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墅质洋房成就更好的建业壹号城邦

“做好不动产登记工作，对国土资源部
门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一定按照省厅和
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着眼于商丘发展的新
形势，不断推进不动产登记工作的规范化
建设。”谈及不动产登记工作，商丘市国土
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郭幸生如是说。

2016年，我市在全省率先实现了不动
产登记、交易职责机构的全面整合，将市
房地产产权交易管理处整体划转，整合国
土资源部门的土地登记职能及林业、农业
等相关登记职能，组建新的市不动产登记
交易中心，实现了登记、交易职能的一体
化无缝衔接，走进了不动产登记的新时代。

全力攻坚 职责机构整体划转

2016年6月23日，我市在民权县举行
全市首本不动产权证书颁发仪式，居民卢
先生从副市长王仲田手里接过全新的不动
产登记证书时，两人都笑逐颜开，群众拍
手称快。这标志着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在
商丘市的全面落实，开创了全市不动产登
记工作的里程碑。

市国土资源局全力推动不动产统一登
记工作，多次向市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工作
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推进工作的思
路，提高领导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市
政府高度重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设工
作，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的市不动产统一
登记工作领导组，下发了《商丘市不动产
统一登记工作实施意见》，明确了全市不
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工作任务及责任分工。建立了不动产统一
登记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不动产统一
登记制度建立和执行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职责整合、机构组
建、人员配备和信息平台建设等工作，加
强对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监督指导。

职责机构整合是确保不动产登记工作
实施的基本前提，也是推进不动产统一登
记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为提高工作效率、切实方便群众，结
合全市实际，彻底整合市本级不动产统一
登记机构，我市将原市房地产产权交易管
理处的机构、人员、职能全部划转至新的
不动产登记交易机构。2015 年 12 月 12
日，市编办下发了《商丘市机构编制委员
会关于设立市不动产登记机构及有关问题

的通知》，将市房地产产权交易管理处更
名为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承担市辖区
内不动产登记、交易的具体经办职责。

在人员配备方面，国土、住建、林
业、农业等相关部门人员均已划转，市、
县不动产登记机构人员全部落实到位。部
分县不动产登记机构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部
分工作人员，为不动产登记机构注入了新
鲜血液。截至 2016年 12月底，市本级及
所辖各县严格依照国土资源部“职责明
确、上下衔接、机构健全”的要求，完成
了市、县两级不动产统一登记职责整合和
机构组建工作，为加快推进不动产统一登
记制度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

这一改革创新举措，得到了国家土地
督察济南局、省国土资源厅、省政府懒政
怠政为官不为第三督察组等的充分肯定。

资源整合 规范有序效能提升

市国土资源局高度重视市、县不动产
登记机构不动产登记资料移交工作，按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省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暂行）》
要求，加快推进登记资料移交工作，督促
市、县登记机构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做
好登记资料的检查、接受、归档等工作，
确保登记资料移交的完整和安全。移交的
资料包括原土地、房屋、林权等登记机构
自开展登记工作以来，形成相关登记材
料、登记机构审核材料、登记簿、登记信
息数据库的图形和属性数据及与办理不动
产登记业务相关并需要保存的其他材料。

商丘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对原办公
地点进行了重新布局，按照国土部、省政
府制定的规范和要求重新设置了登记业务
流程，制定了相关制度，按照为民、便
民、利民的原则对业务窗口进行了优化布
置。与省统一确定的信息平台建设技术协
作单位密切结合，完成了登记信息平台部
署，购置了工作所需的软硬件。

市、县不动产登记机构按照国家“权
责一致、上下衔接、有效运行”的要求，
全面做好不动产登记与相关行业监管、交
易管理等工作的有效衔接，确保平稳有
序，也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全面落实和
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依规、合理审慎、规
范开展不动产登记工作。在职责分工方

面，市、县不动产登记机构全面履行不动产
登记的各项工作职责。《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规定的登记类型和登记权利全部由市、
县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不动产登记
的申请、初审、审核、登簿、发证等职能由不
动产登记机构统一承担，实现了不动产登
记、交易工作的有序衔接、平稳过渡。

