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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身，而后乐业和立命。很多人
从踏上南粤大地的那一刻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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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一直是一个美好但具有挑
战的话题，于个人如是，于城市亦
然。为全面展示近年来广东人居领
域的美好进程，致敬美好人居，《羊
城晚报》精心策划推出了《高质量新
人居·粤住粤美好》系列专题，听民
声、访民意，了解问题，表达愿望，我
们希望通过文字、图片和影像等方式
记录属于大家的居住新时代。

方向不变，推动住房事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年之计在于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部长倪虹日前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2023 年房地产工作的重点
之一，是促转型。他表示，当前，房
地产市场已经从解决“有没有”转向

解决“好不好”的发展阶段，提升住
房品质、让老百姓住上更好的房子，
是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

这样的工作定位，与 2022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会议强调“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一脉相
承。而再往前的 2022 年 3 月，国家
政府工作报告就已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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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近年来，广东省在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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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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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与市场多方一直在奋蹄扬鞭。广东
省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王韶认为，近
十年来，广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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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民生地产属性更明确，
行业自信正在逐步建立，科技不断引
领房地产服务升级，房企转型升级步
伐正在加快。

初心未改，用心记录美好
人居历史进程

广东住房事业和产业的发展，我
们都在经历和感受。热爱生活的人
们会发现，这些年来，街角的小公园
多了、散步的小路地砖更平整了、天
更蓝水更绿了、居住的社区里绿化更
多更具艺术性了、日常出行更加方便
和智能化了、街坊邻里的交流更多了
……作为身负社会责任的媒体人，我
们不仅是广州这座城市发展的见证
者，更是居住领域深度的体验者，此
次，我们则作为用心的参与者，以广
度、深度和温度，借用文字和影像，
将广东、广州的美好人居进程精心
写进历史日记。

《羊 城 晚 报》民 生 新 闻 部 自
2022 年 5 月 20 日推出的年度重磅
策划《高质量新人居·粤住粤美好》，
至 2023 年 1月 13日收官，共持续近
8个月、239天。其间在《羊城晚报》

上刊发系列报道共计20期 40篇；相
关报道同步在学习强国、金羊网、羊
城派客户端等融媒体平台呈现，所
获阅读点击量超过 1亿次。

人们的居住质量，涵盖水电卫
生等环境、多项配套、建筑设计与
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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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列策划之所以
能获得过亿次的点击量，和报道选
题够全面、采访够深度有关——为
了全方位展示近年来的人居进程，
民生新闻部集合全部门之力、打通
各新闻线口，深入一线采访听取民
众心声，记录相关领域重要节点的
升级变化，用心呈现出大家心中的

“越住越美好”主题。
要实现越住越美好，离不开政

府、企业的责任和资金投入，也离
不 开 民 众 投 入 更 多 的 干 劲 和 热
情。“粤”住“粤”美好，是多方同心
合力的成果，是多方携手共进的呈
现。

大江流日夜，奋进歌未央。祝
愿每一位奋发图强的人，圆梦南粤，
越来越好。

●陈琳：希望人人安
居乐业共享美好

（广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
长、教授）

“粤住粤美好”这是很美好
的主题。我希望广东住房供应
能提供更多更有品质、市民又能
负担得起的住房，即多供应民生
好房，实现住有所居；对老旧小
区的适老化改造、配套设施的完
善持续推进，用绣花功夫有序开
展城市更新，进一步提高民众幸
福感与获得感，实现住有宜居；
乡村发展也须与城市发展同步
进行，为当地群众提供和城市一
样完善的公共设施与便捷服务，
实现城乡均衡一体化发展。我
希望在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
过程中，在同一片蓝天下，不管
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也不管从
事什么样的职业，人民群众都能
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安居乐业，
共享美好。

●黄韬：系列策划够
全面够细致

（广州中原地产项目部总经
理）

《粤住粤美好》系列规模宏
大，选题全面、细致，用不同的
角度、不同的主题呈现不同时
期的行业发展成绩，突出“越来
越”的变化，有总结、有提炼、
有多方专家的思考和观点，能
为行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作
用，对行业未来的创新也有一
定的启发，我们从业者也能从
中看到方向。我们非常认同和
赞赏这个专题策划。

