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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实施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

纲要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完善依法行政

配套制度，规范行政行为，努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结

合我局实际工作，２０１２年初，由法规监察处牵头，机关处室

和局属单位参与，对 ２００９年制订的 《业务操作规程》进行了

修订和增补。

本项工作本着 “优化程序、提高效率、便民利民、强化责

任”的原则，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在原 ６６个业务操作

规程的基础上，本次共出台１１６个操作规程，涵盖了局机关及

二级机构的主要业务。经局长办公会研究同意，现汇编成册，

并配以相关政策法规依据印发，以供工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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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普通商品住房项目
套型结构比例认定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

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５］２６号）

２．《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

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６］３７号）

３．《关于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若干意见》（建住房 ［２００６］

１６５号）

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稳定住房价格的若干意

见》（郑政 ［２００７］２４号）

５．《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的通知》

（郑政 ［２０１１］２８号）

６．《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商品住房项目配建保障性住房实施办法的

通知》（郑政 ［２０１１］４１号）

７．《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已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

（２）已取得拟开发土地相关手续；

（３）已在市保障办办理 《关于对 ＸＸ公司 〈关于 ＸＸ项目配建保障

性住房套型面积核准的请示〉的批复》。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公司申请文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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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开发资质等级证书》；

（３）市地名办对项目名称的命名批复；

（４）《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５）《国有土地使用证》；

（６）《土地出让合同》；

（７）工程建设自有资金达３０％以上 （不含土地款）的银行证明；

（８）年度房地产开发建设目标情况统计表；

（９）年度房地产开发建设目标住房结构比例统计表；

（１０）房地产开发项目总平面图 （标注有详细经济技术指标，且加

盖有规划资质的设计院出图专用章、国家注册建筑师个人印章）；

（１１）市保障办 《关于对ＸＸ公司 〈关于ＸＸ项目配建保障性住房套

型面积核准的请示〉的批复》。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受理 （１个工作日）→初审 （３个工作

日）→复审 （３个工作日）→终审 （３个工作日）→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规划和住房保障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 理

（大厅２楼
７３号窗口）

１．查验提交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受理要求：
（１）查看公司申请文件是否有加盖公司公章和有签发人签字，
符合条件的，留存２份原件；
（２）查看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企业开发资质等级证书》

原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２份复印件上加
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３）查看 “市地名办对项目名称的命名批复”原件，留存原件

和１份复印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
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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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查看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原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

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

章，签署工作人员名称日期；

（５）查看 《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

一致，在留存的２份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

章，签署工作人员姓氏、日期；

（６）查看 《土地出让合同》原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

致，在留存的２份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

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７）查看银行出具的 “工程建设自有资金达３０％以上证明”，
该证明资金应不含土地款。符合条件的，留存原件和１份复印
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复

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８）查看 《年度房地产开发建设目标情况统计表》，是否加盖

开发公司和设计院公章，符合条件的，留存原件２份；
（９）查看 《年度房地产开发建设目标住房结构比例统计表》，是
否加盖开发公司和设计院公章，符合条件的，留存原件２份；
（１０）查看 “房地产开发项目总平面图”上是否标注有详细经

济技术指标，并且加盖有规划资质的设计院出图专用章、国家

注册建筑师个人印章，符合标准的留存２份原件；
（１１）查看 “市保障办 《关于对 ＸＸ公司 〈关于 ＸＸ项目配建
保障性住房套型面积核准的请示〉的批复》”原件，比对复印

件与原件是否一致，留存原件及２份复印件，在留存的复印件
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

日期。

２．对符合要求的申请项目即时填写 《项目受理登记单》，并打

印受理回执交由申请人带回。

３．对提交材料进行初步整理，并于当天下午５点前转交９１６
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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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审

（９楼９１６
房间）

拟出套型结构比例认定批复，报处长、局长签批。

复 审 处长对初审材料进行复审，对拟定的批复出具复审意见。

终 审
１．分管局长审核并签署意见；
２．局长签批。

归档

经办人装订整理套型结构比例认定批复档案，及时完成电脑录

入后将相关批复档案送档案室，档案管理人员将相关材料

归档。

注：按照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操作规程中业务最终审批权授

权的通知》（郑房 〔２０１３〕２７号）文件，本操作规程的最终审批权限已授权于

分管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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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城中村改造项目套型结构比例认定
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

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５］２６号）

２．《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

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６］３７号）

３．《关于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若干意见》（建住房 ［２００６］

１６５号）

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稳定住房价格的若干意

见》（郑政 ［２００７］２４号）

５．《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的通知》

（郑政 ［２０１１］２８号）

６．《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商品住房项目配建保障性住房实施办法的

通知》（郑政 ［２０１１］４１号）

７．《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已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

（２）已取得拟开发土地相关手续；

（３）已在市保障办办理 《关于对 ＸＸ公司 〈关于 ＸＸ项目配建保障

性住房套型面积核准的请示〉的批复》。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公司申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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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开发资质等级证书》；

（３）市地名办对项目名称的命名批复；

（４）市村改办批准的城中村改造计划 《关于批准 ＸＸ区 ＸＸ村实施

城中村改造的通知》；

（５）市政府批准的 《ＸＸ区ＸＸ村城中村改造方案》；

（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７）《国有土地使用证》；

（８）《土地出让合同》；

（９）工程建设自有资金达３０％以上的银行证明；

（１０）年度房地产开发建设目标情况统计表；

（１１）年度房地产开发建设目标住房结构比例统计表；

（１２）房地产开发项目总平面图 （标注有详细经济技术指标，且加

盖有规划资质的设计院出图专用章、国家注册建筑师个人印章）；

（１３）城中村改造新建房屋情况一览表；

（１４）城中村改造出让前置条件意见书；

（１５）市保障办批准的 《关于对ＸＸ公司 〈关于ＸＸ项目配建保障性

住房套型面积核准的请示〉的批复》。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受理 （１个工作日）→初审 （３个工作

日）→复审 （３个工作日）→终审 （３个工作日）→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规划和住房保障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 理

（大厅２楼
７３号窗口）

１．查验提交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受理要求：
（１）查看公司申请文件是否有加盖公司公章和有签发人签字，
符合条件的，留存２份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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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查看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企业开发资质等级证书》

原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２份复印件上加
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３）查看 “市地名办对项目名称的命名批复”原件，比对复

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２份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

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４）查看 “申请项目列入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市政府批文”原

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２份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５）查看市政府批准的 “《ＸＸ区 ＸＸ村城中村改造方案》”，
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２份复印件上加盖 “复

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６）查看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原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

是否一致，在留存的２份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７）查看 《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

一致，在留存的２份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

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８）查看 《土地出让合同》，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

留存的２份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

作人员姓名、日期；

（９）查看银行出具的 “工程建设自有资金达３０％以上证明”，
该证明资金应不含土地款。符合条件的，留存原件和１份复印
件，并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

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１０）查看 《年度房地产开发建设目标情况统计表》，是否按

要求填报安置、村集体、配套商品房信息，是否加盖开发公司

和设计院公章。符合条件的，留存原件２份；
（１１）查看 《年度房地产开发建设目标住房结构比例统计表》，

是否按要求填报安置、村集体、配套商品房信息，是否加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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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公司和设计院公章。符合条件的，留存原件２份；
（１２）查看 “房地产开发项目总平面图”是否标注有详细经济

技术指标，并且加盖有规划资质的设计院出图专用章、国家注

册建筑师个人印章，符合条件的留存２份原件；
（１３）查看 《城中村改造新建房屋情况一览表》是滞加盖公司

公章，留存原件２份；
（１４）查看 《城中村改造出让前置条件意见书》原件，比对复

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留存２份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名称日期；

（１５）查看 “市保障办 《关于对 ＸＸ公司 〈关于 ＸＸ项目配建
保障性住房套型面积核准的请示〉的批复》”原件，比对复印

件与原件是否一致，留存原件及１份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加
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名称日期。

２．对符合要求的项目及时填写 《项目受理登记单》，并打印受

理回执交由申请人带回。

３．对提交材料进行初步整理，并于当天下午５点前转交９１６房间。

初 审

（９楼９１６
房间）

拟出套型结构比例认定批复，报处长、局长签批。

复 审 处长对初审材料进行复审，对拟定的批复出具复审意见。

终 审
１．分管局长审核并签署意见；
２．局长签批。

归档
经办人装订整理套型结构比例认定批复档案，及时完成电脑录入

后将相关批复档案送档案室，档案管理人员将相关材料归档。

注：按照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操作规程中业务最终审批权授

权的通知》（郑房 〔２０１３〕２７号）文件，本操作规程的最终审批权限已授权于
分管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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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国土局协议出让土地前置条件
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

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５］２６号）

２．《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

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６］３７号）

３．《关于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若干意见》（建住房 ［２００６］

１６５号）

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稳定住房价格的若干意

见》（郑政 ［２００７］２４号）

５．《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的通知》

（郑政 ［２０１１］２８号）

６．《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商品住房项目配建保障性住房实施办法的

通知》（郑政 ［２０１１］４１号）

７．《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土地部门已列入工作程序；

（２）相应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已明确。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市国土局要求出具土地出让前置条件的函；

（２）《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组织机构代码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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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

（４）《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含附图及附件）；

（５）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含宗地的土地出让价、土地划拨权益

价）；

（６）市国土资源局定界图、面积通知单；

（７）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初审 （２个工作日）→现场勘验 （１个工

作日）→复审 （１个工作日）→终审 （１个工作日）→归档→意见反馈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规划和住房保障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初审

（９楼９１６
房间）

１．查验提交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受理要求：
（１）查看 “市国土局要求出具土地出让前置条件的函”原件，

并留存；

（２）查看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组

织机构代码证》原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

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

名、日期；

（３）查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比对复

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与原件一致

“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４）查看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含附图及附件）原件，比

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 （含附图及附件）

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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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查看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是否加出具单位印章，查看估价
结果是否已包含土地出让价和土地划拨权益价，比对复印件与

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６）查看 “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定界图、面积通知单”原件，

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

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７）查看 《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原件，比对复印

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

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２．受理后对提交材料进行初步整理，依据地块具体分类进行
现场勘验，确认项目位置，拟出 《土地出让前置条件意见书》

交复核。

复审

（处长）
根据受理材料对 《土地出让前置条件意见书》进行复审。

终审

（分管局长）
签批。

归档
经办人装订整理相关档案，根据终审结果及时完成微机录入后

将相关档案送档案室，档案管理人员将相关材料归档。

意见反馈

（９楼９１６
房间）

终审意见反馈市保障办建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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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储备中心储备土地前置条件
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

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５］２６号）

２．《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

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６］３７号）

３．《关于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若干意见》（建住房 ［２００６］

１６５号）

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稳定住房价格的若干意

见》（郑政 ［２００７］２４号）

５．《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的通知》

（郑政 ［２０１１］２８号）

６．《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商品住房项目配建保障性住房实施办法的

通知》（郑政 ［２０１１］４１号）

７．《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市土地储备部门已列入工作程序；

（２）相应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已明确。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市土地储备中心要求出具土地出让前置条件的函；

（２）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储备中心加盖公章）；

（３）各地块定界图 （储备中心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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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含土地出让价、土地划拨权益价） （储

备中心加盖公章）。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初审 （２个工作日）→现场勘验 （１个工

作日）→复审 （１个工作日）→终审 （１个工作日）→归档→意见反馈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规划和住房保障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初审

（９楼９１６
房间）

１．查验提交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受理要求，
（１）查看 “市储备中心要求出具土地出让前置条件的函”原

件并留存；

（２）查看 “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复印件是否加盖

储备中心公章；

（３）查看 “各地块定界图”复印件是否加盖储备中心公章；

（４）查看 “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复印件是否加盖储备中心公
章，估价结果是否已包含土地出让价和土地划拨权益价。

２．受理后对提交材料进行初步整理，依据地块具体分类进行
现场勘验，确认项目位置，拟出 《土地出让前置条件意见书》

交复核。

复审

（处长）
根据受理材料对 《土地出让前置条件意见书》进行复审。

终审

（分管局长）
签批。

归档
经办人装订整理相关档案，根据终审结果及时完成微机录入后

将相关档案送档案室，档案管理人员将相关材料归档。

意见反馈

（９楼９１６
房间）

终审意见反馈市保障办建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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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城中村 （旧城）改造招、拍、挂
土地前置条件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

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５］２６号）

２．《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

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６］３７号）

３．《关于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若干意见》（建住房 ［２００６］

１６５号）

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稳定住房价格的若干意

见》（郑政 ［２００７］２４号）

５．《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的通知》

（郑政 ［２０１１］２８号）

６．《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商品住房项目配建保障性住房实施办法的

通知》（郑政 ［２０１１］４１号）

７．《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土地部门已列入工作程序；

（２）相应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已明确。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市土地储备中心 （区人民政府）关于协助出具城中村改造项目

土地出让前置条件的函；

（２）区人民政府对城中村改造项目出具的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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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市城中村改造计划和市村改办对改造方案的审查意见；

（４）城中村改造安置方案和安置房户型方案统计表；

（５）宗地的土地出让价、土地划拨权益价；

（６）控制性详细规划批复以及市规划部门出具的宗地面积；

（７）各地块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８）各地块定界图；

（９）原土地证；

（１０）城中村改造基本情况汇总表及详细表 （表１－４）。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初审 （２个工作日）→现场勘验 （１个工

作日）→复审 （１个工作日）→终审 （１个工作日）→归档→意见反馈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规划和住房保障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初审

（９楼９１６
房间）

１．查验提交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受理要求：
（１）查看是否提交 “市储备中心关于协助出具城中村改造项

目土地出让前置条件的函”，留存原件；

（２）查看是否提交 “ＸＸ区人民政府对 ＸＸ城中村改造项目有
关情况的承诺”，留存原件；

（３）查看是否提交 “市村改办出具的城中村改造计划和对改

造方案的审查意见”，留存原件；

（４）查看是否提交 “城中村改造安置方案和安置房户型方案

统计表”，留存原件；

（５）查看 “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原件，查看估价结果是否

已包含土地出让价和土地划拨权益价，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

一致，在留存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

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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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查看是否提交 “控制性详细规划批复以及市规划部门出

具的宗地住房面积”，留存原件；

（７）查看规划部门出具的 “各地块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

书”原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８）查看国土部门出具的 “各地块定界图”查看原件，比对复

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

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９）查看原 《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
一致，在留存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

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１０）查看是否提供 “城中村改造基本情况汇总表及详细表”

（表１－４），留存原件１份。
２．受理后对提交材料进行初步整理，进行现场勘验，确认项目
位置。

３．依据地块具体分类和现场勘验情况拟出 《土地出让前置条件

意见书》交复核。

复审

（处长）
对初审材料进行复审，对拟定的批复出具复审意见。

终审

（分管局长）
签批。

归档
经办人装订整理相关档案，根据终审结果及时完成微机录入后将

相关档案送档案室，档案管理人员将相关材料归档。

意见反馈

（９楼９１６
房间）

终审意见反馈市保障办建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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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划拨土地前置条件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

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５］２６号）

２．《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

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６］３７号）

３．《关于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若干意见》 （建住房 ［２００６］

１６５号）

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稳定住房价格的若干意

见》（郑政 ［２００７］２４号）

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办

发 ［２０１０］４号）

６．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的通知》

（郑政 ［２０１１］２８号）

７．《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土地部门已列入工作程序；

（２）相应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已明确。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市土地局出具的关于划拨土地前置条件意见书的函；

（２）区拆迁安置部门出具的关于该项目的拆迁安置情况说明；

（３）《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组织机构代码

证》（原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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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原件、复印件）；

（５）《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含附图及附件）（原件、复印件）；

（６）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 （原件、复印件）；

（７）市国土资源局定界图、面积通知单 （原件、复印件）；

（８）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原件、复印件）；

（９）开发企业关于项目的开工竣工时间承诺书、质量安全承诺书、房

源控制承诺书、依法建设承诺书。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受理 （１个工作日）→现场勘验 （１个工作

日）→初审 （１个工作日）→复审 （１个工作日）→终审 （１个工作日）

→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规划和住房保障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 理

（西区

楼３０１、
３０３、３０５、
３０７房间、
东区９楼
９１６房间）

１．查验提交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受理要求：
（１）查看是否提交 “市土地局出具的关于划拨土地前置条件意
见书的函”，留存原件；

（２）查看是否提交 “区拆迁安置部门出具的关于该项目的拆迁
安置情况说明”，留存原件；

（３）查看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组织
机构代码证》原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

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

日期；

（４）查看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原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
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

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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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查看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含附图及附件）原件，比对
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

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６）查看 “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原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
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

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７）查看 “市国土资源局定界图、面积通知单”原件，比对复
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

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８）查看规划部门出具的 “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原

件，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复

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９）查看是否提交 “开发企业关于项目的开工竣工时间承诺书、
质量安全承诺书、房源控制承诺书、依法建设承诺书”，留存

原件。

２．受理后对提交材料进行初步整理，进行现场勘验，确认项目
位置；

３．依据地块具体分类和现场勘验情况拟出 《土地出让前置条件

意见书》交复核。

初 审
市保障办建设科科长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初审，不符合条件的退回

受理环节；符合条件的签署初审意见。

复审
１．保障性住房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复核并签署意见；
２．规划和住房保障处处长复审并签署意见。

终审

（分管局长）
签批。

归档
经办人装订整理相关档案，根据终审结果及时完成微机录入后将

相关档案送档案室，档案管理人员将相关材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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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预售许可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２．《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４．《郑州市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建设用地已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并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２）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３）已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已确定

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４）六层以下 （含六层）的商品房项目，完成基础并施工至二层以上

（含地下室）结构封顶工程，七至十二层 （含十二层）小高层建筑完成三

层以上 （含地下室）结构封顶工程，十三层以上 （含地下室）高层建筑完

成五层以上结构封顶工程；

（５）已签订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协议。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营业执照 （原件、复印件）；

（２）资质证书 （原件、复印件）；

（３）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件、复印件）；

（４）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正本、附件、红线图、分层平面图）（原

件、复印件）；

（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含工程施工合同）（原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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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套型比例批复；

（７）物业招投标证明；

（８）商品房预售款监管证明；

（９）房地产广告营销方案核实意见；

（１０）房屋面积测绘报告书 （原件、复印件）；

（１１）商品房预售方案 （含预售楼盘表、价格表）；

（１２）建筑节能减排审核意见 （原件、复印件）；

（１３）其它相关资料。

注：（１）经济适用住房须持物价审批书；

（２）拆迁用地须提供拆迁许可证。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预售管理科受理 （３个工作日）→现场勘

验 （２个工作日）→交易中心主管副主任初审 （２个工作日）→市场处处

长复审 （１个工作日）→主管副局长审批 （１个工作日）→局长审批 （１

个工作日）→缮证

注：含５个工作日的预售许可前公示 （现场勘验后与审批同步进行）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预售科、市场监管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６３、
６４号窗口，
预售科）

１．查看代理申请人身份证原件，留存委托书及身份证复
印件；

２．查看申请材料，符合受理条件的，填写列明材料名称的受理
单并交于报送人；不符合条件的退回申请人，并一次性告知；

３．录入办公系统，登记编号，收存材料，现场勘验；
４．符合条件后填写勘验意见和审核意见，并将所有资料及
电子档案转入初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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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

（交易中心

主管副主任）

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签署意见并转入复审环节。

复审

（市场处处长）
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复审，符合条件签署意见并转入审批环节。

审核

（分管副局长）
对受理材料进行审核，签署意见。

审批

（局长）
审批并转入缮证

缮证

（６楼６０７
房间）

缮证、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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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现售备案业务办理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２．《郑州市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二、提交材料

１．营业执照 （原件、复印件）；

２．资质证书 （原件、复印件）；

３．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件、复印件）；

４．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正本、附件、红线图、分层平面图）（原

件、复印件）；

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原件、复印件）；

６．物业招投标证明；

７．房地产广告营销方案核实意见；

８．房屋面积测绘报告书 （原件、复印件）；

９．商品房预售方案 （含预售楼盘表、价格表）；

１０．商品房屋初始登记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１１．其他。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预售管理科受理 （３个工作日）→现场

勘验 （２个工作日）→交易中心主管副主任初审 （２个工作日）→市场

处处长复审 （１个工作日）→主管副局长审批 （１个工作日）→局长审

批 （１个工作日）→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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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预售科、市场监管处

承办岗位

及人员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６３、
６４号窗口，
预售科）

１．查看代理申请人身份证原件，留存委托书及身份证复
印件；

２．查看申请材料，符合受理条件的，填写列明材料名称的
受理单并交于报送人；不符合条件的退回申请人，并一次性

告知；

３．录入办公系统，登记编号，收存材料，现场勘验；
４．符合条件后填写勘验意见和审核意见，并将所有资料及
电子档案转入初审环节。

初审

（交易中心

主管副主任）

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签署意见并转入复审环节。

复审

（市场处

处长）

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复审，符合条件签署意见并转入审批环节。

审核

（分管副

局长）

对受理材料进行审核，签署意见。

审批

（局长）
审批并转入缮证

缮证

（６楼６０７
房间）

缮证、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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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机构申办资质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２．《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国

务院第４１２号令）附件 《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目录》

３．《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

（建设部令第１３５号）

４．《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１４２号）

５．《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１５１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一级资质

（１）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２）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６年以上，且取得二级房地产估价机

