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6月底前，对涉及水、电、气、暖、电视、网络等过（立）户业务的，完成联动办理。有
条件的地方可在乡镇（街道）设立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窗口。③9（本报记者 李运海 整理）

今年12月底前，全省实现不动产登记、税费征缴、房屋交易“一窗受理、并联办理”模
式全覆盖，一般业务7个工作日内办结，抵押类登记业务3个工作日内办结。53项登记事
项实现“网上申请、窗口核验”，7项登记事项实现 1小时办结。全面实行网上预约、网上
预审、网上缴费等便民服务，并向金融机构、房地产企业布设终端、延伸服务，方便群众和
企业就近办理4项登记事项。设区的省辖市实现“同城通办”。

今年10月底前，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完成存量数据整合和权籍调查，实行不动产登
记、税费征缴、房屋交易“一窗受理、并联办理”的新模式，实现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
（房管）、财政、税务等部门信息实时共享，全部完成不动产登记网上便民服务系统接入河
南政务服务网，13项登记事项实现“网上申请、窗口核验”，7项登记事项实现1小时办结。

今年9月底前，各省辖市、县（市）争取完成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与政务数据
共享交换平台对接。已开通不动产交易登记网上便民服务的省辖市、县（市）将便民服务
系统接入河南政务服务网，实现不动产登记信息全程网上查询，13项登记事项实现“网上
申请、窗口核验”，同时提供网上预约、网上预审、网上缴费等便民服务。

根据我省安排改革将分4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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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图书馆讲座、文化馆

演出、博物馆展览等相关信息？

如今，只要打开“百姓文化云”微

信公众号或网站，动动手指就能

一手“掌”握。

“百姓文化云”是由省委宣传

部、省文化厅等单位牵头组织，在

“焦作百姓文化超市”的基础上升

级改造的省级数字公共文化服务

平台。自今年4月 23日正式上

线以来，实现省、市、县、乡、村全

覆盖，平均每月为市民推送

3000多场活动信息，每日访问

量 11万人次左右。该平台实现

文化资源共建共享，让人们参与

文化活动像网购一样简单。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9 月 19 日
起，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网上咨询周
启幕，除了北大、清华等名校，郑大、河大
等我省高校老师将在线为你答疑解惑。

为做好硕士研究生招生服务工作，
帮助考生了解 2019年各高校研究生招
生政策，各研究生招生单位于 9月 19日
至 23日期间每天 9时至 17时在中国研
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
cn/）上开展 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宣传咨询周活动，有关研究生招生单
位在线回答广大考生提出的问题。

活动周期间，除了北大、清华、复旦、
南开等名校之外，我省参与咨询周活动
的高校包括：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
理工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河南科技大
学、中原工学院、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师
范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航空工
业管理学院等。③6

□本报记者 孙欣

随着我国迈入老龄化社会，老人身
后的财产如何分配，成为很多人不得不
面对的现实问题。父母去世后，房屋肯
定属于独生子女吗？前不久，微信朋友
圈很火的一篇文章《独生子女无法继承
房产？99%的人都不知道》让不少人直
犯嘀咕。现实情况究竟怎样？遗嘱公证
是最有效力的生前财产处理方式，其办
理情况如何？9月 19日，记者前往郑州
市黄河公证处进行探访。

“近年来，我们办理的遗嘱公证年均
增长 20%。为了安心养老，防止房产引
起子女纷争，生前做遗嘱公证的老年人
越来越多。”郑州市黄河公证处主任闫峰
告诉记者。

当天下午，在公证处办证大厅，记者
见到了 68岁的刘大爷。“大儿子对我们
一直不闻不问，小儿子比较孝顺，我准备
把房产和存款全部给小儿子。”刘大爷对
公证人员说。

刘大爷告诉记者，自己名下有两套
房产，现在他身体不好，一直担心哪天突
然走了，两个孩子为财产打架。如果财
产分割明确了，就不怕他们起纷争了。

刘大爷的未雨绸缪不无道理。随着
家庭财富不断增长，遗产继承纠纷案件
数量逐年攀升。今年前 8个月，郑州市
金水区人民法院就受理遗产继承案件
768件。统计数据显示，法院审理的继
承纠纷中未立遗嘱的占80%以上。

