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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率先实现产权与抵押权变更同步登记
办理周期从原先 7 个工作日缩短至 60 分钟办结
本报讯（记者 曾梅 通讯员 李大
方 薛晨）“我正发愁上哪儿凑这 2000
多万元给我的厂房土地办注销抵押、产
权变更呢！没想到，刚巧让我赶上了鄞
州区一项创新改革，不仅省掉了还款的
压 力 和 风 险 ，还 能 在 一 个 多 小 时 里 办
结！”前两天，鄞州经开区一家企业负责
人拿到新的产权证书后，高兴不已。
原来，这家企业最近准备办理不动
产的抵押权变更和产权变更。按照传统
操作方式，需要企业先想办法筹措资金，
到银行还清贷款；再由银行来到不动产
登记服务中心，申请注销抵押权，办理完
成后，企业到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申请
产权变更登记，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完
成产权变更登记发放新的权证之后，企
业还要再跑一趟银行，双方依据新的产
权证重新签订贷款及抵押合同。最后，
企业和银行一起来到不动产登记服务中
心，申请设立抵押权并完成登记。
整个过程中，需要企业工作人员跑
两趟银行、三趟不动产登记窗口，至少 7
个工作日才能办结。不仅办理环节多、
时间周期长、资金周转成本大，更重要的
是，从抵押注销到抵押新设的窗口期内
的产权，存在许多不可控风险。
让这家企业意外的是，
刚好遇上了鄞
州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一项改革创新，
这家企业成为宁波市第一家享受这项便
利的企业。
记者从鄞州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了解到，为切实解决企业和银行实际问
题，
为企业
“办实事、解难题、减负担”，在
宁波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支持下，
鄞州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对登记系统
进行了流程改造，并与相关银行一起就
具体业务办理进行了法律风险分析后，
突破传统操作模式，
正式推出
“产权变更”
与
“抵押权变更”
同步进行的组合登记。
鄞州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办公室
主任李大方告诉记者，这次改革创新，主
要针对企业的厂房或土地处于抵押状
态时，在这些房产或土地面积发生变化
后，需要对不动产产权和抵押权进行变
更登记的事项。
“我们实现了精简流程一次性办结，
在保留银行抵押权的情况下，同时完成
‘产权变更’与‘抵押权变更’两项登记，
组合登记由银行与企业一次性提交登记
资料，登记中心以一件事办理，整个过程
只需 60 分钟就能办结。”李大方说，这项
改革创新，不仅让企业节省了时间和精
力，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企业在办理此类
业务中的资金融资问题，降低了企业成
本，也保障了银行贷款安全。

给房子办继承公证，费用怎么算？
继承公证和遗嘱公证有什么区别？
不少读者对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的概念区
分和各自费用不太清楚。为此，记者采访了不动
产登记部门和宁波市天一公证处，向大家详细解
读（本文对遗嘱和继承的讨论范围仅限于房产，
不涉及其他财产）。

本栏目由宁波市房产市场
管理中心与本报共同主办

问：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分别
是什么意思？
答：遗嘱公证是指公证处对这
份遗嘱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进
行公证，仅限这一步，也就是说，此
时房主还在世。它与后面的继承
和过户都是完全不同的事。
继承公证是针对房主去世后，
这套房子由别人来继承并过户，这
是对过户资格权利的公证。有了
继承公证才能真正去办理过户。