构资质３年以上；

（３）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２００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

资额人民币１２０万元以上；

（４）有１５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５）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３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

面积５０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２５万平方米以上；

（６）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３年

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３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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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

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３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８）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６０％；

（９）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１０）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

理制度健全；

（１１）随机抽查的１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 《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１２）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３年内无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禁止的行为。

二级资质

（１）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２）取得三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后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４年

以上；

（３）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１００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

资额人民币６０万元以上；

（４）有８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５）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３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

面积３０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１５万平方米以上；

（６）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３年

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３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２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

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３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８）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６０％；

（９）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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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

理制度健全；

（１１）随机抽查的１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 《房地产估价规范》的

要求；

（１２）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３年内无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禁止的

行为。

三级资质

（１）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２）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５０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

额人民币３０万元以上；

（３）有３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４）在暂定期内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８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

面积３万平方米以上；

（５）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３年

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２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２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

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３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６０％；

（８）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９）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

制度健全；

（１０）随机抽查的１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 《房地产估价规范》的

要求；

（１１）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３年内无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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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一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设立的分支机构

（１）名称采用 “房地产估价机构名称 ＋分支机构所在地行政区划名

＋分公司 （分所）”的形式；

（２）分支机构负责人应当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３年以上并

无不良执业记录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３）在分支机构所在地有３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４）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５）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内部管理制度

健全。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申请核定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

（１）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申请表 （一式四份，加盖申报机构公

章）；

（２）房地产估价机构原资质证书正本复印件、副本原件；

（３）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４）出资证明复印件 （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５）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的任职文件复印件 （加盖申报机构

公章）；

（６）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明；

（７）固定经营服务场所的证明；

（８）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复印件 （加

盖申报机构公章）及有关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

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申报机构信用档案信息；

（９）随机抽查的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３年内申报机构所完成

的１份房地产估价报告复印件 （一式二份，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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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当对其提交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新申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１）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申请表 （一式四份，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２）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３）出资证明复印件 （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４）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的任职文件复印件 （加盖申报机构

公章）；

（５）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明；

（６）固定经营服务场所的证明；

（７）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复印件 （加

盖申报机构公章）及有关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

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申报机构信用档案信息。

一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设立的分支机构

（１）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正本复印件；

（３）分支机构及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４）拟在分支机构执业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三、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大厅窗口受理 （１个工作日）→市场处

勘验现场 （２个工作日）→市场处初审 （现场合格后２个工作日）→市

场处副处长复审 （２个工作日）→主管副局长终审 （１个工作日）→局

长审批 （１个工作日）→市场处上报省厅 （１个工作日）。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市场监管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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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７３号
窗口）

１．查看企业为委托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材料，需要留存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
原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

章，并签署姓名和日期；

３．整理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受
理通知书，列明收取的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予受理的原因；

４．将受理资料整理后转入下一个工作环节。

初审

（７楼７０３
房间）

１．勘验现场，填写 《郑州市房地产估价机构现场勘察表》；
２．签署初审意见转入复审环节。

复审

（市场处

副处长）

审核完毕签署复审意见转入终审环节；

审核

（主管副局长）
审核签署意见

终审

（局长）
审核完毕签署意见

上报省厅

（７楼７０３
房间）

上报省厅待批

发证

（７楼７０３
房间）

１．及时到省厅领证；
２．通知发证；
３．归档。

注：按照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操作规程中业务最终审批权授

权的通知》（郑房 〔２０１３〕２７号）文件，本操作规程的最终审批权限已授权于
分管局领导。

·０３·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业务操作规程　　　　　　　　



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工作操作规程

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２．《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

３．《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市场管理条例》

４．《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

５．《郑州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

（２）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３）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注册资金；

（４）有符合规定数量的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

（５）机构名称上应有 “房地产”或 “房屋”等字样；

（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凡符合前款规定设立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

请登记，办理营业执照。房地产经纪机构在领取营业执照后三十日内，

应当到房地产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申办郑州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的企业：

（１）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登记表 （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２）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 （原件、复印件）；

（３）固定经营场所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４）房地产经纪机构章程或合伙人协议 （原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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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法人代表简历及身份证复印件；

（６）１名 （含）以上的全国房地产经纪人 《劳动合同书》、执业资

格证书、注册证书 （原件、复印件）；

（７）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资料。

申办郑州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分支机构备案的企业：

（１）房地产经纪机构分支机构备案登记表 （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２）法人机构备案证书 （原件、复印件）；

（３）法人机构及分支机构营业执照正、副本 （原件、复印件）；

（４）分支机构固定经营场所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５）１名 （含）以上的全国房地产经纪人或２名 （含）以上房地产经纪

人协理的的 《劳动合同书》、执业资格证书、注册证书 （原件、复印件）；

（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资料。

三、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受理后１０个工作日）：市场处勘验现场→大厅窗口受理

（１个工作日）→局市场处初审、复审 （４个工作日）→主管副局长审批

（３个工作日）→市场处缮证 （２个工作日）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市场监管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７楼７０３房间、
７３号窗口）

１．勘验现场，填写 《郑州市房地产经纪机构现场勘察表》；
２．查看企业为委托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

３．查看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
受理通知书，列明收取的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的，出具

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予受理的原因；

４．整理资料转入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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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

（７楼７０３房间）
签署初审意见转入复审环节

复审

（市场处副处长）
签署复审意见转入审批环节

审批

（主管副局长）
签署审批意见

缮证

（７楼７０３房间）
１．发放 《郑州市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备案证书》；

２．归档。

房地产经纪机构现场勘察内容：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在其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下列内容：

１．机构招牌；
２．营业执照；
３．郑州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证；
４．服务项目、内容、标准；
５．业务流程；
６．收费项目、依据、标准；
７．信用档案查询方式、房管投诉电话９６５５５９和价格举报电话１２３５８；
９．工作人员统一标识；
１０．房地产经纪人员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１１．郑州市存量房 （二手房）买卖居间合同、房屋经纪服务合同、房屋买

卖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示范文本；

１２．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分支机构还应当公示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房地产经纪机构的经营地址及联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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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国有 （集体）企业改制
房屋转移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人民政府批转市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进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若干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郑政 ［２００１］１８号）

２．省经贸委、省委组织部、省企改委、省财政厅、省劳保局、省国

土厅、省国税、省地税、省工商局、省总工会联合印发 《关于深化国有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试行）的通知》 （豫经贸企改 ［２００３］３７２

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企业改制后办理原企业名下的房产转移登记。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改制后新企业应当提交的资料

（１）改制后新企业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的申请 （１份红头文件原件）；

（２）原企业上级部门关于企业改制的有关批复文件 （原件、复印

件）；

（３）改制后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证书或证明、受

委托人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委托书 （原件）；

（５）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件、复印件）；

（６）房屋所有权证 （原件、复印件）；

（７）郑州市人民政府有关减免税费通知文件 （原件、复印件）；

（８）企业改制时的资产评估报告 （原件，收取房产部分及评估公司

营业执照、资格证书及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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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其他必要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受理→复审→终审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产权管理处

承办岗位 工作程序

受理

（１１楼１１１２
房间）

１．查看改制后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不齐全或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受理，并出具一次性补正通知单，一次

性告知需要补正、补齐的全部内容；

２．查看所收取的资料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
上加盖 “与原件一致”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３．资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收取材料予以受理，出具受
理通知书，列明受理的申请材料；

４．拟出房产过户复函文件，报领导审批；
３．将签发的文件一式五份交申请人。

复审 产权管理处处长复审资料并签署意见。

终审
分管局长审核资料并签署意见；

局长签批。

注：按照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操作规程中业务最终审批权授

权的通知》（郑房 〔２０１３〕２７号）文件，本操作规程的最终审批权限已授权于
分管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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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企业破产兼并 （拍卖）
房屋转移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企业破产后，兼并方 （买受方）办理房产转移登记。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法院下达的破产裁定书、终结书 （原件、复印件）；

（２）企业破产时的资产评估报告 （原件、房产部分复印件）；

（３）兼并方 （买受人）与破产清算组 （管理人）共同申请要求办理

房屋过户的申请 （原件１份）；

（４）转让方与兼并方 （买受人）身份证件及委托书 （原件、复印

件）；

（５）拍卖委托书、拍卖成交确认书 （兼并收购协议） （原件、复印

件）；

（６）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件、复印件）；

（７）房屋所有权证 （原件、复印件）；

（８）市政府有关批准文件 （原件、复印件）；

（９）其他必要材料。

注：转让方第４项应提供法院成立企业破产管理人 （破产清算组）

的法律文书，兼并方 （受让方）第４项应提供其本人身份证或单位营业

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件 （委托书收取原件、

其他比对原件、收取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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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受理→复审→终审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产权管理处

承办岗位 工作程序

受理

（１１楼１１１２
房间）

１．查看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不齐全或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不予受理，并出具一次性补正通知单，一次性告知

需要补正、补齐的全部内容；

２．查看所收取的资料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
印件上加盖 “与原件一致”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

日期；

３．资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收取材料予以受理，出具受
理通知书，列明受理的申请材料；

４．拟出房产过户复函文件，报领导审批；
５．将签发的文件一式五份交申请人。

复审 产权管理处处长复审资料并签署意见。

终审
１．分管局长审核资料并签署意见。
２．局长签批。

注：按照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操作规程中业务最终审批权授

权的通知》（郑房 〔２０１３〕２７号）文件，本操作规程的最终审批权限已授权于
分管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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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立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物业管理条例》

２．《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１６４号）

３．《河南省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 （豫建住房 （２００５）

４５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申办暂定三级资质的条件：

（１）注册资本人民币５０万元以上；

（２）物业管理专业人员以及工程、管理、经济等相关专业类的专职

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于１０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５

人，工程、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３）物业管理专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办证流程审核表》（经审验资料合格后，在

受理现场填报）；

（２）《郑州市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申报表》一式三份 （该表应从市房

管局网站 ｗｗｗ．ｚｚｆｄｃ．ｇｏｖ．ｃｎ物业管理栏目文件资料中下载后填写打印，

使用手工填写的不予受理。）；

（３）营业执照 （原件、复印件）；

（４）组织机构代码证 （原件、复印件）；

（５）验资证明 （原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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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企业员工花名册 （包括所有在册人员，按法人、总经理、工程

负责人、财务负责人、中级职称人员、初级职称人员、物业管理专业人

员、其它人员顺序填写）；

（７）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８）企业总经理、工程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的任命文件 （原件）；

（９）１０个以上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其中中级不少于５人

（原件、复印件）；

（１０）３个以上物业管理专业人员的证书 （原件、复印件）；

（１１）管理和技术人员、物业管理专业人员的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

交纳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１２）企业章程、企业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原件、复印件）；

（１３）经办人需提供个人身份证及委托书 （原件、复印件）；

（１４）其他应当提交的资料。

装订方法：第３项至第１４项，统一用 Ａ４纸打印 （复印），加封面、

封底、目录后装订成册，一式一份。

三、办理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２０个工作日）：受理 （２个工作日）→初审 （３个工作

日）→复审 （５个工作日）→终审 （５个工作日）→发证、归档 （５个

工作日）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物业管理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７３号窗口）

１．查看提交材料原件，比对装订成册的材料中的复印件与
原件是否一致，一致的加盖 “原件审验专用章”，签署工作

人员姓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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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材料齐全，《郑州市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申报表》填写完整
标准的确定受理；

３．指导申请人填写 《郑州市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申报表》，开

具受理单。

初审

（７楼７１１
房间）

分区责任人对申报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的材料进行全面审查，

符合条件的签署初审意见转入复审；不符合条件的说明具体

原因并退回受理人员。

复审 物业处处长复审并签署意见。

终审
１．分管局长审核并签署意见；
２．局长签批。

发证归档
１．发放资质证书；
２．将已发证企业上报的相关材料收集整理、归档。

注：按照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操作规程中业务最终审批权授

权的通知》（郑房 〔２０１３〕２７号）文件，本操作规程的最终审批权限已授权于
分管局领导。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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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三级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物业管理条例》

２．《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１６４号）

３．《河南省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 （豫建住房 （２００５）

４５号）

二、办理条件

１．申办三级资质的条件：

（１）注册资本人民币５０万元以上；

（２）物业管理专业人员以及工程、管理、经济等相关专业类的专职

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少于１０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５

人，工程、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３）物业管理专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４）有委托的物业管理项目；

（５）建立并严格执行服务质量、服务收费等企业管理制度和标准。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办证流程审核表》（经审验资料合格后，在

受理现场填报）；

（２）《郑州市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申报表》一式三份 （该表可从市房

管局网站ｗｗｗ．ｚｚｆｄｃ．ｇｏｖ．ｃｎ物业管理栏目文件资料中下载打印，《资质申

报表》统一使用下载的表格打印上报，使用手工填写的不予受理。）；

（３）营业执照 （原件、复印件）；

（４）组织机构代码证 （原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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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企业原资质证书 （原件、复印件）；

（６）企业最新财务报表；（原件、复印件）

（７）企业员工花名册 （原件，包括所有在册人员，按法人、总经

理、工程负责人、财务负责人、中级职称人员、初级职称人员、物业管

理专业人员、其它人员顺序填写）；

（８）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９）企业总经理、工程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的任命文件 （原件）；

（１０）１０个以上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其中中级不少于５

人 （原件、复印件）；

（１１）５个以上物业管理专业人员的证书 （原件、复印件）；

（１２）管理和技术人员、物业管理专业人员的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

交纳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１３）企业业绩材料 （原件）；

（１４）物业服务项目汇总表 （原件）；

（１５）物业服务合同 （原件、复印件，综合服务合同包括合同正本，

规划总平面图、项目构成表、住宅类项目综合管理还应提供相关手续）；

（１６）企业章程、企业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原件、复印件）；

（１７）经办人需提供个人身份证及委托书 （原件、复印件）；

（１８）其他应当提交的资料。

装订方法：第３项至第１８项，统一用 Ａ４纸打印 （复印），加封面、

封底、目录后装订成册，一式一份。

三、办理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２０个工作日）：受理 （２个工作日）→初审 （３个工作

日）→复审 （５个工作日）→终审 （５个工作日）→发证、归档 （５个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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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物业管理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７３号窗口）

１．查看提交材料原件，比对装订成册的材料中的复印件与
原件是否一致，一致的加盖 “原件审验专用章”，签署工作

人员姓名、日期；

２．材料齐全，《郑州市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申报表》填写完整
标准的确定受理；

３．指导申请人填写 《郑州市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申报表》，开

具受理单。

初审

（７楼７１１
房间）

分区责任人对申报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的材料进行全面审查，

符合条件的签署初审意见转入复审；不符合条件的说明具体

原因并退回受理人员。

复审 物业处处长复审并签署意见。

终审
１．分管局长审核并签署意见；
２．局长签批。

发证归档
１．发放资质证书；
２．将已发证企业上报的相关材料收集整理、归档。

注：按照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操作规程中业务最终审批权授

权的通知》（郑房 〔２０１３〕２７号）文件，本操作规程的最终审批权限已授权于
分管局领导。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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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招标备案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物业管理条例》

２．《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３．《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３〕１３０号）

４．《郑州市物业管理招标投标办法》（郑政 〔２００９〕１０号）

二、办理条件

招标人应当在现售商品房现售３０日前或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前完成招投标工作。

填写 《郑州市物业管理项目招标备案申请表》并提供以下资料：

１．招标决议 （公司对招标事项的决议，原件）；

２．招标公告 （拟在报纸上发布招标公告的内容，原件）；

３．招标文件 （原件）；

４．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土地证 （原件、复印件）；

５．经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总平面图 （原件、复印件）；

６．物业管理用房说明 （原件）；

７．物业管理区域划分意见书 （原件、复印件）；

８．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受理初审 （１个工作日）→复审 （２个工

作日）→终审 （２个工作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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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物业管理处

承办岗位 工作程序

受理

（７楼７１１
房间）

１．初审提交的资料，查看相关资料原件；
２．对符合要求的，出具初审意见，转交复审岗位进行复审；
对不符合要求的，当场说明情况并退回申请人。

复审 处长复审相关资料，并签署复审意见。

终审 分管局长终审相关资料，并签署终审意见。

备案
１．出具招标备案通知书；
２．整理归档。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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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中标备案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物业管理条例》

２．《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３．《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 （建住房 〔２００３〕１３０

号）

４．《郑州市物业管理招标投标办法》（郑政 〔２００９〕１０号）

二、办理条件

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３０日内完成中标备案工作。

填写 《郑州市物业管理项目中标备案表》并提供以下资料：

１．中标通知书 （原件）；

２．评标报告 （原件、复印件）；

３．中标企业的投标文件 （原件）；

４．物业服务合同 （原件）；

５．刊登招标公告的报纸 （原件）；

６．符合投标报名企业的资料；

７．其他应当提交的资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３个工作日）：受理初审 （１个工作日）→复审 （１个工

作日）→终审 （１个工作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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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物业管理处

承办岗位 工作程序

受理

（７楼７１１
房间）

１．初审提交的资料，查看相关资料原件；
２．对符合要求的，出具初审意见，转交复审岗位进行复审；
对不符合要求的，当场说明情况并退回申请人。

复审 处长复审相关资料，并签署复审意见。

终审 分管局长终审相关资料，并签署终审意见。

备案
１．出具招标备案通知书；
２．整理归档。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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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企业申办暂定资质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２．《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３．《河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４．《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５．《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有否有效？

６．《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豫建住房

［２００４］２号）

７．《河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豫建住房 ［２０００］

３２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注册资本不低于８００万元；

（２）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

人员不少于１０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５人，持有

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２人；

（３）工程技术、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统

计等其他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

（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配备相应的技术装备。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申请书 （原件）；

（２）《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一式四份）；

（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原件、复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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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

（４）企业章程和规章制度 （原件、复印件）；

（５）验资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６）企业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总经

理任职文件 （原件）和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企业经济、技术、

经营等负责人的任职文件 （原件）；

（７）当年企业在册人员统计表 （原件），专业技术人员统计表 （原件）、

资格证书、身份证、劳动合同及社会保险交纳凭证 （原件、复印件）；

（８）固定办公经营场所证明 （企业自有房产证或郑州市租赁处备案

的租赁合同和租赁备案证）；

（９）外商投资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除提供以上１至８项材料外，

还须提供对外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１０）其它需要提供的文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间

办理时限 （７个工作日）：受理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勘验现场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初审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处长复审 （２个工

作日）→局长审核 （２个工作日）→上报省住建厅审批→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大厅接件窗口、开发管理处

承办岗位 工作程序

受理

（大厅窗口

７３号）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组
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材料外，还应查看其为委托

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存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
原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

章，并签署姓名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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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查看信息系统资料录入是否与书面材料一致，不一致或
企业录入错误退回企业；

４．整理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向申请人出具受
理通知书，列明收取的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

受理通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予受理的原因；

５．将受理资料整理后转入下一个工作环节；
６省厅核发资质证书后，领取 《已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加密锁”配发审批单》。

初审

（７楼７１３室）

１．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初审；
２．组织进行现场勘验，重点查看是否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与

申请时出示的证明是否一致），是否配备相应的办公设施；

３．经初审符合申请条件，材料齐全的签署初审意见，转入
复审环节。

复审

（开发处处长）
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复审，符合条件签署意见并转入审核环节。

审核

（局长）
对受理材料进行审核，签署意见并转到省住建厅审批。

注：按照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操作规程中业务最终审批权授

权的通知》（郑房 〔２０１３〕２７号）文件，本操作规程的最终审批权限已授权于
分管局领导。

·０５·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业务操作规程　　　　　　　　



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核定资质等级的操作规程

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核定
资质等级的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２．《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３．《河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４．《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５．《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６．《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豫建住房

［２００４］２号）

７．《河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豫建住房 ［２０００］３２号）

８．《郑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交付使用管理办法》（郑政 ［２０１１］９６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注册资本不低于８００万元；

（２）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２年以上；

（３）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５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

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４）连续２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１００％；

（５）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

人员不少于１０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５人，持有

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２人；

（６）工程技术、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统

计等其他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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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配备相应的技术装备；

（８）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 《住宅质量

保证书》和 《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９）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申请书；

（２）《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一式四份）；

（３）资质证书正、副本 （原件、复印件）；

（４）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原件、复印件）；

（５）企业章程和规章制度 （原件、复印件）；

（６）验资报告和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原件、复印件）；

（７）企业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总经

理任职文件原件 （原件）和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企业经济、技

术、经营等负责人的任职文件 （原件）；

（８）当年企业在册人员统计表，专业技术人员统计表、资格证书、

身份证和劳动合同及社会保险交纳凭证 （原件、复印件）；

（９）固定办公经营场所证明 （企业自有房产证或郑州市租赁处备案

的租赁合同和租赁备案证）（原件、复印件）；

（１０）已开发经营项目材料：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施工许可证、竣工验收备案表 （原件、复印件）；

（１１）《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原件、复印件）；

（１２）已交付使用的一套住宅的 《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

明书》（以下简称两书）及两书总体执行情况报告；

（１３）其它需要提供的文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间

办理时限 （７个工作日）：大厅窗口接件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勘验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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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初审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处长复审 （２

个工作日）→局长审核 （２个工作日）→上报省住建厅审批→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大厅接件窗口、开发管理处

承办岗位 工作程序

受理

（大厅７３
号窗口）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组
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材料外，还应查看其为委托

