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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事大厅很快就办结了相关手续，真是
方便！”自郑州市房管局联合相关部门试点实施
存量房网签备案、房屋交易和缴税、不动产登记
等业务“一窗受理”新模式，收到了不少群众的
点赞。

“为方便群众，我们对房屋产权交易办事流
程进行颗粒化梳理，精简要件，压缩时限，进一
步提高房屋产权交易效率。”郑州市房管局主要
负责人介绍，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楼
盘表确认等 36 项业务办理时限压缩为 1-5 个
工作日，存量房买卖合同备案、注销等 5项业务
优化调整为即来即办。同时，利用“互联网+”、
手机应用软件(App)、电子签名等手段, 及时解
决数据推送、证照生成、电子签章等问题，有效
推进房屋交易网上办理，商品房首次转移登记

“网上办”取得初步成果，房屋买卖合同实现网
签即备案，房屋交易确认、交税、不动产登记“一
件事”办理成效明显，基本实现了商品房买卖合
同电子化并实时推送至郑州市大数据局共享平
台。

抽调业务骨干，开动“房管蓝”便民服务车，
打造移动办事大厅，多次参加 12345 政务热线
进社区便民服务，深入企业开展“万人助万企”

“三送一强”惠企助企服务活动，到居民家庭为
特殊群体开辟绿色通道，切实为企业和群众办
实事、解难题，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按照数
字化、信息化、规范化、便利化要求，进一步加强
房产档案管理，实现了房产交易信息查询“跨省
通办”和房产档案信息网上跨区域流转，全年完
成过户档案整理 16369卷，受理档案查询 77811
卷，开具房屋权属信息证明 376255份。

积极协调多部门，归集并接入智慧郑州青
年人才、高层次人才核验、完税、高校学历等数
据接口，为减材料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新开通
36 个郑州市数据服务查询平台账号，提高了存
量房网签备案购房资格审查、高层次人才补贴、
商品房合同备案、公租房审核工作的准确度，满
足了业务数据查询比对需求，及时更换电子证
照签章，研究改进数据推送方式，促进了房管业
务数据的互联互通。及时完成房屋网签贷款纳
税交易登记、青年人才购房补贴等“一件事”数
据接口对接，将“串联式人工审核”优化再造为

“并联式智能审核”，实现了郑好办 App上 27个
房管服务事项的在线办理。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保障和改善民生没
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郑州市房管
局在新的一年迈向新的征程！

创新善为

让住有所居越来越暖心

市民冯宇一路喜悦地走在回家的路
上。“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开心，因为自老旧
小区改造之后，原来的小区已旧貌换新颜
了！”

冯宇的家就在陇海北三街社区，位于郑
州管城区，面积 0.46平方公里，由 69栋建成
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旧楼房组成，住有上万
人口。这里曾经是头顶电线满天飞、脚下杂
物满地堆的景象，让居民们烦恼不少。但自
实施改造后，短短几个月，社区焕然一新：举
目尽是花草，信步皆有风景，居民乐坏了，
《人民日报》也为此点赞。

2021年全市计划改造的 606个老旧小
区项目全部开工，已完工 603个，2019年以
来累计改造完工老旧小区1994个，改善了群
众人居环境、提升了社区生活品质、促进了
城市有机更新，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老旧小区年久失修、设施不全，规模面
积、历史风貌、群众需求、基础条件又不尽相
同，为高质量实施综合改造带来了极大挑
战。作为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作的牵头部
门，我们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在深化群众工作中找路径，在探索路径
中谋创新、在创新中破难题，坚持党建引领
改造工作，采取强化顶层设计、注重规划先
行、发动多元参与、邀请社会监督、完善长效
机制等措施推进工作。”郑州市房管局主要
负责人介绍。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并非易事，旧物复新
的工程难度常会胜于新建。郑州市住房保
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牵头抓总，通盘谋划，组
建专班，并抽调“水、电、气、暖、通信”等专业
人员，集中办公、同向发力，推进工作，制定
出台《郑州市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程实施方
案》《关于明确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有关事项

