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住芝罘区福成家园的市民朱迎辉乐了，拿着
崭新的不动产权证书，再也不用为房子不能交易纠
结了；在烟置业定居的郑卫东笑了，6年无证的困
扰，因证书到手烟消云散；家住海阳市公园壹号小
区的八旬老翁张彦，紧握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
员的手，为现场“一次办好”连声道谢……

2016年9月20日“两证合一”正式施行后，不
动产登记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焦点，因不动产登记
无法办理导致的房产买卖、适龄儿童入学等历史遗
留问题日益凸显。而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前，土地
房屋分散登记、开发建设单位违规建设、违法销售、
违规交房、欠缴相关税费等问题，是造成“办证难”
的主要原因。部分小区因开发建设单位擅自改变
规划用途，超面积开发、违法建设，未补交土地出让
金等，导致无法办证；开发建设单位倒闭或拒不配
合，项目建设、施工单位存在经济纠纷，开发主体变
更，土地、房屋有抵押或查封，也造成了居民办证屡
屡“卡脖子”。

针对上述情况，2019年2月我市出台了解决影
响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些办证
难小区得以化解。针对剩下的一大批“硬骨头”，
2020年4月，我市又出台了新的补充意见，在全省
率先从划拨供地、证缴分离、现状验收等九大方面
进行大胆突破，全面破除了阻碍办证的政策瓶颈。

“只要符合上级精神，只要国有资产不流失，只要老
百姓承担了应尽的义务，我们就要勇于担当、主动
托底。”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黄涛的承诺掷地
有声。

结合自查和信访线索，各区市政府成立专班，
对“办证难”小区进行地毯式排查，对符合化解政
策的全部列入台账，按照2020年底前市六区基本
全部化解、2021年6月底前其他区市基本全部化
解的工作目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实行日调度、
周汇总、月通报，建立了“现场办公、集体会诊、销
号管理”的全链条解决机制。不仅要求办理首次
登记，且必须告知业主可以办理“个证”，有效避免
了“大证快、小证慢”问题。逐个小区集体会诊，帮
助研究化解措施，有力破除了“不敢办”“不会办”
的思想障碍。同时，始终坚守“三条底线”，确保国
有资产不流失，确保违法行为受处罚，确保群众合
法权益有保障。针对“办证难”小区错综复杂的历
史遗留问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换位思考、主动
对接、直面矛盾，牵头对市中心区经济适用房特殊
群体、规模较大、信访反映突出的三类小区，展开
集中攻坚。

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各级不动产登记
机构率先从证缴分离、现状验收、办事处代办等9
大方面进行突破，彻底扫清政策障碍。截至目前，
全市累计排查符合政策的515个小区已全部化解，
惠及群众34.4万户，追缴企业税费和罚金5.3亿元，
新增房产交易税5.5亿元。为彻底解决办证难，联
合住建等部门推出交房即办证，已累计有56个小
区实现交房即办证。一场为期三年的不动产“办证
难”攻坚战，已然接近尾声，全胜在望。

（杨健 陈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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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由于不动产登记窗口众多、
环节错综、流程复杂，房子“过户”，有如“过
关”。尤其在业务旺季，芝罘区不动产登记
中心外，从华茂街一直排到西南河路的长
队，让等候格外煎熬，想要快速办结，不但要
备好全套材料，还得托关系找熟人。低下的
办事效率，让市民、企业倍感头疼，流程梗阻
带来的大量争执和投诉，更让窗口疲于应
对。

针对“脸难看、话难听、证难办”的死结，
从2020年起我市不动产登记部门持续优化
办事流程，压缩办结时间。“不管流程再塑有
多困难，不管改革触动哪些部门的习惯和利
益，能减省的环节必须减省，能合并的窗口
必须合并，能承诺的事项必须承诺。”从推行
改革之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破不立”

的决心，从未动摇。
眼下，正值一年中二手房交易最为频繁

的盛夏，然而走入各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服务
大厅，往日人头攒动的景象却早已消失不
见，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在登记大厅涉税窗
口，向窗口工作人员一次性提供所有登记和
缴税资料后，后台工作人员同步完成审核、
登记、缴税等流程，一个窗口就办理完成了
所有事项。窗口工作人员核验市民身份和
房产证后，立等可取，当场发证，全程仅需不
到1个小时。