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存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
原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

章，并签署姓名和日期；

３．根据工作需要查看信息系统内录入的资料与书面申请材料
是否一致，不一致的查明原因退回申请人重新填写或申报；

４．整理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向申请人出具受
理通知书，列明收取的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

受理通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５．将受理资料整理后转入下一个工作环节。

初审

（７楼７１３室）

１．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初审；
２．组织进行现场勘验，重点查看是否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与

申请时出示的证明是否一致），是否配备相应的办公设施；

３．经初审符合申请条件，材料齐全的签署初审意见，转入
复审环节。

复审

（开发处处长）

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复审，符合条件签署意见并转入审核

环节。

审核

（局长）
对受理材料进行审核，签署意见并转到省住建厅审批。

注：按照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操作规程中业务最终审批权授权的

通知》 （郑房 〔２０１３〕２７号）文件，本操作规程的最终审批权限已授权于分管局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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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晋升
资质等级的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２．《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３．《河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４．《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５．《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６．《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豫建住房

［２００４］２号）

７．《河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豫建住房 ［２０００］

３２号）

８．《郑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交付使用管理办法》 （郑政 ［２０１１］９６

号）

二、办理条件

１．一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

（１）注册资本不低于５０００万元；

（２）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５年以上；

（３）近３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３０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累计完成

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４）连续５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１００％；

（５）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１５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完成与此相当

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６）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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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不少于４０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２０人，持

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４人；

（７）工程技术、财务、统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

职称；

（８）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配备相应的技术装备；

（９）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 《住宅质量

保证书》和 《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１０）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２．二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

（１）注册资本不低于２０００万元；

（２）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３年以上；

（３）近３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１５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累计完成

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４）连续３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１００％；

（５）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１０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完成与此相当

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６）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

人员不少于２０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１０人，持

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３人；

（７）工程技术、财务、统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

职称；

（８）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配备相应的技术装备；

（９）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 《住宅质量

保证书》和 《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１０）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３．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

·５５·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业务操作规程



　　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晋升资质等级的操作规程

（１）注册资本不低于８００万元；

（２）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２年以上；

（３）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５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

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４）连续２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１００％；

（５）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

人员不少于１０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５人，持有

资格

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２人；

（６）工程技术、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统

计等其他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

（７）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配备相应的技术装备；

（８）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 《住宅质量

保证书》和 《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９）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４．四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

（１）注册资本不低于２００万元；

（２）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１年以上；

（３）已竣工的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１００％；

（４）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

人员不少于５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３人，持有

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２人；

（５）工程技术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财务负责人具有

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配有专业统计人员；

（６）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配备相应的技术装备；

（７）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 《住宅质量保证书》和 《住宅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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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制度；

（８）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５．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申请书；

（２）《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一式四份）；

（３）资质证书正、副本 （原件、复印件）；

（４）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原件、复印件）；

（５）企业章程和规章制度 （原件、复印件）；

（６）验资报告和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原件、复印件）；

（７）企业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身份证明和任职文件，企业经济、技

术、财务负责人的任职文件；

（８）当年企业在册人员统计表，专业技术人员统计表、资格证书、

身份证和劳动合同及社会保险交纳凭证 （原件、收复印）；

（９）固定办公经营场所证明 （企业自有房产证或郑州市租赁处备案

的租赁合同和租赁备案证）（原件、复印件）；

（１０）已开发经营项目材料：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施工许可证、竣工验收备案表 （原件、复印件）；

（１１）《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原件、复印件）；

（１２）交付使用的一套住宅的两书 （原件、复印件）及两书总体执

行情况报告；

（１３）其它需要提供的文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间

办理时限 （７个工作日）：大厅窗口接件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勘

验现场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初审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处长复审

（２个工作日）→局长审核 （２个工作日）→上报省住建厅审批→发证、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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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大厅接件窗口、开发管理处

承办岗位 工作程序

接件岗

（大厅窗口７３号）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
组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材料外，还应查看其为

委托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存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
与原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印章，并签署姓名和日期；

３．根据工作需要查看信息系统内录入的资料与书面申请材料
是否一致，不一致的查明原因退回申请人重新填写或申报；

４．整理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向申请人出具受理
通知书，列明收取的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予受理的原因；

５．将受理资料整理后转入下一个工作环节。

初审

（７楼７１３室）

１．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初审；
２．组织进行现场勘验，重点查看是否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与
申请时出示的证明是否一致），是否配备相应的办公设施；

３．经初审符合申请条件，材料齐全的签署初审意见，转
入复审环节。

复审

（开发处处长）

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复审，符合条件签署意见并转入审核

环节。

审核

（局长）
对受理材料进行审核，签署意见并转到省住建厅审批。

注：按照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操作规程中业务最终审批权授

权的通知》（郑房 〔２０１３〕２７号）文件，本操作规程的最终审批权限已授权于
分管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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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变更
备案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２．《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３．《河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

４．《河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５．《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变更手续。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申请书 （原件）；

（２）《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变更登记表》（一式三份）；

（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原件、复印件）；

（４）资质证书正、副本 （原件）；

（５）股东会决议 （原件、复印件）；

（６）公司章程修正案 （原件、复印件）；

（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关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８）变更注册资本时需提供资产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９）企业地址变更时需提供自有房产证或郑州市房产租赁市场管理

处备案的租赁合同 （原件、复印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间

办理时限 （７个工作日）：大厅窗口接件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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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２个工作日）→开发处处长复审 （２个工作日）→主管副局长审核

（２个工作日）→上报省住建厅发审批→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大厅接件窗口、开发管理处

承办岗位 工作程序

受理

（大厅窗

口７３号）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组
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材料外，还应查看其为委托

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存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
原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

章，并签署姓名和日期；

３．根据工作需要查看信息系统内录入的资料与书面申请材料是
否一致，不一致的查明原因退回申请人重新填写或申报；

４．整理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向申请人出具受
理通知书，列明收取的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

受理通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予受理的原因；

５．将受理资料整理后转入下一个工作环节。

初审

（７楼７１３
房间）

１．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初审；
２．组织进行现场勘验，重点查看是否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与申请时出示的证明是否一致，与工商注册地是否一致），

是否配备相应的办公设施；

３．经初审符合申请条件，材料齐全的签署初审意见，转入
复审环节。

复审

（开发处处长）

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复审，符合条件签署意见并转入审核

环节。

审核

（分管副局长）
对受理材料进行审核，签署意见并转到省住建厅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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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房地产企业进郑备案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河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２．《河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

３．《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在郑已取得相关拟开发的项目材料。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申请书 （原件）；

（２）《外地房地产企业进郑开发备案表》（一式三份）；

（３）资质证书正、副本 （原件、复印件）；

（４）工商营业执照 （原件、复印件）；

（５）法定代表人委托书 （原件）、委托人身份证明并加盖公章 （原

件、复印件）；

（６）企业在郑人员统计表、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和社会保险缴纳

凭证 （原件、复印件）；

（７）拟开发项目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间

办理时限 （７个工作日）：大厅窗口接件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初

审 （２个工作日）→开发处处长复审 （２个工作日）→局长审核 （２个

工作日）→发证、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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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大厅接件窗口、开发管理处

承办岗位 工作程序

受理

（大厅窗

口７３号）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组
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材料外，还应查看其为委托

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存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
原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

章，并签署姓名和日期；

３．办理信息系统 “加密锁”手续；

４．根据工作需要查看信息系统内录入的资料与书面申请材料是
否一致，不一致的查明原因退回申请人重新填写或申报；

５．整理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向申请人出具受
理通知书，列明收取的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

受理通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予受理的原因；

６．将受理资料整理后转入下一个工作环节。

初审

（７楼７１３
房间）

１．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初审；
２．组织进行现场勘验，重点查看是否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与申请时出示的证明是否一致，与工商注册地是否一致），

是否配备相应的办公设施；

３．经初审符合申请条件，材料齐全的签署初审意见，转入
复审环节。

复审

（开发处处长）
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复审，符合条件签署意见并转入审核环节。

审核 （局长） 对受理材料进行审核，签署意见并转到省住建厅审批。

注：按照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操作规程中业务最终审批权授

权的通知》（郑房 〔２０１３〕２７号）文件，本操作规程的最终审批权限已授权于
分管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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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房地产开发企业异地开展业务资质证书备案操作规程

郑州房地产开发企业异地开展业务
资质证书备案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河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２．《河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

３．《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注册地在郑州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外地已取得相关拟开发项目材料。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申请书 （原件）；

（２）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原件、复印件）；

（３）资质证书正、副本 （原件、复印件）；

（４）拟开发项目材料 （原件、复印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间

办理时限 （７个工作日）：大厅窗口接件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初

审 （２个工作日）→开发处处长复审 （２个工作日）→主管副局长审核

（２个工作日）→立卷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大厅接件窗口、开发管理处

承办岗位 工作程序

受理

（大厅７３
号窗口）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组
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材料外，还应查看其为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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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存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
原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

章，并签署姓名和日期；

３．办理信息系统 “加密锁”手续；

４．根据工作需要查看信息系统内录入的资料与书面申请材
料是否一致，不一致的查明原因退回申请人重新填写或

申报；

５．整理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向申请人出具受
理通知书，列明收取的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

受理通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予受理的原因；

６．将受理资料整理后转入下一个工作环节。

初审

（７楼７１３
房间）

１．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初审；
２．经初审符合申请条件，材料齐全的签署初审意见，转入
复审环节。

复审

（开发处处长）

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复审，符合条件签署意见并转入审核

环节。

审核

（分管副局长）

对受理材料进行审核，签署意见并转到项目所在地开发主管

部门，有项目所在地主管部门上报省住建厅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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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遗失补证操作规程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遗失补证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河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

２．《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遗失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申请书 （原件）；

（２）刊登遗失声明的报纸 （原件）；

（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原件、复印件）；

（４）未丢失的资质证书正本或副本 （原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间

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大厅窗口接件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初

审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处长复审 （１个工作日）→主管副局长审核

（２个工作日）→上报省住建厅审批→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大厅接件窗口、开发管理处

承办岗位 工作程序

受理

（大厅７３
号窗口）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组
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材料外，还应查看其为委托

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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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存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
原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

章，并签署姓名和日期；

３．收回留存未丢失的资质证书正本或副本；
４．根据工作需要查看信息系统内录入的资料与书面申请材
料是否一致，不一致的查明原因退回申请人重新填写或

申报；

５．整理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向申请人出具受
理通知书，列明收取的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

受理通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予受理的原因；

６．将受理资料整理后转入下一个工作环节。

初审

（７楼７１３
房间）

１．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初审；
２．经初审符合申请条件，材料齐全的签署初审意见，转入
复审环节。

复审

（开发处处长）

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复审，符合条件签署意见并转入审核

环节。

审核

（分管副局长）
对受理材料进行审核，签署意见并转到省住建厅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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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注销资质操作规程

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注销资质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２．《河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

３．《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房地产开发企业已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过工商营业执照注销手续。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申请书；

（２）刊登注销声明的报纸；

（３）资质证书正、副本；

（４）税务注销证明文件 （原件、复印件）；

（５）股东会决议 （原件、复印件）；

（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７）公司清算报告 （原件、复印件）；

（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原件、复印件）；

（９）外商投资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除提供以上１至８项材料外，

还须提供对外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间

办理时限 （７个工作日）：大厅窗口接件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初

审 （２个工作日）→开发处处长复审 （２个工作日）→主管副局长审核

（２个工作日）→上报省住建厅审批→立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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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大厅接件窗口、开发管理处

承办岗位 工作程序

受理

（大厅７３
号窗口）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组
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材料外，还应查看其为委托

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存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
原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

章，并签署姓名和日期；

３．根据工作需要查看信息系统内录入的资料与书面申请材
料是否一致，不一致的查明原因退回申请人重新填写或

申报；

４．整理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向申请人出具受
理通知书，列明收取的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

受理通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予受理的原因；

５．将受理资料整理后转入下一个工作环节。

初审

（７楼７１３
房间）

１．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初审；
２．经初审符合申请条件，材料齐全的签署初审意见，转入
复审环节。

复审

（开发处处长）

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复审，符合条件签署意见并转入审核

环节。

审核

（分管副局长）
对受理材料进行审核，签署意见并转到省住建厅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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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项目交付使用备案操作规程

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项目
交付使用备案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２．《河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

３．《郑州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４．《郑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交付使用管理办法》

５．《郑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交付使用备案实施细则的通知》 （郑房

［２０１２］７１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开发项目具备交付使用条件。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申请书 （原件）；

（２）《郑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交付使用备案申请表》；

（３）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件、复印件）；

（４）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原件、复印件）；

（５）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原件、复印件）；

（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原件、复印件）；

（７）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原件、复印件）；

（８）住宅项目需要提供 《住宅质量保证书》和 《住宅使用说明书》

（原件、复印件）；

（９）其它需要提供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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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程序及时间

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大厅窗口接件 （１个工作日）→现场踏勘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初审 （１个工作日）→开发处处长审核 （２个工

作日）→备案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大厅接件窗口、开发管理处

承办岗位 工作程序

接件岗

（大厅窗

口７３号）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组
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材料外，还应查看其为委托

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存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
原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

章，并签署姓名和日期；

３．根据工作需要查看信息系统内录入的资料与书面申请材
料是否一致，不一致的查明原因退回申请人重新填写或

申报；

４．整理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向申请人出具受
理通知书，列明收取的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

受理通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予受理的原因；

５．将受理资料整理后转入下一个工作环节。

初审

（７楼７１３
房间）

１．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初审；
２．经初审符合申请条件，材料齐全的签署初审意见，转入
复审环节。

复审

（开发处处长）

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复审，符合条件签署意见并转入审核

环节。

审核

（分管副局长）
对受理材料进行审核，签署意见并转到省住建厅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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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安全鉴定操作规程

房屋安全鉴定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

２．《郑州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需要对房屋进行安全鉴定的；

（２）填写 《郑州市房屋安全鉴定委托书》。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 《房屋所有权证》或 《房屋规划许可证》、 《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查看原件，存复印件）；

（２）房屋结构图 （查看施工图，不存档）；

（３）其他所需资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２０个工作日）：受理委托 （２天）→初始调查 （５天）

→检测验算 （５天）→鉴定评级 （５天）→核准 （３天）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房屋安全处

承办岗位 工作程序

受理委托

（１６楼１６０６
房间）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 《郑州市房屋安全鉴定委托书》填写

是否完整；

２．申请人为个人的，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在留存的复
印件上加盖 “与原件一致”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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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查看 《房屋所有权证》或 《房屋规划许可证》、《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原件，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与原件一致”

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４．查看 《房屋结构图》施工图部分，待出具鉴定报告后返

还申请人；

５．根据实际情况查看其他所需资料。
对符合要求的，及时受理；对不符合要求的，当场说明情况

并退回申请人。

初始调查

１．检测验算及鉴定评级，收集调查和分析房屋原始资料；
２．进行现场查勘，现场勘察内容包括：地基基础、砌体结
构构件、木结构构件、混凝土结构构件及钢结构构件等

内容。

鉴定岗位

１．对调查、查勘、检测、验算的数据资料进行全面分析，
综合评定，确定其安全等级；

２．拟定 《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交核准人员进行核准。

核准岗位 对房屋鉴定结果进行核准，制作 《房屋安全鉴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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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住房 （军产和集资建房）出售审批工作操作规程

公有住房 （军产和集资建房）
出售审批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２号）

２．《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实施办法〉

等５个房改文件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８号）

３．《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郑政 ［１９９５］２５号）

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市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的通知》

（郑政文 ［１９９６］１３６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房屋竣工交付使用后，已经取得单位房屋所有权证；

（２）单位职工自愿参加房改购房；

（３）参加房改的职工夫妇必须符合国家、省、市的房改政策；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关于出售公有住房 （军产或集资）的请示２份；

（２）购房人员登记表２份；

（３）夫妇双方身份证 （集资建房的提供集资批复及集资人员明细）

复印件１份 （原件已经单位核实）；

（４）职工职务 （称）证书及相关证明复印件１份 （原件经单位核

实）；

（５）房屋售价计算过程表 （军产住房出售协议书或集资成本核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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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业务操作规程



　　公有住房 （军产和集资建房）出售审批工作操作规程

和职代会决议）；

（６）出售公有 （军产或集资）住房评估表；

（７）售房资金和维修资金落实情况表；

（８）单位 《房屋所有权证》及分户图复印件１份 （查看原件）；

（９）其它应当提交的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初审 （４个工作日）→复审 （３个工作

日）→终审 （３个工作日）→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住房改革发展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初审

（７楼７０２
房间）

１．核查购房人参加房改情况；
２．查看以下申请材料，符合房改政策的予以受理；不符合
条件的，当场出具 “一次性补正通知书”，说明情况退回申

请人：

（１）产权单位关于出售公有 （军产或集资）住房的请示文

件２份；
（２）产权单位出具的 《购房人员登记表》２份；
（３）经单位核实原件的购房人夫妇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４）经单位核实原件的购房人职务 （称）证书及相关证明；

（５）《房屋售价计算过程表》《军产住房出售协议书》《集资
建房成本核算表》；

（６）《出售公有 （军产或集资）住房评估表》；

（７）售房资金和维修资金落实情况表并留存；
（８）产权单位 《房屋所有权证》及分户图复印件，注明复

印件 “与原件相符”并有产权单位印章，签署姓名、日期；

（９）其它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１０）按顺序整理申请材料，并签署初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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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对复审环节返还的材料通知产权单位进行补正，补正
无果的退还所有资料。

复审

１．处长审核初审所报资料；
２．符合房改政策的签署审核意见，呈分管领导签批；不符
合要求的，说明情况退回初审。

终审
１．分管领导审核所报材料，并签署审核意见。
２．房改办主任签批。

归档

（５楼５１６
房间）

１．印发房改文件交予申请人；
２．档案信息录入；
３．归档；
４．将批复文件转交售房单位到房屋产权交易登记发证中心
为职工办理房产证。

注：按照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操作规程中业务最终审批权授

权的通知》（郑房 〔２０１３〕２７号）文件，本操作规程的最终审批权限已授权于
分管局领导。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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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原售住房按现价出售审批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２号）

２．《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实施办法〉

等５个房改文件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８号）

３．《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郑政 ［１９９５］２５号）

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市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的通知》

（郑政文 ［１９９６］１３６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由产权人及配偶提出退房申请，产权单位同意收回，将该房屋

出售给其他职工；

（２）新购房职工自愿参加房改购房；

（３）参加房改的职工夫妇必须符合国家、省、市的房改政策。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关于退回原售住房按现价出售的请示 （原产权单位文件２份）；

（２）产权人及配偶双方身份证复印件１份 （原件已经单位核实）；

（３）职务 （称）证书及相关证明复印件１份 （原件已经单位核实）；

（４）产权人及配偶自愿退房申请；

（５）已售房改房退回登记表２份；

（６）市房改办原售房批复文件、原购房人员登记表及 《房屋所有权证》；

（７）购房人员登记表２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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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售房资金和维修资金落实情况表；

（９）房屋售价计算过程表；

（１０）出售公有住房评估表；

（１１）其它应当提交的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初审 （４个工作日）→复审 （３个工作

日）→终审 （３个工作日）→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住房改革发展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初审

（７楼７０２
房间）

１．核查购房人参加房改情况；
２．查看以下申请材料，符合房改政策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
的，应当场出具 “一次性补正通知单”说明情况退回申请人：

（１）“关于退回原售住房按现价出售的请示”，留存原文件
２份；
（２）购房人夫妇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原件已经单位核实）；

（３）购房人职务 （称）证书及相关证明复印件 （原件已经

单位核实）；

（４）职工自愿退房申请 （有产权人及配偶双方签名和指

印）；

（５）《已售房改房退回登记表》，留存２份；
（６）市房改办原售房批复文件、原购房人员登记表及 《房

屋所有权证》原件；

（７）《购房人员登记表》；
（８）售房资金和维修资金落实情况表并留存；
（９）抽检 《房屋售价计算过程表》计算是否正确，正确的

予以留存；

（１０）《出售公有住房评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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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其它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１２）按顺序整理申请材料，并签署初审意见；
（１３）对复审环节返还的材料通知产权单位进行补正，补正
无果的退还所有资料。

复审

１．处长审核初审所报资料；
２．符合房改政策的签署审核意见，呈分管领导签批；不符
合要求的，说明情况退回初审。

终审 分管领导签批。

归档

（５楼５１６
房间）

１．印发房改文件交予申请人；
２．档案信息录入；
３．归档；
４．将批复文件转交售房单位到房屋产权交易登记发证中心
为职工办理房产证。

·８７·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业务操作规程　　　　　　　　



退回原售住房审批工作操作规程

退回原售住房审批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２号）

２．《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实施办法〉

等５个房改文件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８号）

３．《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郑政 ［１９９５］２５号）

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市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的通知》

（郑政文 ［１９９６］１３６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由退回住房职工夫妇提出申请，产权单位请示收回其住房。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关于退回原售住房的请示 （原产权单位文件２份）；

（２）产权人及配偶自愿退房申请；

（３）原产权单位退回已售房改房登记表２份；

（４）市房改办原售房批复文件、原购房人员登记表及 《房屋所有权

证》；

（５）其它应当提交的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初审 （４个工作日）→复审 （３个工作

日）→终审 （３个工作日）→归档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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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住房改革发展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初审