调查核实程序，其他法定继承人不
是必须要到公证处的。

部分按 0.5%收取；
500 万元-1000 万
元（含）部分按 0.4%收取；1000 万元
以上部分按 0.1%收取。
问：
遗嘱公证的费用是多少？
假设一套市区住宅，建筑面积
答：如果只公证这份遗嘱的合
150 平方米，评估总价 1050 万元。
法性和真实性，并不准备继承过
那么，它算是普通住宅还是高档住
户 ，首 次 办 理 遗 嘱 公 证 的 ，70 岁
宅呢？如果按面积收费就是 10500
（含）- 80 岁 的 每 件 600 元 ，80 岁
元，
按房屋总价就是 48900 元。
（含）以上的免费，其余情况每件
宁波市天一公证处有关人士
1200 元。
表示，目前公证实操中，绝大多数
国有土地住宅办理继承，均按 70
问：
继承公证的费用是多少？
元/平方米计算公证费用，以上面
问：房主去世后，多名家人拿
答：不管你有没有遗嘱公证， 这套房子为例，是 10500 元。极少
出多份遗嘱，应该以哪个为准？
数（主要是商业用房或厂房之类）
只要你想给这类房屋过户，就必须
答 ：以 时 间 上 的 最 后 一 份 为
做继承公证，会有一项“证明财产
才按评估价的百分比计费，这个收
准。公证过的遗嘱，不需要再去证
费标准每个公证处均有公示，可去
继承、赠与、接受遗赠”的费用（没
明它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因为它的
有遗嘱公证也可以直接继承公证， 查看。另外，按照国家发改委、司
遗嘱公证书就可以证明。而未公
只是手续更繁琐），
收费标准为：
法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
格形成机制的指导意见》的规定，
证的遗嘱，就需要经过举证、调查
①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产按
30 元/平方米收费。
单套居民房产办理继承或遗赠的
等一系列繁琐过程，才能证明它的
合法性和真实性。
②城市普通商品住宅，按不超
公证费用总额原则上不超过一万
过 70 元/平方米收费。
元，宁波预计会在不久后执行这一
问：房主去世后，继承人拿着
③非普通商品住宅（如别墅、 标准。
目前市区有 4 家公证处，可以
公证过的遗嘱，独自来到公证处， 高档住宅、商业用房、工业用房）及
其他的，则以评估价为基数，阶梯
办理上述公证业务，
分别是——
就可以直接办理继承公证吗？不
需要把其他法定继承人都喊来吗？ 收费：
天一公证处：
87311609；
信业公证处：
17767339910；
20 万元及以下部分按 1%收取；
答：继承人可以直接拿公证过
20 万元-50 万元（含）部分按 0.8%收
永欣公证处：
87758869；
的遗嘱办理继承公证，但公证处还
取；50 万元-200 万元（含）部分按
鄞源公证处：
89069306。
是要向其他法定继承人确认这份遗
0.6%收取；200 万元-500 万元（含）
记者 曾梅
嘱是不是最后一份遗嘱，走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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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
“蚊子”
飞来飞去 竟是视网膜出现裂孔
赶不走，擦不掉，感觉眼前总有“蚊子”在飞，这种病症在医学上称之为飞蚊症。在
40 岁以上人群中，飞蚊症的发病率很高。据宁波博视眼科医院统计，因为飞蚊症来就
诊的患者约占眼科门诊的 30%。事实上，还有很大一部分患者认为飞蚊症是人体老化
的自然现象，不必要就医。但并非所有飞蚊症都属于老化现象，最近一个月，该院副主
任医师毛春亮就碰到了好几例因为视网膜出现裂孔而导致飞蚊症的患者。

飞蚊症拖了两个月
两次手术才补好裂孔
三个月前，57 岁的柴女士感觉右眼总
有“蚊子”在飞，很影响视力。跟隔壁邻居
一交流，对方表示自己的眼睛也有这种症
状，好几年了，去医院看了没有效果，医生
说是年纪大了的自然现象。听邻居这么一
说，柴女士也认为自己的飞蚊症是年纪大
了的缘故。但是过了两个月，眼前的“蚊

子”越来越多，柴女士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赶紧到宁波博视眼科医院就诊。
接诊的毛春亮医生为柴女士做了详细
的眼部检查，发现她的右眼视网膜上有一
个裂孔，这才是引起“飞蚊症”的原因。由
于柴女士拖了两个月，
裂孔已经有点大了，
毛春亮经过两次手术才为柴女士补上裂
孔。对此，柴女士后悔莫及：
“要是我早点
来看，就不用动两次手术了。
”
还有一位近 60 岁的陈女士，半个月

前，左眼突然出现“飞蚊症”，到某医院检
查，被诊断为玻璃体混浊，问题不大。但
是，仅过了两天，
“飞蚊症”越来越严重，变
成了一团黑影遮挡在眼前。在宁波博视眼
科医院，陈女士检查后发现左眼视网膜上
有一个很隐蔽的裂孔。不巧的是，该裂孔
戳破了一根血管，引起眼内大量出血。当
天，毛春亮医生紧急为陈女士开展了手
术。目前，陈女士左眼视力恢复良好。
“有
些裂孔会出现在视网膜的隐蔽处，受检查
设备限制，
不太好发现。
”
毛春亮说。

出现飞蚊症要及时就医
否则有失明危险
据毛春亮介绍，大多数飞蚊症属于生
理性，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加，眼睛里原

本透明的玻璃体逐渐液化，眼前就会出现
点状、条状或絮状黑影飘动。生理性飞蚊
症属于人体正常的老化现象。但是，临床
上还有一种病理性飞蚊症，是由于眼底发
生了病变而引起，比如视网膜裂孔、视网
膜脱离等。病理性飞蚊症会严重影响视
力并导致视野缺损甚至失明，需要特别警
惕。
毛春亮提醒，
高度近视人群和糖尿病、
高血压、眼内炎症、外伤患者以及中老年人
群都是病理性飞蚊症的高发群体，建议一
年做一次详细的眼部检查。
此外，
一旦眼睛出现飞蚊症，
应及时就
医接受详细眼部检查，
切勿掉以轻心，
以免
延误治疗时机导致视力受损。
记者 贺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