的通知》《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基础清单》等文
件，让改造有章可循。

坚持老旧小区改造到哪里，物业管理就
覆盖到哪里，推动老旧小区的治理模式从

“靠社区管”向“共建共治共享”转变。社区
与物业企业签订《红色物业服务框架协议》，
通过“党建引领 连片管理”的方式，扩大物
业管理覆盖面，建立红色物业联盟，创新智
慧城市管理，构筑“一屏管天下、一网管全
区”模式，让小区既有文化味、人情味，也更
加现代化。

同时，全市为老旧小区加装新电梯 240
部，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加装电梯数量
稳居全省第一；拓展政务服务网、郑好办
App、微信小程序等渠道，实现了维修资金
交存功能全覆盖；试点维修资金使用“电子
投票”模式，解决了表决周期长、易伪造、不
易监督等问题。

温暖居住之梦 增进民生福祉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为民办实事侧记

2021年的6月 29日上午10时 40分，在郑
州高新区公共租赁住房系统自动配租现场，市
民肖亚茹轻点鼠标启动自动配租系统，342套
公租房瞬间完成了分配，这是郑州市利用新开
发的公租房自动配租系统的第一次全新尝试。

为了让群众省心省力，郑州市房管局以公
共租赁住房为突破口，聚焦热点、“一网通办”，
实现了由“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路”的服务转
变；破解难点、“系统配租”，实现了由“人工配
租”到“自动配租”的服务转变；打通堵点、“申
请即补”，实现了由“长期轮候”到“应保尽保”
的服务转变，全面开启了郑州公租房为民服务
新模式，并及时形成《关于加强公共租赁住房
运营管理的通知》及考评办法，有效提高公租
房使用管理效率。

统计显示，2021年新政策实施以来，全市
已累计受理申请71417户 94027人，审核通过
10600 户 15171 人，通过事后动态审核 2080
户因不符合条件退出保障。

2021年郑州有不少居民入住保障房。最
新统计显示，2021年全市新开工建设棚户区
改造安置住房 15437套，完成率 102.91％；基
本建成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56591套，完成率
141.48％；公租房分配入住 8496 套，完成率
121.37％。

“2021 年全局持续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
设，全方位推进棚户区改造和公租房、保障房性
租赁住房建设，推动市场租赁住房发展等，多渠
道多主体供给，保障困难群众的住房需求。”郑
州市房管局主要负责人介绍，该局全面统筹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全过程管理，高标准推进，
调整公租房分配流程和方式，开发自动匹配系
统和房源跨区调剂系统，基本实现公租房申请
全程在线办理和公租房分配电脑自动配租。坚
持“存量为主、新建为辅”原则，制订保障性租赁
住房建设计划，印发《关于规范使用保障性租赁
住房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资金的通知》，不断增
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目前已筹集待认定房
源3.5万套。

此外，以筹集租赁房源为重点，统筹推进住
房租赁试点建设。全市新增各类租赁住房
23604套，累计完成65862套；新增专业化住房
租赁企业168家，累计达332家；完成房屋租赁
合同网签备案8.6万套（间）784.5万平方米。已
完成四批共 70个住房租赁专项资金申报项目
审核，累计拨付下达奖补资金22.8亿元，并完善
房屋租赁平台资金监管模块功能，强化住房租
赁交易资金监管，落实住房租赁市场日常巡视，
适时发布住房租赁消费警示，集中开展“双随
机、一公开”检查，及时通报曝光经营不规范的
住房租赁企业等。

该局还会同郑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
《关于提高租赁住房提取公积金额度的通知》，
明确在办理房屋租赁合同网签备案后，承租人
提取公积金额度可在原有基础上提高 30%。
协调公安部门提升租赁人员居住证办理效率，
承租人登录郑好办App，凭租赁备案共享信息
即可线上办理居住证明。印发《关于做好郑州
市人才公寓配租管理的通知》，完善租赁平台
人才公寓配租模块和手机 App功能，为人才
公寓分配奠定基础。加大承租人公共服务保
障力度，全市租赁住房家庭子女入学累计有数
十万人，约有十万人需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