（７楼７０２
房间）

１．核查购房人参加房改情况；
２．查看以下申请材料，符合房改政策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
的，应当场出具 “一次性补正通知单”说明情况退回申请人：

（１）“关于退回原售住房的请示”，留存原文件２份；
（２）职工自愿退房申请 （有产权人及配偶双方签名和指印）；
（３）原产权单位已售房改房退回登记表填写是否规范，留存
２份；
（４）市房改办原售房批复文件、原购房人员登记表及 《房

屋所有权证》原件；

（５）其它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６）按顺序整理申请材料，并签署初审意见；
（７）对复审环节返还的材料通知产权单位进行补正，补正无
果的退还所有材料。

复审

１．处长审核初审所报资料；
２．符合房改政策的签署审核意见，呈分管领导签批；不符
合要求的，说明情况退回初审。

终审 分管领导签批。

归档

（５楼５０８
房间）

１．印发房改文件交予申请人；
２．档案信息录入；
３．归档；
４．将批复文件转交售房单位或购房人到房屋产权交易登记
发证中心办理房产证。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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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产权住房向全部产权住房
接轨审批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２号）

２．《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实施办法〉

等５个房改文件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８号）

３．《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郑政 ［１９９５］２５号）

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市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的通知》

（郑政文 ［１９９６］１３６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购房人具有部分产权房屋所有权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关于部分产权住房向全部产权住房接轨的请示 （产权单位文件

２份）；

（２）夫妇双方身份证复印件或相关证明１份 （原件已经单位核实）；

（３）职务 （称）证书及相关证明复印件１份 （原件已经单位核实）；

（４）部分产权住房向全部产权住房接轨登记表 （２份）；

（５）市房改办原售房批复文件、原购房人员登记表及 《房屋所有权

证》；

（６）售房资金和维修资金落实情况表；

（７）出售公有住房评估表；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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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其它应当提交的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初审 （４个工作日）→复审 （３个工作

日）→终审 （３个工作日）→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住房改革发展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初审

（７楼７０２
房间）

１．核查购房人参加房改情况；
２．查看以下申请材料，符合房改政策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
的，应当场出具 “一次性补正通知单”说明情况退回申请人：

（１）“关于部分产权住房向全部产权住房接轨的请示”，留
存原文件２份；
（２）产权人夫妻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原件已经单位核实）；

（３）购房人职务 （称）证书及相关证明材料 （原件已经单

位核实）；

（４）部分产权住房向全部产权住房接轨登记表填写是否规
范，留存２份；
（５）市房改办原售房批复文件、原购房人员登记表及 《房

屋所有权证》原件；符合要求的予以留存；

（６）售房资金和维修资金落实情况表并留存；
（７）《出售公有住房评估表》；
（８）并存留其它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３．按顺序整理申请材料，并签署初审意见；
４．对复审环节返还的材料通知产权单位进行补正，补正无
果的退还所有材料。

复审

１．处长审核初审所报资料；
２．符合房改政策的签署审核意见，呈分管领导签批；不符
合要求的，说明情况退回初审。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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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 分管领导签批。

归档

（５楼５０８
房间）

１．印发房改文件交予申请人；
２．档案信息录入；
３．归档；
４．将批复文件转交售房单位到房屋产权交易登记发证中心
为职工办理房产证。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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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发新 《房屋所有权证》
审批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２号）

２．《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实施办法〉

等５个房改文件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８号）

３．《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郑政 ［１９９５］２５号）

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市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的通知》

（郑政文 ［１９９６］１３６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购房人按照优惠出售的方式获得房屋所有权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关于换发 《房屋所有权证》的请示 （２份）；

（２）郑州市１９８３－１９８９年开展住宅出售试点工作所发 《房屋所有权

证》换发新证登记表 （２份）；

（３）《房屋所有权证》和分户图复印件；

（４）夫妻双方身份证复印件１份 （原件已经单位核实）；

（５）产权单位核实的购房人职务 （称）及相关证明 （原件已经单位核实）；

（６）其它应当提交的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初审 （４个工作日）→复审 （３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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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终审 （３个工作日）→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住房改革发展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初审

（７楼７０２
房间）

１．核查购房人参加房改情况；
２．查看申请材料，符合房改政策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
应当场出具 “一次性补正通知单”，说明情况退回申请人：

（１）“关于换发 《房屋所有权证》的请示”，留存２份；
（２） “郑州市１９８３－１９８９年开展住宅出售试点工作所发
《房屋所有权证》换发新证登记表”２份；
（３） 《房屋所有权证》和分户图原件，符合要求的予以

留存；

（４）产权人夫妇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原件已经单位核实）；

（５）购房人职务 （称）及相关证明材料 （原件已经单位核实）；
（６）其它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３．按顺序整理申请材料，并签署初审意见：
４．对复审环节返还的材料通知产权单位进行补正，补正无
果的退还所有资料。

复审

１．处长审核初审所报资料；
２．符合房改政策的签署审核意见，呈分管领导签批；不符
合要求的，说明情况退回初审。

终审 分管领导签批。

归档

（５楼５０８
房间）

１．印发房改文件交予申请人；
２．档案信息录入；
３．归档；
４．将批复文件转交售房单位到房屋产权交易登记发证中心
为职工办理房产证。

·５８·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业务操作规程



　　用于房屋和公共部位设施设备维修使用房改资金审批工作操作规程

用于房屋和公共部位设施设备维修使用
房改资金审批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２号）

２．《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实施办法〉

等５个房改文件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８号）

３．《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郑政 ［１９９５］２５号）

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市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的通知》

（郑政文 ［１９９６］１３６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房屋及公用设施设备经专业机构鉴定需要维修或更新改造。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售房单位提交 “关于维修的申请”和 “三分之二以上相关业主

签名同意维修的意见”报区房管部门；

区房管部门现场核实业主签名及公示情况，同意后上报市房管局；

（２）所需维修房屋的相关权属证明；

（３）由房屋鉴定部门或设施设备的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房屋维修工

程鉴定报告；

（４）由房屋和设施设备的专业机构出具的预算审核报告；

（５）资金中心出具的房改资金账户对账单；

（６）上级单位的批准材料、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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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其它应当提交的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初审 （４个工作日）→复审 （３个工作

日）→终审 （３个工作日）→归档

前期工作由区房管局现场核查 （不含住房货币补贴）：

（１）售房 （或集资）单位向区房管局提出申请，区房管局派人到现

场查看，核实相关业主意见和检测结果，符合维修 （或建房）条件的，

签署意见 （或出具用款意见）并加盖区房管部门公章；

（２）维修后，由区房管局派人现场查看是否按预算情况维修。符合

条件的，报市房改办；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住房改革发展处、各区房管局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初审

（区房管局、

市局７楼
７０２房间）

１．区房管局负责前置现场情况核查工作：
（１）受理售房单位提交 “关于维修的申请”和 “三分之二

以上相关业主签名同意维修的意见”报区房管部门；

（２）区房管部门现场核实业主签名及公示情况；
（３）符合条件的，上报市房管局。
２．市房改部门对以下材料进行审核：
（１）房改资金使用审批表；
（２）所需维修房屋的相关权属证明；
（３）由房屋鉴定部门或设施设备的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房屋
维修工程鉴定报告；

（４）由房屋和设施设备的专业机构出具的预算审核报告；
（５）资金中心出具的房改资金账户对账单；
（６）上级单位的批准材料、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７）其它应当提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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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按顺序整理申请材料，并签署初审意见；
４．对复审环节返还的材料，通知房屋管理单位进行补正，
补正无果的退还所有资料。

复审

１．处长审核初审所报资料；
２．符合房改政策的签署审核意见，呈分管领导签批；不符
合要求的，说明情况退回初审。

终审 分管领导签批。

划转

（６楼６１６
房间）

１．将审批表盖章后，分别交予申请人和维修基金管理中心；
２．由维修基金管理中心在２日内划转房改资金。

归档

（５楼５０８
房间）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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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补充公积金使用房改
资金审批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２号）

２．《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实施办法〉

等５个房改文件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８号）

３．《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郑政 ［１９９５］２５号）

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市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的通知》

（郑政文 ［１９９６］１３６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购房单位近三个月未交公积金。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经单位核准的本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明细材料；

（２）资金中心出具的房改资金帐户对帐单；

（３）上级单位的批准材料、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４）应当提供的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初审 （４个工作日）→复审 （３个工作

日）→终审 （３个工作日）→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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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住房改革发展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初审

（７楼７０２
房间）

１．房改资金使用申请表；
２．核查售房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明细材料；
３．核查资金中心出具的房改资金帐户对帐单；
４．核查售房单位上级部门的批准材料、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５．核查提供的其他材料；
６．按顺序整理申请材料，并签署初审意见；
７．对复审环节返还的资料通知房屋管理单位进行补正，补
正无果的退还所有资料。

复审

１．处长审核初审所报资料；
２．符合房改政策的签署审核意见，呈分管领导签批；不符
合要求的，说明情况退回初审。

终审 分管领导签批。

划转

（６楼６１６
房间）

１．将审批表盖章后，分别交予申请人和维修基金管理中心；
２．由维修基金管理中心在２日内划转房改资金。

归档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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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建房款使用核查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２号）

２．《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实施办法〉

等５个房改文件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８号）

３．《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郑政 ［１９９５］２５号）

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市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的通知》

（郑政文 ［１９９６］１３６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集资建房项目已取得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并已按照工程进度

进行施工。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集资单位提交 “关于用款的申请”、“单位编制的集资建房项目集

资款使用计划”、“该项目的工程监理机构对用款计划的真实性及形象进度

情况出具的证明”报区房管部门，区房管部门核查同意后上报市房管局；

（２）集资建房方案批复；

（３）资金中心出具的账户对账单；

（４）提供支取集资款金额相应票据、合同等；

（５）其它应当提交的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初审 （４个工作日）→复审 （３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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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终审 （３个工作日）→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住房改革发展处、各区房管局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初审

（区房管、

局市局７楼
７０２房间）

１．区房管局审查；
（１）集资建房款使用申请表；
（２）集资建房方案批复；
（３）集资建房款使用计划；
（４）该项目的工程监理机构对用款计划的真实性及形象进度
情况出具的证明；

（５）现场情况。
２．市房改办对以下材料审查；
（１）辖区房管部门的核实意见；
（２）按顺序整理申请材料，并签署初审意见；
（３）对复审环节返还的材料通知产权单位进行补正，补正无
果的退还有用资料。

复审

１．处长审核初审所报资料；
２．符合房改政策的签署审核意见，呈分管领导签批；不符
合的说明情况退回初审。

终审 分管领导签批。

归档

１．印发房改文件交予申请人；
２．档案信息录入；
３．归档；
４．将批复文件转交售房单位或购房人到房屋产权交易登记
发证中心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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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建房和危房改造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２号）

２．《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实施办法〉

等５个房改文件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８号）

３．《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郑政 ［１９９５］２５号）

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市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的通知》

（郑政文 ［１９９６］１３６号）

５．《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特困企业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经济适用住房

有关问题的通知》（郑政文 ［２００３］１６８号）

６．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旧城改造暂行办法的通知》

（郑政文 ［２００８］１８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单位利用自有土地；

（２）单位职工自愿参加房改购房；参加房改的职工夫妇必须符合国

家、省、市的房改政策。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关于集资建房的请示 （２份）；

（２）单位土地使用证及标准层平面图 （原件、复印件，复印件上注

明 “与原件相符”并加盖集资单位印章）；

（３）市规划局出具的规划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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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集资单位职代会决议；

（５）集资人员登记表 （市房改办统一印制）；

（６）集资资金证明；

（７）区房管部门提供的审核意见书；

（８）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集资单位首先在本单位对集资人员进行公示；

２．核查申请人参加房改情况 （各区房管局）：

（１）对公示后的购房职工夫妇是否购买过其他房改住房；

（２）对公示后的购房职工夫妇是否购买过经济适用住房；

（３）对公示后的购房职工夫妇是否参加过住房货币化补贴。

３．符合以上条件的，报市房改办。

４．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初审 （４个工作日）→复审 （３个工

作日）→终审 （３个工作日）→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住房改革发展处、各区房管局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初审

（区房管局、

市局７楼
７０２房间）

１．前置核查申请人参加房改情况 （区房管局）；

２．查看申请材料和证件是否齐全；
３．符合房改政策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场出具
“一次性补正通知单”说明情况退回申请人；

４．按顺序装订申请材料，并签署意见。

复审
１．处长审核所报材料；
２．处长签署审核意见。

终审 分管领导签批。

归档
１．印发房改文件交予申请人；
２．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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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参加房改情况证明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 ［１９９４］４３号）

二、办理条件

１．出具迁出我市人员参加房改情况的证明需出示：

（１）关于职工参加房改情况的调查函；

（２）迁出人身份证原件。

２．出具外地或军队人员配偶在我市参加房改情况的证明需出示：

（１）关于职工配偶参加房改情况的调查函；

（２）配偶身份证原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工作程序

受理→查档→签批

２．工作时限

受理后２个工作日办结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住房改革发展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７楼７０６
房间）

１．查看证件及相关材料 （留复印件）；

２．登记。

查档 微机查档核实，填写房改证明情况，报分管领导。

签批 分领导签批。

归档
１．出具证明并加盖公章。
２．归档。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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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阅房改档案工作操作规程

查阅房改档案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郑州市档案管理规定》（政府令第３２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办理房改信息纠误；

（２）办理房改出售业务。

２．应当提供的材料：

（１）查阅本人房改档案需出示：

①身份证原件；

②房屋所有权证原件。

（２）查阅本单位房改档案需出示：

①单位介绍信；

②查阅人身份证原件；

③房改批复文件。

（３）公、检、法等有关单位查阅房改档案需出示：

①单位介绍信；

②查阅人工作证件；

③协助查询通知书。

（４）律师查阅房改档案需出示：

①单位介绍信；

②律师执业资格证；

③委托书；

④立案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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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工作程序

申请受理→登记→查档→复制

２．工作时限

受理后即时办理。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住房改革发展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办理

（５楼５１６
房间）

１．查看证件及相关材料，符合查阅条件的填写查阅登记表；
不符合查阅条件的一次性告知；

２．查阅复印档案，并加盖档案专用章。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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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改纠误工作操作规程

房改纠误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２号）

２．《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实施办法〉

等５个房改文件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８号）

３．《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郑政 ［１９９５］２５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房改档案信息与房屋信息及购房职工信息有误。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关于已售房改房纠误报告 （１份）；

（２）房屋售价计算过程表；

（３）《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 （１份）；

（４）售房资金落实情况表；

（５）原售房改房批准文件、购房人员登记表、房屋价格评估表 （复

印件加盖房改办档案印章）；

（６）其它应当提交的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工作程序

初审→复审→归档

２．工作时限

受理后５日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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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住房改革发展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初审

（７楼７０２
房间）

１．单位提交房改纠误报告；
２．查看申请材料和证件是否齐全；
３．符合房改政策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场出具
“一次性补正通知单”说明情况退回申请人；

４．按顺序装订申请材料，并签署意见。

复审

１．处长查看申请材料和证件是否齐全；
２．符合房改政策的签署终审意见；不符合的说明情况返回
初审。

归档
１．变更房改微机档案信息；
２．归档。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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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房改微机档案信息操作规程

变更房改微机档案信息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实施办法〉

等５个房改文件的通知》（郑政 ［１９９４］４８号）

２．《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郑政 ［１９９５］２５号）

３．《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 （郑

政 ［１９９５］３５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档案信息与身份证信息有误；

（２）房屋座落有误。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售房单位笔误造成个人身份信息错误的需出示：

①身份证原件；

②房屋所有权证原件；

③售房单位出具的变更证明。

（２）个人身份信息及房屋座落名称发生变更的需出示：

①身份证原件；

②房屋所有权证原件；

③公安机关出具的变更证明原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工作程序

受理→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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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工作时限

受理后即时办理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住房改革发展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７楼７０６
房间）

查看证件及相关材料。符合变更条件的填写变更登记表；不

符合变更条件的一次性告知。

复审

１．审核相关材料；
２．出具变更通知单；
３．变更房改微机档案信息；
４．归档。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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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新建非商品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操作规程

单位新建非商品房屋所有权
初始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单位新建非商品房屋竣工验收合格，房屋占用土地未抵押。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申请人的营业执照或机构代码证 （原件、复印件），委托书，

受委托人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３）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件、复印件）或合法的土地使用证明；

（４）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

（５）房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

（６）房屋测绘报告及２份附图；

（７）其他必要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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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
号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３．查看申请人与申请文件记载的主体是否一致，申请初始
登记的房屋与土地使用证明、规划许可证明和房屋竣工证

明、测绘报告是否相符。

４．核对该房屋有无登记信息；确定是否符合初始登记条件；
房屋占用土地已抵押的应要求其先行解除抵押。

５．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６．实地查看与提交材料是否相符。（查看不少于两名登记人
员，填写实地查看记录表，并签名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单，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
应当场出具一次性补正通知单，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及需要补正补齐的全部内容。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初始登记档案。因当事人拒不接受退回的申请材料，
导致申请材料留在受理环节时，由受理工作人员建立档案，

做好记录，按期保管。

审核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要件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核对该房屋有无登记信息，确定是否符合初始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将申
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的，填写

退件回执单说明不符合的要件和原因，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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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新建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操作规程

私人新建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私人新建房屋竣工验收合格。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３）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

（４）土地使用权证明；

（５）房屋已竣工的证明；

（６）房屋测绘报告及２份附图；

（７）其他必要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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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号
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３．查看申请人与申请文件记载的主体是否一致，申请初始
登记的房屋与土地使用证明、规划许可证明和房屋竣工证

明、测绘报告是否相符。

４．核对该房屋有无登记信息；确定是否符合初始登记条件；
房屋占用土地已抵押的应要求其先行解除抵押。

５．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６．实地查看与提交材料是否相符。（查看不少于两名登记人
员，填写实地查看记录表，并签名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单，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
应当场出具一次性补正通知单，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及需要补正补齐的全部内容。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初始登记档案。

审核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要件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核对该房屋有无登记信息，确定是否符合初始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说明不符合的要件和原因，退回受理

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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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商品房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新建商品房房屋竣工验收合格 （包括开发企业建设的保障性住房）。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房地产开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原件、复印件），

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３）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件、复印件）；

（４）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

（５）房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

（６）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证明

（７）房屋测绘报告及２份附图；

（８）物业维修基金缴存凭证；

（９）其他必要材料。

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证明是房屋登记申请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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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物业用房和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设施用房的位置、房号、面积。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号
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３．查看申请人与申请文件记载的主体是否一致，申请初始
登记的房屋与土地使用证明、规划许可证明和房屋竣工证

明、测绘报告是否相符。

４．核对该房屋有无登记信息；确定是否符合初始登记条件；
房屋占用土地已抵押的应要求其先行解除抵押。

５．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６．实地查看与提交材料是否相符。（查看不少于两名登记人
员，填写实地查看记录表，并签名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单，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
应当场出具一次性补正通知单，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及需要补正补齐的全部内容。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初始登记档案。

审核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要件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核对该房屋有无登记信息，确定是否符合初始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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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说明不符合的要件和原因，退回受理

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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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让商品房操作规程

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让商品房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让商品房 （经济适用房、安居房）；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受让方有效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或商品房初始登记证明 （商品房产权登记备案证）；

（４）商品房买卖合同 （联机备案的合同需提交备案信息表；非联机

备案的合同，应经过备案）；

（５）完税凭证；

（６）物业维修基金缴存凭证；

（７）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８）其他必要材料。

经济适用房、安居房提交购房审批表；

开发企业代办的应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代办，没有约定应出具购房人

的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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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号
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转让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有关证明
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３．核对申请转移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转移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交申请人。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转移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登记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符合转移登
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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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房屋转让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建设部令第１６８号）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单位房屋要转让。

行政事业单位的房地产转让还应提交有批准权的财政部门的批准

文件；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房产转让应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

准，未纳入的国有资产管理的，需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明确该资产未

纳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的范围；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含国有参股公司）的房产转让应提

交董事会 （不设董事会的小企业为股东会）通过；

集体企业的房产转让应提交职代会通过；

划拨土地上房产转让的，转让方还需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整幢房屋转让的应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转让方营业执照或机构代码证 （原件、复印件），经办人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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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受委托人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３）受让方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４）房屋所有权证；

（５）房地产买卖契约 （合同）；

（６）完税凭证；

（７）物业维修基金缴存凭证 （整幢房屋为一个产权人的暂不要）；

（８）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９）其他必要材料，包括行政事业单位的房地产转让还应提交有批

准权的财政部门的批准文件；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房产转让

还应提交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未纳入的，需提交上级主管部

门的批准文件，并注明该资产未纳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范围；有限

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含国有参股公司）的房产转让还应提交董事

会 （不设董事会的小企业为股东会）通过的决议；集体企业的房产转让

还应提交职代会通过的决议；

划拨土地上房产转让的，转让方还需提交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的批

准文件。

整幢房屋转让的还应提交国有土地使用证等。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
号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转让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有关证明
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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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核对申请转移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有无查封、
抵押、异议等限制情况。

４．确定符合转移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交申请人。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转移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
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登记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符合转移登
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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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收 （拆迁）安置房屋转移登记操作规程

征收 （拆迁）安置房屋转移登记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征收 （拆迁）安置房屋。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房屋拆迁许可证或征收决定；