“公证遗嘱的效力性和专业性都很
强，在继承纠纷中，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
公证遗嘱的情况下，法院普遍采信公证
遗嘱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公证员郑志
华说，有些老人虽然自行书写了遗嘱，但
如果没有公证，也存在隐患。相关利益
人可能会质疑，遗嘱是不是老人自己写
的？是不是受到胁迫？是不是在神志不
清的时候所写？

“对于办理遗嘱公证的老年朋友，我
们设立了绿色通道，咨询电话全年开通，
节假日预约办理，特殊情况可以上门服
务。此外，在每年重阳节前后，我们都会
开展公益法律服务活动，为70岁以上老
年人免费办理遗嘱公证。”闫峰说，为方
便老年人办理遗嘱公证，黄河公证处正
积极打造便民高效的“互联网+公证”模
式，以满足群众在这一领域日益增长的
需求。③5

本报讯（记者 陈辉）9 月 20 日，记
者从河南省 2018年度电信普遍服务试
点集中签约仪式上获悉，信阳等 8 市
（县）获批中央财政电信普遍服务专项补
助资金 2.31 亿元，计划建设行政村 4G
基站1149个。今年年底前，全省将实现
所有自然村 4G网络全覆盖和所有贫困
自然村光纤接入全覆盖。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是为了让乡村群
众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信息服务。
2016年，我省已组织 14个市、县申报纳
入第一批、第二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累
计投资 5.6 亿元，集中完成了全省最后
1400个宽带未通村和 460个宽带升级
村的光纤到户建设，当年年底实现了全
省所有行政村光纤接入全覆盖。今年，
信阳等 8市（县）被纳入 2018年度电信
普遍服务试点城市，计划建设行政村4G
基站1149个。

在完成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的同时，
我省还启动了贫困自然村宽带网络覆盖
工程。2017年累计投资2.56亿元，完成
全省最后 1157个贫困村下辖自然村的
4G网络覆盖，实现了全省所有贫困自然
村 4G网络全覆盖。今年，按照省委、省
政府脱贫攻坚战略部署，全行业计划投
资 8.28 亿元，组织实施自然村通 4G 和
贫困自然村通光纤工程，完成全省最后
6932 个自然村（20 户以上）的 4G 网络
覆盖和 2751个贫困自然村的光纤接入
覆盖，今年年底前将实现全省所有自然
村 4G网络全覆盖和所有贫困自然村光
纤接入全覆盖。③9

9月 20日，设在郑州市经开区河南省新华
书店发行集团的“百姓文化云”中心的大屏幕
上，全省各地公共文化场馆的动态数据正在不
停地更新着。

记者注意到，群众参与活动类型占比表显
示：演出 42%、亲子 32%、展览 10%、讲座 4%；
发布活动类型占比表显示：演出 21%、亲子
39%、展览18%、讲座11%，这意味着演出、亲子
类的活动最受百姓欢迎，供需之间还存在一定
差距。而从各市月活动供应量对比图来看，郑
州、洛阳、焦作、济源等4个城市较为丰富，群众
参与积极性也高。

“这个平台的特色是两头知道，一头是百姓
能知晓有哪些文化活动；另一头是政府知道，通
过公共文化大数据，老百姓喜欢什么、活动上座
率如何、场馆使用率如何，都一目了然。”“百姓

文化云”项目负责人、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副总
经理潘瑛矗说，“平台以大数据精准记录市民文
化消费需求，为政府的管理与决策提供重要依
据，进一步推动我省公共文化服务提档升级。”

对此，宋建国表示，郑州市下一步将根据
“百姓文化云”的数据调整文化活动开展的数量
和范围，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精准匹配。

如今，“百姓文化云”省级平台和 123个市
县分平台已全部正式上线运营，共上线公共文
化机构和场馆 3083个、文化活动 14732个、文
化社团 841个、非遗项目 977个。从大数据来
看，全省文化场馆上座率比过去提升了 30%。
潘瑛矗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与河南艺术中心等
公共文化场馆开展公益票在线支付合作，探索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融合，促进文化消费结
构升级，拉动文化产业发展。③9

“百姓文化云”数字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看演出听讲座 文化需求尽在“掌”握
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信息不对称一直是

个难题：一方面，总有居民说不知道有哪些文化
活动在举办；另一方面，文化场馆却常常抱怨人
气不足。而一些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组织的
文化服务项目，市民也未必喜欢。这些难题如
今正在通过“百姓文化云”平台得到缓解。

