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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征收部门：贵阳市白云区房屋征收管理局

被征收人：李慧

根据 《白云区人民政府关于贵阳市白云区贵铝

金东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的决定》（白府发〔2018〕17 号）的规定，白云区金

塘东街 7 幢 2 单元 3 层 2 号李慧户房屋位于项目征

收范围内，应予征收。

经查， 被征收房屋办有 “筑房权证白云字第

14027851 号”《房屋所有权证》， 证载房屋所有权人

为李慧，用途为住宅，结构为混合，建筑面积为 62.20

平方米。

鉴于被征收人在征收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

门达不成补偿协议，为保障贵阳市白云区贵铝金东社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的顺利实施，根据国务院

第 590 号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

十六条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

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由房屋征收

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按照

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 之规定，现按照《贵阳

市白云区贵铝金东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作

出如下补偿决定：

一、房屋产权调换

（一）由房屋征收部门提供金东安置房 6 号楼 21

层 3 号房建筑面积 75.72 平方米住宅房屋一套， 与被

征收人建筑面积 62.20 平方米的住宅房屋进行产权调

换。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被征收人需补房

屋征收部门房屋产权调换差价款：75.72m

2

×7600 元

/m

2

-62.20m

2

×5873 元 /m

2

=210171.40 元 （贰拾壹万

零壹佰柒拾壹元肆角整）。 被征收人补清该房屋产权

调换差价款后产权调换房产权归被征收人所有；若被

征收人无力补清该差价款，则被征收人享有产权调换

房中应安置建筑面积产权，超安置建筑面积的产权由

征收部门处置， 被征收人按照相关规定交纳租金租

住， 待被征收人有经济能力并自愿补清该差价款后，

享有产权调换房产权。另房屋征收部门需补被征收人

搬迁费：62.20m

2

×8 元 /m

2

次×2 次 =995.20 元 （玖

佰玖拾伍元贰角整）。

（二）由于产权调换房为期房，过渡期为 24 个

月，本《补偿决定》送达后，若被征收人自寻房屋过

渡，由征收部门按《贵阳市白云区贵铝金东社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的规定向被征收人发放临时安置费：62.20m

2

×8 元

/m

2

月×24 个月 =11942.40 元（壹万壹仟玖佰肆拾贰

元肆角整）；如果产权调换房逾期交房，征收部门将

按照 《贵阳市白云区贵铝金东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相关规定

发放超期临时安置费。 若被征收人不自寻房屋过渡，

由被征收人向征收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后，征收部门将

提供周转用房给其过渡至产权调换房交付时止。

二、货币补偿

（一） 房 屋 货 币 补 偿 款 ：62.20m

2

×5873 元

/m

2

=365300.60 元（叁拾陆万伍仟叁佰元陆角整）。

（二）搬迁费：62.20m

2

×8 元 /m

2

次×1 次 =497.

60 元（肆佰玖拾柒元陆角整）。

（三）临时安置费：62.20m

2

×8 元 /m

2

月×3 个月

=1492.80 元（壹仟肆佰玖拾贰元捌角整）。

征收部门应货币补偿被征收人金额共计：人民币

367291.00 元（叁拾陆万柒仟贰佰玖拾壹元整）。 货币

补偿待被征收人向征收部门书面申请并确认搬迁期

限后 10 日内支付。

以上两种补偿方式被征收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方式。 涉及被征收房屋室内装修补偿费，由于被征收

人拒绝测量，将根据实际测量结果按照《贵阳市白云

区贵铝金东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的相关标准据实计算或根据第

三方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进行补偿。

三、根据《贵阳市白云区贵铝金东社区棚户区改

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规

定，被征收人在征收签约期限（2018 年 6 月 10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后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内

未签约，所以被征收人不能获得《贵阳市白云区贵铝

金东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补偿方案》规定的各项补助及奖励。

四、被征收人应在本《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搬迁完毕，腾空房屋交予房屋征收部门。

被征收人如对本《补偿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

《补偿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贵阳市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若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

政诉讼，在本《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

白云区人民政府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政府

2021年 11 月 24 日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房屋征收部门：贵阳市白云区房屋征收管理局

被征收人：周信平、吕文有

根据 《白云区人民政府关于贵阳市白云区贵铝

金东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的决定》（白府发〔2018〕17 号）的规定，白云区金