（３）房屋注销证明；

（４）房屋拆迁安置协议 （征收补偿协议）和安置通知单；

（５）被安置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６）安置房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件、复印件）；

（７）安置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

（８）安置房竣工证明；

（９）完税凭证；

（１０）物业维修基金缴存凭证；

（１１）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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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其他必要材料。

注：①自２００６年６月１日起，首次办理拆迁安置 （交换）的需提交

安置房的房屋所有权证或产权登记证明，（６）、（７）、（８）不再提交。

②被拆迁房屋未进行房屋登记或属在１９８８年以前办理产权登记的，

第 （３）项可提供建筑许可证、原房屋所有权证或有效产权证明。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
号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转让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有关证明
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３．核对申请转移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转移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交申请人。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转移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登记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符合转移登
记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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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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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屋转移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建设部令第１６８号）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先办理初始登记后，而后再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

（２）村民 （股东）大会或代表会议做出的对本村、组进行改造的

决议；

（３）区政府关于提请审批城中村改造方案的请示以及市人民政府

批文；

（４）安置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或产权登记证明；

（５）城中村基本情况统计表；

（６）拆迁安置协议 （征收补偿协议）及安置通知单；

（７）被安置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比对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的工作由开发企业或承办单位开展，由开发企业或承办单位加盖

“与原件一致”的章）

（８）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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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物业维修基金缴存凭证；

（１０）其他必要材料。

注：被拆迁房屋已办理过房屋所有权证的，还应提交房屋注销证明。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号
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转让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有关证明
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３．核对申请转移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转移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交申请人。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转移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
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登记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符合转移登
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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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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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 （集体）企业改制房屋转移登记操作规程

国有 （集体）企业改制房屋
转移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国有 （集体）企业改制房屋需转移的。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４）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

（５）受让方营业执照 （原件、复印件），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

件 （原件、复印件）；

（６）企业改制时的资产评估报告 （房产部分）；

（７）完税凭证；

（８）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９）其他必要材料。

注：该房屋登记可单方申请。企业改制前系通过购买、拆迁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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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债等方式取得房产的，可暂不收取国有土地使用证。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号
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转让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有关证明
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３．核对申请转移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转移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交申请人。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转移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登记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符合转移登
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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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破产兼并房屋转移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企业经法院裁定破产后，需转让记地产的，破产管理人为转让人；

通过兼并企业方式处分破产企业房地产的，应当在法院裁定破产终结后

申请房产转让；通过公开拍卖出售方式转让房地产的，按照拍卖房产的

程序办理。

办理破产企业、改制企业、兼并企业房产转让业务，应先经市房地

产管理局产权管理处审批。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４）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

（５）转让方与受让方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６）法院下达的破产裁定书、终结书；

（７）兼并收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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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完税凭证；

（９）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１０）其他必要材料。

注：第５项中的转让方应提供法院成立企业破产管理人 （破产清算

组）的法律文书。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号
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转让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有关证明
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３．核对申请转移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转移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交申请人。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转移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登记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符合转移登
记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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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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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产作价入股进行房屋转移登记操作规程

以房产作价入股进行房屋转移登记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以房产作价入股进行房屋转移的。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转让方与受让方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４）公司章程 （工商局加盖查询章的复印件）；

（５）入股协议；

（６）完税凭证；

（７）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８）其他必要材料。

注：①入股人为转让方，接受入股企业为受让方。

②以单位房屋作价入股的，入股人还应提交下列文件之一：行政事

业单位提交有批准权的政府部门 （一般为财政部门）的批准文件；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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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提交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未纳入的

应取得上级部门的批准文件，并注明未纳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范围；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含国有参股公司）提交董事会 （不设董

事会的小企业为股东会）通过的决议；集体企业提交职代会通过的决议。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转让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有关证明
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３．核对申请转移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转移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交申请人。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转移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
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登记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符合转移登
记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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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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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房屋转移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申请人到场或委托 （委托公证需符合相应法律法规规定）；

（２）自愿真实意思表达及自愿达成交易；

（３）已经签署房屋买卖契约或赠与合同 （书）并缴纳过相应税费；

（４）具有民事责任能力人；属于未成年人及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能力

人，监护人按规定出具保护未成年人及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能力人利益的

相关公证材料。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转让方与受让方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４）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 （依照具体情况提交买卖契

约、互换协议、遗赠公证书等其中的一种）；

（５）完税凭证；

（６）物业维修基金缴存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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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８）其他必要材料。

注：①房改房、经济适用房转让的需夫妻双方到场共同申请；经济

适用房的转让还应提交市保障办的审批表和缴纳差价款的凭证。

②遗赠方式转让房屋的，还应提交赠与人的死亡证明。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７—１０号
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转让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有关证明
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３．核对申请转移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转移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交申请人。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转移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登记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符合转移登
记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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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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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房屋转移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申请人到场或委托 （委托公证需符合相应法律法规规定）；

（２）具有民事责任能力人；属于未成年人及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能力

人，监护人按规定出具保护未成年人及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能力人利益的

相关公证材料。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继承人有效身份证件 （比对原件，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４）继承公证书或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

（５）物业维修基金缴存凭证；

（６）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７）其他必要材料。

注：①继承经济适用住房的，应先到市保障办办理缴纳差价款手续。

②法院判决 （裁定、调解）继承房屋的，需提交生效判决书 （或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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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调解书），不再提交第 （４）项要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号
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转让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有关证明
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３．核对申请转移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４．确定符
合转移登记的条件。

４．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５．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６．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交申请人。
７．签署受理意见。
８．建立转移登记档案。
９．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登记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符合转移登
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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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分割共有房屋转移登记操作规程

离婚分割共有房屋转移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申请人到场或委托 （委托公证需符合相应法律法规规定）；

（２）具有民事责任能力人；属于未成年人及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能力

人，监护人按规定出具保护未成年人及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能力人利益的

相关公证材料。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离婚证 （比对原件，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４）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 （民事调解书）；

（５）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６）其他必要材料。

注：①离婚分割共有房屋一方申请的，离婚协议书应加盖民政部门

印章或区档案部门的查询章。

②经法院判决或调解离婚的，申请人应出示法院判决书或民事调解

书的原件，经受理人员比对后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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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号
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转让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有关证明
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３．核对申请转移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转移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交申请人。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转移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登记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符合转移登
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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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有住房优惠出售转移登记操作规程

单位公有住房优惠出售转移
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单位优惠出售公有住房。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房屋所有权证；

（３）郑州市 （省直）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文件；

（４）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

（５）购房人员登记表；

（６）购买方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７）房屋分户平面图２—３份；

（８）其他必要材料。

注：①省直房改房还需提供 《河南省省直单位出售公有住房 （评

估）审批表》；

②房改房收回或收回再出售应提交已登记的房屋所有权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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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房改部门的批准文件和经省 （市）房改部门盖章的收回或再出售

登记表。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
号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转让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有关证明
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３．核对申请转移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转移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交申请人。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转移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登记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符合转移登
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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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房屋转移登记操作规程

拍卖房屋转移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通过拍卖取得房屋需办理登记的。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转让方与受让方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４）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件、复印件）；

（５）拍卖委托书；

（６）拍卖成交确认书；

（７）完税凭证；

（８）物业维修基金缴存凭证 （整幢房屋为一个产权人的暂不要）；

（９）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１０）其他必要材料。

注：非整幢房屋拍卖的可暂不收取国有土地使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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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
号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转让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有关证明
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３．核对申请转移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转移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交申请人。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转移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登记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符合转移登
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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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的姓名或名称发生变更登记操作规程

权利人的姓名或名称发生变更登记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申请人到场或委托 （委托公证需符合相应法律法规规定）：

（２）具有民事责任能力人；属于未成年人及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能力

人，监护人按规定出具保护未成年人及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能力人利益的

相关公证材料。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权利人变更后的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３）姓名或名称变更证明文件；

（４）房屋所有权证；

（５）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６）其他必要材料。

注：①个人姓名变更的，第 （２）项需提交变更后的个人身份证件 （比

对原件，收复印件）；第 （３）项需提交公安机关出具的变更证明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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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属单位名称变更的，第 （２）项需提交新的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

证 （比对原件，收复印件）；第 （３）项需提交批准机关的批准文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
号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变更登记申请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
有关证明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３．核对申请变更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变更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变更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申请变更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的记载一致，符合变
更登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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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座落名称变更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房屋座落名称需变更的。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４）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房屋座落变更证明；

（５）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６）其他必要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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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座落名称变更登记操作规程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
号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变更登记申请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
有关证明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３．核对申请变更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变更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变更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申请变更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的记载一致，符合变
更登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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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房屋按原约定分割变更登记操作规程

共有房屋按原约定分割变更登记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建设部令第１６８号）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共有房屋按原约定分割需变更的。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４）共有房屋分割协议书；

（５）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６）其他必要材料。

注：该类业务应由共有人共同申请；成套住宅一般不能分割登记。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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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房屋按原约定分割变更登记操作规程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
号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变更登记申请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
有关证明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３．核对申请变更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变更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变更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
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申请变更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的记载一致，符合变
更登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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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所有权人分割、合并房屋变更登记操作规程

同一所有权人分割、合并房屋变更登记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同一所有权人分割、合并房屋需变更的。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４）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５）其他必要材料。

注：成套住宅房屋一般不能分割、合并。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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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所有权人分割、合并房屋变更登记操作规程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
号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变更登记申请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
有关证明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３．核对申请变更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变更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变更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
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申请变更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的记载一致，符合变
更登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６４１·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业务操作规程　　　　　　　　



房屋面积发生变化的变更登记操作规程

房屋面积发生变化的变更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房屋面积发生变化需变更的。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比对原件，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４）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５）其他必要材料。

注：属扩建房屋的，还需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工程竣

工证明。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受理 （５个工作日）→审核 （５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５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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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面积发生变化的变更登记操作规程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
号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变更登记申请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受让人是
有关证明文件载明的受让人。

３．核对申请变更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变更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变更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
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申请变更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的记载一致，符合变
更登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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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工作操作规程

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因法院判决、仲裁机构裁决撤销房屋买卖合同和房屋登记的，

按照更正登记程序，恢复到原房屋所有权人名下。

（２）登记部门发现身份证号、营业执照证号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号因

登录原因造成系统登记有误，与申请材料不符，不涉及房屋权利归属和

所有权内容的，告知权利人后按内部信息更正办理。涉及权利内容、权

利归属的应由权利人申请，按更正登记程序更正。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４）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５）证明房屋登记错误的资料；

（６）其他必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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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工作操作规程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受理 （２个工作日）→审核 （２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１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
号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申请更正登记的事项与登记簿记载的房屋一致。
３．确定符合更正登记的条件。
４．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５．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６．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
７．签署受理意见。
８．建立更正登记档案。
９．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申请更正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的记载一致，符合更
正登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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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操作规程

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房屋因拆除、焚毁、倒塌等原因灭失的，房屋所有权人应当向房屋

登记机构申请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４）拆迁许可证、征收文件等房屋灭失证明材料 （原件、复印件）；

（５）其他必要材料。

注：申请人为单位的，第 （２）项应提供其营业执照或机构代码

（原件，复印件），委托收，受委托人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受理 （２个工作日）→审核 （２个工作

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１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房屋注销需要实地查看。城中村改造、旧城改造大批量注销登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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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操作规程

中心领导批准可延长至１０个工作日。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注销登记申请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
３．核对注销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的房屋一致。
４．确定符合注销登记的条件。
５．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

印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实地查看与提交材料是否相符 （查看不少于两名登记人

员，填写实地查看记录表，并签名确认）。

７．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８．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
９．签署受理意见。
１０．建立注销登记档案。
１１．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
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申请注销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的记载一致，符合注
销登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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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商品房预告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在进行预告登记前应先进行预购商品房合同信息备案。

有预告登记约定，开发企业未按照约定与预购人申请办理预告登记

的，预购人可以单方申请预告登记；但开发企业与预购人在合同中对预

告登记附有条件和期限的，预购人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开发企业比对原件，收复印件并加盖

“与原件相符”的印章）；

（３）已登记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４）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书面约定；

（５）其他必要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受理 （２．５个工作日）→审核 （１．５个

工作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１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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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楼
６７—６９号
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申请人是房屋权利人和合同中的购买人。
３．查看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备案，核对已合同备案的房屋
与提交资料中的房屋信息一致，确定符合预告登记的条件。

４．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５．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６．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
７．签署受理意见。
８．建立预告登记档案。
９．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是否符合预告登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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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注销与变更预告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预购商品房需要注销与变更登记的。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注销预告登记提交要件：

①登记申请书；

②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③预告登记证明；

④当事人同意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且注销预告登记的书面约定；

⑤其他必要材料。

注：①经法院判决 （调解）、仲裁机构裁决、公证等方式注销预告

登记的，可以单方申请。应提交生效的明确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注销

预告登记的法院判决书、调解书或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公证书等资料，

不再提交第 （４）项材料。

②预购 （现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同时设定有抵押权预告登记的，应

先行注销抵押权预告登记，再办理注销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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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变更预告登记提交要件：

①登记申请书；

②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③预告登记证明；

④当事人同意变更预告登记的书面约定；

⑤其他所需材料。

注：需变更预告登记内容的，应当在办理完变更手续后交由市抵押

办办理抵押权预告登记变更手续，在市抵押办办理完手续后再将变更后

的预告登记证明发放给购房人。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受理 （２．５个工作日）→审核 （１．５个工

作日）→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１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楼
６７—６９号
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申请人是房屋权利人和合同中的购买人。
３．核对已登记发证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的房屋一致，确定
符合变更或注销预告登记的条件。

４．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５．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６．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
７．签署受理意见。
８．建立预告登记档案。
９．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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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审核是否符合变更或注销预告登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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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所有权异议登记、注销异议
登记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利害关系人认为房屋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的，而权利人不同意

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

异议登记十五日后，异议登记申请人不提交法院受理证明，也不办

理异议登记注销的，注销异议登记。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申请异议登记应当提交材料：

①登记申请书；

②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比对原件，收复印件）；

③生效的法律文书或相关的异议证明材料；

④其他必要材料。

（２）申请注销异议登记应当提交的材料：

①异议登记申请人申请注销的，凭申请人的身份证件和书面申请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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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权利人申请注销异议登记的，应提交法院、仲裁机构不予受理或

驳回等相应的证明材料和本人的身份证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受理异议登记、注销异议登记１个工作日。工作程序：受理→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书。
２．核对申请异议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３．确定符合异议登记的条件。
４．核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５．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６．录入登记信息。
７．签署受理意见。
８．建立异议登记档案。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申请异议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的记载一致，符合异
议登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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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所有权查封 （预查封）、解封工作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７．《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

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 （法发

［２００４］５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房屋所有权依法发生强制性转移、原权利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办

理房屋转移登记表的，可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及判决书 （裁

定书、调解书）和新权利要求人的申请，直接办理转移登记手续。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公、检、法等部门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查封 （预查封、解封）

裁定；

（２）执行人的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

注：预查封还应提交被执行人实际取得该房屋权利的证明。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查封 （预查封）、解封即时办理。工作程序：查看证件→查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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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是否受理→登录办公系统→填写协助执行登记表→填写送达回证

→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楼
６９号窗口）

１．查看两名执行人员或经办人员的证件。
２．查看协助执行通知书和裁定书或查封 （预查封）、解封房

产的有关法律文书。

３．核实权属证明材料与办公系统信息是否一致。
４．证件有效，材料齐全，信息一致，按协助事项录入办公
系统。

５．执行人员填写 《协助执行登记表》。

６．受理人员填写 《送达回证》并加盖 “协助执行专用章”，

送达人带回 （如送达回证上需加注内容的，复印 《送达回

证》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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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所有权限制和解除限制
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７．《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

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 （法发

［２００４］５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房屋所有权需限制和解除的。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限制及解除限制应出具登记机构或行政机关的决定；

（２）执行人的工作证或介绍信。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房屋所有权需限制和解除即时办理。工作程序：查看证件→查看材

料→决定是否受理→登录办公系统→填写协助执行登记表→填写送达回

证→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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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楼
６９号窗口）

１．查看两名执行人员或经办人员的证件。
２．查看协助执行通知书和裁定书或限制 （解除）房产的有

关法律文书。

３．核实权属证明材料与办公系统信息是否一致。
４．证件有效，材料齐全，信息一致，按协助事项录入办公
系统。

５执行人员填写 《协助执行登记表》。

６．受理人员填写 《送达回证》并加盖 “协助执行专用章”，

送达人带回 （如送达回证上需加注内容的，复印 《送达回

证》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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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所有权遗失补证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或者灭失的，房屋权利人持房产档案馆出具的存

根复印和登报内容函，在我市公开的发行的报纸上刊登房屋所有权证遗

失声明，可在五个工作日后申请补发房屋所有权证或登记证明。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３）刊登遗失声明的整张报纸；

（４）房产档案馆出具的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或登记簿复制件；

（５）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６）已抵押的需提交抵押权人和抵押登记机构同意的证明；

（７）其他必要材料。

注：属于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的，第 （２）项需提交夫妻双方有效

身份证件 （比照原件，收取复印件），夫妻双方到场共同申请；第 （３）

项刊登遗失声明的整张报纸，需要当地有一定影响力覆盖面的主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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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上刊登；单位改制或者更名的企业，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由

新单位代替老单位申请，补发老单位的房屋所有权证。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４个工作日）：受理→审核 （２个工作日）→记载于登记

簿→缮证 （２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号
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登记申请书
２．核对申请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
３．核对申请遗失补证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遗失补证的条件。
５校验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在
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印

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遗失补证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遗失补证的房屋与登记簿的记载一致，符合遗失补
证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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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所有权换发房屋权属证书
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房屋所有权证或登记证明破损、污损、注记栏填满的，权利人可申

请换发。

属经济适用房的要按照申请经济房时的申请人状态进行申请。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登记申请书；

（２）房屋所有权证；

（３）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４）房屋分户平面图２份；

（５）已抵押的需提交抵押权人和抵押登记机构同意的证明；

（６）其他必要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４个工作日）：受理→审核 （２个工作日）→记载于登记

簿→缮证 （２个工作日）→收费发证

·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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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２—１０
号窗口）

１．指导申请人填写登记申请书
２．核对申请人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
３．核对申请换证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记载一致。
４．确定符合换证登记的条件。
５校验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在
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此件已核对，与提交原件相符”的印

章，并经受理人员签字，注明受理日期。

６．根据需要询问相关事项，并经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确认。
７．录入登记信息、打印受理通知单。
８．签署受理意见。
９．建立换证登记档案。
１０．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
原因。

审核

１．查看所需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２．审核换证登记的房屋与登记簿的记载一致，符合换证登
记的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４．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系统
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登记条件

的，填写退件回执单，退回受理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传递给缮
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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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建住房 〔２００８〕８４号）

６．《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住建部公告第１３０７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条件：

房屋所有权人凭领证通知单、有效身份证件、交款凭证领取房屋所

有权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房屋所有权人有效身份证件，有共有人时需要提交所有共有人

的有效身份证件，申请人系未成年人的，提交监护人身份证原件 （复印

件）；

（２）交纳各项费用的凭证；

（３）受理申请通知单；

（４）个人委托他人领取房屋所有权证时，应提交委托人和被委托人

的有效身份证原件 （收复印件）及委托书；

（５）单位领证时，需要提交单位介绍信或委托书，和被委托人有效

身份证原件 （收复印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证件有效，材料齐全即时办理。

·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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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程序：受理→在办公系统内登记→填写发放登记册→发放房屋

所有权证书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大厅３３、
３４号窗口）

１．凭缴纳各种费用的凭证和收件受理通知书，按规定将房
屋所有权证发放至所有权人或代理人。

２．注销登记、属于登记机关登记错误面进行的更正登记等
按照规定不收取费用的，直接发证。

３．已设定抵押权登记、抵押权预告登记 （按揭）的房屋将

房屋所有权证转抵押管理办公室。

４．发证完毕后，将房屋所有权证书存根和传递汇总表，传
递给归档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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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登记备案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２．《郑州市城市房屋租赁管理条例》

３．《郑州市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二、登记备案应提供的材料

（１）出租人和承租人的身份或资格证明；

（２）房屋所有权证或其他房屋权属证明材料；

（３）租赁合同；

（４）出租共有房屋，需提交其他共有人同意出租的书面证明；

（５）出租委托代管房屋，需提交委托人授权出租的书面证明：委托

人在境外的，授权出租的证明必须依法公证；

（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军队房屋租赁，按照军队房地产租赁管理有关规定办理。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３个工作日）：受理 （１个工作日）→现场勘查 （１个工

作日）→备案发证 （１个工作日）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产租赁市场管理处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建设西路１８８号
房地产大厦

四楼、五楼

１．查看出租人和承租人的身份或资格证明是否符合条件；
２．查看 《房屋所有权证》或其他房屋权属证明材料；

３．查看出租房屋有共有人的，是否提交共有人同意出租的
书面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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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查看出租房屋属委托代管的，是否提交委托人授权出租
的书面证明；委托人在境外的，查看其授权出租的证明是否

依法公证；

５．查看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６．查看需留存的复印件与申请材料原件与是否一致，一致
的，加盖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签署姓名、日期；

７．符合条件的收取材料予以受理，出具受理通知书，不符
合条件的退回材料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

