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2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曹爱方
责任编辑/陆 旻

A5综合/特别报道 NINGBO DAILY

自去年 10 月正式上线以来，
我市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平台
已受理全市各类登记事项约 16 万
件，调用部门共享数据约 130 万
条 ， 其 中 省 级 部 门 数 据 约 90 万
条，极大提高了窗口人员工作效
率，方便了群众办事。

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不动产登记“一窗受
理”，是指以市大数据共享平台为
依托，通过开发建设数据共享接口
和升级改造全市不动产交易、税务
和登记三部门自建业务系统，在受
理环节实现了交易、税收和登记信
息的自动关联和实时交换，改变了
以往三个部门人员收取三套材料、
登陆三套系统、录入三套数据的模
式，通过打破部门信息孤岛，达到

“一次填报、大家共享”“一次变
更、全网更新”和“一个数据用到
底”的目标。

平台还包含公安、民政、工商
等部门数据以及对应的证照信息，
集成了公安部门的可信身份认证服
务、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的查询服
务、电子签章等，通过共享部门信
息，窗口受理人员能实时获取和核
验群众提交的各类受理材料信息的
准确性和真实性，提升了登记的便
利度和安全性。

此外，平台的投用，也为各区
县 （市） 加快实施不动产登记“最
多跑一次”改革，实现不动产交
易、税收和登记从物理集成向信息
集成的转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一窗受理”平台具体有哪些
好处呢？

据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介
绍，首先，“一窗受理”平台加强
了部门数据共享，而数据共享利
用程度直接关系到登记发证工作
的 效 率 。 在 受 理 环 节 ， 通 过 交
易、税收和登记信息的实时共享
交换，办事群众只要填报一次信
息，三大部门就能共享此数据；
数据到一个窗口变更，就能实现
全网更新，从而达到“一个数据
用到底”的目标。

其次，“一窗受理”平台实现
了交易、税收和登记业务从物理集
成向信息集成的转变。平台以市大
数据云计算中心为依托，对接浙江
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体系、市

“统一受理”平台，市住建和市税
务自建系统，通过系统建设，实现
不动产登记相关的交易、税收和登
记业务的一并申请，信息一次录
入、资料一并上传，为不动产登记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全城通办
和“一证通办”等提供了平台支
撑。

第三，“一窗受理”平台全面
应用，打破了受理时间和地点的限
制，逐步实现全市不动产登记从属
地受理向异地受理，从条块受理向
无差别全科受理的转变，并延伸到
乡镇办理网点，实现登记业务在市
六区的通办，推动形成不动产登记

“窗口受理无差异、地区受理无差
异、线上线下无差异”，从而让企

业和群众办事更加方便快捷。
另据了解，各区县 （市）“一

窗受理”平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推
出了一些延伸服务项目。如奉化区
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依托宁波市不
动产登记“一窗受理”平台，在全
省率先实现不动产转移登记和水、
气、电、数字电视和网络的“五
通”过户事项的网上一次性办理，
而且办事群众只要递交一次申请材
料，一次签名确认就可以了。目
前，奉化区的“五通”联动过户模
式正向全市推广。

余姚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依
托宁波市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
平台，开展不动产抵押权登记进银
行工作，也就是说，需办理不动
产抵押登记业务的企业或群众，
在银行柜台即可完成所有贷款和
登记申请资料的一次性提交，不
需要再跑不动产登记中心，实现
了群众申请办理银行贷款和不动
产抵押权登记只要“跑一次”。另
外 ， 银 行 通 过 “ 一 窗 受 理 ” 平
台，还可以实时核验贷款申请人
名下不动产是否有查封等限制信
息，提升了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业
务操作的安全性。

另外，依托“一窗受理”平台
户籍联动办理模块，海曙和奉化区
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与当地公安部
门正积极探索推进不动产转移登记
和户口迁移联动办理机制，将有效
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便民利民服务
水平。

■“一窗受理”，提高效率，方便群众

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一窗受理””平平台全面上线运行台全面上线运行
网上网上（（掌上掌上））办事大厅开办事大厅开始试运行始试运行

拓展群众办事渠道、推广延伸
服务，这是不动产登记服务部门孜
孜以求的目标。

为此，以“一窗受理”平台上线
运行为契机，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
心按照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部署，
持续深化“互联网+不动产登记”
服务，推动实体大厅向网上大厅延
伸，通过把实体大厅、网上平台、移
动客户端、自助终端等结合起来，
建设不动产登记网上（掌上）办事
大厅，打造具有宁波特色的“数字

不动产登记”新样本。这项工作走
在了全省前列。

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告诉笔者，目前市本级已在

“浙里办”APP 和浙江政务服务网
全面部署上线不动产登记业务办
理事项，包括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及房屋所有权的转移、变更、注销
登记，抵押权的首次、变更、转移、
注销登记以及补、换证等登记业
务，这些常见的不动产登记业务，
以后办事群众可以在电脑上或者

