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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伊始，“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浙江全面启动。为推动“最多跑一次”改
革决策落地，市国土资源局按照市委市政府“六争攻坚、三年攀高”决策部署，不
断优化办事流程，进一步强化服务群众意识，大力推进高效服务、贴心服务、便捷
服务，以“业务提速”“同城通办”“高质稳办”办理为抓手，全面推进登记办理提
速提效，努力深化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次”改革。

不仅做好改革的领跑者，还要做好改革的深化者。市国土资源局不断深入推进
不动产登记工作服务争效，截至今年 6 月底，我市共发不动产权证书 117 万余本，
证明 50 余万本；其中我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日均受理办件量近 2000 件，日均发
证量达740本，先后获评第二届全国行政服务大厅标准化优秀奖、“全省不动产登记
便民利民示范窗口”等荣誉称号。

从落地生根到办事效率大大提高，我市的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次”改革，从
物理整合逐步推进到化学融合的阶段，多维度释放改革红利。

近期，宁波市不动产登记服务
中心结合中心品牌文化建设，进一
步优化窗口布局，增加指引标识，优
化样表填写区、宣传公告栏等，实现
办理区域软隔离，并配备饮水机、湿
巾、纸巾、糖果、老花镜、宣传手册、
办事指南等物品，以贴心细节体现
温馨服务，让群众宾至如归。

市中心开展多元服务，优化便
民服务体验。实行三部门联合导
服，开展资料预审，落实好答疑解
释“一口清、一口准”；成立“蓝
马甲”服务队，践行“跟我来、我
帮您”；开展无午休和延时办理服
务，努力做到群众不回去，窗口不
打烊；开辟联合值班制度，开展每
周一天领导坐班，在中心五级疑难
问题处理机制的基础上，切实解决
好群众的合理诉求并做好历史遗留
问题的解决。同时，定期联合契税
部门人员为年满 80 周岁或因病、

因残行动不便但神智、语言表达清
晰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提供免费
上门服务，并为特殊群众开通绿色
通道。

市中心以办“一件事”为导向，
不断优化流程，努力实现群众“快办
件，早领证”的殷切期望。实行“一窗
受理”，开展 3 次业务大提速，逐步
实施开展抵押、过户等登记业务 60
分钟办结内部试运行，不断扩大同
城 通 办 业 务 范 围 。并 应 用“ 互 联
网+”，开展“微信+电话+网站+自
助机”多通道及自助查档、自助缴费
等多元化服务。扩大进驻银行的抵
押一站式窗口开设范围，方便按揭
群众在贷款银行直接办理业务。

同时，江北不动产登记办理点
也同步推进、同步发力，以焕然一新
的面貌、优质升级的服务迎接办事
群众的到来，为“最多跑一次”改革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市中心
奏响不动产登记服务升级三部曲

近来，北仑区不动产登记服务工
作以整改提升为抓手，强化服务设
计、制度完善和设施配置，强化“一站
式”引导,多方位升级“跑道”，实现服
务提质增效。

通过功能分区、标识指引、窗口
业务类型精准显示等，实现“一站式”
引导，辅以便捷的“APP”二维码指南、
自助取号预审机、自助档案查询机、满
意服务评价器等，提高服务对象自主
参与度，同时，开辟儿童益智区、母婴
室、自助休闲区，通过合理分区优化办
理秩序，引导全流程高效办理。

升级“全流程”跑道,简化部分事
项审核环节。7 月 2 日起，北仑将 43

项不动产登记业务全面提速至 2 个
工作日以内办结，平均提速率175%。
打通内部环节，将关联业务职能全部
入驻不动产登记服务大厅，减少内部
流转时间消耗。延伸容缺受理服务，
北仑在全市率先实行容缺受理“便民
卡”，对不符合容缺受理法定要件的，
实行“一对一”约定服务，二次上门时
即时受理，实现跑道升级、服务提速，
43 项业务提速以来已办理 17250
件。