８．受理后符合条件的将材料整理后转现场勘查。

现场勘查
１．核实提供的要件内容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２．核查房屋是否是违章建筑和存在安全隐患。

发证
１．对符合条件进行登记发证
２．整理资料归档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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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住房套型面积标准核准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２．《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公共租赁住房暂行管理办法》（郑政文 ［２０１０］２１２号）

４．《郑州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郑政 ［２００８］２５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取得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向规划局申请办理 《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前，需核定经济适用住房套型面积。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公司申请红头文件 （原件）；

（２）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原件、复印

件）；

（３）《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原件、复印件）；

（４）小区总体规划平面图；

（５）楼房标准层平面图和不规则成套住房平面图；

（６）商业用房和服务配套用房平面图；

（７）各种类型保障性住房建筑面积分项统计表；

（８）电子楼盘表；

（９）其他需提供的相关资料。

三、办理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受理 （１个工作日）→现场勘查 （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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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初审 （５个工作日）→建立电子楼盘表→复审 （２个工作日）

→核准 （１个工作日）→批复

四、岗位职责

承办科室 郑州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建设管理科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初审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组
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外，还应查看其为委托代理

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原
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与原件一致”印章，并签署

姓名和日期；

３．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
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受理原因；

４．审核图纸签署初审意见，整理材料转交复审 （不符合要

求的退回，并出具退回通知书）；

５．装订整理档案资料；
６．建立电子楼盘表；
７．转入下一工作环节。

复审 科长进行复审并提交主管主任。

核准 主管主任进行核准。

批复 主管主任签发。

备注
该项业务涉及科室审批部分的审批委托权限：科长不在位时

由副科长代为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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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住房套型面积标准核准变更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２．《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公共租赁住房暂行管理办法》（郑政文 ［２０１０］２１２号）

４．《郑州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郑政 ［２００８］２５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规划方案或建设方案调整，需进行经济适用住房套型面积变更核准。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公司申请红头文件 （原件）；

（２）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原件、复印

件）；

（３）原项目建设标准及套型面积核准批复 （原件、复印件）；

（４）变更后小区规划总平面图、楼栋标准层平面图、非标准层平面

图、商业用房、物业管理用房等服务配套用房平面图 （原件）；

（５）各种类型保障性住房建筑面积分项统计表；

（６）电子楼盘表；

（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 （原件、复印件）。

三、办理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受理 （１个工作日）→现场勘查 （１个

工作日）→初审 （５个工作日）→复审 （２个工作日）→终审 （１个工

作日）→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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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岗位职责

承办科室 郑州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建设管理科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初审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组
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外，还应查看其为委托代理

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原
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与原件一致”印章，并签署

姓名和日期；

３．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
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受理原因；

４．进行审查，核对该项目建设计划文件，提出初审意见
（不符合要求的退回，并出具退回通知书）；

５．装订整理档案资料；
６．转入下一工作环节。

复审 科长查阅资料进行复审。

终审 主管主任进行核准。

批复 主管主任签发。

备注
该项业务涉及科室审批部分的审批委托权限：科长不在位时

副科长代为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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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住房拆迁安置项目套型面积
标准备案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拆迁安置用房建设与管

理的通知》（郑政文 ［２００８］１４８号文件）；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取得项目建设计划文件，市、区拆迁部门出具认定函及认定的项目

户型建筑面积统计表。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项目建设计划文件 （复印件）；

（２）公司营业执照、开发资质证书 （复印件）；

（３）小区规划总平面图 （原件）；

（４）楼房标准层及非标准层平面图 （原件）；

（５）商业用房、服务配套用房平面图 （原件）；

（６）市、区拆迁部门出具认定函及认定的项目户型建筑面积统计表

（收原件１份）；

（７）廉租住房或公共租赁住房标准层和非标准层平面图及配套建设

协议 （原件、复印件）；

（８）其他所需提供的相关材料 （原件）。

三、办理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受理 （１个工作日）→现场勘查 （１个

工作日）→受理初审 （５个工作日）→复审 （１个工作日）→审批 （１

个工作日）→归案备案 （１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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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岗位职责

承办科室 郑州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建设管理科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初审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组
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外，还应查看其为委托代理

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原
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与原件一致”印章，并签署

姓名和日期；

３．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
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受理原因；

４．对相关资料进行初步审核 （不符合要求的退回，并出具

退回通知书）；

５．转入下一工作环节。

复审 科长核对相关资料，提出复审意见

审批 主管主任签批

归档备案 建设科整理装订后移交综合科归档

备注
该项业务涉及科室审批部分的审批委托权限：科长不在位时

由副科长代为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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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住房项目配建保障性住房
户型面积核准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２．《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公共租赁住房暂行管理办法》（郑政文 ［２０１０］２１２号）

４．《郑州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郑政 ［２００８］２５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取得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国有土地使用证》或者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项目的修建性详细规划。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公司申请红头文件 （含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配建意见）

（原件）；

（２）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原件、复印

件）；

（３）《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原件、复印件）；

（４）《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原件、

复印件）；

（５）项目的修建性详细规划 （原件，项目有关经济技术指标的复印件）；

（６）小区总体规划平面图；

（７）楼房标准层平面图和不规则成套住房平面图；

（８）各种类型保障性住房建筑面积分项统计表；

（９）土地出让前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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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其他需提供的相关资料。

三、办理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受理 （１个工作日）→现场勘查 （１个

工作日）→初审 （５个工作日）→建立电子楼盘表 （１个工作日）→复

审 （１个工作日）→核准 （１个工作日）→批复

四、岗位职责

承办科室 郑州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建设管理科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初审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组
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外，还应查看其为委托代理

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原
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与原件一致”印章，并签署

姓名和日期；

３．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
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受理原因；

４．审核图纸签署初审意见，整理材料转交复审 （不符合要

求的退回，并出具退回通知书）；

５．装订整理档案资料；
６．建立电子楼盘表；
７．转入下一工作环节。

复审 科长进行复审并提交主管主任。

核准 主管主任进行核准。

批复 主管主任签发。

备注
该项业务涉及科室审批部分的审批委托权限：科长不在位时

由副科长代为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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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住房轮候供应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２．《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购买轮候办法》（郑政 ［２０１０］６号）

二、办理条件

经济适用住房项目达到销售条件。

三、办理程序及时限

发布销售公告→现场登记→轮候选房→资格复核→差价款征收→合

同签订→备案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供应管理科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发布销售公告

１．对达到销售条件的房源，制定公开销售方案；
２．征求相关机构意见；
３．在新闻媒体、网络发布销售公告。

现场登记

１．组织已取得 《购房资格证》家庭依据公开轮候销售公告

进行登记；

２．整理报名登记资料，封存人员名单。

资格复核
准入科对已登记家庭的购房资格进行动态审核，对复核合格

的购房家庭转入选房环节。

轮侯选房

１．邀请相关机构现场监督；
２．按照轮侯顺序进行选房；
３．将已选房家庭建立楼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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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价款

征收

１．财务科按差价款计算情况，开具 《缴款通知书》；

２．购房人持 《缴款通知书》到指定银行交款；

３．购房人将交款票据返回保障办。

合同签订
购房人按规定时限签订购房合同。超越时限不签订购房合同

的，取消该次购买资格。

备案归档
开发企业持项目购房人员已签订的 《购房合同》到保障办备

案、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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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备案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郑政 ［２００８］２５号）

２．郑州市房管局、市总工会、市团委、市妇联、市人才办关于印发

《关于城镇市级 （含）以上劳动模范等先进人物住房困难家庭申请廉租

住房有关问题的通知》（郑房地 ［２００６］８７号）

３．《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实物配租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郑政 ［２００９］５１号）

二、办理条件

区廉租住房管理部门与已实物配租的申请人签订 《廉租住房租赁合

同》。

三、办理程序及时限

受理初审→复审→审批→归档备案

四、岗位职责

承办科室 郑州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供应管理科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初审

１．查看区廉租住房管理部门提交的已签订 《廉租住房租赁

合同》的实物配租人员信息；

２．对相关资料进行初步审核；
３．转入下一工作环节。

复审 科长核对相关资料，提出复审意见

审批 主管主任签批

归档备案 供应科整理装订后移交档案室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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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住房项目法人招标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

２．《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法人招标投标实施办法》 （郑政

［２００６］８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具有三级以上房地产开发资质；

（２）具有符合招标文件所规定的、企业基本账户开设金融机构出具

的资金证明；

（３）开发业绩在１０万平方米以上且没有不良行为记录。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投标人的营业执照、资质等级证书、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文件 （原件）；

（２）银行出具的有效资金证明 （原件）；

（３）规划设计方案及项目概 （预）算书 （原件）；

（４）投标价格 （每平方造价和项目总价）（原件）；

（５）项目建设的组织实施方案，开工、竣工、交付时间，建设进度

计划和工程质量保障措施等 （原件）；

（６）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原件、复印件）。

三、办理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１个工作日）：受理 （１个工作日）→初审 （５个工作

日）→复审 （３个工作日）→终审 （２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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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岗位职责

承办科室 郑州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招投标管理科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组
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外，还应查看其为委托代理

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原
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与原件一致”印章，并签署

姓名和日期；

３．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
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受理原因；

４．转入下一工作环节。

初审 科长对受理企业的条件进行初步审核，出具意见

复审 主管主任根据受理初审意见进行复审，报主任审批

终审 主任签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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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住房项目 （含城中村改造）配建
保障性住房合同签订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郑政 ［２００８］２５号）

２．《郑州市公共租赁住房暂行管理办法》（郑政文 ［２０１０］２１２号）

３．《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的通知》

（郑政 ［２０１１］２８号）

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商品住房项目配建保障性住房

实施办法的通知》（郑政 ［２０１１］４１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工商营业执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齐全，取得市发改委项目

建设方案的批复，取得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国有土地使用证》或

者国土资源局有关证明，取得房管局对该项目配建保障房指标的批复文

件，取得保障办核准过的项目总平面图和保障房标准层平面图，取得楼

盘表后，由开发公司提交申请文件。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公司申请红头文件 （原件）；

（２）工商营业执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原件、复印件）；

（３）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证或国土资源局有关证明 （原

件、复印件）；

（４）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图纸、套型面积审批表 （原件、复

印件）；

（５）其他需提供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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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理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受理 （１个工作日）→初审 （３个工作

日）→复审 （３个工作日）→核准 （２个工作日）→终审 （１个工作日）

→签订建设协议

四、岗位职责

承办科室 郑州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招标科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初审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组
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外，还应查看其为委托代理

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原
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与原件一致”印章，并签署

姓名和日期；

３．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
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受理原因；

４．勘查现场，核实配建保障房建设具体位置。
５．审核图纸签署初审意见，整理材料转交复审 （不符合要

求的退回，并出具退回通知书）；

６．装订整理档案资料，转入下一工作环节。

复审 科长进行复审并提交主管领导。

核准 主管领导进行核准。

签订合同 由招标科代表单位与企业签订建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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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住房差价款缴纳 （上市交易）审批操作规程

经济适用住房差价款缴纳 （上市交易）
审批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２．《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３．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通知》

（郑政 〔２０１１〕９１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新购经济适用住房取得经济适用住房房屋所有权证后，在上市交易

或取得完全产权前，需提交相关资料，按照相关程序补缴土地价款。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申请人房屋所有权证 （原件、复印件）；

（２）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合同 （原件、复印件）；

（３）身份证 （原件、复印件）；

（４）婚姻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５）已缴纳差价款银行单据 （原件、复印件）；

三、办理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５个工作日）：初审 （５个工作日）→复审 （５个工作

日）→核准 （５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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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适用住房差价款缴纳 （上市交易）审批操作规程

　　四、岗位职责

承办科室 郑州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交易管理科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初审

１．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原
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与原件一致”印章，并签署

姓名和日期；

２．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
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受理原因；

３．签署初审意见，整理材料转交复审 （不符合要求的退回，

并出具退回通知书）；

４．装订整理档案资料，转入下一工作环节。

复审 科长进行复审并提交主管领导。

核准 主管领导进行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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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回购协议签订操作规程

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回购协议签订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郑政 ［２００８］２５号）

２．《郑州市公共租赁住房暂行管理办法》（郑政文 ［２０１０］２１２号）

３．《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的通知》

（郑政 ［２０１１］２８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四证齐全，且已取得发改委 《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和环保局 《环境批复意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公司申请红头文件 （原件）；

（２）项目建设计划文件 （复印件）；

（３）工商营业执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原件、复印件）；

（４）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原件、复印件）；

（５）其他需提供的相关资料。

三、办理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１１个工作日）：受理 （１个工作日）→初审 （５个工作

日）→复审 （３个工作日）→核准 （２个工作）→签订回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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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科室 郑州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计划财务科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组
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外，还应查看其为委托代理

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原
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与原件一致”印章，并签署

姓名和日期；

３．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
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受理原因；

初审

１．签署初审意见，整理材料转交复审 （不符合要求的退回，

并出具退回通知书）；

２．装订整理档案资料，转入下一工作环节。

复审 科室领导进行复审并提交主管领导。

核准 办公室主管领导进行核准。

签订协议 由计划财务科代表单位与企业签订回购协议。

·０９１·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业务操作规程　　　　　　　　



保障性住房回购资金拨付操作规程

保障性住房回购资金拨付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郑州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郑政 ［２００８］２５号）

２．《郑州市公共租赁住房暂行管理办法》（郑政文 ［２０１０］２１２号）

３．《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的通知》

（郑政 ［２０１１］２８号）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保障性住房项目已取得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且基础施工后，拨付

２０％的回购资金；形象进度达到预售条件，再行拨付３０％的回购资金；

工程主体封顶后，再行支付３０％的回购资金；竣工验收后，再支付１５％

的回购资金；交付使用满１年后，一次性拨付剩余资金。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申请拨付资金应提交下列资料 （未说明的均为复印件，复印件与原

件一致），并加盖公司公章

（１）公司申请拨付资金的请示 （红头文件）

（２）《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３）《国有土地使用证》；

（４）《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６）保障性住房回购协议。

三、办理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３０个工作日）：受理 （１个工作日）→初审 （１０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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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复审 （１０个工作日）→核准 （５个工作日）→划转资金

四、岗位职责

承办科室 郑州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计划财务科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１．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企业或单位、团体组
织的，除应查看其法人身份证明外，还应查看其为委托代理

人出具的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２．查看申请资料。需要留复印件的，应当比对复印件与原
件是否一致，一致的方可加盖 “与原件一致”印章，并签署

姓名和日期；

３．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
知书，并向申请人一次性说明不受理原因；

４．签署初审意见，整理材料转交复审 （不符合要求的退回，

并出具退回通知书）；

５．装订整理档案资料，转入下一工作环节。

初审 对资金拨付合规性进行把关

复审 提出资金拨付审核意见

核准 提出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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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商品房维修资金交存工作操作规程

办理商品房维修资金交存工作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物业管理条例》

２．《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已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商品房买卖合同 （原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资金交存受理 （３个工作日）→出具交存凭证→归档

单件即时办结，批量件３个工作日办结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物业维修基金管理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岗大厅二

楼 ６０、６１号
窗口，一楼１６
号窗口，西区

大 厅 ２５、２６
号窗口，直属

１．查看 《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确定合同是否已备案。

２．登录管理系统，提取或录入业主购房房屋的门牌号、业
主名称、合同号、购房面积、购房金额等信息。

３．打印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信息单》。

４．查看银行交款回执或电话查询到账情况，确认维修资金
交存到位。

５．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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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办事大厅

１号窗口，北
区大厅９号窗
口，经批准设

定的银行窗口

６．出具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加盖维修资

金交存专用章。

７．协助申请人领取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

并予以登记。

８．整理资料，移交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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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商品房维修资金未售代交工作操作规程

办理商品房维修资金未售代交工作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物业管理条例》

２．《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已取得测绘报告。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商品房屋专项维修资金未售代交登记表；

（２）房屋状况表、分丘图 （原件，复印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未售代交受理 （３个工作日）→出具交存凭证→归档

单件即时办结，批量件３个工作日办结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物业维修基金管理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岗大厅

二楼６０、６１

１．查看 《测绘报告》房屋状况表、分丘图原件，比对复印

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与原件一致”

印章，并签署姓名、日期。

２．登录管理系统，提取或录入楼幢名称、建筑面积等信息。
３．打印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未售代交楼幢信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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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窗口，直属

分局办事大厅

１号窗口，交
存科工作人员

４．查看银行交款回执或电话查询到账情况，确认维修资金
交存到位。

５．入账。
６．打印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未售代交凭证》，加盖维

修资金交存专用章。

７．协助申请人领取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未售代交凭

证》，并予以登记。

８．整理资料，移交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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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转移登记房屋维修资金交存工作操作规程

办理转移登记房屋维修资金交存
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物业管理条例》

２．《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转移登记形式为房屋买卖的，应当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

（２）转移登记形式为赠与的，应当已取得 《公证书》；

（３）通过法律途径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应当取得人民法院或者仲裁

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

（４）其他房屋转移登记形式，应取得其他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

的材料。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房屋所有权证 （原件）；

（２）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 （原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资金交存受理 （３个工作日）→出具交存凭证→归档

单件即时办结，批量件３个工作日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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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物业维修基金管理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岗大厅二

楼 ６０、６１号
窗口，西区大

厅 ２５、２６号
窗口，直属分

局办事大厅 １
号窗口，北区

大厅９号窗口

１．查看 《房屋买卖合同》或 《公证书》、生效的法律文书

原件等房屋转移登记的材料。

２．登录管理系统，录入需转移登记房屋的门牌号、业主名
称、合同号、购房面积、购房金额等信息。

３．打印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信息单》。

４．查看银行交款回执或电话查询到账情况，确认维修资金
交存到位；

５．入账；
６．出具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加盖维修资

金交存专用章；

７．协助申请人领取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

并予以登记；

８．整理资料，移交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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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维修资金冲抵交存工作操作规程

办理维修资金冲抵交存工作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物业管理条例》

２．《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已进行维修资金未售代交工作；

（２）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冲抵交存申请表；

（２）商品房买卖合同 （原件）；

（３）冲抵维修资金等额的收据 （原件、复印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冲抵交存受理 （３个工作日）→出具交存凭证→归档

单件即时办结，批量件３个工作日办结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物业维修基金管理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岗大厅二

楼 ６０、６１号
窗口，西区大

１．查看 《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确定合同是否已备案。

２．登录管理系统，提取或录入房屋门牌号、业主名称、合
同号、购房面积、购房金额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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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２５、２６号
窗口，直属分

局办事大厅 １
号窗口，北区

大厅９号窗口

３．打印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冲抵交存信息单》。

４．查看银行交款回执或电话查询到账情况，确认维修资金
交存到位。

５．入账。
６．出具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加盖维修资

金交存专用章。

７．协助申请人领取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

并予以登记。

８．整理资料，移交归档。

·００２·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业务操作规程　　　　　　　　



办理拆迁安置房屋维修资金交存工作操作规程

办理拆迁安置房屋维修资金交存工作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物业管理条例》

２．《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已取得安置通知单。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安置通知单 （原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资金交存受理 （３个工作日）→出具交存凭证→归档

单件即时办结，批量件３个工作日办结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物业维修基金管理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岗大厅

二楼６０、６１号
窗口，西区大

厅２５、２６号
窗口，直属分

１．查看 《安置通知单》原件。

２．登录管理系统，录入房屋门牌号、业主名称、购房面积、
购房金额等信息。

３．打印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信息单》。

４．查看银行交款回执或电话查询到账情况，确认维修资金
交存到位。

５．入账。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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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拆迁安置房屋维修资金交存工作操作规程

局办事大厅１
号窗口，北区

大厅９号窗口

６．出具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加盖维修资

金交存专用章。

７．协助申请人领取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

并予以登记。

８．整理资料，移交归档。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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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维修资金过户工作操作规程

办理维修资金过户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物业管理条例》

２．《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转移登记形式为房屋买卖的，应当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

（２）转移登记形式为赠与、继承的，应当已取得 《公证书》；

（３）通过法律途径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应当已取得人民法院或者仲

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

（４）其他房屋转移登记形式，应取得其他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

的材料；

（５）委托他人办理的，应取得委托 《公证书》。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房屋所有权证 （原件）；

（２）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 （原件、复印件）；

（３）转让双方身份证明；委托他人代办的，提交委托 《公证书》及

受托人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三、工作程序

受理→确认信息→出具凭证→归档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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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物业维修基金管理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岗大厅二

楼６０、６１号
窗口，西区大

厅２５、２６号
窗口，直属分

局办事大厅１
号窗口，北区

大厅９号窗口

１．查看 《房屋所有权证》原件。

２．查看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原件。
３．查看转让双方当事人身份和身份证明是否一致，比对复
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 “与原件一致”

印章，并签署姓名、日期。

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委托 《公证书》及受托人身份

证明。

４．登录管理系统，查询需过户的房屋信息，录入或提取受
让方业主名称，身份证明号码等信息。

５．打印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余额过户确认单》。

６．协助申请人在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余额过户确认

单》上签字确认。

７．出具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加盖维修资

金交存专用章。

８．协助申请人领取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

并予以登记。

９．整理资料，移交归档。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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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维修资金补款工作操作规程