家山街 4 幢 1 单元 3 层 2 号周信平、吕文有户房屋位

于项目征收范围内，应予征收。

经查，被征收房屋办有“黔（2018）白云区不动

产权第 0002823 号”《房屋所有权证》， 证载房屋所

有权人为周信平、吕文有 ，用途为住宅，结构为混合，

建筑面积为 54.38 平方米。

鉴于被征收人在征收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

门达不成补偿协议，为保障贵阳市白云区贵铝金东社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的顺利实施，根据国务院

第 590 号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

十六条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

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由房屋征收

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按照

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 之规定，现按照《贵阳

市白云区贵铝金东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作

出如下补偿决定：

一、房屋产权调换

（一） 由房屋征收部门提供金东安置房 6 号楼

26 层 01 号房建筑面积 67.48 平方米住宅房屋一套，

与被征收人建筑面积 54.38 平方米的住宅房屋进行

产权调换。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被征收人

需补房屋征收部门房屋产权调换差价款：67.48m

2

×

7600 元 /m

2

-54.38m

2

×5873 元 /m

2

=193474.26 元（壹

拾玖万叁仟肆佰柒拾肆元贰角陆分）。 被征收人补清

该房屋产权调换差价款后产权调换房产权归被征收

人所有；若被征收人无力补清该差价款，则被征收人

享有产权调换房中应安置建筑面积产权，超安置建筑

面积的产权由征收部门处置，被征收人按照相关规定

交纳租金租住，待被征收人有经济能力并自愿补清该

差价款后，享有产权调换房产权。 另房屋征收部门需

补被征收人搬迁费 ：54.38m

2

×8 元 /m

2

次×2 次

=870.08 元（捌佰柒拾元零捌分）。

（二）由于产权调换房为期房，过渡期为 24 个

月，本《补偿决定》送达后，若被征收人自寻房屋过

渡，由征收部门按《贵阳市白云区贵铝金东社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的规定向被征收人发放临时安置费：54.38m

2

×8 元

/m

2

月×24 个月 =10440.96 元（壹万零肆佰肆拾元玖

角陆分）；如果产权调换房逾期交房，征收部门将按

照《贵阳市白云区贵铝金东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

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相关规定发放

超期临时安置费。 若被征收人不自寻房屋过渡，由被

征收人向征收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后，征收部门将提供

周转用房给其过渡至产权调换房交付时止。

二、货币补偿

（一） 房屋货币补偿款 ：54.38m

2

×5873 元

/m

2

=319373.74 元（叁拾壹万玖仟叁佰柒拾叁元柒角

肆分）。

（二）搬迁费：54.38m

2

×8 元 /m

2

次×1 次 =435.

04 元（肆佰叁拾伍元零肆分）。

（三）临时安置费：54.38m

2

×8 元 /m

2

月×3 个月

=1305.12 元（壹仟叁佰零伍元壹角贰分）。

征收部门应货币补偿被征收人金额共计：人民币

321113.90 元（叁拾贰万壹仟壹佰壹拾叁元玖角整）。

货币补偿待被征收人向征收部门书面申请并确认搬

迁期限后 10 日内支付。

以上两种补偿方式被征收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方式。 涉及被征收房屋室内装修补偿费，由于被征收

人拒绝测量，将根据实际测量结果按照《贵阳市白云

区贵铝金东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的相关标准据实计算或根据第

三方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进行补偿。

三、根据《贵阳市白云区贵铝金东社区棚户区改

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规

定，被征收人在征收签约期限（2018 年 6 月 10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后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内

未签约，所以被征收人不能获得《贵阳市白云区贵铝

金东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补偿方案》规定的各项补助及奖励。

四、被征收人应在本《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搬迁完毕，腾空房屋交予房屋征收部门。

被征收人如对本《补偿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

《补偿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贵阳市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若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

政诉讼，在本《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

白云区人民政府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政府

2021年 11 月 24 日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本报讯 “阿姨，天气冷了，家