“广大群众住房需求占比较大的普通商
品住房也是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部分。”郑
州市房管局主要负责人介绍，该局以“房住
不炒”为定位，持续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稳
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全力推进“问题楼盘”
攻坚化解，整治房地产市场乱象，持续加强
房地产市场监管，从制度上、源头上规范房
地产市场秩序，多向发力、形成合力，保障不
同群体的住房需求。

据介绍，该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房地产
领域专项整治行动，完善工作协调机制，建
立房地联动机制。修订印发《郑州市商品房
预售款监管实施细则》，确保商品房预售款
监管到位，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全力推
进“问题楼盘”专项攻坚化解，压实属地责
任，建立市区联动、府院联动、工作调度、综
合监督工作机制，强化督导检查，着力减存
量、控增量、防变量，确保攻坚化解的效果。

严格执行《郑州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
分级评定管理办法》，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加、
减分细则，明确信用信息变更制度和要求，

对房地产企业违规行为，及时记入企业信用
档案，实行部门共享、联合惩戒。截至目前，
共记录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信息267条。开
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对全市818家（个）
房地产企业（项目）进行现场检查，责令 187
家企业限期整改，对99家问题比较严重的企
业进行通报曝光。

此外，根据市场不同阶段存在的问题，
及时发布购房消费警示：谨慎签订商品房买
卖合同、合同签订须留心、“阴阳合同”签不
得、购房费用要理清、不要购买五证不全房
屋等，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为群众营造放
心的消费环境，打造“安心房”。

要保障群众买房“安心”，住房同样需要
“安心”。2021年 7月，郑州突发暴雨灾害，
导致部分民房受损。据了解，郑州市房管局
第一时间启动全市城镇住房安全大排查，积
极协调231家检测机构、1000余名房屋安全
专家，参与房屋安全应急评估和检测鉴定，
为受损房屋隐患治理、灾后重建提供技术支
援。及时对接16支省外驰援队伍，完成居民

小区排涝抢险任务。
在此基础上，成立全市房管系统特大

暴雨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印
发《郑州市灾后城镇既有房屋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行动方案》《郑州市因灾致险既有城
镇住宅房屋加固工作实施意见》，会同郑州
市大数据局研发灾后重建软件，积极推进
受灾房屋专项整治。目前，受损房屋检测
鉴定和“一般修缮类”房屋整治任务已全部
完成，“加固类”和“拆除类”房屋整治强力
推进。

“灾害虽然过去，群众住房安全丝毫不
能放松。”郑州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该局仍持续抓好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严格落实日常房屋安全动态巡查，组织全市
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组织
开展农村彩钢房隐患排查和风险整治，周密
部署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
屋建筑承灾体调查，逐步建立全市危旧房屋
安全隐患风险台账，全市房屋安全档案更加
完善，房屋安全动态管理进一步加强。

住房保障既是经济、社会命题，更是民生、

信心工程，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如何通过

砖石土瓦托起百姓住有所居的温暖梦想？如

何因时因需通过政策杠杆为民生不断增进福

祉？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

称“郑州市房管局”）在不平凡的2021年，写下

了这样的答案：

2021年全市全年新开工建设棚户区改造

安置住房 15437套、基本建成棚户区改造安置

住房 56591 套、公租房分配入住 8496 套，保

障性安居工程年度工作目标完成率均超

100%；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已建成 240 部，加

梯量稳居全省第一，年度工作目标完成率超

100%；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省定年度民生

实事目标任务完成率超 100%；受损房屋检测

鉴定和“一般修缮类”房屋整治 100%顺利完

成。

一年来，郑州市房管局全局上下聚气凝

神，以深化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住得上、住得好、住得优”为目标，聚焦房地

产市场调控、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房地产领域

专项整治、问题楼盘攻坚化解、房地产营商环

境优化、政务服务效能提升等重点，攻坚克难，

加压驱动，创新善为，不断让群众通过“省心

住”“安心住”“舒心住”“暖心住”，提高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李林

重拳施治 让住有所居越来越安心

民生为本

让住有所居越来越省心

改旧换新 让住有所居越来越舒心

一网通办效率提高，收到群众点赞 既有小区加装电梯数量，郑州稳居全省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