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忘之角
尽管很多城中村地理位置优越，

但村里杂乱破旧的环境却和几百米
乃至几十米外的繁华城市景象形成
鲜明对比，交通、环境、治安、消防等
一系列隐患，都直接影响到当地居民
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财产安全。

“又遭贼了！ ”6 月 11 日上午 9 点多，
海口市博义村居民王世发离开家才一个多
小时，回来就发现家里已被洗劫一空，窃贼
剪断了防护网，砸碎窗玻璃，窜入屋内，席
卷了电视机、游戏机和电脑，然后带着赃物
扬长而去。

记者在博义村采访时正巧碰上了这桩
窃案，只见屋内一片狼藉，衣服被翻得乱七
八糟，地上到处都是碎玻璃，房间布置非常
简陋， 被偷走的几样东西算是这个家里最
值钱的了。 主人王世发叹了口气：“我都不
记得家里已被偷了多少回啦！ ”

王家还不算是最倒霉的，邻居庄梅菊家
已是连续三年春节遭小偷“拜年”，有一年
春节还连续来了两晚， 见庄家实在穷得没
什么可偷，就趁主人洗澡时“顺”走了手机。

在村口的关帝庙里，老人们正在闲谈，
看到记者后纷纷围了上来， 表达强烈的棚
改意愿。 63 岁的庄全胜带记者去看了他村
里的老屋，那房子已是破败不堪，卧室靠几
根粗壮的竹竿支撑着房梁。 庄全胜说，他已
经搬到村外，和子女一起住，村里不少房子
都是危房，台风来的时候，很多人临时躲到
关帝庙里避雨。

村里道路极其狭窄，两边“握手楼”林
立， 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在一处建筑垃圾
前，不知谁用黑炭笔写了“欢迎小便”四个
大字，越发让这个地方显得格格不入。

尽管博义村的居民早在 2005 年就由
渔民户口改为城市户口， 而且位于海口的
两大主干线———滨海大道和龙昆北路交界
处，地理位置优越，但村里杂乱破旧的环境
却和几百米外的繁华城市景象形成鲜明对
比，交通、环境、治安、消防等一系列隐患，
都直接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命
财产安全。

老人陆忠铭说，几十年前，博义村还是
个空气清新、看得见大海的小渔村。 然而随
着海口市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好，周边不断建
起高楼，将博义村淹没其中，这里渐渐成了
被遗忘的角落。

村民们告诉记者，当年玉沙村和博义村
只隔着一条河，玉沙村以农民为主，博义村
则是以渔民、 工人和城市居民为主， 按理
说，这边日子过得要比玉沙村滋润。 然而，
几年前玉沙村已经成功实现改造， 村民离
棚上楼， 住在海口新崛起的 CBD 京华城
里， 这让博义村的村民们非常羡慕，“这种
好事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们？ ”

博义村民盼望的好日子不远了。 日前
省政府通过了 《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
作的实施意见》，并召开全省棚户区改造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 2014 年至 2017
年， 全省将改造各类棚户区 16.12 万户，
其中海口市计划到 2017 年底全面启动棚
户区（城中村）改造总量的 60%。 像博义
村这样的棚户区居民都有望出棚上楼，迁
入新居。

海口市重点项目推进管理委员会副主
任王旭明说，2002年海口市和琼山合并后，
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而政府“绕开村落”
的空间拓展思路， 使很多村落被城市建成
区所包围，形成城中村。 据统计，目前海口
市主城区内现有 296个棚户区， 涉及约 17
万户 51万余人。

“城中村的居民长期居住在人口密度
大、居住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环境卫
生状况差、防灾减灾能力低的棚户区内，与
大多数市民生活居住水平反差极大， 居民
改造意愿很强烈。 ”王旭明说。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保障处处长
孙健告诉记者， 未来几年我省棚户区改造
工作的重点是城市棚户区， 而城市棚户区
集中在海口和三亚， 主要是指各种城中村
和城边村。

落脚之地
事实上，进城务工农民或许才是

海南大大小小棚户区真正的主人，虽
然只是租客，但他们的人数在许多城
中村都占有最高的比例，而城中村是
他们进城务工的落脚之地。 当然，在
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也包括为数不少
的大学毕业生， 城中村虽然条件差
些，但房租便宜、地段好。

