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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梅 通讯员 胡佳敏）企业
着急融资，急需跨省、跨境办理不动产抵押登
记，可是疫情防控又无法到场怎么办？宁波有
办法！

近日，宁波市首笔不动产抵押登记“跨境通
办”业务在慈溪不动产登记窗口顺利办理完成，
这也标志着宁波市不动产登记“跨省（境）通办”
工作成功落地，解了融资企业的燃眉之急。

3月20日，某企业工作人员前往慈溪市不
动产登记窗口咨询跨境办理抵押业务相关问
题，该企业由于融资需要，迫切需要在香港一家
银行办理抵押贷款。然而麻烦的是，办理该笔
抵押登记业务所涉及的抵押物在慈溪，借款人
在北京，抵押人总部在上海，抵押权人也因身在
香港，由于出入境及疫情防控等原因无法到场
办理，情况十分复杂。

考虑到多方因素，“网上办理”成为了最佳

选择。为此，市县两级登记部门密切协作，利用
全市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系统，会同抵押人、
抵押权人、借款人等迅速组建了临时工作群，及
时将电子版的操作手册传给具体经办人员，指
导其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完成具体步骤。

3月25日晚上6点，通过线上实时指导，在
多方代表、法务人员的见证下，香港方银行工作
人员顺利完成网上申请、线上签名、在线审核等
一系列操作流程，并通过浙江政务网查询下载
了不动产登记电子证明。

据宁波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企业、群众关切的不动产抵押登记、预
告登记和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三类业务事项正
在试行“跨省通办”，企业、群众可通过异地申
请、信息共享、一次办结及电子证照、EMS寄送
等方式，实现不动产登记线上“不见面”异地办
理。

本报讯（记者 周雁 通讯员 王凯琳）今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疫情后期推动
经济恢复发展的关键一年。昨日，市政府召
开全市“三争三服务”专班工作部署会，落实
相关工作。

尽管去年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但全市
金融业逆势增长，交出了一系列“全国首创、
全省领先、历史最佳”的成绩单。

面对当前形势，“三争三服务”专班工作
总体考虑是，以“争规模、争进度、争满意度”
为目标导向，以“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
基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既要加大对实体
经济的资金总量支持，又要提升金融对实体
经济的服务质量，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会上明确了通过“项目化实施+专班化
推进”的运作方式，深入开展15个硬核专项
行动，从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三个
维度，提高金融服务效能。

本报讯（记者 周晖 通讯员 袁小航 贝佳妮
文/摄）作为一种知名的热带和亚热带水果，芒果深
受市民喜爱，也是甜品店、奶茶店的主要配果之
一。入春以来，“芒果降价了”的话题上了热搜。
记者最近走访宁波市场发现，我市目前在售芒果
基本以海南和泰国产为主，批发价较3月份下降不
少，想尝鲜的市民可抓住甜美芒果季一饱口福。

在位于海曙洞桥的宁波果品批发市场里，黄
澄澄的芒果是当下交易的热门水果之一。据市场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在售的芒果品种主要有：表
皮青色的青芒批发价格5元-10元一斤，蛋糕店、甜
品店采购较多；最流行的是水仙芒，8元-12元一
斤，口感鲜甜；台农芒4元-10元一斤，味道浓香；个
头较大是红色圆润的澳芒，从元旦开始上市，5月结
束，20多元一斤，口感细腻润滑，有果冻的感觉。此
外，还有金煌芒、贵妃芒等，其中，青芒、澳芒来自泰
国，水仙芒、台农芒、金煌芒、贵妃芒均来自海南。“目
前是海南芒果的上市高峰，价格比3月份便宜了
20%左右，是吃芒果的好时候。”这位负责人介绍说。

在市区的一些水果超市和卖场里，常见的金
煌芒、小台农芒果、青芒、高乐蜜芒等被集中摆放
在卖场的显眼位置。记者注意到，价格有不同程
度的降低。此前标价9.98元/斤的小台农芒果，现
在打出促销标签8.98元/斤；小金煌芒现价10.9
元/斤，此前13.65元/斤；金煌芒现价12.8元/斤，
此前为13.8元/斤；而小台农芒果降价幅度更大，
从原来的10.8元/斤到现在的5.98元/斤，降幅比
较明显。

据一位廖姓水果经营大户介绍，芒果的主要
产地分布在海南、广西等地，有“热带果王”之称。
最近几年选择种植芒果的农户越来越多，导致芒
果产量也越来越高。芒果和其他水果相比，更耐
储存与运输，且食用方法也更多样。很多顾客买
芒果回家并不会直接食用，而会选择将芒果加入
蛋糕、酸奶，也导致了芒果复购率相对较低。最近
芒果的批发价格出现下降，应该是部分商贩为了
提高芒果的出货速度而将价格下调。按照经验，
后期芒果价格不会出现大幅下跌。

芒果扎堆上市 价格挺“友好”

发挥金融血脉作用
我市成立金融“三争三服务”专班

足不出户 人不出市

宁波实行不动产登记“跨省（境）通办”

泰国澳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