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常平项目 
深圳信立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位置示意图 

项目概况 

1. 土地性质：工业用地，使用年限50年（至2047年12月18

日） 

2. 土地面积：占地18512.01㎡，建面约1.9万㎡ 

3. 土地权利人：深圳市信立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 项目位置：东莞常平常东路151号，独门独院，交通位

置绝佳。项目10分钟内可到达东莞东火车站、常平动车

站、常平东轻轨站。 

5. 项目周边：周边商业住宅区成熟，人流密集，生活设

施配套完善，如：曼诺商业广场、翔盈国际酒店、土

塘公园、乐活park等。 

6. 交易方式：股权转让 

本案 



∗项目改造价值： 

项目概况 

1. 改旧方向： 

  符合东莞市三旧改造政策，目前项目已列入旧改标图建库，规划改造为工改工，建成后可

分割销售；改造无需贡献用地及补交地价。 
 

2、改造开发规模： 

  容积率可达3.0，开发体量可达8.5万平方以上改造后项目拓展空间大，高开间，操作空间

灵活，可实现产品定位的功能多样性。 
 

3、改旧使用年限： 

  改造后将重新约定使用年限为50年，仅需缴交年限补差约175万（94元/㎡），改造完成后

还可获政府财政补助约（约518万）。 
 

4、经济效益测算： 

  项目总成本3.19亿，销售收入6.6亿，净利润2.56亿元，净利润率80%。 



∗ 区位分析：常平镇位于东莞东部，地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中段，区域面积103平方
公里，南接深圳、香港，北通穗京沪，区域交通便利。  

项目基本信息 

 片区规划目标：未来常平镇将以现代化城镇和东莞东部中心城市为目标，以“一城两
站三园”建设为重点，发展成为珠三角区域性商贸物流与制造业基地。发展前景较好。  



∗ 项目现状指标： 
 

项目基本信息 

类型 数值 

用地面积 18512.01 

总建面 19892.84 

其中厂房 5467.46 

其中宿舍 2764.38 

其他 11661 

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地块较为规整，宗地面
积18512.01㎡，建面约1.9万㎡。 



∗ 交通 

项目基本信息 

本案 

 公共交通资源丰富：项目周

边2公里范围内有常平动车站、

东莞东火车站以及常平东站。  

 未来交通资源价值体现：3个

站点连接了东莞市各城区的

交通，也缩短了东莞市与广

深圳两市城际之间的距离。

对完善常平镇城市功能、提

升城市品位、繁荣城市经济、

增强城市承载力和聚集能力，

都具有促进作用。也对项目

自身价值起到提升的作用。  



∗ 配套及周边价格：周边生活配套设施丰富
完善。项目周边范围3公里内有多个商业中
心及酒店、景点、医院等。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 名称 

购物 

曼诺商业广场 

礼加诚购物广场 

霞坑综合市场 

酒店 

翔盈国际酒店 

金铂特假日酒店 

欧亚国际酒店 

医疗 

常平人民医院 

常平医院分院 

暨南大学附属常平医院 

景点 
隐贤山庄旅游风景区 

土塘公园 

住宅 
 

乐活PARK（均价1.4W） 

霞晖花园（均价1W） 

隐贤山庄 

霞坑市场 
霞晖花园 

乐活park 

曼诺商业 

翔盈酒店 

礼加诚广场 

土塘公园 

人民医院 

欧亚酒店 



厂房房产证 



宿舍房产证 



用地红线图 



∗ 标图建库：指每宗“三旧”地块在

影像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利

用规划图上进行标注，并建立“三

旧”监管数据库。 

 

∗ 该项目已向常平镇“三旧”办提交

了申请，且纳入了标图建库。 

标图建库 



东莞工改工适用政策 

政策限制1：产业准入 

• 准入目录：“三旧”改造产业类项目，产业准入目录包括工业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两