提高素质 依法办事便民高效

“我们将以作风建设为抓手，以业务
能力建设为根本，常抓廉洁从政教育，以
不动产登记机构整合为契机，按照局党组
的工作要求，持续推进规范化建设，打造
廉洁从政、便民高效的不动产登记优质服
务。”市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市不动产
登记交易中心主任蔡英绍说道。

2016年8月上旬，商丘组织市、县不
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 150余人进行为期
5天的业务培训，通过省厅专家和技术协
作单位的授课，提高了工作人员的业务水
平。市不动产登记局、市不动产登记交易
中心经常召开不同形式的学习会、培训
会、研讨会，作为提高能力、提升素质的
重要途径，着力打造一支学习型、知识
型、专业型的高素质不动产登记队伍。

登记机构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充分贯彻
便民利民要求，提高工作效率，进一步优
化不动产登记窗口设立，做好人员配备、岗
位设置、制度建设等工作，确保不动产登记
工作高效有序。市、县不动产登记机构严
格按照《物权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不动产
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
章，规范开展工作，按照法律和有关规
定，在不动产登记机构的办公场所和门户
网站公开申请登记所需的材料目录、示范
文本、办理时限和登记结果等信息，切实
方便企业和群众办理不动产登记。通过推
进不动产登记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高登
记机构的工作效率，提升行政效能，更加
便民利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已被省厅确
定为不动产登记网上预约、网上申请的不
动产登记机构试点单位，正与相关技术单
位协作，推进便民服务的信息化探索。

目前，市、县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正
在有序开展，截至2017年2月底，市本级
及所辖六县共发放不动产权证书 14285

本，不动产登记证明28749份。

平台建设 数据信息实时共享

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成为不
动产登记机构履行职责的重要手段，在保
障不动产交易安全、维护公众不动产权
益、完善社会征信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商丘市本级已全面实现了不动产登记、交
易信息的实时共享，各县的不动产登记、
交易信息也能初步做到及时互通共享。
市、县正在加快推进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
基础平台建设工作，根据省国土资源厅统
一部署，虞城、柘城、民权、睢县四个县
已接入国家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平台，市
本级和夏邑县、宁陵县接入国家信息平台
快速推进，2017年4月前实现联通。下一
步将加快推进房屋交易和产权管理信息平
台及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建设，
通过交换接口、数据库抄送等形式逐步建
立共享数据库，全面实现信息实时共享，
确保不动产登记、交易的安全。

着眼规范化建设，商丘不动产登记工
作将推动数据互联，力争实现“一纵四横”
总体架构：“一纵”实现国家、省、市、县四级
联网，上下贯通；“四横”解决各级国土资
源部门横向与住房城乡建设、林业、农业
等部门的跨网互联，并向各级公安、民政、
财政、税务、工商、金融、审计、统计等部门
的信息共享完备、准确、可靠；面向社会公
众的依法信息查询服务便捷、高效。

“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意
义重大、影响深远。我局将按照省厅‘五个
国土’建设的具体要求，落实‘六抓’举措，
以实现‘六个全覆盖’为目标，践行‘马上
办抓落实’机制，做好不动产登记规范化建
设及国土资源各项工作。”商丘市国土资源
局党组书记、局长郭幸生表示，商丘市国土
资源局将按照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各阶段工
作任务，持续推进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
转高效的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建设。

打造不动产登记的“商丘模式”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华运知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 10 时至 2017 年 5 月 23 日 10 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sf.
taobao.com/sf_item/549007693693.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19.JKsfJy，户名：永城市
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东城区文化路
东光明路南神火城市花园 17#房产一套。
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
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徐法官
联系电话：13460172222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7年4月19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人民法院定于 2017
年 5 月 8 日 10 时至 2017 年 5 月 9 日 10 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宁陵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taobao.
com/0370/02，户名：宁陵县人民法院），公
开拍卖东南菱悦V3小型轿车一辆（车牌号为
豫NHS660）。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
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吕法官
联系电话：0370—7763070

15303804672
宁陵县人民法院
2017年4月19日

宁陵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商丘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拟向社