从“反复跑”，到“不用跑”，这是烟台不
动产登记助力“无证明城市”格外接地气的

“福利”。三年来，烟台市不动产登记机构积
极参与“数字政府”和“无证明城市”建设，坚
持以便民利企为导向，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全力打造“智平台、惠民生”
的“智慧不动产”系统，陆续推出“互联网+
不动产抵押登记”平台、“开发企业+不动产
登记”平台和“公证+不动产登记”联办平台
等，实现掌上办、随时办、全城办和银行办、
公证处办、售楼处办等。以占到了全部登记
业务近一半的抵押登记业务为例，抵押人无
需提供权属证书，银行通过调用不动产登记
数据核验，即可完成抵押登记的网上申请及
电子证明的领取。今年，已通过金融平台累
计办理业务32万笔，发放电子证明25万
本，实现全程“无纸化、不见面”办理。

“不动产+金融”平台的持续升级，带来
的是营商环境、市民、窗口的“多赢”：市民
可办理抵押登记的银行网点，由2020年之

前的100个，增长到如今的265个；每个网
点3000元的接口收费，经协调开发单位，
全部免费接入；同时，金融平台由2.0版本
升至3.0版本后，实现了“推送即受理”，不
再由窗口工作人员手动接入，而是自动推
送后在1小时内必须完成，此举不但减少
了人工操作带来的时间损耗和灰色空间，
更极大地降低了银行信贷人员因业务延期
所产生的各类风险，使得整个业务链条更
加高效、严谨。

不仅如此，目前市中心区还实现了“公
积金商业组合贷+不动产抵押登记”一链办
理，由受托银行一次性收齐住房公积金贷
款、商业贷款申请和不动产抵押贷款申请材
料，申请人只跑一个机构就能完成，切实解
决了群众多次跑腿、反复提交材料的问题。

效能之变： 昔日排着长队“反复跑”，如今就近办结“不用跑”

专题专题广告 07
2022年6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闫晓智/美术编辑/曲通春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烟台日报

微信
大小新闻
客户端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800
元 ■公章、财务章、各类印章(个)，支票、发
票、收据(张)，税务登记证、资格证、代码证、渔
船用各类证件（个）及其它各类证件400元 ■
身份证、工作证、户口本、出生证明、下岗证(个)
150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声 明