部分。 

政策限制2：配套设施 

• 配套设施：可按配套用地面积不超总用地面积的7%且配套建面不超过总建面的30%的比例，

统一规划建设配套设施。 

政策限制3：分割销售 

• 销售限制：工业生产使用部分可以分割预售或现售。 

• 分割条件：放宽“工改工”项目产权分割限制，工业生产使用部分允许全部分割销售，

不再限定总建筑面积和单栋建筑面积，分割销售单元最小建筑面积降低至500㎡。 

• 工业生产使用部分：指全部用作工业生产用途的独栋厂房，以《工规许可证》的建筑物

分层平面图明确的使用功能为准。 



∗ 财政补助 

政府补助支持 

根据东府办【2015】129号文，对在东莞市实施三旧改造的项目进行补助。  

补助总金额：约518万元。  

740480.4+4442882.4=5183362.8 

 

（1）拆除补助：对原有厂房自行改造的，补助40元/平方米；  

18512.01*40=740480.4 

 

（2）新建补助：容积率为2.0-3.0的，全部建筑面积补助80元/平方米；  

18512.01*3*80=4442882.4 

 

 



东莞工改工项目改造工作流程 

纳入标图建库阶
段 

控规调整 

改造方案编制 

缴纳土地出让金
及签订土地合同 

项目施工建设 

（已完成） 

（进行中） 



改造方案测算 

物业类型 面积 售价 销售额
（万元） 年租金 开发

成本 利润 税费
（25%） 净利润 税后成本

利润率 

新型厂房 47206 14000 66088.4 / 

31958  34130  8533  25598  80% 
配套设施
（15%） 8330 / / 

400-500万
元/年 

■若配套按建面常规15%计算，项目开发成本3.19亿，销售收入6.6
亿，净利润2.56亿元，净利润率80% 
 

■配套出租收益：400-500万元/年  
 



∗ 总经济指标 

项目开发经济指标 

序号 项目 数量 备注 

1 开发建设用地面积（㎡） 18512.01 

2 容积率 3.0 

3 总建筑面积（㎡） 85156 

4 计容建筑面积（㎡） 55536 

5.1 新型厂房（㎡） 47206 可分割销售 

5.2 配套商业、公寓（㎡） 8330 
自用、出租。 
总建面的15% 

6 地下车库（㎡） 29620 不计容（地下2层） 

7 机动车停车位（个） 846 按35㎡/车位计算 

用地面积18512.01㎡，容积率3.0，建面可达85156。  



∗ 开发成本 

项目投资估算 

序号 项目名称 体量 单价 金额（万元） 备注 

1 土地成本 18512.01 5226.34  9675.00    

1.1 重置年限价 18512.01 94.53  175.00  
价格=工业用途区片市场评估价-工业用途区
片市场评估价X剩余使用年限修正系数。 

1.2 土地款 18512.01 5131.80  9500.00  售价，股权转让 

2 前期工程费 85156 119.78  1019.97  【3】*6% 

3 建安工程 85156 2207.00  16999.53  总建面计算 

3.1 新型厂房 47206 2023.00  9549.77    
3.2 配套商业、公寓 8330 2237.00  1863.42    
3.3 地下车库 29620 1886.00  5586.33    
4 工程监理、报建费 20358 2.25% 405.44  【2+3】*2.25% 

5 不可预见费 20358 2% 360.39  【2+3】*2% 

6 管理费 30033 2.5% 692.36  【1+2+3】*2.5% 

7 财务费用 1662 10% 3323.34  【1+2+3】*60% 

8 旧改补贴 518 1 518.00    
总成本 / / 31958.03  总成本＝1+2+3+4+5+6+7－8 

项目开发成本3.19亿，整体楼面造价3752元/㎡ 



∗ 配套商业、公寓 

项目配套 

配套商业、公寓可按总建面的15%的比例建
设，可自用及出租。  

配套宿舍 

物业 面积 月租金 年租金 
（万元） 

配套
（15%） 8330 40-50元/㎡ 400~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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