会公开征招投注站点外刮刮乐即开票

销售代销公司，有意向者可到单位咨

询洽谈，报名截止时间 2017 年 4 月

25日，联系电话13346617070 。

商丘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7年4月20日

公 告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7
年5月8日10时至2017年5月9日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
园区人民法院），公开变卖梁园区新建路与凯西
四街交叉口东北角商业房1-2层，建筑面积为
700平方米，土地使用证：商国用1999字第0094
号。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
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张志建
联系电话：1359231181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7年4月19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财产变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7年
5月8日10时至2017年5月9日10时止（延时的
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梁园区人
民法院），公开拍卖商丘市文化路南侧归德路海
亚金域湾 3号楼 3层 304号房产，建筑面积为
139.52平方米；8号楼 158号房产，建筑面积为
240.01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
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宁法官
联系电话：15225229506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7年4月19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建业壹号城邦位于南京路与
睢阳大道交会处东北侧，西邻睢
阳大道，南邻南京路。继一期 1
月15日开盘即清盘以来，二期特
别推出建筑面积 88-290 平方米
墅质洋房，围合式建筑布局，

“三高一低”匠心设计，不仅成
就更好的建业·壹号城邦，更因
为产品的稀缺备受关注。

高舒适度缔造墅级浪漫庭
院。建业壹号城邦二期，两梯两
户墅居大宅，让“上上下下”不
再等待。首层私家庭院，隔绝外
界喧嚣，给业主一份静雅从容。
层层大阳台，户户大面宽，阔绰
舒展的空间，带来自然舒适的室
内生活。

高绿化率把更多生活还给自
然。建业壹号城邦布局一轴、两
环、三园、九景的景观结构，搭
配色彩斑斓的自然植被，通过廊
架、雕塑小品、景墙、喷泉水景
等营造绿意环绕、花香弥漫、泉
水叮咚的惬意园林生活。

高品质再攀高峰。2017年 1
月，建业壹号城邦与中建一局签
订二期产品战略合作协议，缔造
安心放心的居住家园成为双方共
同的使命和担当。中建一局位列
2016 年世界 500 强企业第 27 位，
是中国质量奖获得者，与中海、
华润、万科等国内外知名地产商
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低建筑密度贴近情境生活。
建业壹号城邦二期以11层墅质洋

房、18层空中云墅为主，采用高
低错落的围合式建筑布局，筑就
更加亲近土地的低密度建筑群
落，最大限度地保证每栋楼的采
光和通风，营造出高层挺拔、低
层舒展的质感社区。

25年来，建业集团秉承“让
河南人民住上好房子”的企业理
念和“根植中原，造福百姓”的
核心价值观，恢弘布局河南18个
地级市，打造 100 余个高端社
区，赢得 50万高端业主的信赖，
即使香港上市具备布局全国的实
力，仍然坚持把最好的产品和服
务奉献给家乡父老。

壹号城邦，作为建业集团高
端产品序列，以Art Deco百年建

筑美学为主要特征，定位繁华都
市高尚生活住区。从省会郑州到
山水信阳，再到魏都许昌……15
座至尊府邸，让业主奢享优质资
源配套，优享尊崇生活。融汇建
业 25 载造城精粹，全省第 16 座
壹号城邦登陆商丘，35万平方米
地标级建筑即将呈现。

品牌是品质的保证。25载建
业，第16座壹号城邦，成就更好
的商丘建业壹号城邦。品质是品
牌的彰显。二期墅质洋房，中建
一局承建，成就更好的建业壹号
城邦二期。想要的洋房生活，别
样的墅居品质，快去建业壹号城
邦看看吧！

（本报记者 徐 凌）

设计公司：北京业之峰装饰集团商丘公司
公司地址：神火大道与八一路交叉口南10米路西
工程名称：海亚·香樟园
设计风格：简美
建筑面积：120平方米
工程造价：6.6万元
设 计 师 ：沈亚朋
设计作品：建业·十八城、建业·联盟新城、帝和·

温莎阳光、新城国际·兰溪谷、海亚·金域湾等
作品说明：本案为简约美式装饰风格，着重营造亲近

自然、时尚大气的艺术效果。设计上木质造型部分采用木
质混油白漆，家具、门套则采用美式擦色工艺，既凸显了
层次感，又显现了美式的大气与华贵。吊顶的设计简约而
浑然一体，厚重而不单调，大气而不呆板。墙面壁布和布
艺沙发也使得整个空间更加温馨宁静，富有家的温度。