做好靠前服务和事后保障的同
时，北仑由“蓝马甲”流动小组提供前
期咨询，由中层值班长对“不能一次
性跑完”的事项进行事后协调。

北仑
强化“一站式”引导 升级“全流程”跑道

今年以来，鄞州不断加大高效
办证改革力度，改进便民利民服务。
8 月 27 日启动“60 分钟办结”模式，
除了区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
口由原来的2个工作日缩减到60分
钟办结，姜山、邱隘、咸祥、横溪等地
的不动产登记服务点也同步推进，
全区 5个不动产登记服务点实现全
面提速。

8 月 27 日，是鄞州区不动产登
记全面启动“60 分钟办结”模式的
第一天，家住格兰云天的刘先生来
到区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大厅
办理二手房转移登记业务，在工作
人员的指导下填写好相关申请信
息，9时 25分受理初审，9时 58分复

审核定，10时01分缮证……40几分
钟后，刘先生笑容满面地将不动产
权证书放入包中。

“不动产窗口受理点对普通商
品房全面启动‘60分钟办结’模式，
在工作标准不降低、依法依规办证
的前提下，精简原来的审批流程，更
好服务群众。”鄞州分局不动产登记
服务中心主任许佳立说。

启动“60分钟办结”模式第一天，
全区共受理并办结相关业务224件。
下一步，鄞州分局将对人员调配以及
内部流转环节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并
结合“跟我来、我帮您”蓝马甲服务小
组、便民服务卡等便民服务，进一步
提高不动产登记服务质量。

鄞州
实行不动产登记“60分钟办结”

近日，余姚市行政服务中心不
动产登记窗口发出了“预告登记”转
让不动产权证，权利人为宁波佰钢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该“预告登记”
方式系全国土地二级市场改革试点
以来的全国首创，既加快了土地开
发投资，又保障了资源的良性流通，
得到了国土资源部的充分肯定，并
在各地广泛推广。

据悉，宁波佰钢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地块位于河姆渡镇罗江村，面
积 6596平方米，为余姚国有建设用
地二级市场首宗“预告登记”地块，
于去年 10 月通过“土地超市”以
534.276万元的价格成功转让，并依
法办理了不动产“预告登记”。今年
4月，该地块顺利办理施工许可证，

由受让方按照“先投入后转让”的原
则进行开发建设，待达到转移登记
条件时正式办理转移登记手续。

据介绍，为切实破解“未完成开
发投资总额25%以上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不得转让”的难题，余姚探
索以“预告登记”方式为“未完成开
发投资总额25%以上的国有建设用
地”办理转让，受让方可凭《不动产
预告登记证明》办理项目开工相关
手续，待开发投资总额达到法定要
求时，再依法办理转移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余姚市已有 12宗土
地以“预告登记”方式办理转让，
其中 3宗已办理施工许可证可开工
建设，预计可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2.3亿元。

余姚
全国首创“预告登记”破解企业转让难题

8 月 24 日，慈溪市不动产登记
服务中心与金融服务战略合作暨不
动产登记延伸服务在慈溪市农村商
业银行网点试运行，将传统在行政
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的不动产抵押登
记业务“搬到”了银行，标志着慈溪
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实现从“最多
跑一次”到“现场就办理、一趟不用
跑”的新跨越。

不动产抵押登记延伸服务是继
“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联办”业务之
后又一次大胆创新，充分利用了银
行网点辐射广、分布密的特点，实现
部门间不见面审批、群众跑零趟的
多方共赢。办事群众只需向银行提

交资料，就能直接完成抵押权首次
登记、抵押权注销登记等业务的办
理，彻底打破了以往“银行——不动
产登记服务中心——银行”“折返
跑”的办理模式，真正实现了“现场
办、零跑腿”。

慈溪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将
在农村商业银行试点的基础上，逐
步推广至市内的其他金融机构及网
点，让市民实现“就近办”，同时，指
导、督查银行抵押登记代办情况，加
强业务考核和保密培训，提高受聘
人员的服务水平。下一步，将进一步
拓宽不动产抵押登记范围，为市民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服务。

