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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的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
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
理住房需求，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
环和健康发展。报告对房地产着墨不多，但态度和方向非常明确。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发
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表示，我国城市发展已进入了
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今年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将着力在“增信
心、防风险、稳增长、促改革、强队伍”上下功夫，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
事业高质量发展。

事实上，近年来，在为人民群众提供保障性住房、商品房和长租房
等多种选择的道路上，政府与市场多方一直在奋蹄扬鞭，为实现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人民群众的住有所居、优其所居。

人民的居住质量，涵盖环境、配套、建筑、房屋品质、社区生活、物
业服务、家居装饰等方方面面，每一项都影响着人们居住的幸福感、安
全感和归属感。

作为广东高质量人居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羊城晚报》精心策
划推出《高质量新人居·粤住粤美好》系列专题，听民声、访民意，全面
展示近年来广东人居领域的美好进程，献礼党的二十大，致敬美好人
居。

稳进焕新
共谱广东高质量城乡人居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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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为本，为民而建。
关乎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的事业

中，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是极其重要的
一项。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积极完善住房制度、保持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和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建筑业转型
升级等全方位推进全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从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
告可以发现，目前我国的住房
市场已经形成了商品房、保障
性住房和长租房“三足鼎立”
的格局。广东省始终坚持“房
住不炒”的定位，围绕稳地价、
稳房价、稳预期目标，稳步推
进房地产市场和住房保障体
系建设，为人民群众实现住有
所居。

在商品房市场方面，近年
来广东房地产市场整体保持
平稳运行。广东省房地产行
业 协 会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在
2011-2021 年期间，全省房地
产投资额从 4810 亿元增长到
17466 亿元，增长了 2.63 倍；
商品住宅的销售额从 5331 亿
元增长到 19458 亿元，增长了

2.65 倍，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
筑面积从34.40平方米增加到
38.79 平方米，增加了 4.39 平
方米。其间，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着力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
题，积极推动房地产长效机制
建设。

“房地产业对于推动经济
发展和改善住房民生发挥了
重要作用。”广东省房地产行
业协会会长王韶接受羊城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说，近
十年，房地产行业更加注重产
品力，注重融入中国传统文
化、绿色发展，注重全年全龄
社区服务，更加注重科技手段
与房地产行业深度融合，极大
地提升了房地产业的开发服

务水平和人们的生活质量，呈
现出“科技飞入寻常百姓家”
的新时代特征。

对于住房困难群体，广东
也在积极推进住房保障扩面
提质。“十三五”以来，广东已
如期构建全省“公共租赁住
房+共有产权住房+政策性租
赁住房”的住房保障体系，为
超过 106.6 万人实现安居梦。
广州公交集团电车有限公司
车长廖仲文是公共租赁住房
受惠者之一，他于 2017 年成
功申请了南悦花园一套三房
单位并顺利入住，他说，如果
不是政府把“基本公共服务行
业”从业人员纳入保障行列，
自己也不会如此幸运能拥有
这么好的居住环境。

羊城晚报记者（下简称
“记”）：近期在不少房地产
论坛上，“健康”“环保”“绿
色”等词语被高频提及，健
康人居的设计理念也出现
在越来越多楼盘的宣传资
料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的现象？

黄韬（下简称“黄”）：近
几年提“健康”概念的楼盘
确实是多了很多，不过就买
家角度来看，一般是相对高
端的楼盘买家更关心这个，
刚需型买家对此的重视程
度还是不够，他们更关心的
是楼盘是否做到平靓正，房
子划算就可以了。

冼剑雄（下简称“冼”）：

目前确实是中高端消费者
更关心“健康人居”，不过房
地产行业已经发展了这么
多年，很多观念都在逐渐发
生变化。现在越来越多人的
经济条件改善了，自然就对

“健康”有了更高的需求。
此前因为疫情，大家居家

的时间多了，自然会对更加健
康的生活方式有更高的关注，
这样的人群会越来越大，“健
康”是日后住宅发展的方向。

从我接触的开发商来
看，越来越多人越来越重视

“健康”设计，有的开发商对
此有不少自己的主张，也愿
意接受设计师一些新的理
念。

安身，而后乐业和立命。很多
人在踏上南粤大地的时候，都会想
在此安居，筑梦前行。他们或经过
自己的努力，或通过政府的助力，
最终实现住有所居，成为他们追求
美好生活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住有所居再上一个境界，是优
其所居。这里涉及三个主体，一是
居者本身，通过自己的装饰，可美化
居所；二是房企本身，它们为市场提
供越来越高品质的住房，以满足居
者更高的居住需求；三是政府大笔
描绘并实施，从碧水蓝天，到青山绿
道，从住房保障，到扩展城市公共空
间让更多人共话邻里家常。