通过手机，就可以申请办理，实
现“网上办、掌上办”。

就“掌上办”来说，您只要
登录“浙里办”APP，进行注册
并实名认证后，选择“宁波市本
级”为办事站点，随后在“办
事”页面搜索并进入“不动产网
上办”栏目，点击“在线申请-
登记申请”，就可以看到最新上线
的各类事项，选择您需要办理的
业务，按提示填写申请即可，真正
实现办事“跑零次”。

■不动产登记业务可网上或掌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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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8时45分，在位于钟
公庙街道的华晟驾校驾培场地内，
教练员傅尔波已经结束了两个多小
时的驾培指导，开始电话联系下一
批学员。虽然酷暑来临，但面对暑
假这个学车“黄金时间”，正是

“傅尔波们”最忙碌的时候。
近年来，我市学车人数虽然略

有下降，但每年仍维持在 20 万人
左右。每年有两季学车高潮，其中
春节后的 3 月到 5 月，以返城外来
务工人员为主；眼下的 6 月到 8
月，则主要是暑期学生客源。

“暑期来学车的大多是一些高
中毕业生，很多家长在高考前就替
孩子报了名，得赶在开学前拿到驾
照。”傅尔波已有十余年的教龄，
因为暑期学车人多，网上约考、场

地训练都排得满满当当，再加上白
天酷热，所以经常会从早上 5时开
始培训，到晚上 9时才算结束一天
的教学。

“以鄞州区为例，今年暑假，
全 区 18 所 驾 校 预 计 培 训 新 司 机
8000 名以上，其中学生一族就要
占到六七成。”鄞州区运管所工作
人员徐慕渊介绍。

学车辛苦，有人打起了偷懒的
主意。暑假大部分学员考的是C类
驾照，实操练习必须要达到 48 个
课时，驾校对学员的练习时间实行
监控。然而，个别教练员为省油
钱，而学员则为了偷懒，双方“一
拍即合”地用起了“跑马机”刷课
时。据运管部门执法人员介绍，

“跑马机”是一种装在教练车上的
读卡机，汽车电源跟读卡机相连，
无论汽车是否行驶，IC 卡都会计
时，学员不用实际操作，就可完成

训练课时。学员上车刷卡后，教练
员开启“跑马机”，并切掉监管部
门的系统监控，或者故意用其他装
备遮挡摄像头，随后即使车上没有
学员在培训，也会照样计算课时。
而在后台监控系统上，这辆车的画
面也被屏蔽了，监管部门无从得知
学员是否真的在培训。

运管部门执法人员调查发现，
的确存在使用“跑马机”刷课时现
象：有学员早上练习了一个小时
后，为了避高温提早离场，教练员
则将车子停在了一边，可之后车子
没动，后台显示课时还在继续刷。
于是一个上午，学员练了 1 个小
时，但最后系统显示练习了 4个小
时。目前，相关教练员已受到处
理，学员“刷”的课时也被作废。

为打击“跑马机”刷课时行
为，我市加强清查和整治，在一些
驾校用上了“反刷课时”的高科

技。鄞州区的和强驾校使用的驾培
车辆在线管理系统，具有自动屏蔽

“跑马机”的功能，一旦发现有教
练车使用“跑马机”，就会自动报
警，或者自动停止该车辆刷课时系
统的运作。也有驾校直接在教练车
上安装防“跑马机”装备，该装备
可以通过识别车辆的里程、方向、
加速度等信息，一旦感觉不对，就
会自动“叫停”计时。据悉，该设
备能封杀市场上常见的 7款“跑马
机”。

运管部门在加强检查的同时也
提醒学员：实操练习虽然辛苦，但
能保障学到过硬的驾驶本领，切不
可因一时的偷懒而走“捷径”。走

“捷径”表面上看是“赢”了时
间，实际上输的是安全和技术。如
果学员发现教练员存在刷课时行
为，可以拨打 12328 电话进行投
诉。

个别教练用“跑马机”刷课时？正规驾校用上“反刷课时”设备

暑期学车热背后两种高科技暗暗较劲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
胡孙婕 王怡忻）“刷脸就能享
受体检服务，真是太方便了！”
昨天，鄞州区首南街道雍城社区
居民陈佩丽来到首南街道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体验了智慧养老的
便利。

在服务中心大厅，陈佩丽对
着电脑屏幕眨了眨眼睛，“滴”
的一声生成了专属二维码。在完
成认证后，她的姓名、年龄、住
址、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就显示
在电脑屏幕上了。在完成量血
压、测心率等检查项目后，电脑
上自动生成体检报告，下拉页
面，还有前几次检查结果的对比
图。

