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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提高不动产登记效率，切实优化不动产
登记营商环境，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经研究，决定对涉及不动产
登记相关的供地、测绘、签订开竣工协议
等环节的操作规范和流程进行调整优
化，现通知如下：

一、优化土地和房屋测绘模式
加快权属调查办理速度，对房、地需

测绘情况分类明确，对实行“二测合一”
之后的非房地产项目办理不动产登记业
务时，引入第三方实地踏勘，允许企业采
用“承诺-外业核查”的模式代替房产测
绘前置模式，对核查无变化的房产不再
要求重新测绘。

二、整合邻宗地指界确认流程
1.调整新增建设用地供地-首次登

记流程。新增建设用地首次登记涉及宗

地邻宗地使用权人指界确认的环节前置
到供地阶段,企业获得土地使用权后办
理不动产登记时无需重复提供。具体
为：在批准通知书（出让合同）的勘测定
界图中附加周边权属单位盖章图，图上
需标明2000及杭州坐标、土管员签署

“四至清楚、权属无争议”字样后并由所
部盖章。

涉及招拍挂用地的，由区土地储备
中心在挂牌时核实并收取界址确认表及
邻宗地指界图；涉及划拨及协议出让的
项目由行政审批科在供地时核实并收取
界址确认表及邻宗地指界图。

2.调整变更登记中邻宗地指界确认
的项目类型。对已有登记确权盖章档案
资料可查，且宗地界线不变或在原范围
内的，原则上无须邻宗地使用人重新指
界（部分征迁情况除外）。经由国土资源

所初审并签署：“本宗地四至无变化（或
在原范围内），边界原已确认”字样后，可
由本宗地使用权人指界确认盖章；对无
登记确权盖章档案资料可查的，由现邻
宗地指界人进行指界确认。

三、分类调整不动产抵押期限
建设项目已完工的企业，申请国有

土地使用权抵押的，根据建设项目完工
换证图纸或项目完工证明，抵押期限可
在土地出让年限内由抵押双方自行确
定；建设项目未完工的企业，申请国有
土地使用权抵押的，抵押期限可在出让
合同约定的竣工期限内由抵押双方自
行确定；对符合条件延期竣工的企业，
可凭已重新签订的开竣工协议在新约
定的期限内办理抵押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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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优化不动产登记操作流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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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区高铁环境安全隐患问题点位整治进度表

注：表上所列问题点位包括了市里下发的《萧山区高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问题情况表》共140
处和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工务段下发的《萧山区境内高铁沿线外部环境安全隐患问
题情况表》共29处（其中14处与市里下发表格重复），共计155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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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协作美食特惠 购物节“情深味浓”

“爱心小站”
温暖“快递小哥”

“双12”期间，萧山邮政管理局开
展“寒冬送暖·关爱快递员”活动，在
4个网点设立“爱心小站”，为奔波一
线的200多位快递员送上围脖、手
套、面包等物品，让快递小哥们在寒
冬送包裹时，能挡一挡寒风，填一填
肚子。

记者 唐柯 通讯员 陈纾 摄

南阳“流动小毛驴”清运生活垃圾

益农第二届沙地年俗文化节热闹开场

线上线下结合 营销渠道立体化

城厢召开主题教育评价座谈会

临浦扎实开展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整治

■通讯员 来静怡 首席记者 龚洁

本报讯 日前，益农镇第二届沙地
年俗文化节在群英村文化礼堂热闹开
场。

活动现场人潮涌动，吸引了周边
村民共同参与，一派红红火火、喜气
洋洋的热闹景象。大红灯笼、中国结
高高挂起，热气腾腾的蒸笼里，各类
小吃美食散发着浓郁的香味，糖煎
饼、年糕、印糕、麻团、酒酿圆子、米