●彭丹彤不慎将房产首付款

收据与房产合同原件丢失，特此

声明：1. 房产首付款收据号码：

6315189，金额：438552元，特此

声明作废。2.烟台市新建商品房

买卖合同原件丢失，合同编号：

1907001840（合同编号不作废）。

●杨明购买的烟台宝城房地

产有限公司销售的澳城苑6号楼1

单元1101号房，商品房买卖合同

编号：130921110079及房款收据

编号：00083761，金额：151740

元，合同与收据均丢失，声明作废。

●李东升不慎遗失机驾长

证 一 本 ， 证 件 号 ：

411329198311233X17，声明作

废。

规格

新鲜

新鲜

鲜活

鲜活

鲜活

鲜活

鲜活

新鲜1000克以上

鲜活

鲜活

新鲜

零售价格

22元/斤

130元/斤

2.5元/斤

6元/斤

21元/斤

70/斤

35元/斤

35元/斤

110元/斤

60元/斤

40元/斤

零售价格

28元/斤

14元/斤

32元/斤

27元/斤

5元/斤

25元/斤

8元/斤

45元/斤

46元/斤

25元/斤

5元/斤

烟台九田国际水产品批发市场（元/斤）
时间：2022年6月23日 （仅供参考）

菜品
小山药

西红柿

紫茄子

绿茄子

芹菜

扁芸豆

白芸豆

无丝豆

菠菜

韭菜苔

有机花菜

香菇

苦瓜

千禧小柿子

价格
2.6元

2.0元

1.6元

1.2元

1.0元

2.2元

2.1元

6.5元

1.5元

6元

1.4元

4.6元

3.6元

2元

烟台幸福蔬菜批发市场每日菜价（每斤）
时间：2022年6月23日 （仅供参考）

规格

500克左右新鲜

新鲜

鲜活

新鲜

新鲜

500克左右新鲜

鲜活

新鲜

8个头新鲜

新鲜

鲜活

价格
0.7元

2.2元

1.2元

1.4元

1.6元

1.0元

1.7元

1.0元

1.1元

1.0元

2.5元

1.1元

1.2元

4.2元

名称

美国红虾

鲳鱼4-6两

海虹

黑蛤

飞蛤

刀把蛏子

螃蟹（小）

牙片鱼

赤甲红蟹

花盖蟹

黄鳝鱼

名称

鲈鱼

小黄花

长腿蛸

黑鱼

赤贝

加吉鱼

草鱼

墨鱼

鲍鱼

海螺

海蛎子

菜品
大白菜

土豆新

紫甘蓝

茭瓜

胡萝卜

青萝卜

尖椒

圆椒

黄圆葱

紫圆葱

绿黄瓜

刺黄瓜

圆茄子

大山药

市民可在265个金融网点就近办理不动产登记抵
押业务，在400余家开发企业就近办理预告登记，在不
动产登记大厅只需要对接一个窗口，与一人互动，提交
一套材料，一个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服务；市民不必奔
波于不同窗口开证明，手机上就能完成预约、操作和领
证；即便在不同区市、不同城市和省份异地办理，也可通
过“通办”窗口轻松办结。而伴随着“交房即办证”和化
解“办证难”的持续推进，多个曾因各类梗阻无法办证的
小区，如今都已领到了鲜红的不动产权证书……

2020年，是我市不动产登记锐意改革、全面提速的
元年。三年为期，一场刀刃向内、不破不立的攻坚战，如
今已经硕果累累。着眼营商环境优化和市民办理业务
体验的持续提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不动产登记的
办事效能、办理途径、办结速度等方面，流程全面打通，
效率不断提升，更实现了窗口、市民、企业、银行及各相
关机构的多赢，为不动产登记业务持续优化，提供了格
外鲜活的“烟台范本”。

办一份不动产权证书需要多久？2020
年，耗时约为3个工作日，特殊情况下甚至
需要10余天；但到2020年底，一天内市民
即可领到不动产权证书；而自去年以来，我
市不动产登记全面推进“即时办结”，截至今
年5月，95%的登记业务实现这一目标，一
个窗口全部办结所有事项，无需群众反复
跑。除房改房等特殊事项外，其它二手房业
务自申请到办结，用时不超过1小时。涉企
不动产登记业务实现零登记费、45分钟办
结，全面走在全省前列。

比办结速度更令人欣喜的，是全市通
办、全省通办、跨省通办三大步，在短短2个
月间，就让市民视为畏途的“两头跑”，变成

了一次办好：2021年6月16日，首张“全市
通办”不动产权证书在莱山区不动产登记中
心办出；6月28日，烟台、青岛两市联合完
成了我市首笔不动产登记“全省通办”登记
业务。8月19日，我市与吉林省吉林市签
署协议，在两地建立预告登记、抵押登记和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业务“跨省通办”机制，
我市或吉林市市民可通过线下“就近办理”，
线上“不见面”异地办理，在当地跨省异地申
请不动产登记。

在牟平区，“蓝色药谷生命岛”项目工
作人员从牟平区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
心顺利领到不动产权证，项目审批火速进
入下一环节。不动产登记中心全力以赴与

多部门联动，专人紧盯项目审批进展，从建
设用地报批、招拍挂出让到不动产登记等
各节点实时跟踪，提前收集资料进行数据
建库，资料齐全即刻进入登记环节。加班
加点开展权籍调查、登记受理、登记审核，
兵分三路各自负责一宗地，晚上6点50分
登记要件齐全后，进入受理程序，分别用时
24分钟、21分钟、12分钟办结三宗土地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再次践诺
服务企业“030”模式，让项目轻装上阵，实
现加速跑。

