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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尉
氏县财政局文件要求，响
应禁烟办号召，开封尉氏
蔡庄镇财政所积极开展

无烟单位创建活动，全面
推进办公场所、公共场所
控烟工作，取得了积极进
展和明显成效。（李讯涛）

本报讯 8月29日上
午，由河南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河南省人民政府
金融服务办公室主办，中
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
银国际有限公司承办的

“豫见香港 出彩中原
——豫港跨境投融资交
流会”在郑州举行。

河南省政府秘书长
朱焕然出席会议并致辞，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
任何雄、省政府金融办副
主任李栓成、省银监局副
局长张春、香港交易所首
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
中原银行董事长窦荣兴、
原银国际董事长郝晓晖
出席会议，相关政府部门
负责人、省内企业以及香
港金融机构代表参加会
议。

巴曙松在会上发表
题为《新经济、新金融、新
趋势》的主题演讲。他阐
述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

“新经济”与“旧经济”的
动力转换时期，“新经
济”在中国经济企稳的
过程中发挥怎样重要的
作用。

巴曙松的主题演讲，
从当前热门的“去杠杆”
问题开始说起。他说，当
前经济去杠杆的过程中，
很多省市提出了上市倍
增计划，上市公司加速增
长。预计未来中国会有
更多地方政府关注企业
上市，这就是“用做加法
的方法来去杠杆”。

在梳理了资本市场
新特点后，巴曙松阐述了

“新经济”的重要性。他
说，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
国经济当前的转型，是在
新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
进行的，取代了过去以房
地产等拉动的粗放的经
济增长方式,以新产业、

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
表的新经济板块开始快
速发展。

在 新 产 业 方 面 ，
2016、2017年战略新兴
产业、高技术产业、装备
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均
在10%左右，远高于6%
的 工 业 平 均 增 速 ，且
2017 年相较 2016 年仍
在上升，其中高技术产业
中的医药制造业和电子
信息制造业增速均在
13%左右。

新业态方面，2017
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增速上升至28%，远高于
社消零售总额10%左右
的增速，而非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增速更高。

目前，房地产等行业
受到异常严密的监管，也
是国家加速转换新旧动
能的表现。

巴曙松认为，资本市
场对新经济有着强大的
推动作用，创新企业的培
育，一靠自身研发能力，
二靠资本市场助力。

目前，中国研发支出
规模在1985年突破100
亿大关，此后进入了高增
长阶段。巴曙松认为，中
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将大
幅提高，进而中国产业升
级也将随之加速。与此
同时，资本市场的市值要
和实体经济发展互相平
衡，共同发展。

随着新经济的发展，
其对金融的需求，也发生
了重大变化。巴曙松在
演讲中判断，新经济企业
成长过程是一个“大浪淘
沙”的过程，不同阶段具
有不同的风险特征和资
金需求，而传统融资渠道
未能充分满足新经济企
业发展的融资需求，这为
金融机构的未来发展提
出了很大挑战。

“你们这次真的是给老百
姓办了件大实事，感谢你们！”
在内测阶段受邀体验了郑州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所研发的这项
新功能后，郑州市民葛女士对
郑州市不动产登记部门给出了
这样的评价。

令葛女士由衷感叹的这一
功能名叫“首登查询”，由郑州
市不动产登记部门在全国率先
研发、上线，通过这一功能，购
房人凭借和开发商签订的网签
备案合同编号，即可通过郑州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官方微信
查询开发商是否按时履行办理
房本的相应义务及进度。

郑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权
籍信息科负责人邵煜介绍说，
按照目前常见的购房、办证的
流程，购房人首次办理不动产
登记证书的这一过程被称为

“首次转移登记”，即把先前登
记在开发商名下的房屋转移至
购房人名下，而首次转移登记
的前提，则是开发商已办理过
了“首次登记”，即先将这一小
区所有的房屋登记在开发商名
下。因此，开发商办理首次登
记业务的进度，也决定了购房
者获得自己不动产登记证书的
速度。

有业内资深人士表示，在
现实中，开发商延期交房的情

况并不鲜见。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信息不对称、不透明”，对
于开发商办理相应手续的进
度，购房人并不能通过公开的
渠道进行查询。