住有所居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优其所居亦然。现阶段很多关于

“美好”的成绩，民众有目共睹且获
点 赞 无 数 ，但 我 们 也 要 清 楚 地 知
道，让人居、让城市变美，需要的是
持续投入——政府投入资金，企业
投入责任，民众则投入更多的干劲
和热情，让城市变得更加有活力。
粤住粤美好，是多方同心合力的结
果，是良性循环的呈现。

大江流日夜,奋进歌未央。愿
每一位奋进的人，圆梦南粤，越来
越好。

合力共投
“粤住粤美好”

稳市场稳保障，助民圆梦住有所居

一更新一振兴，提升品质居有美境
“这些年住在广州，体验到人

居环境的大进步。比如我们居所
旁边的绿道、口袋公园等，散步
十多分钟就能到；很多小区的适
老化改造，可以让很多身边人受
益，能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公交
通达程度在提高，我们出行尽量
选地铁了，更环保……”说起居
住广州的感受，广州大学房地产
研究所所长陈琳对记者很欣喜
地回应。而对于广东省体制改
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来说，

“从9层以下的楼梯楼到电梯楼
的普及、楼梯楼加装电梯”这一
点是他对住房领域感受较深的、

越变越好的变化之一。
人居环境品质的提升，离不

开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两大抓
手。近年来，广东各地实施城市
更新，用“绣花功夫”实现老旧城
区微改造，如粉刷外墙、加装电
梯、加开盲道、改善绿地公园、垃
圾分类、扩容停车位等，在提升
街区居住品质、公共服务、文化
活力、留存历史风情的同时，实
实在在提升居民幸福感。以广
州荔湾区泮塘五约为例，在正常
周末的晚上，到该地信步休闲的
人可能会听到吉他声里的浅吟
低唱，也可能在某个拐角处遇见

惊喜——这里是城市里经过微
改造更新的古村落，通过修复古
建筑及精准导入产业，成为了广
州极具影响力的民俗文化旅游
片区，不少“出走”的年轻西关人
因此也重返故地。

乡村振兴的过程，也是让乡
村变美的过程。官方数据显示，
广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覆盖率
由 2017 年的 62%提升至 2021
年的 99.8%以上，农村卫生户厕
普及率达95%以上，行政村集中
供水基本全覆盖、4G 网络实现
全覆盖。有山有水有田园，美景
美心美家园。

记者手记

“健康人居”是必由之路还是概念？
“健康”概念在地产

界高频出现，但也有人
质疑雷声大雨点小——

绿色、低碳、科技、智能……近几年人们留在家庭的时间越来越长，
对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也提出了更多需求，尤其是“健康”理念，这几年
常常被高频提及，并成为不少新楼盘的卖点。但与此同时，也有人吐
槽，所谓健康人居是概念多而落到实处少，贴上“健康”“环保”标签的住
宅，价格也偏高。

健康人居究竟只为高端住宅服务还是能飞入寻常百姓家？羊城晚
报记者和知名建筑设计师以及市场营销专家进行了深入探讨。

记：对于健康人居，还有什么努
力方向？

冼：减少装修、装饰过程中的
浪费应该也是“健康”“环保”的一
部分，趋势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
展。以前买楼对装修的视觉需求
是要足够豪华，强调要用更好的装
修材料，现在则更重视空间的舒适
度，讲求舒适与自然高效相结合
——即如今所说的“轻奢”。交楼
时的装修越来越轻，除了厨房、卫
生间等很难改变设计的空间以外，
其他空间大多采用简简单单的硬
装修，留了更大的空间给不同的业
主选择符合其喜好和生活方式的
居住空间。

空间装修简单，留白更多，也为
不同的布置方式预留了更多的可
能。比如说，客厅两面墙都预留了
电视等接口，并在更多的地方预留

了地插，这样空间布置就少了很多
阻碍，让客厅、餐厅、卧房、书房等空
间的关系，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另
外，现在国家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
很多部件在工厂已经预装好，这样
就减轻了很多现场装修带来的污
染，更加环保。

在实现健康、绿色、环保的过程
中，以前很关注节能，其实有时做不
到节能是因为不够智能。智能化系
统可以做到人走灯关，也能根据不
同的天气、场景自动调节灯光、窗帘
和遮阳，智能化产品的普及可以为
健康人居带来更好的体验。

黄：希望开发商和设计师在产
品设计时更有前瞻性，像以前的小
区设计没有考虑放快递的地方，现
在使用起来就不够方便，希望日后
的设计能够为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预
留更多空间。