慈溪
不动产抵押登记跑出新速度

宁海县国土资源局瞄准“不动
产登记全国样板”目标，实现集中
场地办公、窗口整合到位，集中制
度管理、组织人员到位，集中计时
审批、服务举措到位，内清障碍、
外扩服务，登记速度屡创新高。

针对不动产登记受理与审批分
离，档案两地流转的现状，国土资
源局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全部工作
人员进驻县行政服务中心。采用分
组结对协作的形式，无缝对接“受
理-审批岗”，确保前台受理完成
后，后台即时审批出证。同时，在
设置综合窗口的前提下，其他所有
纯不动产业务实行平行受理。

建立“坐班长”“值班长”和
“蓝马甲”等制度，健全“日点

评、周分析、月制度总结”、定期
回访等工作机制。针对不动产登记
队伍庞大、管理复杂的状况，通过
业务培训、礼仪培训等方式，加强
对工作人员的能力培训和职业素养
教育。

科 学 设 置 “ 受 理 ” —“ 审
批”—“出证”3环节各20分钟分
配制。受理环节，在叫号机上设置
20 分钟倒计时，加速受理完成，
只准快、不准慢；审批环节，在审批
系统里加装时间提醒设备，将 20分
钟科学分配至审批环节各个节点，
确保节点“零间隙”；出证环节，20
分钟内完成不动产登记证出证及公
共服务业务办理。实现了流程与流
程间环环相接、高效运转。

宁海
“三集中三到位”打造标准化服务

象山县国土资源局积极践行
“新举措”、提升“星形象”、奉献
“心服务”，努力推进改革，打造不
动产登记升级版。该局不动产登记
中心增加联动服务窗口 4个，日均
办件559件，实现综合提速80%，致
力打造一支业务过硬、服务过硬的
窗口队伍。

象山不动产登记中心优化办事
流程、精简审批材料，先后推出不
动产登记全县通办、支付宝移动缴
费、不动产登记进度短信提醒等
10 余项便民服务举措，6 月 28 日起
该县全面实行 2 个工作日办结，其
中抵押登记、存量房转移等 35个与
群众关系密切、办件量较大的事项
实行 60分钟办结领证。此外还与住

建、税务等窗口通力合作，实行“一
窗受理、集成服务”，5月1日起实行
全业务无差异受理，短短 4个月，全
窗受理办件量达到29169件。

为打通最后一公里，让工作更
具民生情怀，该局坚持从群众实际
需求着手，努力在各个细节上下功
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群众
满意的“最大公约数”。对因行动
不便等特殊原因造成本人无法到现
场办理的群众，待核实情况后，已
多次开展上门服务。此外还推出

“远程申报、网上审核”新模式，
与银行建立业务互联平台，在银行
窗口预受理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

“跑一次”即实现企业、群众办结
抵押登记。

象山
打造不动产登记升级版

推进高效服务推进高效服务、、贴心服务贴心服务、、便捷服务便捷服务

我市深化不动产登记我市深化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

象山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开展上门服务

撰文 陈芳 胡佳敏 孙吉晶 供图 市国土资源局

9 月 4 日下午 5 时，不动产登记
中心招宝山窗口的工作人员正准备
下班，来了 3 位办事群众，“对不起，
我们是北仑信用社和卓润公司的，你
们是不是要下班了？还能办理注销和
再抵押吗？”“可以，请提供下资料
吧。”一个工作人员回答。“我还没整
过，都在这里了。”那人边从公文包里
取出一沓厚厚的资料边说。接待的工
作人员一看傻眼了，办事群众不仅资
料没整理，申请表也没填写，而且还
是申请对 6 套房产分别进行注销和
再抵押。“那就一起做吧，我们一个指
导填表、一个配号、两个受理、一个注
销审核，反正银行和企业的人都在，马
上签字就行。”另外同在的4个工作人
员二话没说，就边分工边开起了电脑。
大家有条不紊地分工合作，直到 5时