“我不能说很喜欢这个住处，但起码它
给了我一个落脚的地方。”对于王涛和他的
家人来说， 眼下租住的这个房子谈不上满
意，房屋阴暗狭小，他的妻子还有妹妹正在
清洗晚上要用来烧烤的动物内脏， 不时散
发出腥臭味， 旁边 1 岁多的小外甥才刚刚
学会走路。

王涛一家四口不久前才从义龙路另一
个城中村搬到现在这个地方， 他们都来自
澄迈的乡下，“我们不会再种地了， 年轻人
都出去了。 ”王涛说，前几年他们兄妹都到
深圳一带打工，后来才回到海口，以卖烧烤
为生，以他们的收入和从事的工作来说，在
城中村租房是唯一的选择。

在深圳虽然工资更高， 但只能住在工
厂宿舍里，“那里没有家的感觉。 ”深圳的
高房价和高房租让他们觉得没有自己的立
足之地， 回到海口这样的城市是不错的选
择。 曾有清华大学教授建议深圳为解决打
工者居住问题走出新路。

事实上， 像王涛这样的进城务工农民
或许才是海南大大小小棚户区真正的主
人，虽然只是租客，但他们的人数在许多城
中村都占有最高的比例， 而城中村是他们
从农村到城市的第一站， 是农民进城务工
的落脚之地。 当然，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
也包括为数不少的大学毕业新生，同样，对
于他们来说，城中村虽然居住条件差些，但
房租便宜，地段好。

海南作为国际旅游岛， 服务业是重要
的支柱产业， 需要大量技能水平较低的就
业人群，包括外来务工人员，才能促进城市
繁荣发展。 近年来，三亚就出现了招工难的
问题，业内人士分析，三亚市内房租高，缺
少大量廉租的房屋， 是吸收年轻人就业的
一大瓶颈。

省住建系统一位官员表示，海口、三亚
等城市已向外来务工人员放开了公租房等
申请条件， 但他同时也承认， 由于房源有
限、地理位置较偏及申请认定繁琐等原因，
对于很多外来务工人员， 住上政府的廉租
房目前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 绝大多数仍
要靠棚户区解决。

王旭明告诉记者，对于棚户区改造，其
实无论从中央到地方， 都不主张完全大拆
大建，而是应该结合城中村的特点，多种方
式进行改造。

据了解，棚户区改造通常分三种：整体
拆迁、局部拆建和综合整治。

整体拆迁是目前最主要的模式， 是将
城中村改造为一般城市居住区， 涉及大量
拆迁补偿安置，各种风险较高，可实现内部
景观环境的彻底改善， 对周边城区影响较
大， 但也将造成现有居住人口较大规模外
迁。

局部拆迁是维持中低档次生活区功
能，拆迁量小，风险小，实施相对容易，可实
现局部的较大改善， 改造后维持中低档次
生活区功能。 海口市骑楼地区的改造将主
要采取局部拆迁的模式， 但这很大程度上
是为了保护一些老的特色建筑。

相比之下， 综合整治则可实现一定程
度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 可提高居民的居
住质量，实现整体环境的相对改善，改造后
继续承担廉租住房的功能， 但需要政府投
入大量资金。

王旭明坦言， 综合整治这种改造模式
实行起来难度很大， 大多数城中村内的房
子乱搭抢建问题严重，缺乏统一的规划，改
造成本太高，也难以实施。 “就拿消防这项
来说，很多城中村道路狭窄，消防车根本开
不进去，一旦发生火灾，后果难以预料。 ”

但也有业内人士表示， 对现有棚户区
的综合整治投入，从长远看，是值得的。 有
些改变可能并不需要花费太多， 比如在一
些治安状况不好的城中村加强巡逻， 多安
装一些摄像头，是可以缓解一些问题的。 关
键是政府要转变对城中村既有观念， 不应
再把它只当作城市的毒瘤， 必须割之而后
快， 而是把其当作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予以考虑。