“百姓文化云”架起了市民与文化场馆之间
的线上桥梁，打开该平台的网站或微信公众号
便可知晓全省的演出、亲子、讲座、电影观摩等
各类文化活动，可直接网上预约，活动当天到现
场在终端机直接取票或出示订票码即可参加。

“面对这些零散的资讯，需要市民逐个场馆
搜索的日子已成为过去。”家住郑州市金水区的
刘女士对此感受颇深，“以前周末也想看个演

出、展览，想想还得一个一个上网查，就懒得动
弹了。现在内容丰富且集中在云平台，自己按
需点单，太方便了，所以经常约朋友一起抢票、
一起参加文化活动。”

除了市民感到方便外，提供服务的公共文化
场所也轻松了。郑州市经开区图书馆负责非遗
传统手工艺培训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台推出活
动和场馆预约功能后，活动信息往往发布不到一
天票就被抢光了，数据也直接从网上传了过来。

在郑州市文广新局局长宋建国看来，“百姓
文化云”有效缓解了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活动
知晓率低、活动参与率低、场馆设施利用率低”
的通病，成功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了从以
前的“活动找观众”到如今的“观众找活动”。

整合资源，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

大数据倒逼公共文化服务提档升级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我们的节日 中秋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冯刘
克）诗歌朗诵与音乐交织，舞蹈与光影辉
映。9月 20日晚，河南省纪念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中秋诗歌朗诵会在河南广播电视
台8号演播厅举行。该活动由省委宣传
部、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在中秋节前
夕，为观众送上一道精美的文化大餐。

当晚的中华诗词朗诵，与舞蹈、器乐
等艺术手法相融合，结合现代声光电技术
手段，充分挖掘中秋传统文化精髓，构成

“音·诗·画”的舞台表现效果，传递给观众
一幅幅唯美画面，形成一次次情感冲击。

本次诗歌朗诵会除了采用关于中秋
的诗词外，还选取了大量反映河南省改
革开放四十年来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取得
巨大成就的原创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通
过讲好河南改革开放故事，传播好中华
节日文化和诗词文化的精彩内容，展示
了河南一亿儿女让中原更加出彩的信心
和决心。③5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中秋诗歌朗诵会举行

9 月 20 日，郑州市西里路社区的
“中秋百家宴”现场气氛温馨而活跃，居
民们端来自己亲手做的各色菜肴互相品
鉴，共叙邻里情。②26 王玲玲 摄

生前讲明身后事 预防纠纷还省心

遗嘱公证
走进百姓家 年底前全省所有

自然村通4G网络

考研有疑惑
在线可答疑

不动产交易登记最快1小时办结
权威发布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光影40年

□王中文 刘涛 安建军 摄影报道

几十年前，鹤壁只是太行山麓的一个小镇，“一条大街
一岗楼，一个警察看两头”是当时鹤壁的诙谐写照。而今，
鹤壁已发展成一座生态文明、活力四射、幸福和谐的花园
城市，拥有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
50多张“国字号”名片。⑨6

鹤壁：花园新城熠熠闪光

扫一扫关注
“百姓文化云”

遗嘱公证有一套严格的

程序。公证处要核实当事人

提供的证明材料，遗嘱公证过

程要录音录像。在立遗嘱人

去世前，公证处履行保密义

务，遗嘱公证的档案按照密卷

进行管理，不得随意公开。

“百姓文化云”微信公众号页面

制图/单莉伟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9月20日，记者从省政
府办公厅获悉，《河南省不动产交易便民利民改革
实施方案》出台，确定以“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
跑一次”为目标，充分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和
大数据技术，创新不动产登记、税费征缴、房屋交
易工作机制，全面实行“一窗受理、并联办理”新模
式，着力破解不动产登记服务中的难点、堵点、痛
点，实现不动产登记办事环节明显减少、办事效率
明显提高、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明显增强。

这次改革目标是，通过推
行不动产登记、税费征缴、房
屋 交 易“ 一 窗 受 理、并 联 办
理”，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受理条件情况下，对梳理确
定的 65项不动产交易登记事
项，实现从受理申请到办结

“只上一张网、只进一扇门、最
多跑一次”。③9

扫一扫查看
“最多跑一次”

事项清单

上图 今年 9月 18日
拍摄的鹤壁市区新貌。

左图 20 世纪 80 年
代初鹤壁市中心城区的红
旗街街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