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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二手房买卖等15项业务可以“一窗受理”

5个工作日就可拿到不动产证

最近，郑州市房管局
CBD办事大厅一楼新开了
一些名叫“一窗受理”的窗
口。不少读者向本报留言：
为啥要开这些窗口？这些窗
口是干啥的？办理的业务跟
之前有啥不一样？具体办
理流程是啥？速度如何？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
《大河房管面对面》栏目第
二期邀请到郑州市房管局
房地产市场和产权交易管
理中心受理科科长杨虎威、
信息技术和市场分析科科
长张毅进行详细解答。

1. 郑州市房屋交易、税
务、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
并联办理、集成服务”改革工
作的背景是什么？

答：根据《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
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
意见》和省委省政府两办《关
于深化“一网通办”前提下

“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审
批服务便民化的实施方案》
以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郑州市房屋交易、税务、
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次”改
革工作方案的通知》，为了进
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做到更好、更
快、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
业，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增
强便民、利民服务能力。

在这个大背景下，全面
推行房屋交易、税务和不动
产登记“一窗受理、并联办
理、集成服务”的改革。

2. 什 么 是“ 一 窗 受
理”？郑州市房管局此次的
“一窗受理”又具体是什么？

答：一窗受理是指项目
办理时涉及多个部门的业务
时，由政务大厅综合窗口负
责统一受理、材料内部流转、
窗口统一发证的审批行为。
具体到郑州市此次“一窗受
理”改革，就是整合房管、税
务、国土等三部门的业务和
人员，组建统一受理窗口，从
而减少群众在各部门、各窗
口之间的往返次数和排队次
数，以完善制度、科学管理入
手改革，从而精简流程、提升
服务，满足群众不断提高的
政府服务需求。

3. 目前“一窗受理、并
联办理、集成服务”开展的情
况？

答：为了全力推进“最多
跑一次”改革落实到位，郑州
市房管局在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在市政务办、市数字

办、市财政局的指导下，和市
国土局、市税务局以及水、
电、气、暖等相关部门，经过
1 个多月的充分梳理和调
研、反复论证和测试、在试
点运行平稳的情况下，于10
月 19日，在市房管局CBD
大厅和南阳路大厅，正式开
展房屋交易、税务、不动产
登记“一窗受理、并联办理”
业务。

为了保障工作顺利开
展，我们积极协调维修基金、
存量房网签资金监管、存量
房网签备案、档案查询等相
关业务部门进驻办事大厅，
切实做到让老百姓“只进一
扇门”“最多跑一次”。

目 前 郑 州 市 房 管 局
CBD大厅和南阳路大厅，加
上国土局长江路大厅和金水
分中心大厅，郑州共4个办
事大厅、38个窗口开展“一
窗受理、并联办理”业务，实
施“一套材料申报、一个平台
办理、一个窗口受理”的“三
个一”办理模式。

4. 目前申请办理业务
的方式和流程大致是什么？

答：目前房管局CBD大
厅和南阳路大厅办理房屋交
易、税务、不动产登记业务，
可以采取“微信预约后办理”
或“现场发号”办理两种方
式。

主要办事流程：
（1）咨询辅导。
大厅设置的有咨询辅导

区，指导办事群众填写房屋
交易、税务、不动产登记申请
表，并引导办理后续业务。

（2）网签备案环节。
在这个环节主要进行房

源核验、购（售）房资格审查、
办理资金监管和网签备案。

（3）一窗受理环节。
在“一窗受理”窗口，由

受理人员统一收取办理业务
所需的全部材料，并进行必
要的询问、查验等工作，对符
合受理条件的，出具受理凭
证。受理后，咱们老百姓可

以选择到大厅领证或快递、
邮寄送达。

（4）并联办理程序。
就是房管、国土、税务的

审核人员，分别通过各自业
务系统，从市数字办的信息
共享平台，提取“一窗受理”
系统办理的相关业务信息，
进行并联审核。

（5）缮证发证和“水电气
暖”同步过户环节。

水电气暖相关业务人
员，自完成房屋交易和登记
后，同步接收市数字办信息
共享平台的房屋信息和权利
人变更等相关信息，不再收
取房屋所有权人的“水电气
暖”过户申请，而是依据共享
平台推送的信息完成各自过
户工作。

