收人临时安置补偿费。

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过渡期为 3 个月，选择产权调换安置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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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集中组织选择安置房后 3 个月。

十三、本方案所称产权调换房屋，是指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

换安置方式后，由征收人提供给被征收人的房屋。

十四、被征收人在领取安置房钥匙时按规定缴纳首期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和物业管理费用；被征收人在办理房屋不动产权证书

登记时，需按规定自行缴纳税金及相关办证费用，涉及办证相关

事项由被征收人自行办理。

十五、在本项目土地收储及房屋征收范围内，被征收人有多

套合法房屋的，可按每套合法房屋进行分别补偿。

十六、征收人只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安置，不涉及承租人。

承租人与被征收人的经济关系，由被征收人自行负责处理。

十七、住宅房屋征收后，被征收人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优

先给予保障。

十八、本方案只适用于水富市 2019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沙坪

片区第一期土地收储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十九、本方案由水富港扩能工程中心作业区和水富港物流园

区征地拆迁分指挥部、水富市自然资源局、水富市住建局、水富

市云富街道办事处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水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8月 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