上述人士表示，政府对于在城中村基
础服务设施投入上的态度有时候很像一
个保持错误观念的减肥者。 一个胖子不愿
意购买新衣服，很大程度上是抱持着认为
自己很快会瘦下去的信念，认为一旦花钱
买了大码的衣服，意味着自己对现在的身
材妥协，而将不再努力减肥。 同样，政府不
愿在城中村上投入过多的财力进行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
一直把城中村当作必须要尽快铲除的地
方。 殊不知城中村的改变需要很长时间，
而在此期间， 需要为这里的居民做些事
情。

（本报海口6 月 16 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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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未来 3 年半将改造 16.12 万户棚户区，今后城市面貌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与之息息相关的上百万人又将过上怎样的生活，面对民生与发展的考量———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柏彬

城中村路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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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城中村———坡博村，低矮的“握手楼”林立。 见习记者 陈元才 摄

然而，棚户区的改造却不仅仅是
出棚上楼这么简单。 记者调查发现，
在大多数城中村周围已基本形成了
比较完善的商业环境，村民的现代商
业意识也已基本形成， 更重要的是，
村民的生活来源也基本上依靠二、三
产业或全部是房租。

由于城中村保留了以家庭为单
位、 以宅基地为基础的居住用地，失
去了耕地的村民利用耕地补偿金建
造的高密度的、 用于出租的 “牵手
楼”， 适应了大量流动人口进城后对
低租金住房的需求，同时也增加了村
民的经济收入。

龙歧村就位于海口市中心商务
区， 同时也处于省级行政中心区，四
周有完善的市政道路和商业服务设
施。 记者看到，由于没有经过统一规
划，村内建筑布局混乱，新旧建筑混
杂，多以二到四层的私宅为主，由于
龙岐村地理位置优越，使流动人口的
居住地和工作地相重合，故这里颇受
租客们的欢迎。

在外人看来，城中村可能只是一
堆杂乱不堪的房子罢了。 但实际上，
由于历史悠久，人口稠密，这里的居
民包括外来流动人口，却形成了繁杂
紧密的联系网，有头脑的居民则利用
其中空间做小生意、开小店、经营家
庭式的小作坊，以此谋生。

在上丹村、在坡博村、在龙岐村、
包括博义村所在的盐灶路一带，记者
都能强烈感受到当地浓郁的商业氛
围，随处可见的小食店、美发店、杂货
店、老爸茶店，都有着非常旺的人气。
你要问一个老海口人正宗的打边炉
（海南火锅）要去哪里吃，多半他会
推荐你去盐灶路上大快朵颐。

“邻居很重要，很多客人都是熟
客。 ”坡博村一家茶店的老板符先生
告诉记者，在这里建立良好的关系是
很重要的， 只要和邻居相处得好，就
可以靠他们活下去，而且也可以和经

过的路人做生意。
显然，出棚上楼固然可以改善符

先生这样的城中村居民的住房条件，
但纯粹的住宅却无法提供空间给他
们经营店铺、作坊或其它生意。 而对
于城中村居民来说，没有商业空间的
住宅可能会导致他们永远无法自立，
打乱当地居民十几年或更长时间的
谋生方式。

或许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
早期玉沙村改造时，曾有村民提出要
独门独户，尽管这点由于土地集约利
用成本等原因一开始就被否决掉了。
但玉沙村后来的棚改在保障原居民
就业和稳定收入方面的探索被认为
是成功的，具有借鉴意义的。

玉沙社区党支部书记黄志伟
说，玉沙村改造后，原居民每人可以
每平方米 3500 元的价格购买商业
用房 18 平方米， 由集体统一出租，
这样村民每人每月能 得到租金
1000 多元 ， 同时集体经济还有
22500 平方米的店铺， 每月也有分
红， 原来的居民大多按人口可分到
两套房，一套自住，一套出租，赚取
租金。 此外，原玉沙村居民还有 100
多人在改造后的京华城打工， 也有
一份工资收入。 这几项加起来，保障
了玉沙村原居民在改造后能有长期
稳定的收入。

王旭明也告诉记者，海口市有关
部门曾测算，按现行市场价，一户普
通的玉沙村原居民 3 口之家，改造后
房产和铺面价值至少 100万元。

孙健说， 棚户区改造作为重要
的民生工程， 绝不仅仅是盖好房子
把原来村民迁进去就完事了， 就业
是很关键的一环。 我省在提出加快
推进棚户区改造时， 就特别加进一
条原则，要就地就近安置，方便生产
生活， 注重产业导入带动居民就近
转产就业， 着力解决好群众的长远
生计问题。