业之峰装饰集团——环保装修领跑者！为了家人的健
康，请选择环保装修！

咨询热线：2088999 2732669
（特别声明：业之峰装饰公司商丘仅此一家，各县均无

分店）

活动现场。 蔡华丽 摄

夏邑举办“4·18国际古迹遗址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蔡华丽） 4月18日，夏邑县文化局、县文物保护管理
所举办了“4 · 18国际古迹遗址日”宣传活动。

该活动以“保护文化遗产，守望精神家园”文物知识进基层
为主题，通过出动宣传车、悬挂宣传条幅、制作宣传展板、发放
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丰富宣传内容，吸引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到文
物保护工作中来，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活动中，共展出宣传展板6块，宣传内容有清凉山遗址、三里
堌堆遗址等重要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夏邑区域出土的历代
重要文物等；设置了咨询台，文物鉴定专家对广大文物收藏爱好
者提供的藏品进行现场鉴定。同时，发放宣传资料，让群众更多
地了解夏邑的历史文化遗产。

此次宣传活动，增强了全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进一步普
及了文物保护的相关知识，营造了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王利荣）今年以来，民权县主动作为，超前谋划，
积极开展“四绿”创建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把“四绿”创建作为乡村绿化、
脱贫攻坚的重要任务，召开了“四绿”创建专门会议，成立了

“四绿”创建领导小组。二是制订方案，细化标准。制订了《民权
县“四绿”创建工作方案》，明确“四绿”创建标准，将“四绿”
创建目标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县直各部门，落实到村庄，点面结
合，加大“四绿”创建工作力度。三是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围
绕“四绿”创建，出动宣传车40余次，悬挂标语12幅，发放宣传
单5000余份，受教育群众2万人次，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四是
突出重点，强力推进。县域内 52公里的黄河故道建设生态走廊，
每侧绿化500米，带动沿线乡镇绿化面积大幅提升。

“四绿”创建，带动了全县绿化面积的大幅增加，目前全县绿
地总面积 782.46公顷。其中，公园绿地面积 204.7公顷，防护绿地
210 公顷，生产绿地 83.7 公
顷，附属绿地 284.06公顷，城
市绿化达标道路 5条，街道绿
化率 98%，主干道绿化达标率
61.2% ， 城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37.5%，绿地率 32.4%，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8.9平方米。

民权“四绿”创建成效明显

新闻在线

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捡到别人的手机能够第一时间主动
归还，做好事还婉拒酬谢，实在令人感动。”4月 19日，家住商丘
市归德路的代女士拨打了本报热线，希望为我市一家广告公司老
板王海明点赞道谢。

据了解，王海明是我市一家广告设计制作公司的老板，4月16
日中午1时许，他和妻子带着孩子到华夏游乐园游玩，玩耍时看到
草地上有一部手机，于是就捡了起来。“因为手机设有密码，也没
法查找相关电话，所以捡到手机后我们并没急着回家，想着失主
应该很着急，一定会回来寻找手机，于是我们就在原地等待失
主。”王海明说，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下雨了也没有任何人来找
寻，最后没办法只好回到家中等待失主主动联系。

手机失主代女士说，4月16日那天，她带孩子到华夏游乐园游
玩，回到家后才发现手机丢了。“当时我和孩子在草地上行走时，
被一个充气碰碰球撞倒，可能手机从口袋里滚落掉在了地上。当
时回到家发现手机丢的时候已过去一个多小时了，想着肯定找不
到了，于是我就打电话试试，没想到手机通着，对方说捡到我的
手机了，让我到新华书店附近的海明广告公司取回手机。”

“我的手机当初花了五六千元买的，没想到能够失而复得。”
代女士说，为了表示感谢，她当场拿出200元钱交给王海明，但被
对方拒绝了，随后她又买了牛奶和火腿肠等礼品，同样又被婉言
谢绝了。她被王海明拾金不昧的精神所感动，希望通过媒体向对
方点赞道谢，同时，希望社会上能有更多这种正能量的行动。

好心人王先生拾金不昧
捡手机物归原主受称赞

建业壹号城邦二期备受市民关注。 本报记者 徐 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