45分，终于把业务办完了。“真的不好
意思，让你们下班晚了，谢谢！”他们表
示歉意。“没关系，但是明天来领证的
时候请一定要把今天该补的资料带过
来。”原来，6项注销业务银行方面才准
备了一套登记资料，所以需另外再补5
套资料，做了“容缺受理”。

类似的延时服务、容缺受理对镇
海不动产登记工作人员来说已是家
常便饭，他们以“百姓事无小事”“群
众没办完，窗口不打烊”的理念踏踏
实实为办事群众和企业服务，凡事进
行换位思考，不断拉进政府部门与服
务对象的距离，让优质的服务真正走
进群众的心底。据统计，截至目前，镇
海不动产登记中心共开展延时服务
479人次，延时服务164小时，开展上
门服务12次。

镇海
“群众没办完 窗口不打烊” 近期，奉化区以不动产登记

“最多跑一次”实现率满意率整改
提升行动为契机，破除部门壁垒，
合力推进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
次”提速增效，提升群众满意度。国
土联合住建、税务部门建立领导坐
堂制度和值班长制度，三部门领导
班子成员轮流坐班，现场观摩、体
验办事流程，深入掌握不动产登记

“最多跑一次”实施和整改进度，值
班长每日定期巡查大厅工作情况，
及时补齐工作短板。针对督查和巡
查过程中发现的工作难题，提交不
动产登记中心疑难杂症会商小组
或局长办公会议研究解决办法。

同时，自我加压，对不动产登
记工作全过程全面梳理，优化整合

部门间办事流程，删减重复环节，
变串联为并联，缩短办理时限，提
高工作效率。针对新拍卖地块，删
减做证时需再次测量这一环节。改
变以往竣工验收和权调测量串联
办理为并联受理，窗口一次性受理
材料，两部门工作同步开展，实现
竣工验收完成即权调测量结束。理
清权调和测量工作职责，明确各环
节工作时限，确保职责清、时限明、
责任清。今年 1 月至 8 月，共办理挂
接权调凭证 7000余件，房地外业测
绘 2113 宗，完成权籍调查 1000 余
件。多次召开协调会，研究制定了

《不动产权证换证相关问题及处置
办法》（征求意见稿），为下步快速
分类处置提供了具体的操作办法。

奉化
合力推进“最多跑一次”提速增效

北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蓝马甲指导进行取号预审

2018 年 6 月 11 日，海曙区不
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办事窗口正式对
外办理业务，标志着海曙区区级不
动产登记中心窗口正式成立。相比
其他区县 （市） 的中心窗口，海曙
在硬件、软件、技术、人员等各方
面存在较大差距。面对“最多跑一
次”改革的要求和群众的强烈需
求，海曙苦练内功，克服困难，实
现了“快速承接、快速成长、快速
跟上”的目标。

海曙区中心窗口运行三个多月
以来，在服务上，推出“蓝马甲”
服务队、导服咨询、延时服务、无
午休窗口、增开窗口、绿色通道，
特殊情况上门服务等方式，让群众
切实体会到服务的变化。在效率
上，加快办理速度，6 月和 9 月两

次“提速”，现在试运行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
60 分钟办结，房地产抵押首次、
变更、转移登记 60 分钟办结。目
前，区中心窗口现有不动产事项的
90%均已实现了60分钟办结。在通
办上，打破区域壁垒增强办事便利
性。7月16日起对核发不动产权证
的部分业务实施市三区范围内同城
通办。8月27日起，扩大通办业务
范围，将 2005 年后核发的权属证
书均纳入通办业务范围。

同时，高标准、严要求，自我
加压，不但区中心向市中心看齐，
集士港分中心窗口也向市中心、区
中心看齐，同步实现“提速、通
办”等各项市局布置的要求，努力
让群众满意。

海曙
从无到有，快速跟上“最多跑一次”步伐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导服咨询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