十多年来，我们广州房地产
的户型不断探索创新，其追求实
用和舒适的宗旨一直在延续，大
家的居住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骆建云：城市更新
最终目的是增强人民幸
福感

（广州市城市更新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粤住粤美好”这个主题非
常精彩。广州是包容开放的城
市，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不是
地道的老广州人，但我依然以在
广州而感到自豪。我希望，在
这个城市里能体会到温暖，能
体会出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的
自豪和尊严，那样广州就是我们
最热爱的家了。

旧城更新是一项非常强调
系统性和统筹性的工作，目标是
创造高质量和具有持久活力的
城市生活，把能推动城市创新发
展的精英人才和企业吸引回归
城市中心。城市更新最核心的
是推动这项工作前进的政策与
机制的创新以及各方面事务的
整合与统筹，完善人与环境、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让人民幸
福感更强。

●罗佩：策划全方位
诠释了美好人居的理念
和发展方向

（广州市工程勘察设计行业
协会绿色建筑分会首届轮值会
长、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有限公
司技术总监）

美 好 生 活 离 不 开 美 好 人
居。在双碳背景下，绿色宜居、
健康舒适、低碳节能必将成为未
来人居发展趋势。羊城晚报《高
质量新人居·粤住粤美好》系列
的推出，为读者全方位诠释了
美好人居的理念和发展方向。
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
成立 40 年来，与广州同呼吸、
共成长，未来也将持续聚焦城
市与时代的变迁与需求，打造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居
所，营造居民健康和增进福祉的
智慧社区。

●王韶：房地产行业
水平和人们生活质量都
有极大提升

（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会
长）

《粤住粤美好》站位高，做得
好。住房问题，是从古至今普通
百姓最纯朴的生活追求之一。
住房不仅是百姓安身立命之所，
还是家庭最大宗消费，直接影响
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这些年来，房地产的民生地
产属性更加明确，科技引领服务
升级，也极大提升了房地产业的
开发服务水平和人们的生活质
量。顺应党和国家发展大势、顺
应国际国内形势、顺应美好生活
需要趋势，转型升级，跨界创新，
服务民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中国房地产
业依然拥有无限广阔的未来和
前景。

●王河：“粤住粤美
好”需要各行各业响应以
及市民积极参与

（广州市政协委员、南粤工
匠、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博
士生导师）

从过去福利分房过渡到商
品房时代，以及现在加速构建

“新发展模式”，广州的房地产市
场一直都比较平稳。随着“房住
不炒”定位的提出，各行各业都
积极响应，尤其是市民参与度显
著提升，出现了不少对家装设
计、空间改造的需求，证明除了
社会提供的硬件条件以外，人居
环境的改善还需要每个人的积
极参与。《粤住粤美好》系列定位
很准很高，报道展现了广东、广
州人居环境的整体提升，记录了
越来越好的过程，“粤住粤美好”
还包括邻里关系、低碳生活、配
套服务等各个方面，说明美好生
活的体现还在各种细节当中，各
方共同努力才能“粤住粤美好”。

●朱志远：重视历史
基因，实现“粤住粤美好”

（竖梁社高级设计合伙人）

“粤住粤美好”这个主题推
出得非常及时。我们的城市更
新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它
会引领我们走向更好的生活，
但这需要多方的积极参与，也
需要你我的共同努力。广州很
多旧厂里的工业遗址是最具价
值、个性，也是最值得重视的历
史基因。成功的旧厂改造，能
助力实现更多“粤住粤美好”的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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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新人居·粤住
粤美好》更多精彩内容，请
扫二维码

239天20期40篇报道！《羊城晚报》精心打造美好人居系列策划——

以民为本合力共建
高质量新人居粤住粤美好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玉霞

居住更美好
是希望也是努力的方向

各方反响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玉霞 徐炜伦

[编者] 由于时间、版面有限，各方反响未能一一尽录，在此对给予我们支持的各方人士一并表示感谢！

《高质量新人居·粤
住粤美好》系列策划启动
后，住房保障、城市更
新、城市管理、水电发
展、建筑设计、物业服
务、楼市营销、家居装饰
等领域的众多专家接受
了我们的采访，他们对这
个主题是如何理解的？
他们对这个系列策划有
何评价？有哪些愿望？
我们一起来看——

（以专家名字的首字母顺
序作为排序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