酒、粽子……勾起了现场群众记忆中
老底子的味道。广场一角，书画家们
挥毫泼墨，向过往群众赠送春联、福
字、年画。本地妇女组成的腰鼓队登
场引来阵阵喝彩，整齐的鼓点敲出了
激情，火红的绸缎甩出了幸福，让人们
深深感受到年的脚步近了。

“今天带着孩子感受我们沙地年
俗文化，希望让孩子知道沙地的新春
习俗，将沙地年味传承下去。”80后李
先生表示。

■通讯员 闻王裔 记者 王俞楠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主题教育
总结评估工作，13日上午，城厢街道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评价座谈会，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会上，城厢街道对主题教育自查
评估情况进行汇报。与会代表、委员
围绕“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四项重点举措落实情况，提
出了诚恳的意见建议，并填写《城厢街
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测
评表》。代表们纷纷表示，通过主题教

育，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进一步
强化，思想境界进一步提升，宗旨意
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进一步加强，
工作作风进一步改善。

下一步，城厢街道将继续把主题
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从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高度抓实抓好。同时提
高政治站位，在强化理论学习上持续
用力；拿出实招硬招，在深化成果转化
上持续用力；坚持问题导向，在抓好问
题整改上持续用力；突出担当意识，在
提升基层治理上持续用力。

■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郭轶男

本报讯 连日来，经过南阳街道南
虹路的市民会发现，伴随着一阵悦耳的
音乐声，一辆“小毛驴”停在各家商户门
前，商家们纷纷把已分好的生活垃圾拿
出来，经垃圾清运人员检查后，分别倒
入“小毛驴”上的易腐、其他垃圾桶。

继所有村社、规上企业和事业单
位垃圾分类全覆盖以后，南阳街道经
过前期调研，确定以南虹路为试点，通

过街道公共服务办牵头，城管执法大
队、属地村社、志愿者联合参与的形
式，做好沿街商户垃圾分类工作。

本次试点涉及南虹路沿街商户约
300户，街道决心通过“分类容器配置
规范、分类收运渠道规范、保洁人员作
业规范、宣传告知规范”来增强商户源
头分类意识，促进市容环境精细化管
理。并在试点中积累经验，探索合适
的工作模式，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全覆盖。

■记者 沈艳露 通讯员 徐松

本报讯 近日，临浦镇党委班子召开
会议，专题研究安全生产工作，并成立小
微企业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综合整治领
导小组，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制定“十个
一律”措施，要求扣清底数，分类监管。

坚守安全“红线”，今年以来，该镇通
过地毯式排查、隐患问题“回头看”、分级
监管、分类整治等系列举措，扎实推进小
微企业安全生产整治行动，做到责任明、
底数清、举措实。

由镇区域发展办、城建办、平安办等

部门组成4个调查小组，对全镇小微企业
逐一上门进行摸排分析，宜改则改、宜取
缔则取缔。

9月21日，调查小组在某金属制品企
业排查出烘房燃烧器位置缺少可燃气体
报警装置、四楼露台缺少防护等12处隐
患，责令企业进行整改。11月27日、12月
6日，工作人员分两次到该企业进行“回头
看”，确认整改到位后对其进行“销号”。

眼下，横一村村级小微企业集聚点已
完成腾退和拆违工作。据了解，该集聚点
占地面积约50亩，建筑面积50000余平方
米，入驻企业11家，涉及五金加工、鞋业、印

刷等低小散行业。经过细致摸排，调查组
发现该片区厂房以违章建筑为主，生产及
消防安全隐患较多。为此，临浦镇对该集
聚点开展整治，对11家企业实行整体腾退，
共拆除违章建筑49000余平方米。

开展安全生产整治以来，该镇已完成
34个村（社区）全域摸底调查，共核查小微
企业583家，排查安全隐患517处，其中已
完成隐患整改322处，对215家小微企业
实施风险分级。

下一步，临浦镇将继续抓好隐患排
查和整改工作，制定长效机制，巩固整治
成果。

闻堰成立“三团四社”