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
作的意见，明确指出棚户区改造不仅
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也是重要的发展
工程。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我省经济
增长下行压力明显加大。 全省地区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 7.3%， 比上年同期
回落 3.2 个百分点，低于全年 10%左
右的预期目标 2.7个百分点， 经济增
长面临许多挑战。

省发改委副主任朱华友说， 我省
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差，基
数小，海南的发展，投资仍然发挥着关
键性作用， 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抓项
目、抓投资上来，是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的重要措施。

在此背景下，省政府适时出台了
《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
见》， 提出要以抓好棚户区改造为契
机，有效拉动投资、消费需求，进一步
带动相关产业健康发展；以改善生产
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为着力点，大力
提升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国
际旅游岛建设发展品质。

朱华友告诉记者， 棚户区改造可
以直接带动安置房、市政配套设施、社
区配套服务、商业地产等方面投资，催
生市场消费潜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同时棚改的产业关联度强， 可以带动
相关产业发展，有效消化水泥、建材、
钢铁、家电等上下游产能和产品，持续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推动经济稳定
增长。“经有关金融机构测算，未来几
年我省棚户区改造可以有效拉动社会
投资 3000亿元左右。 ”

此次棚改， 我省一大特点是结合
城乡统筹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小城
镇建设，将建制镇纳入城市棚户区改造
范围，并将具备棚户区特征的小城镇危
旧房纳入城市棚户区改造范围。

王旭明说， 海口市棚户区改造是
有选择性的分步实施，会优先考虑民生
问题比较突出的城中村；影响城市品质

的城中村， 如重要道路两侧的棚户区；
以及处于比较特殊位置的城中村，如正
在进行的棚改的灵山镇，由于紧邻飞机
场，属于海南重要门户；最后才考虑商
业价值。

灵山镇棚改项目的开发商绿地
集团海南房地产事业部常务副总经
理方东兴告诉记者，此前该公司在上
海等省市也参与了一些棚改项目，得
出的经验是， 棚改是一项系统工程，
不仅要将拆迁的居民安置好，还要进
行整体规划和业态布局，包括路网及
周边学校、医院、邮政等各方面配套
设施要跟上。

据了解， 灵山镇的棚改目标是建
成包括以空港物流产业、 特色休闲娱
乐产业、 临港旅游服务业为主导产业，
具有国际风情小镇风貌的综合性城市
片区； 而该公司参与的另一个棚改项
目———海口五源河片区则旨在打造集
竞赛、训练、体育休闲、康复疗养、文化活
动、商业商务、旅游度假为一体的城市
大型文化体育综合体和旅游度假区。

资料显示，2013 年我省城镇化
率为 52%左右，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54%。 如果再扣掉农垦现有的常住人
口，我省的城镇化率则更低。 目前，我
省推进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
的城镇化。 “城镇化不能一边高楼林
立，一边棚户连片。 ”朱华友说，棚改
能够集约土地利用、 完善城市功能、
进一步提升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和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城镇化质
量；也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

有鉴于此，我省未来几年将把棚
户区改造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将其列
入今后的省重点项目计划，严格按照
“六个一”责任模式推进项目建设。朱
华友说，棚改是项长期工作，在我省即
将开始的“十三五”规划中，也会占据
重要分量。“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
下寒士俱欢颜”， 要通过棚户区改造
让改革成果真正惠及普通百姓。

生存之区
显然，“出棚上楼” 固然可以改善很多城中村居民的住房条件，

但纯粹的住宅却无法提供空间给他们经营店铺、 作坊或其它生意。
而对于城中村居民来说，没有商业空间的住宅可能会导致他们永远
无法自立，打乱当地居民十几年或更长时间的谋生方式。

兴旺之镇
棚户区改造可以直接带动安置房、市政配套设施、社区配套服

务、商业地产等方面投资，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同时棚改的产业关
联度强，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经测算，未
来几年我省棚户区改造可以有效拉动社会投资 3000 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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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曾经的城中村———海甸溪北岸，改造后新楼林立。 见习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口城中村———坡博村的各种营生 。 见习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