为了验证这一说法，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致电六个
不同省市的不动产登记部门进
行咨询，咨询的结果均为“不能
查询，只能向开发商求证”。在
咨询中，虽有一些城市的工作
人员热心帮忙，表示通过提供
相应信息可以帮助查询，但这
并非是购房人通过自助方式就
能进行查询的服务。同时，记
者还通过三个成员均在400人
以上的全国不动产登记工作微
信群对上述功能进行了询问，
所获得的答复也均为目前还未
见到有城市可通过合同备案号
为索引进行相应查询的功能。

上述业内资深人士进一步
表示，在购房者与开发商所签
订的合同中，虽然有“360个或
480个工作日内办证”这样的约
定，但在这长达一两年的时间
里，购房人能做的只是“被动等
待”，而郑州不动产登记部门此
次推出的这一功能，可以说“专
治各类不守信用开发商的办证
拖延症”。

作为购房人应该怎样使用

这一功能呢？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做了打探。

查询前，购房者需要通过
购房时和开发商签订的网签备
案合同确认“合同编号”。

此后，通过关注郑州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官方微信找到

“首登查询”按键，进而输入“合
同号”“姓名”“证件号”（身份证
号）及“验证码”便可进行查询。

邵煜进一步介绍说，通过
这一功能，购房者可查询到自
己所购房屋所涉的“预购商品
房预告登记”“预购商品房抵押
权预告登记”“商品房首次登
记”“房地转移登记（首次转移
登记）”“抵押权设立登记”等与
该套房屋相关所有不动产登记
业务的办理进度。

“如某项业务已经办理，这
项业务则会显示为蓝色字体，
并标注‘已办’或‘历史’等字
样，如果没有办理这一业务，则
会显示为黑色。”邵煜介绍说，
以大家所关心的首次转移登记
为例，当看到“商品房首次登
记”业务已完成时，即代表着这
套房子已经具备了办理购房者
所属不动产登记证书的资格，
购房者可以敦促开发商尽快配
合自己前往不动产登记部门进
行相应业务的办理。

全国知名不动产登记专家
刘守君对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表示，郑州市不动产登记
部门的这一做法值得倡导。他
表示，预购人通过查询，适时掌
握首次登记情况，能够更好地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信誉
不佳的开发企业可督促其按合
同约定办理首次登记，为预购
人办理转移登记奠定基础，值
得倡导”。

对于这一说法，3名供职于
国内一线地产开发企业的项目
负责人均对记者表示，这一举
措无疑会让地产开发商的行为
更加规范。

“这一做法不仅是在倒逼
开发商履行义务，更是在倒逼
自己不断提升行政效率，值得
点赞。”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
研究院副院长宋向清说，这一
功能的开发，不仅是郑州不动
产登记部门主动提升服务质量
的一种体现，也彰显了不动产
登记部门对自己办事效率的信
心。“只有公开才能让购房者感
受到更多获得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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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何时拿本？输入合同编号便知
郑州不动产登记部门在全国率先开设“首登查询”功能，一键查询房屋登记进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啥时能领到自己的不动产登记证书，点点手机便可知晓——一项由郑州不动产登记
部门率先研发上线的查询功能，让商品房（一手房）的购房者告别了此前办“房本”时只能
被动等待的窘迫。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独家获悉，从8月29日起，凡在郑州市域内购买商品房的
购房者均可通过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网签备案合同编号，查询“开发商是否履行了办
证义务”“距离自己领‘房本’到底还需多久”等内容。业内资深人士表示，郑州不动产登
记部门开设的这一便民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尚属首例，不仅满足了购房人所应享有的
知情权，也是在倒逼行政效率提升，值得点赞。

关注郑州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
官方微信

找到“首登查
询”按键

输入“合同号”
“姓名”“证件
号 ”（身 份 证
号）及“ 验 证
码”

尉氏蔡庄镇财政所
开展控烟活动

豫港跨境投融资交流会29日在郑举行
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发表演讲

企业研发将加大投入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周世龙

“首登查询”专治无良开发商
“办证拖延症”

输入合同编号，
便可查询房屋相关登记
业务的办理“全流程”

让购房人充分享有知情权，
多位专家为此举点赞

首登查询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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