5.“一窗受理”运行前
后，群众办理业务有什么变
化？

答：自2016年8月20日
郑州市房屋登记职能移交市
国土局后，群众办理业务的
流程变化可以分成三个阶
段。

最初，先在房管部门办
事大厅办理交易确认手续，
然后再前往市不动产登记大
厅办理登记手续，需要“两头
跑、两头排队”。

然后，自2017年7月10
日后，房管、国土两部门互派
工作人员，在全市六个大厅
开设“联合受理”窗口，群众
办理业务基本实现了只跑一
个大厅。

如今，开设“一窗受理”
模式后，群众办理业务实现
了“一套材料申报、一个平台
办理、一个窗口受理、一个小
时办结”。

6.“一窗受理”运行后，
群众办证在等待时间上有什
么变化？

答：从单个申请事项正
常办理时间上，仅受理时间
应该可以缩短二十分钟左

右。整个办事流程完结到发
证，由原先的七个工作日领
证到现在压缩至五个工作日
领取房屋不动产登记证。

7. 刚才提到单个申请
事项时间有所减少，如果是
开发商给购房业主统一办理
大宗件又有什么变化呢？

答：原来开发企业办理
大宗件，需先到房管部门办
理交易确认手续，再到不动
产部门排队办理登记业务。

为了方便群众，在今年
的7月23日，郑州市房管局
派遣精兵强将在市不动产长
江路办事大厅开设了大宗件
联合受理业务。在10月18
日又在市房管局CBD办事
大厅开设大宗件联合受理窗
口，专门接待大宗商品房的
受理申请。在10月 29日，
又在郑州 CBD 办公场所
408房间，实现了大宗件商
品房的“一窗受理、并联审
核”，一套档案在一个房间内
部流转，该房间同时兼备“一
窗受理——房屋交易审核和
不动产登记审核——登簿
——缮证 ”功能，档案不出
房间就能完成整个办理流
程，从而大大方便了企业办
事，提高了办公效率。

8. 有没有什么业务是
不采用“一窗受理”模式处理
的？

答：“一窗受理”是指受
理事项涉及多部门联办的
业务，换言之就是如果该业
务仅仅涉及一个部门，就不
适用该模式，例如存量房屋
的继承，离婚析产，房屋所
有权证（或不动产登记证）
的遗失补发、换证，房屋抵
押权的设立或注销，房屋因
灭失的产权注销等业务，是
不动产登记部门单独办理
的，就不再适用“一窗受理”
模式。

⑴开发建设单位出售商品
房（含经济适用房）

⑵因经济适用住房补差转
商品房

⑶私有房屋（商品房、房改
房、自建房）转让

⑷私有房屋赠与（含继承
附带赠与、离婚析产附带赠与）

⑸私有房屋互换兑换
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私有

房屋增加共有人（婚前财产）
⑺法院判决（协助执行）
⑻委托拍卖机构拍卖房屋
⑼司法拍卖房屋
⑽单位房屋转让
⑾单位优惠出售公有住房

（房改售房）
⑿房改房产权比例变更
⒀房改房收回
⒁征收、拆迁安置
⒂非住宅类房屋同一所有

权人分割、合并

《大河房管面对面》由
大河报、郑州市房管局房
地产市场和产权交易管理
中心联合主办，为常设栏
目，每期邀请房管局相关
负责人做客栏目，详解不
同的房产话题。如果您对
房产方面有任何问题可向
我们留言：

1. 发 送 问 题 至 邮 箱 ：
373454119@qq.com；

2.扫描二维码关注“大
河楼评”（dahebaoloushi）微
信公众号并向后台留言。

本期报道
扫描二维码
即可观看视频

这些业务
“一窗受理”

征集令

郑州市房管局房地产市场和产权交易管理中心受理科科长杨虎威（中）、信息技术和市场分析科
科长张毅（右）做客《大河房管面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