记：在设备量产还没有实现之
前，从设计师的角度来看，您觉得

“健康人居”是否一定要和高大上的
设备挂钩，有没有更高性价比的落
地方式？

冼：可能很多人对“健康人
居”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晰，其实不
只将高大上的设备放到住宅区才
叫健康，能够做到减排、节能，也
是健康的。早在大约二十年前，
一些和健康人居有关的改良就开
始在广州出现。

当时我们在时代玫瑰园一期
的住宅设置了阳光电梯厅，让电
梯厅也有良好的通风和采光，并
结合邻里空间设计，在高层住宅
设置了绿化平台花园，让老人和
小孩可以在这里玩耍，当时这样
的设计很新颖。如今类似的设计
就更多了。

广州的气候比较温和，不一
定需要多高大上的设备，合理的
建筑设计，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健康人居”。要真正做好
健康人居，从住宅小区规划就要

开始：首先是更加注重整体规划
的合理性，比如说多采用点式布
局而不是超长的联体布局，这样
就能够让整个小区有更好的通风
和采光。

除此以外，增加不同层次的绿
化平台空间，可以让小区通风更
好，就算只是设置局部架空和局部
平台，小区的环境、景观、通风都会
得到提升。架空层、电梯厅等公共
空间要得到重视，如果自然通风做
得理想，这些空间可以少开灯，也
会有更多人愿意留在这里。

遮阳是值得重点考虑的问题，
广州气候炎热多雨，合适的遮阳板
不但可以晴天挡太阳，下雨天也可
挡雨，让雨天可以照常开窗、通风，
降低空调的使用频率。类似这样
预算不多、简简单单的设计很多，
只要做好了，室内居住环境就会有
很大的改善。

我们简单测算过，建筑设计合
理的话，广州至少有半年甚至是大
半年都不用开空调或暖气，但是一
样可以实现非常舒适的居住环境。

记：在这么多打“健康”牌的
楼盘里，有什么让你眼前一亮的
相关设计？

黄：很多楼盘对销售人员的
宣传培训已经具体到小区的温
度、湿度、体感等，有一些设施已
经成为很多楼盘的标配，如中空
low-E玻璃，它对住宅的隔音、
隔热还是很有帮助的。此外，在
中心城区的楼盘，新风系统也非
常普遍——这种单个的服务于
健康、环保的设施广州还是比较
常见。

但和北京、上海相比，广州
在这方面还是有差距，四五年前
我去参观过一个国企在北京的
楼盘，其中一个类似毛细血管的

楼盘内部环境循环系统就做得
非常好，减少了住宅开空调的时
间，做到了冬暖夏凉。

很遗憾的是，在广州，我至今
还没有看到类似的设备。其中的
原因应该是基于成本考虑。

二三十年前在房地产行业特
别流行喷水池，里面还要装上漂亮
的灯具，又比如花大价钱引进一些
外来的植物，这样的设计在卖楼的
时候是好看，然而后期维护成本特
别高，植物也很容易水土不服、在
几年后死掉，最后只能废弃。我不
希望现在看到的所谓“健康”的设
计，也是这样华而不实“一阵风”式
的潮流。

记：目前我们看到宣传“健

康”概念的楼盘一般都至少是中
档楼盘，是不是也都是基于这样
成本上的考虑？

黄：前几年我家装修，为达
到健康、环保、舒适、有科技感的
目标，足足耗时五年。

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真能实
现我理想中的健康环保的设备，
不但不太多，而且很贵。比如说
一个全屋净水系统，普通的也要
几万块，好一点的就要十万块以
上。对于一套总价几百万元的刚
需住宅来说，几万元的净水系统
可能就是房子售价的1%，如果让
刚需买家选择，可能他们中的更
多人会选择把这个成本变成折扣
给他，而不是非要在房屋中嵌入

这样昂贵的设备。
我觉得真正好的“健康人居”

不应是用很稀缺的材料、很贵的
设备来堆砌，不是只针对处于塔
尖上的楼盘，而是在健康环保的
同时有不错的性价比。健康人居
要做成食材简单易得、人人每天
都吃得起的蛋炒饭，而不是食材
工艺要求很高、价格也很贵的佛
跳墙。

冼：与“健康人居”相关的一
些设备还是新鲜事物，目前产销
量都还不是特别大，因此价格肯
定会高一点，甚至适用性也会差
一点，但万事都有一个过程，如
果这个产业发展得好，量做大
了，价格就会慢慢降下来。

“健康人居”应是大众化的“蛋炒饭”而不是“佛跳墙”

屡被提及的“健康人居”
普及程度有多高？

“健康人居”仍有许多观念需要改变

轻装修，也是一种“健康”
◀多层次的空中园林系统，将增加居住者的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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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居 环 境
的改善，大大提
高 了 居 民 的 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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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居环境的质量提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