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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动产遗留问题 郑州再出政策
经适房配建商业、越界超占、省直房改房等“老大难”问题均有涉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核心提示 ｜ 在“6·25”全国土地日当天，因不动产登记工作中存在的历
史遗留问题而受到困扰的郑州市民，收到了一份来自国土部门的“政策福
利”——继去年出台郑政【2017】6 号文后，针对不动产登记事务中仍存在的
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郑州市人民政府再次出台相关文件予以解决。有业内人
士表示，自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在全国推广以来，在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方
面，河南及郑州的不动产登记部门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针对遗留问题再出补充政策

表示，自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执行以
来，郑州在不动产登记领域的种种举
措令人关注，尤其是在历史遗留问题
6 月 25 日，记者从郑州市国土资
的解决方面，更是为全国同行率先
源局获悉，
《补充意见》已于当日正式
。
出台。这也是继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蹚出了一条路”
于 2016 年 11 月下发《关于做好当前
覆盖“尚未取得
‘房本儿’
”
不动产登记工作的指导意见》及去年
7 月郑州市政府出台《郑州市人民政
且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房屋
府关于处理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
登记相关问题的意见》
（郑政〔2017〕6
“6 号文所解决问题的对象，基本
号，以下简称“6 号文”
）之后，我省尤
上是已取得了房屋产权证书且存有
其是郑州市直面不动产登记中所存
历史遗留问题的房屋，而《补充意见》
历史遗留问题再次给出政策出口。
则将那些未取得过房屋权属证书，但
《补充意见》中指出，在“6 号文” 存在更深层次遗留问题的房屋纳入
发布实施以来，郑州市已妥善解决了
了解决范围。”对于新出台《补充意
一大批分散登记导致不能正常办理
见》的主要内容，业内资深人士 B 先
不动产统一登记的问题，对于化解社
生表示，于去年出台的“6 号文”通俗
会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起到了积
地说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没
极作用。但在办理不动产登记过程
有土地登记信息但有房产证”的房屋
中，仍有一些问题不断显现。针对当
能不能办理登记的问题，一个是对于
前郑州市不动产登记工作中存在的
上述房屋怎么完善土地登记信息的
普遍性问题，结合郑州市实际，特制
问题。
“ 但是历史遗留问题不仅仅是
定“6 号文”的补充意见。据悉，
《补充
土地上的问题，还涉及了很多别的方
意见》的适用范围为郑州市五区、郑
面，而《补充意见》便是从登记事务着
东新区、郑州经济开发区、郑州高新
手，包含但并不局限于解决土地方面
区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上符合文件
的问题。地有问题房没问题的，靠 6
处理范围的遗留问题楼盘或房地产
号文解决；地没问题房有问题的，靠
项目，
《补充意见》也将从 6 月 25 日起 《补充意见》解决。
”B 先生说。
生效。
省外不动产业资深人士 A 先生

《补充意见》内容概要
此次出台的《补充意见》共涉及五方面的问题，
具体包括：
“ 关于划拨土地上房产相关问题的处置
意见”
“ 关于房屋越界超占问题的处置意见”
“ 关于
房地权利主体或用途不一致遗留问题的处置意见”
“郑州市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前部分国
有土地上房屋权属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意见”
及“关于房屋部门直管公房及省直房改房办理不动
产登记的处置意见”
。
其中，关于“关于划拨土地上房产相关问题的
处置意见”，
《补充意见》区分“新供应经济适用住房
配建商业用房办理用地手续、已供经适房配建商业
用房办理首登或首次转移登记、经适房配建商业用
房业主已取得房屋产权申请转移登记”三种情况，
对经济适用住房配建商业用房依法办理用地手续
提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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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启动家庭病床新政
已开始收治患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本报讯 6 月 25 日，记者从河南
省社保局获悉，为完善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进一步扩大现有基本医疗保险
保障项目，满足参保人员居家医疗需
求，开封市于今年制定了《开封市基
本医疗保险家庭病床管理暂行办
法》，启 动“ 家 庭 病 床 ”医 疗 保 险 项
目。符合条件的患者在家中或是敬
老院等熟悉的环境中即可接受医疗
和护理，享受到质优价廉的医疗服
务。上半年家庭病床新政启动以来，
开封市已有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成为第一批家庭病床定点医疗机构，
共收治 5 名患者。
“家庭病床”是什么？是指开展

了基本医疗保险家庭病床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根据参保人病情需要，在
其居住场所内开设的病床，由指定医
护人员定期上门为其提供检查、治疗
和护理等特定性医疗服务。
今年 5 月 23 日，繁塔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收治了开封市首例家庭病
床医疗保险项目患者。据记者了解，
该患者 6 年前因脑出血而致肢体活
动障碍长期卧床，需要长期鼻饲饮
食，完全符合家庭病床的收治条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指定医护人员对
患者进行了相应检查，并结合诊断结
果为患者制定了周详的诊疗计划，得
到了家属的高度认可及肯定。

30多位大咖
“论道”
五云山
首届中原美术、设计学院院长论坛成功举办

本报讯 6 月 22 日，首届中原美
全社会普及美术教育、提高审美品位
术、设计学院院长论坛在郑州五云山
起到重要作用。论坛上，来自郑州大
举行，全省 30 多所本科院校的美术、 学、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及河南
设计学院院长及高等美术教育界知
工业大学四所高校美术、设计学院的
名专家教授齐聚一堂，围绕
“价值·责 “掌门人”先后作主旨发言，分享他们
任·分享”主题进行交流、探讨。论坛
多年来在教学实践中的成果与体会。
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美术报和
论坛期间，嘉宾和院长们还参观
河南省学校艺术教育协会联合举办， 了奥伦达部落·五云山小镇的油画
以后将每年举办一届。
苑、艺术展厅、非遗文化工作室、匠人
近些年来，我省高校美术教育快
手工坊等，并到云开书院品茶交流、
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省
静思悟道。如画的美景让院长们陶
60 多所高校几乎都开设有美术、设
醉其中，
流连忘返。
本报记者
计等专业，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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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每天食用多少牛奶或者奶制品合适？
答：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食用 300 克
牛奶或奶制品，建议选择多种乳制品，丰富多样性，如早
餐饮用 200~250 毫升牛奶，午餐或晚餐加一杯 100~125
毫升酸奶，也可以选择适量的奶酪或奶粉等干乳制品。
河南省畜牧局&大河报社
奶业科普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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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国土厅公开挂牌督办 10 起国土资源违法违规案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本报讯 记者 6 月 25 日获悉，为全面加强自
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管理，进一步加大对违
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力度，推动 2017 年度卫片执
法检查及全省土地利用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
行动有力、有序、有效开展。根据全域督查和
2017 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发现及群众举报
违法案件线索核查，按照自然资源部统一部署
和国家土地督察济南局的要求，决定向社会公
开挂牌督办 10 起土地违法违规案件。河南省
国土资源厅相关部门希望各地能够对挂牌督办
案件高度重视，依法依规对人对事处理到位，及
时上报办理结果。

河南省国土资
源厅公开挂牌督办
案件的具体情况请
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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