里要注意安全用电， 有什么用电方

面的问题，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

日前， 南方电网贵州贵阳乌当供电

局工作人员来到乌当区东风镇云锦

尚城小区， 给小区居民现场讲解用

电注意事项， 并入户开展安全用电

检查。

随着冬季的到来， 用电负荷不

断攀升， 为营造良好的安全用电环

境，为广大市民提供便利，贵阳供电

局开展了“用电服务进社区” 活动。

工作人员在社区广场、 购物中心摆

“地摊”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

答疑等形式， 向市民宣传冬季安全

用电常识及电力设施保护等知识。

针对大家关心的阶梯电价、业

务报装、电费缴纳等问题，工作人员

一一耐心解答。 同时，工作人员积极

推广南方电网互联网渠道， 教大家

通过微信端缴纳电费、 查询电价电

量、用电报装等，让市民足不出户就

能办理用电业务。

据悉， 本次活动将在贵阳供电

局供电区域内广泛开展， 下属各分

局纷纷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开

展安全用电宣传， 做好用电安全检

查和整改工作，确保市民用电。

与此同时，为应对低温天气，贵

阳供电局组织工作人员对供电线路

和设备进行特巡测温， 及时掌握线

路设备运行状况， 并组织抢险抢修

队伍随时待命， 确保电网安全可靠

运行。

（张其琼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黎明）

贵阳供电局：

用电服务进社区

暖心服务解难题

近日，贵州省教育厅表示，将修订的

中考体育方案拟把游泳列入学生自选项

目， 让学生任选泳姿完成 50米和 200米

游泳。

将游泳纳入中考体育自选项有何意

义？有哪些难度？学校、家长和学生对此有

何反应？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走访。

游泳是重要生存技能。 如

今， 游泳即将被纳入中考体

育，多数学生家长乐见其成。

按照贵阳市“新中考” 要

求， 体育中考实施 “一年一

考” 的模式，统一现场考试项

目采用“1+N” 的模式，“1”

为每年必考的长跑项目，“N”

为其他体育考试项目，分别安

排在七、八、九年级的下学期

进行。 跳绳和立定跳远分别安

排在七年级与九年级进行，学

生选考项目足球、篮球和排球

“三选一” 则安排在八年级进

行。 根据贵州省教育厅回复人

大代表的提议，或将再次修订

中考体育方案，新方案拟将游

泳列入学生选考项目。

学生家长推测，若将游泳

列入中考自选项目，大概率是

在八年级进行，因此有必要在

小学阶段就让孩子学会游泳。

实际上，无论游泳是否被

纳入中考自选项，多数家长早

已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孩子应

该掌握游泳这项终身受用的

自救和急救技能。

家长 游泳是重要技能，乐见其成

教师 场馆与师资，是现实难题

采访中记者发现，贵阳市

具备游泳场馆并配备专业师

资的学校寥寥无几。

贵阳市第一实验中学的

杨韩忠老师表示，对于学生而

言， 游泳不仅能强身健体、愉

悦身心， 也是一项生存技能，

掌握这一技能很有必要。

杨韩忠认为，目前游泳教

学存在两大短板：一是贵阳市

许多中小学校并未配备游泳

教学场地，二是缺乏相关的游

泳专业师资队伍。 “学生想学

游泳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报校

外的培训班。 ”

贵阳市奥体培训中心中

级指导员段传轩告诉记者，要

成为专业的游泳教练员，需参

加游泳职业技能培训，通过职

业技能鉴定考试，获得国家体

育总局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

同时具备一定的工作年限，才

可以参与评定游泳社会初级

指导员和中级指导员。

学校 寻求校外资源，或为“破题思路”

破解对学生开展游泳教

学的现实难题，贵阳市环西小

学和贵阳市实验小学的实践

或许值得借鉴。

贵阳市实验小学是贵州

省内第一家将游泳课设为“必

修课” 的小学。 据该校副校长

廖宇飞介绍，游泳馆是利用学

校地下空间修建而成，一次性

能满足一百人左右的教学。 游

泳课程则聘请贵阳市奥体培

训中心的专业团队授课。

贵阳市环西小学则是云

岩区第一所挖掘周边体育资

源， 尝试体教融合新模式，开

设游泳课程的学校。 据介绍，

该校今年与贵阳市市民健身

中心启动了“游泳进校园” 体

育公益课程合作，面向部分学

生开展了游泳教学。

作为公益性体育场馆，贵

阳市市民健身中心明年还打

算就近与贵阳市第十七中学、

贵阳市第七中学开展合作，在

将场馆设施融入市民 “15 分

钟生活圈” 的同时，也为学校

提供场地和教练等支撑，共同

向中小学生普及和教授游泳

技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