据统计，首南街道 60 周岁
以 上 户 籍 老 人 占 比 13.7%。 今
年，该街道致力于探索构建“互
联网+居家养老”模式，在全市
率先启动智慧养老服务项目。

记者看到，在约 1200 平方
米的首南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内，除了理发、修脚、康复理疗
等 11 个基本功能室外，街道智
慧养老平台已实现动态化管理，
后台可实时储存老年人的健康数
据及享受服务情况，并生成可视
化网络图表。简言之，每位老人
都有一个专属的电子健康档案。

在“老龄化背景下，居家养老
是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首南街
道相关工作人员卢豪说，为了让辖
区内的老年人享受到家门口的养老
服务，他们动起了“智慧化”的脑
筋。

陈佩丽是“智慧化”养老服务
的受益者。在服务中心休闲室，她
一边和几个老伙伴喝茶，一边说：

“这里就像老年人的家，可以免费
体检、康复护理，还有宽敞的休闲
娱乐场地。”坐在一旁的一位满头
银发的老爷爷连忙插话：“在家里
也能享受养老服务，只要打个电话
或者微信申请，就有专人上门提供
养老或者送餐服务。”

目前，首南街道这一智慧养老
平台的服务对象，主要为街道辖区
内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截至 6 月
底，该街道已排摸 5000 名符合条
件的老人，其中 1478 人表示有意
向参与智慧养老，个人信息已录入
平台。

眼下，服务中心正在分批次为
高龄或残疾的特殊老人提供“智慧
化”养老服务。老人们戴上服务中
心配发的智能手表，不仅可以检测
血压和心率，还有一键紧急呼叫功
能。当遇到突发事件时，点击智能
手表求助，就会有专人第一时间上
门提供援助。

每位老人都有专属电子健康档案

鄞州首南街道养老开启“刷脸”时代

近日，由江北区白沙街道承办的无偿献血活动在
东航门诊部举行。该活动得到了东航部队的大力支
持，广大官兵踊跃参与。 （邵家艳 徐欣 摄）

热血涌动

【上接第1版】
2018 年，在一个重大项目会

战攻坚的时候，高海军充分利用自
己多年的经验，倒排时间节点，以

“天”为单位。最终，该项目仅用
67 天就完成了从项目公示到核准
的所有流程。

“任何重大项目的推进，都可
能遇到企业自身无法协调解决的难
题，这个时候，政府部门不能袖手
旁 观 ， 要 主 动 帮 助 企 业 破 解 难
题。”高海军这么说，也是这么做
的。为了解决重大项目落地难题，
高海军充分发挥综合部门的牵头作
用，“穿针引线”帮助解决要素保
障、项目审批等问题，畅通项目落
地建设的“绿色通道”。

与此同时，通过搭建高水平
“双创”示范基地及新经济发展平

台，带动传统产业向创新化、集群
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近三
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规上工业
企业实现增加值年均增长15%。

政策一口“清”，全心
全意为企业

“虽然我的学历是‘博士’，
但我自认为只是一名‘小学生’，
因为企业服务是无止境的，里面实
在有太多的学问。”高海军说。

2015 年，高海军转任产业和
高技术发展处处长，一下子打交道
的对象从政府部门变成了千千万万
家企业。传统企业要转型、新兴领
域要谋划、重大产业项目要储备、
重大创新平台要打造……面对国家

实时更新的政策，面对企业千差万
别的问题，高海军直言“压力山
大”。

“对于企业来说，对国家政策
不是很了解，更希望政府部门成为

‘全科医生’，可以对企业的诉求进
行‘全科会诊’、全面解答。所以
站在企业的角度，需要政府工作人
员懂得更多、做得更多。”高海军
说。

对此，他要求自己每天都认真
学习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政策条
规，不仅是发改系统，还有科技、
经信等部门，一条一块仔细梳理，
只有心里有底，才可以在企业有疑
问的时候提供解答，在企业实地调
研时“对症下药”。

遇到新的术语，高海军有个习
惯，不是靠百度一下，而是查专业

论文，更加准确地判定术语的内涵
和外延，在涉及本土的政策落地和
产业布局的过程中，可以更加成竹
在胸；也可以紧跟国家最新的产业
布局，及时引导企业跟进。

去年，有家宁波建筑材料领
域的高技术企业创新开发了国际
领先的新产品，但在国家支持目
录的小类中尚未列明该方向，也
就意味着很难得到各个层面的政
策支持。

面对上门求教的企业，高海军
没有一拒了之，而是认真研究列入
国家支持目录的路径，及时与国家
发改委对接、争取。最终该新产品
被成功列入国家支持的细分领域，
也因为高海军的“多做一步”，为
这家创新企业争取到了宝贵的发展
空间。

勇当项目争速“急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