权证的高效办理，得益于我市不动产
登记部门持续为企业增设的“绿色通道”。
近年来，不动产登记“企业专窗”流程不断

优化，在窗口和办理人员有限的情况下持
续提升办事效能，实现了办证速度的“再提
速”。在烟台各区市不动产登记大厅，醒目
的免费提示映入眼帘：“小微企业免收登记
费，社会低风险投资类企业厂房仓库首次
登记免收登记费，企业购买不动产免收转移
登记费。”而在企业服务专窗，涉企服务事项
同样在窗口上方醒目位置予以提示，企业前
来办理不动产登记，将享受企业定制化服
务，由窗口专职工作人员“帮办、代办、全程
协办”。办事企业不用预约、不用取号、不用
排队，即来即办。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实现
精简材料办理，共享信息支撑现场核验实现

“零跑腿”。

提速之变： 昔日一本证书苦等10天，如今跨区跨市跨省通办

房子过户难，曾是市民难以忘怀的“堵
点”。

“2016年，我在芝罘区过户一套二手
房，先去档案馆查档、开具家庭住房证明，然
后到楼下复印好几套资料，填了一张又一张
表，楼上楼下办税、办证窗口要跑好几趟。”
回想起6年前办理过户时的闹心，市民郭颖
记忆犹新，“好不容易到了办理贷款这一关，
又只能等着银行通知，中间房主打电话催了
多次，等了快一周才办下来，中间请了好几
回假，别提有多糟心了。”

一份小小的无房证明，要专程请假、专
门地点才能打印。如今，这样的“堵心”早成
往事。在莱山区初家街道办事处，市民刁迎
德在新设的不动产登记自助查询一体机上
打印无房证明。核验身份证后，仅轻击屏幕

几下，一份加盖了电子印章的证明就从机器
里“吐”了出来。“以前开具证明都要去不动
产登记中心大厅排队，现在不用跑腿，带着
身份证就能来办，顺路还能去街道办其他事
情，太方便了！”刁迎德说。

除去就近到街道办理，我市还通过开通
微信公众号、爱山东APP等实现网上实施
查询，并加盖电子查询印章，市民足不出户，
即可开具各类具备法律效力的不动产电子
凭证。2020年，我市推出开发企业网上办
理平台，把不动产登记窗口“开”在售楼处，
让企业和群众在售楼处即可办理不动产登
记业务。目前，全市累计400多家开发企业
接入此平台，极大便利了售楼人员就近为业
主办证。

从“专程办”到“合并办”，服务换位思考

的背后，是我市不动产登记领域持续惠民利
企的决心。依托烟台市政务服务平台，打破
部门间数据壁垒，搭建起一条“登记部门→
大数据局→主管部门→民生企业”的数据高
速公路，实现不动产与税务、水电气暖视等
民生服务事项的联动过户，只需进入登记大
厅一扇门即可“一窗办七事”，申请人无需再
带相关材料挨家跑过户，截至目前全市已累
计办理联办业务20万笔。

依托烟台市一体化大数据平台，实现与
住建、市场监管、民政、公安等近20个单位
的数据对接，通过共享获取合同、营业执照、
婚姻、户籍等25项不动产登记高频材料，应
用于不动产登记，无需重复提供。

截至5月底，全市不动产登记通过数据
共享累计调用其他部门数据21万次。依托

不动产单元代码“一码+”平台，将“多测合
一”平台、烟台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
统以及不动产登记系统串联起来，使用不动
产单元代码作为关键字段，串联起供地、规
划、施工、验收、税收以及不动产登记的全链
条，实现土地出让合同、规划许可证、综合验
收以及测绘成果等材料共享获取，既减轻了
企业的负担，也降低了登记机构收取“假证”
的风险。

截至今年5月，全市不动产登记网办率
达到70%。其中抵押登记网办率97.95%，
预告登记、一手房登记通过开发企业平台网
办率88.75%，除仅有约20%左右的二手房
业务，暂时因必须交回旧证、现场核验等原
因需要跑一次大厅之外，其余不动产登记业
务，均已实现全程网办。

网办之变： 昔日一堆材料多窗办理，如今一份材料网上办结

三年攻坚，我市不动产登记终迎“华丽嬗变”

房子过户难？这样的“堵心”早成往事

市民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