■实习生 周子青 通讯员 李永水

本报讯 近日，闻堰街道“三团四
社”授牌仪式在湘湖艺术中心举行。

闻堰街道“三团四社”即合唱团、
民乐团、艺术团、书画社、摄影社、文学
社和武术社。“三团四社”的成立，将成
为闻堰广大文体爱好者提升个人水平
和幸福指数的交流平台，成为体现“幸
福新闻堰 文化新精彩”的展示平台，
有利于调动广大文体爱好者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全面培养优秀的

文体后备人才。
授牌仪式后，“三团四社”各展所

长，通过舞蹈表演、戏曲演唱、太极功
夫等形式，为大家献上了一场精彩的
演出。

接下来，各社团将紧跟时代、围绕
主题，深入实际、贴近生活，充分发挥
桥梁和纽带作用，进一步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繁荣发展街道文体事业，为谱
写“三江名城 幸福闻堰”的美好明天
作出积极贡献。

■首席记者 洪凯 通讯员 徐世海 陶振雯

本报讯 为推动产业扶贫协作不断深
化，萧山购物节开辟专门区域摊位，组织
利川、从江、龙游等地优质农特产品进行
现场品鉴、销售、业务洽谈等活动，不断丰
富市民的菜篮子。与此同时，购物节期
间，萧山本土酒店、餐饮企业也纷纷推出
一道道特惠大餐，为购物节增添了浓浓的
萧山“味道”。

利川、从江、龙游农特产品大汇展

摔碗酒、龙游发糕、绞股蓝、从江椪
柑……除了实惠让利，现场更是好货不
断。本届购物节中，来自利川、从江、龙游
的对口帮扶地区农产品亮相萧山。活动现
场阵势宏大，厂家直销，福利丰厚。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实现营销渠道立体化。

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湘湖金融小镇慢
生活街区，利川市逸泉生态农业公司推出
了“郁江春”“郁山清”系列优质绿茶和“满
江红”“满山红”“利川红”系列优质红茶现
场品鉴活动，免费品尝、有买有送等实惠
促销，得到不少萧山市民的青睐。

通过萧山和利川两地政府的合作带
动，为利川市逸泉生态农业公司扩大生
产、开拓新兴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以购
物节线下展销为平台，我们正致力于搭建
连接两地的电子商务产业协作桥梁。”区
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通过一系列活动的
开展，将有力推动两地农产品资源的优势
互补和电商行业的合作共赢。

据了解，近年来，区商务局组织区内
知名电商企业多次到利川、从江走访电商
园区和企业，为当地电子商务园区建设和
企业运营提供多项指导服务，通过借助阿
里巴巴萧山产业带，积极为当地企业开拓
线上线下市场。

组织当地农业企业参加萧山购物节
只是一个载体，接下来，双方将进一步深
化资源要素综合利用、拓展营销平台等多
方面合作。

七天“美食汇”送上“萧山好味道”

商场打折、“线上+线下”尽享优惠、展
销来到家门口……除了展销活动，本届购
物节还有“舌尖上的美食”，吸引了吃货们
纷纷登门尝鲜。

原价298元自助晚餐，凭杭州市民卡
来酒店用自助餐仅需128元。开元名都推
出的购物节美食特惠活动，吸引了不少市
民。昨日傍晚，记者在酒店三楼地中海咖
啡厅看到，海鲜、牛排、甜品等一应俱全，
来往穿梭的客人，忙碌的服务生，一派热
闹景象。

开元名都只是购物节美食汇的一个
缩影，另外还有杭州铂丽大饭店、跨湖楼
餐饮、金马饭店、太虚湖假日酒店、杭州全
乐海鲜等各大酒店餐饮企业，都推出了各
自的特色美食，打造“舌尖上的萧山”，淋
漓尽致地展现了购物节的“萧山好味道”。

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打造
购物、休闲、美食等诸多热点板块，本届购
物节亮点纷呈，引领了时尚消费新模式，
挖掘出消费新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