办理维修资金补款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物业管理条例》

２．《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面积误差大于等于３％时

面积误差计算公式： （产权测绘面积 －已交存维修资金面积） ÷已

交存维修资金面积×１００％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 （原件）；

（２）分户图 （原件）。

三、工作程序

补款受理→出具交存凭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物业维修基金管理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岗大厅二

楼 ６０、６１号
窗口，一楼１６
号窗口，西区

大 厅 ２５、２６
号窗口，直属

１．查看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原件。

２．查看分户图原件。
３．登录管理系统，录入产权测绘建筑面积。
４．打印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补交信息单》。

５．查看银行交款回执或电话查询到账情况，确认维修资金
交存到位。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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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维修资金补款工作操作规程

分局办事大厅

１号窗口，北
区大厅９号窗
口，经批准设

定的银行窗口

６．入账。
７．打印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加盖维修资

金交存专用章。

８．协助申请人领取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

并予以登记。

９．整理资料，移交归档。

·６０２·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业务操作规程　　　　　　　　



房屋灭失维修资金退款工作操作规程

房屋灭失维修资金退款工作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物业管理条例》

２．《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房屋灭失时退还维修资金。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城镇房屋注销证 （原件、复印件）；

（２）收据 （个人退款不需提供）；

（３）产权人、代理人身份证 （原件、复印件２份）；

（４）维修资金交存凭证业主留存联；

（５）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工作程序

受理→复核→终审→入账→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物业维修基金管理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岗大厅

二楼６１号窗口

１．查看提交的 《城镇房屋注销证》原件，核对申请人身份

与身份证明是否一致，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

的复印件上加盖 “与原件一致”印章，并签署姓名、日期。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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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核对退款申请表填写信息。
３．登录管理系统，根据申请人名称或房屋坐落查询退款房
屋维修资金交存信息，确认退款。

４．打印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退款信息单》。

５．个人申请退款的，告知申请人到银行窗口领取退款。
单位申请退款的，告知经办人到中心核算管理科办理退款手

续。移交复核、终审。

６．入账。
７．整理资料，移交归档。

复核岗 交存管理科负责人复核退款信息，移交终审。

终审岗 中心分管领导核准。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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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维修资金面积误差退款工作操作规程

办理维修资金面积误差退款工作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物业管理条例》

２．《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面积误差大于等于３％时

面积误差计算公式： （已交存维修资金面积 －产权测绘面积） ÷已

交存维修资金面积×１００％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

（２）分户图 （原件、印件）；

（３）产权人及代理人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三、工作程序

受理→复核→终审→出具交存凭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物业维修基金管理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岗大厅二

楼 ６０、６１号
窗口，一楼１６
号窗口，西区

１．查看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原件与需退

款的房屋是否一致。

２．比对申请人身份与身份证明是否一致，查看分户图原件，
核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与原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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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维修资金面积误差退款工作操作规程

大 厅 ２５、２６
号窗口，直属

分局办事大厅

１号窗口，北
区大厅９号窗
口，经批准设

定的银行窗口

件一致”印章，并签署姓名、日期。

３．登录管理系统，根据申请人名称或房屋坐落查询退款房
屋维修资金交存信息，录入分户图建筑面积。

４．打印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退款信息单》。

５．入账。出具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加盖

维修资金交存专用章。

６．个人申请退款的，告知申请人到银行窗口领取退款。
单位申请退款的，告知经办人到中心核算管理科办理退款

手续。

７．入账。
８．协助申请人领取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

并予以登记。

９．整理资料，移交归档。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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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资金重复交存退款工作操作规程

维修资金重复交存退款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物业管理条例》

２．《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存在维修资金重复交存情况。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维修资金交存凭证业主留存联、产权档案留存联；

（２）收据 （个人退款不需提供）；

（３）经办人、产权人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４）退款申请表；

（５）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工作程序

受理→复核→终审→入账→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物业维修基金管理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大厅

二楼６１号
窗口

１．核对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查询管理系

统交存信息是否重复。

２．比对申请人身份与身份证明是否一致，核对复印件与原
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与原件一致”印章，

并签署姓名、日期。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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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核对退款申请表填写信息，在管理系统中根据申请人名
称或房屋坐落查询退款房屋维修资金交存信息，确认退款

信息。

４．打印 《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退款信息单》。

５．入账。
６．个人申请退款的，告知申请人到银行窗口领取退款。单
位申请退款的，告知经办人到中心核算管理科办理退款

手续。

７．整理资料，移交归档。

复核岗

交存管理科

负责人

复核退款信息，移交终审。

终审岗

中心分管

领导

核准。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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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维修资金使用工作操作规程

商品房维修资金使用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物业管理条例》

２．《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保修期满后需维修和更新、改造时。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核准表；

（２）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 （原件）；

（３）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征求业主意见表 （原件）；

（４）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征求业主意见结果 （原件）；

（５）招标比选维修施工单位结果 （原件）；

（６）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相关材料公示证明 （原件）；

（７）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８）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９）需要提交的其它资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提出申请→辅导→现场勘查→受理→核准→划款

核准３个工作日内办结，划款２个工作日内办结。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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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物业维修基金管理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程序

受理岗

（大厅二楼

５９号窗口）

１．接受申请人到窗口或电话提出的使用申报，进行辅导，
符合使用条件的在新申请项目登记薄上登记；

２．通知区房管局工作人员勘察现场；
３．处理来电来访提出的问题；
４．查收申请人提交的资料：
（１）查看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或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与原

件一致”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２）查看申请人提交的 《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核准

表》相关内容是否填写完整；

（３）查看申请人提交的 《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内

容是否完整；

（４）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征求业主意见表；
（５）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征求业主意见结果；
（６）招标比选维修施工单位结果；
（７）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相关材料公示证明；
（８）根据申请人实际情况查看提交的相关资料；
５．提供维修基金查询服务；
６．整理移交归档资料。

现场勘查岗

区房管局工

作人员、使

用科工作人员

１．区房管局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申报项目损坏情况，测量相
关数据，核查申报项目是否过保修期，填写现场勘查报告；

２．核查维修范围内相关楼幢和业主数量；
３．抽查业主签字情况；
４．核查维修方案公示情况；
５．在维修项目核查表上签署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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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条件核

查岗使用科

工作人员

１．核查申报项目是否属于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
２．核查征求业主意见是否达双２／３同意维修；
３．核查维修范围内维修资金交存情况；
４．在维修项目核查表上签署核查意见。

预决算

审查岗使用科

工作人员

１．结合现场勘查数据、市场价和有关政策法规审查预算和
决算；

２．确定初审的价格并通报申请人；
３．在维修项目核查表上签署审查意见。

初审岗

使用科

负责人

１．依据申报项目各项核查情况结合有关规定提出初审意见；
２．审查合同和竣工验收报告；
３．打印划拨资金通知单安排付款。

复审岗

中心相关领导
依据初审意见结合有关规定提出复审意见

核准岗

主管局长
依据复审意见结合有关规定提出核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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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住房售房款提取的维修资金使用
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物业管理条例》

２．《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３、《郑州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保修期满后需维修和更新、改造时。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核准表；

（２）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 （原件）；

（３）招标比选维修施工单位结果 （原件）；

（４）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相关材料公示证明 （原件）；

（５）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６）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

（７）需要提交的其它资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提出申请→辅导→现场勘查→受理→核准→划款

核准３个工作日内办结，划款２个工作日内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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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物业维修基金管理中心

承办岗位 工作程序

受理岗

大厅二楼

５９号窗口

１．接受申请人到窗口或电话提出的使用申报，进行辅导，
符合使用条件的在新申请项目登记薄上登记；

２．通知区房管局工作人员勘察现场；
３．处理来电来访提出的问题；
４．查收申请人提交的资料：
（１）查看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或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 “与原

件一致”印章，签署工作人员姓名、日期；

（２）查看申请人提交的 《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核准

表》相关内容是否填写完整；

（３）查看申请人提交的 《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内

容是否完整；

（４）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征求业主意见表；
（５）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征求业主意见结果；
（６）招标比选维修施工单位结果；
（７）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相关材料公示证明；
（８）根据申请人实际情况查看提交的相关资料；
５．提供维修基金查询服务；
６．整理移交归档资料。

现场勘查岗

区房管局工

作人员、使

用科工作人员

１．区房管局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申报项目损坏情况，测量相
关数据，核查申报项目是否过保修期，填写现场勘查报告；

２．核查维修范围内相关楼幢和业主数量；
３．抽查业主签字情况；
４．核查维修方案公示情况；
５．在维修项目核查表上签署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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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条件核

查岗使用科

工作人员

１．核查申报项目是否属于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
２．核查维修范围内维修基金交存情况；
３．在维修项目核查表上签署核查意见。

预决算

审查岗使用科

工作人员

１．结合现场勘查数据、市场价和有关政策法规审查预算和
决算；

２．确定初审的价格并通报申请人；
３．在维修项目核查表上签署审查意见。

初审岗

使用科

负责人

１．依据申报项目各项核查情况结合有关规定提出初审意见；
２．审查合同和竣工验收报告；
３．打印划拨资金通知单安排付款。

复审岗中心

相关领导
依据初审意见结合有关规定提出复审意见

核准岗

主管局长
依据复审意见结合有关规定提出核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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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抵押权设立登记的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抵押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２）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３）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

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

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房屋，应当由其监

护人代为申请抵押登记，提交合法有效的监护关系证明，并提供经过公

证的为保障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保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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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房屋所有权证 （原件）；

（４）主债权合同 （原件）；

（５）抵押合同 （原件）；

（６）确认抵押物价值的证明材料 （原件）；

（７）其他必要材料。

３．其他：

（１）行政事业单位的房地产抵押还应提交有批准权的财政部门的批

准文件；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房地产抵押还应提交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未纳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的，需提交上级主

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２）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房地产设定抵押的，应当提交

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通过的证明文件，但企业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３）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房地产设定抵押的，应当提交经本企业职工

代表大会通过的证明文件；

（４）农民个人房屋设定抵押权只能为本家庭成员担保；已经抵押登

记的房屋的占用、管理与处分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在处分抵

押房屋时只能面向本集体组织成员；

（５）以房地产设定反担保抵押登记时，还应当提交保证合同、反担

保抵押合同。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

簿 （３个工作日）→缮证 （２个工作日）→收费→发证→归档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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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

窗口５１－５８
号、７４号、
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申

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

（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

印章；

（３）查看 《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信息

相一致，留存原件；

（４）查看 “主债权合同”原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

原件；

（５）查看 “抵押合同”原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

原件；

（６）查看 “确认抵押物价值的证明材料”原件，是否符合

规定要求，留存原件；

（７）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房地

产抵押权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打印受理凭证，申请人
留存一份。

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
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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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登记簿的记载一
致，符合抵押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
系统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抵押登

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缮证

（六楼６１１
房间）

１．核对抵押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缮证。
２．校对所缮写证书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无误，是否与档
案一致。

３．整理已缮写的证书和档案，打印传递表，按规定程序转
交下一环节。

收费

（一楼大厅

３２号窗口）

１．凭受理凭证计收房地产抵押登记相关费用，开具发票。
２．将已收费信息转交给下一环节。

发证

（一楼办事

大厅窗口

３５、３６号）

１．校验申请人提交的受理凭证、交款发票、身份证明、委
托书等材料。发证人员在以上材料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

载的信息相符的情况下，为申请人办理领证手续。

２．将发证信息录入微机系统，并打印传递表。核对发证存
根，无误后将传递表、已发证存根，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对接收的档案进行核对，查看档案资料与存根内容是否
一致，发现有误的及时返还上一环节。

２．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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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抵押权转移登记的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主债权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２）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

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

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房屋抵押权转移登记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原件）；

（４）房屋他项权证 （原件）；

（５）房屋抵押权发生转移的证明材料 （原件）；

（６）其他必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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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其他：

农民个人房屋设定抵押权只能为本家庭成员担保；已经抵押登记的

房屋的占用、管理与处分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在处分抵押房

屋时只能面向本集体组织成员。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

簿 （３个工作日）→缮证 （２个工作日）→收费→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

窗口５１－５８
号、７４号、
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房屋抵押权转移登记

申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

（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

印章；

（３）查看 《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信息

相一致，留存原件；

（４）查看 《房屋他项权证》原件，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信息

相一致，留存原件；

（５）查看 “房屋抵押权发生转移的证明材料”原件，是否

符合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６）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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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房屋

抵押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打印受理凭证，申请人
留存一份。

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
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登记簿的记载一
致，符合抵押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
系统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抵押登

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缮证

（六楼６１１
房间）

１．核对抵押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缮证。
２．校对所缮写证书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无误，是否与档
案一致。

３．整理已缮写的证书和档案，打印传递表，按规定程序转
交下一环节。

收费

（一楼大厅

３２号窗口）

１．凭受理凭证计收房地产抵押登记相关费用，开具发票。
２．将已收费信息转交给下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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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

（一楼办事

大厅窗口

３５、３６号）

１．校验申请人提交的受理凭证、交款发票、身份证明、委
托书等材料。发证人员在以上材料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

载的信息相符的情况下，为申请人办理领证手续。

２．将发证信息录入微机系统，并打印传递表。核对发证存
根，无误后将传递表、已发证存根，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对接收的档案进行核对，查看档案资料与存根内容是否
一致，发现有误的及时返还上一环节。

２．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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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抵押权变更登记的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抵押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２）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３）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

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

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房屋，应当由其监

护人代为申请抵押登记，提交合法有效的监护关系证明，并提供经过公

证的为保障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保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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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房屋所有权证 （原件）；

（４）房屋他项权证 （原件）；

（５）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变更抵押权的书面协议 （原件）；

（６）抵押合同 （原件）；

（７）其他必要材料。

因被担保债权的数额发生变更申请抵押权变更登记的，还应提交其

他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材料。

３．其他：

（１）行政事业单位的房地产抵押还应提交有批准权的财政部门的批

准文件；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房地产抵押还应提交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未纳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的，需提交上级主

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２）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房地产设定抵押的，应当提交

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通过的证明文件，但企业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３）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房地产设定抵押的，应当提交经本企业职工

代表大会通过的证明文件；

（４）农民个人房屋设定抵押权只能为本家庭成员担保；已经抵押登

记的房屋的占用、管理与处分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在处分抵

押房屋时只能面向本集体组织成员。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

簿 （３个工作日）→缮证 （２个工作日）→收费→发证→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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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

窗口５１－５８
号、７４号、
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申

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

（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
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

（３）查看 《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信息

相一致，留存原件；

（４）查看 《房屋他项权证》原件，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信息

相一致，留存原件；

（５）查看 “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变更抵押权的书面协议”原

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６）查看 “抵押合同”原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

原件；

（７）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房地

产抵押权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打印受理凭证，申请人
留存一份。

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
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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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登记簿的记载一
致，符合抵押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
系统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抵押登

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缮证

（六楼６１１
房间）

１．核对抵押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缮证。
２．校对所缮写证书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无误，是否与档
案一致。

３．整理已缮写的证书和档案，打印传递表，按规定程序转
交下一环节。

收费

（一楼大厅

３２号窗口）

１．凭受理凭证计收房地产抵押登记相关费用，开具发票。
２．将已收费信息转交给下一环节。

发证

（一楼办事

大厅窗口

３５、３６号）

１．校验申请人提交的受理凭证、交款发票、身份证明、委
托书等材料。发证人员在以上材料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

载的信息相符的情况下，为申请人办理领证手续。

２．将发证信息录入微机系统，并打印传递表。核对发证存
根，无误后将传递表、已发证存根，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对接收的档案进行核对，查看档案资料与存根内容是否
一致，发现有误的及时返还上一环节。

２．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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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抵押权注销登记的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抵押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２）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３）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

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

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房屋，应当由其监

护人代为申请抵押登记，提交合法有效的监护关系证明。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房地产抵押权注销登记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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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房屋他项权证 （原件）；

（５）证明房屋抵押权终止的材料 （原件）；

（６）其他必要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２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

簿 （２个工作日）→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

窗口５１－５８
号、７４号、
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权注销登

记申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

（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
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

（３）查看 《房屋他项权证》原件，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信息

相一致，留存原件；

（４）查看 “证明房屋抵押权终止的材料”原件，是否符合

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５）查看 《房屋所有权证》原件，符合办理注销登记条件

的，在 《房屋所有权证》上签署日期，加盖工作人员私章，；

（６）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房地

产抵押权注销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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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
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
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登记簿的记载一
致，符合抵押注销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
系统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抵押登

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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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的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抵押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２）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３）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

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

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房屋，应当由其监

护人代为申请抵押登记，提交合法有效的监护关系证明，并提供经过公

证的为保障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保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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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房屋所有权证 （原件）；

（４）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合同或其他登记原因证明材料

（原件）；

（５）最高额抵押合同 ｛原件）；

（６）确认抵押物价值的证明材料 （原件）；

（７）其他必要材料。

当事人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存在债权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

权范围，申请登记的，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１）已存在债权的合同或者其他登记原因证明材料；

（２）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同意将该债权纳入最高额抵押权担保范围的

书面材料。

３．其他：

（１）行政事业单位的房地产抵押还应提交有批准权的财政部门的批

准文件；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房地产抵押还应提交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未纳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的，需提交上级主

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２）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房地产设定抵押的，应当提交

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通过的证明文件，但企业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３）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房地产设定抵押的，应当提交经本企业职工

代表大会通过的证明文件；

（４）农民个人房屋设定抵押权只能为本家庭成员担保；已经抵押登

记的房屋的占用、管理与处分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在处分抵

押房屋时只能面向本集体组织成员；

（５）以房地产设定反担保抵押登记时，还应当提交保证合同、反担

保抵押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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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

簿 （３个工作日）→缮证 （２个工作日）→收费→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

窗口５１－５８
号、７４号、
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申

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

（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
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

（３）查看 《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信息

相一致，留存原件；

（４）查看 “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合同或其他登

记原因证明材料”原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５）查看 “最高额抵押合同”原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留存原件；

（６）查看 “确认抵押物价值的证明材料”原件，是否符合

规定要求，留存原件；

（７）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房地

产抵押权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打印受理凭证，申请人
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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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环节。

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登记簿的记载一
致，符合抵押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
系统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抵押登

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环节。

缮证

（六楼６１１
房间）

１．核对抵押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缮证。
２．校对所缮写证书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无误，是否与档
案一致。

３．整理已缮写的证书和档案，打印传递表，按规定程序转
交下一环节。

收费

（一楼大厅

３２号窗口）

１．凭受理凭证计收房地产抵押登记相关费用，开具发票。
２．将已收费信息转交给下一环节。

发证

（一楼办事

大厅窗口

３５、３６号）

１．校验申请人提交的受理凭证、交款发票、身份证明、委
托书等材料。发证人员在以上材料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

载的信息相符的情况下，为申请人办理领证手续。

２．将发证信息录入微机系统，并打印传递表。核对发证存根，
无误后将传递表、已发证存根，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对接收的档案进行核对，查看档案资料与存根内容是否
一致，发现有误的及时返还上一环节。

２．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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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登记的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抵押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２）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３）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

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

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房屋，应当由其监

护人代为申请抵押登记，提交合法有效的监护关系证明。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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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房屋他项权证 （原件）；

（５）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已确定的证明材料 （原件）；

（６）其他必要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

簿 （３个工作日）→缮证 （２个工作日）→收费→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窗

口５１－５８号、
７４号、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申

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

（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
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

（３）查看 《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信息

相一致，留存原件；

（４）查看 《房屋他项权证》原件，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信息

相一致，留存原件；

（５）查看 “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已确定的证明材料”

原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６）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房地

产抵押权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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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打印受理凭证，申请人
留存一份。

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环节。

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登记簿的记载一
致，符合抵押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
系统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抵押登

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环节。

缮证

（六楼６１１
房间）

１．核对抵押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缮证。
２．校对所缮写证书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无误，是否与档
案一致。

３．整理已缮写的证书和档案，打印传递表，按规定程序转
交下一环节。

收费

（一楼大厅

３２号窗口）

１．凭受理凭证计收房地产抵押登记相关费用，开具发票。
２．将已收费信息转交给下一环节。

发证

（一楼办事

大厅窗口

３５、３６号）

１．校验申请人提交的受理凭证、交款发票、身份证明、委
托书等材料。发证人员在以上材料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

载的信息相符的情况下，为申请人办理领证手续。

２．将发证信息录入微机系统，并打印传递表。核对发证存根，
无误后将传递表、已发证存根，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对接收的档案进行核对，查看档案资料与存根内容是否
一致，发现有误的及时返还上一环节。

２．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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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额抵押权转移登记
的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转移登记，须在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确

定前；

（２）债权转让人和受让人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３）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

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

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房屋抵押权转移登记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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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房屋他项权证 （原件）；

（５）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尚未确定的证明材料 （原件）；

（６）最高额抵押权发生转移的证明材料 （原件）；

（７）其他必要材料。

注：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确定前，债权人转让部分债权的，除

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房屋登记机构不得办理最高额抵押权转移登记。当

事人约定最高额抵押权随同部分债权的转让而转移的，应当在办理最高

额抵押权确定登记之后，依据一般抵押权转移登记的规定办理一般抵押

权转移登记。

３．其他：

农民个人房屋设定抵押权只能为本家庭成员担保；已经抵押登记的

房屋的占用、管理与处分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在处分抵押房

屋时只能面向本集体组织成员。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

簿 （３个工作日）→缮证 （２个工作日）→收费→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窗

口５１－５８号、
７４号、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房屋抵押权转移登记

申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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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
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

（３）查看 《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信息

相一致，留存原件；

（４）查看 《房屋他项权证》原件，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信息

相一致，留存原件；

（５）查看 “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尚未确定的证明材料”

原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６）查看 “最高额抵押权发生转移的证明材料”原件，是

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７）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房屋

抵押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打印受理凭证，申请人
留存一份。

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
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登记簿的记载一
致，符合抵押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
系统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抵押登

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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缮证

（六楼６１１
房间）

１．核对抵押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缮证。
２．校对所缮写证书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无误，是否与档
案一致。

３．整理已缮写的证书和档案，打印传递表，按规定程序转
交下一环节。

收费

（一楼大厅

３２号窗口）

１．凭受理凭证计收房地产抵押登记相关费用，开具发票。
２．将已收费信息转交给下一环节。

发证

（一楼办事

大厅窗口

３５、３６号）

１．校验申请人提交的受理凭证、交款发票、身份证明、委
托书等材料。发证人员在以上材料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

载的信息相符的情况下，为申请人办理领证手续。

２．将发证信息录入微机系统，并打印传递表。核对发证存
根，无误后将传递表、已发证存根，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对接收的档案进行核对，查看档案资料与存根内容是否
一致，发现有误的及时返还上一环节。

２．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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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记的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抵押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２）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３）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

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

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房屋，应当由其监

护人代为申请抵押登记，提交合法有效的监护关系证明，并提供经过公

证的为保障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保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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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房屋所有权证 （原件）；

（４）房屋他项权证 （原件）；

（５）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尚未确定的证明材料 （原件）；

（６）最高额抵押权发生变更的证明材料 （原件）；

（７）最高额抵押合同 （原件）；

（８）其他必要材料。

因最高债权额、债权确定的期间发生变更而申请变更登记的，还应

当提交其他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文件。

３．其他：

（１）行政事业单位的房地产抵押还应提交有批准权的财政部门的批

准文件；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房地产抵押还应提交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未纳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的，需提交上级主

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２）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房地产设定抵押的，应当提交

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通过的证明文件，但企业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３）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房地产设定抵押的，应当提交经本企业职工

代表大会通过的证明文件；

（４）农民个人房屋设定抵押权只能为本家庭成员担保；已经抵押登

记的房屋的占用、管理与处分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在处分抵

押房屋时只能面向本集体组织成员。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

簿 （３个工作日）→缮证 （２个工作日）→收费→发证→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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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窗

口５１－５８号、
７４号、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申

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

（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
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

（３）查看 《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信息

相一致，留存原件；

（４）查看 《房屋他项权证》原件，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信息

相一致，留存原件；

（５）查看 “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尚未确定的证明材料”

原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６）查看 “最高额抵押权发生变更的证明材料”原件，是

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７）查看 “最高额抵押合同”原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留存原件；

（８）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房地

产抵押权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打印受理凭证，申请人
留存一份。

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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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登记簿的记载一
致，符合抵押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
系统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抵押登

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缮证

（六楼６１１
房间）

１．核对抵押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缮证。
２．校对所缮写证书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无误，是否与档
案一致。

３．整理已缮写的证书和档案，打印传递表，按规定程序转
交下一环节。

收费

（一楼大厅

３２号窗口）

１．凭受理凭证计收房地产抵押登记相关费用，开具发票。
２．将已收费信息转交给下一环节。

发证

（一楼办事

大厅窗口

３５、３６号）

１．校验申请人提交的受理凭证、交款发票、身份证明、委
托书等材料。发证人员在以上材料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

载的信息相符的情况下，为申请人办理领证手续。

２．将发证信息录入微机系统，并打印传递表。核对发证存
根，无误后将传递表、已发证存根，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对接收的档案进行核对，查看档案资料与存根内容是否
一致，发现有误的及时返还上一环节。

２．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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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额抵押权注销登记的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抵押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２）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３）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

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

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房屋，应当由其监

护人代为申请抵押登记，提交合法有效的监护关系证明。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房地产抵押权注销登记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３）房屋所有权证 （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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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房屋他项权证 （原件）；

（５）证明房屋抵押权终止的材料 （原件）；

（６）其他必要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２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

簿 （２个工作日）→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窗

口５１－５８号、
７４号、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权注销登

记申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

（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
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

（３）查看 《房屋他项权证》原件，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信息

相一致，留存原件；

（４）查看 “证明房屋抵押权终止的材料”原件，是否符合

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５）查看 《房屋所有权证》原件，符合办理注销登记条件

的，在 《房屋所有权证》上签署日期，加盖工作人员私章；

（６）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房地

产抵押权注销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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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
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
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登记簿的记载一
致，符合抵押注销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
系统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抵押登

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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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抵押权设立登记的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抵押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２）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

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

书和身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

托书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３）抵押的目的须是 “抵押人为取得在建工程继续建造资金的贷

款”，该贷款用途是继续建造工程；

（４）申请抵押的部分已建造；

（５）申请抵押登记的，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请人

提交的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

书和身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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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书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３）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原件、复印件）；

（４）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原件、复印件）；

（５）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通知书 （原件、复印件）；

（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原件、复印件）；

（７）主债权合同 （原件）；

（８）抵押合同 （原件）；

（９）确认抵押物价值的证明材料 （原件）；

（１０）在建工程抵押物楼盘确认表 （原件）；

（１１）其他必要材料。

注：在办理在建工程抵押权设立登记时，应先进行预测绘，建立楼

盘表。已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的，还应当提交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３．其他：

（１）行政事业单位的房地产抵押还应提交有批准权的财政部门的批

准文件；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房地产抵押还应提交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未纳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的，需提交上级主

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２）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房地产设定抵押的，应当提交

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通过的证明文件，但企业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３）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房地产设定抵押的，应当提交经本企业职工

代表大会通过的证明文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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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 （３个工作日）

→缮证 （２个工作日）→收费→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窗

口５１－５８号、
７４号、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

申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

（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
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

（３）查看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通知书、 《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在建工程抵押物楼盘确认表》原件，

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留存复印件；

（４）查看 “主债权合同”原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５）查看 “抵押合同”原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６）查看 “确认抵押物价值的证明材料”原件；是否符合

规定要求，留存原件；

（７）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进行实地查看。
３．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４．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在建

工程抵押权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５．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打印受理凭证，申请人
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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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装订。
７．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的记载一致，符合
抵押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对不符合抵押
登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缮证

（六楼６１１
房间）

１．核对抵押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缮证。
２．校对所缮写证明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无误，是否与档
案一致。

３．整理已缮写的证明和档案，打印传递表，按规定程序转
交下一环节。

收费

（一楼大厅

３２号窗口）

１．凭受理凭证计收房地产抵押登记相关费用，开具发票。
２．将已收费信息转交给下一环节。

发证

（一楼办事

大厅窗口

３５、３６号）

１．校验申请人提交的受理凭证、交款发票、身份证明、委
托书等材料。发证人员在以上材料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

载的信息相符的情况下，为申请人办理领证手续。

２．将发证信息录入微机系统，并打印传递表。核对发证存根，
无误后将传递表、已发证存根，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对接收的档案进行核对，查看档案资料与存根内容是否
一致，发现有误的及时返还上一环节。

２．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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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抵押权转移登记的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主债权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２）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

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

书和身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

托书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房屋抵押权转移登记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３）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证明 （原件）；

（４）在建工程抵押权发生转移的证明材料 （原件）；

（５）抵押合同 （原件）；

（６）其他必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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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 （３个工作日）

→缮证 （２个工作日）→收费→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窗口

５１－５８号、
７４号、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房屋抵押权转移登记

申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

（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
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

（３）查看 《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证明》原件，与房管系统

记载信息相一致，留存原件；

（４）查看 “在建工程抵押权发生转移的证明材料”原件，

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５）查看 “抵押合同”原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６）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房屋

抵押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打印受理凭证，申请人
留存一份。

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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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的记载一致，符合
抵押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对不符合抵押
登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缮证

（六楼６１１
房间）

１．核对抵押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缮证。
２．校对所缮写证明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无误，是否与档
案一致。

３．整理已缮写的证明和档案，打印传递表，按规定程序转
交下一环节。

收费

（一楼大厅

３２号窗口）

１．凭受理凭证计收房地产抵押登记相关费用，开具发票。
２．将已收费信息转交给下一环节。

发证

（一楼办事

大厅窗口

３５、３６号）

１．校验申请人提交的受理凭证、交款发票、身份证明、委
托书等材料。发证人员在以上材料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

载的信息相符的情况下，为申请人办理领证手续。

２．将发证信息录入微机系统，并打印传递表。核对发证存
根，无误后将传递表、已发证存根，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对接收的档案进行核对，查看档案资料与存根内容是否
一致，发现有误的及时返还上一环节。

２．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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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抵押权变更登记的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抵押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２）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

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

书和身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

托书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在建工程抵押备案变更登记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３）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证明 （原件）；

（４）证明在建工程抵押权发生变更的材料 （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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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抵押合同 （原件）；

（６）其他必要材料。

因被担保债权的数额发生变更申请抵押权变更登记的，还应提交其

他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材料。

３．其他：

（１）行政事业单位的房地产抵押还应提交有批准权的财政部门的批

准文件；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房地产抵押还应提交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未纳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的，需提交上级主

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２）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房地产设定抵押的，应当提交

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通过的证明文件，但企业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３）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房地产设定抵押的，应当提交经本企业职工

代表大会通过的证明文件。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 （３个工作日）

→缮证 （２个工作日）→收费→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窗口

５１－５８号、
７４号、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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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在建工程抵押备案变

更登记申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

（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在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

印章；

（３）查看 《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证明》原件，与房管系统

记载信息相一致，留存原件；

（４）查看 “证明在建工程抵押权发生变更的材料”原件，

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５）查看 “抵押合同”原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

原件；

（６）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在建

工程抵押备案变更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打印受理凭证，申请人
留存一份。

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
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的记载一致，符合
抵押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对不符合抵押
登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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缮证

（六楼６１１
房间）

１．核对抵押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缮证。
２．校对所缮写证明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无误，是否与档
案一致。

３．整理已缮写的证明和档案，打印传递表，按规定程序转
交下一环节。

收费

（一楼大厅

３２号窗口）

１．凭受理凭证计收房地产抵押登记相关费用，开具发票。
２．将已收费信息转交给下一环节。

发证

（一楼办事

大厅窗口

３５、３６号）

１．校验申请人提交的受理凭证、交款发票、身份证明、委
托书等材料。发证人员在以上材料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

载的信息相符的情况下，为申请人办理领证手续。

２．将发证信息录入微机系统，并打印传递表。核对发证存
根，无误后将传递表、已发证存根，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对接收的档案进行核对，查看档案资料与存根内容是否
一致，发现有误的及时返还上一环节。

２．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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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抵押权注销登记的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抵押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２）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

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

书和身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

托书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在建工程抵押权注销登记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３）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证明 （原件）；

（４）证明抵押权终止的材料 （原件）；

（５）其他必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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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２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 （２个工作日）

→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窗口

５１－５８号、
７４号、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在建工程抵押权注销

登记申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

（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
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

（３）查看 《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证明》原件，与房管系统

记载信息相一致，留存原件；

（４）查看 “证明房屋抵押权终止的材料”原件，是否符合

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５）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在建

工程抵押权注销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
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
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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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的记载一致，符合
抵押注销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对不符合抵押
登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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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的设立登记
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抵押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２）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３）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

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抵押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

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房屋，应当由其监

护人代为申请抵押登记，提交合法有效的监护关系证明，并提供经过公

证的为保障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保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申请书 （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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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３）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４）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原件、复印件）；

（５）商品房买卖合同 （原件）；

（６）主债权合同 （原件）；

（７）抵押合同 （原件）；

（８）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约定；

（９）其他必要材料。

注：（１）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共同到房地产管理局进行预购商品房预

告登记。

（２）购房人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后，抵押当事人双方有义务将预购商

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转为房屋抵押权登记。

（３）已办理房屋初始登记的，前款第 （４）项应为 《房屋所有权证》

或商品房初始登记证明 （商品房产权登记备案证）。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

簿 （３个工作日）→缮证 （２个工作日）→收费→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窗口

５１－５８号、
７４号、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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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

告登记申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

（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
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

（３）查看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房屋所有权证》或商品

房初始登记证明 （商品房产权登记备案证）原件，比对复印

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

核对无异”印章，留存复印件；

（４）查看 《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内容信息与房管系统

记载信息相一致，留存原件；

（５）查看 “主债权合同”原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

原件；

（６）查看 “抵押合同”原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

原件；

（７）查看 “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约定”事项；是否符合

规定要求；

（８）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预购

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打印受理凭证，申请人
留存一份。

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
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登记簿的记载一
致，符合抵押登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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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
系统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抵押登

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缮证

（六楼６１１
房间）

１．核对抵押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缮证。
２．校对所缮写证明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无误，是否与档
案一致。

３．整理已缮写的证明和档案，打印传递表，按规定程序转
交下一环节。

收费

（一楼大厅

３２号窗口）

１．凭受理凭证计收房地产抵押登记相关费用，开具发票。
２．将已收费信息转交给下一环节。

发证

（一楼办事

大厅窗口

３５、３６号）

１．校验申请人提交的受理凭证、交款发票、身份证明、委
托书等材料。发证人员在以上材料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

载的信息相符的情况下，为申请人办理领证手续。

２．将发证信息录入微机系统，并打印传递表。核对发证存
根，无误后将传递表、已发证存根，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对接收的档案进行核对，查看档案资料与存根内容是否
一致，发现有误的及时返还上一环节。

２．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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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
的转移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主债权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２）申请抵押登记的，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请人

提交的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抵押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

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房屋抵押权转移登记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３）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

（４）抵押权发生转移的证明材料 （原件）；

（５）其他必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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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

簿 （３个工作日）→缮证 （２个工作日）→收费→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窗口

５１－５８号、７４
号、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房屋抵押权转移登记

申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

（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
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

（３）查看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证明》原件，与房

屋登记簿记载信息相一致，留存原件；

（４）查看 “抵押权发生转移的证明材料”原件，是否符合

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５）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房屋

抵押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打印受理凭证，申请人
留存一份。

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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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登记簿的记载一
致，符合抵押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
系统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抵押登

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缮证

（六楼６１１
房间）

１．核对抵押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缮证。
２．校对所缮写证明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无误，是否与档
案一致。

３．整理已缮写的证明和档案，打印传递表，按规定程序转
交下一环节。

收费

（一楼大厅

３２号窗口）

１．凭受理凭证计收房地产抵押登记相关费用，开具发票。
２．将已收费信息转交给下一环节。

发证

（一楼办事

大厅窗口

３５、３６号）

１．校验申请人提交的受理凭证、交款发票、身份证明、委
托书等材料。发证人员在以上材料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

载的信息相符的情况下，为申请人办理领证手续。

２．将发证信息录入微机系统，并打印传递表。核对发证存
根，无误后将传递表、已发证存根，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对接收的档案进行核对，查看档案资料与存根内容是否
一致，发现有误的及时返还上一环节。

２．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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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
的变更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抵押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２）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３）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

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抵押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

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房屋，应当由其监

护人代为申请抵押登记，提交合法有效的监护关系证明，并提供经过公

证的为保障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保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申请书 （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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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３）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证明 （原件）；

（４）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变更抵押权的书面协议 （原件）；

（５）抵押合同 （原件）；

（６）其他必要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

簿 （３个工作日）→缮证 （２个工作日）→收费→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窗口

５１－５８号、
７４号、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

告登记申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２）
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

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

（３）查看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证明》原件，与房

屋登记簿记载信息相一致，留存原件；

（４）查看 “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变更抵押权的书面协议”原

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原件；

（５）查看 “抵押合同”原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留存

原件；

（６）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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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预购

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打印受理凭证，申请人
留存一份。

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
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登记簿的记载一
致，符合抵押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
系统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抵押登

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缮证

（六楼６１１
房间）

１．核对抵押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缮证。
２．校对所缮写证明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无误，是否与档
案一致。

３．整理已缮写的证明和档案，打印传递表，按规定程序转
交下一环节。

收费

（一楼大厅

３２号窗口）

１．凭受理凭证计收房地产抵押登记相关费用，开具发票。
２．将已收费信息转交给下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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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

（一楼办事

大厅窗口

３５、３６号）

１．校验申请人提交的受理凭证、交款发票、身份证明、委
托书等材料。发证人员在以上材料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

载的信息相符的情况下，为申请人办理领证手续。

２．将发证信息录入微机系统，并打印传递表。核对发证存
根，无误后将传递表、已发证存根，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对接收的档案进行核对，查看档案资料与存根内容是否
一致，发现有误的及时返还上一环节。

２．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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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
的注销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抵押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２）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抵押登记；

（３）申请抵押登记的，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请人

提交的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抵押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

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房屋，应当由其监

护人代为申请抵押登记，提交合法有效的监护关系证明。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预购商品房抵押权注销登记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７７２·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业务操作规程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注销登记操作规程

（３）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证明、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证明或

房屋他项权证 （原件）；

（４）证明抵押权终止的材料 （原件）；

（５）其他必要材料。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２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

簿 （２个工作日）→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窗口

５１－５８号、
７４号、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预购商品房抵押权注

销登记申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２）
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留

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

（３）查看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证明》、《预购商品

房抵押登记证明》或 《房屋他项权证》原件，与系统记载

信息相一致，留存原件；

（４）查看 “证明抵押权终止的材料”原件，是否符合法定

形式，留存原件；

（５）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房地

产抵押权注销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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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
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
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登记簿的记载一
致，符合抵押注销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
系统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抵押登

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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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权更正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登记部门发现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等因登录

原因造成系统登记有误，与申请材料不符的，告知抵押当事人后可按内

部信息更正办理。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办理时限 （及时办结）：申请→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簿→缮证

→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窗口

５１－５８号、
７４号、７５号）

１．工作人员确认需更正内容，并填写更正单。
２．核查更正内容与登记簿记载信息相一致。
３．受理工作人员在更正单上签字确认。
４．录入办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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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更正单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环节。

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更正单。
２．审核登记的房屋信息与更正单、登记簿的记载一致，符
合抵押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
系统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抵押登

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更正单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缮证

（六楼６１１
房间）

１．核对抵押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缮证。
２．校对所缮写证书或证明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无误，是
否与档案一致。

３．整理档案和已缮写证书或证明，打印传递表，按规定程
序转交下一环节。

发证

（一楼办事大厅

窗口３５、３６号）

１．校验原抵押申请人身份证明、委托书等材料。发证人员
在以上材料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载的信息相符的情况

下，为抵押申请人办理领证手续。

２．将发证信息录入微机系统，并打印传递表。核对发证存
根，无误后将传递表、已发证存根，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对接收的档案进行核对，查看档案资料与存根内容是否
一致，发现有误的及时返还上一环节。

２．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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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他项权证遗失补证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经登记的房屋他项权证申请遗失补证的，申请人为抵押权人；

（２）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

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

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２．应当提交的材料：

（１）郑州市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３）房产档案部门出具的房屋他项权证存根 （复印件）或房地产抵

押登记表 （复印件）；

（４）刊登遗失声明的报纸 （原件）；

（５）其他必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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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申请人应当持遗失补证申请证明，查阅房地产抵押档案并复印

房地产抵押登记原始存根，在本市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遗失声明后，

向抵押登记机关申请遗失补证。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

簿 （３个工作日）→缮证 （２个工作日）→收费→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二楼大厅窗口

５１－５８号、
７４号、７５号）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提交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权登记申

请书》原件，核对申请登记事项，留存原件；

（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
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

（３）查看房产档案部门出具的 《房屋他项权证存根》复印

件或房地产抵押登记表 （复印件），留存复印件；

（４）查看 “刊登遗失声明的报纸”原件，是否属实，留存

原件；

（５）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核对申请登记事项。
３．询问相关事项，并经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 《郑州市房地

产抵押权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

４．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打印受理凭证，申请人
留存一份。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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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按规定排序，将所收材料向左上角对齐，并于左上角装订。
６．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环节。

审核

（二楼办事

大厅内）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登记簿的记载一
致，符合抵押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
系统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抵押登

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环节。

缮证

（六楼６１１
房间）

１．核对抵押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缮证。
２．校对所缮写证书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无误，是否与档
案一致。

３．整理已缮写的证书和档案，打印传递表，按规定程序转
交下一环节。

收费

（一楼大厅

３２号窗口）

１．凭受理凭证计收房地产抵押登记相关费用，开具发票。
２．将已收费信息转交下一环节。

发证

（一楼办事

大厅窗口

３５、３６号）

１．校验申请人提交的受理凭证、交款发票、身份证明、委
托书等材料。发证人员在以上材料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

载的信息相符的情况下，为申请人办理领证手续，并在受理

凭证及发票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已发证”印章。

２．将发证信息录入微机系统，并打印传递表。核对发证存根，
无误后将传递表、已发证存根，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对接收的档案进行核对，查看档案资料与存根内容是否
一致，发现有误的及时返还上一环节。

２．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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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登记证明遗失补证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１．应当具备的条件：

（１）经登记的房屋他项权证申请遗失补证的，申请人为抵押权人；

（２）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申请人应当使用中文名称或者姓名。申

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

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身

份证明。境外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或者认证。

２．经登记的预购商品房抵押、在建工程抵押申请遗失补证的，申请

人应当向抵押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１）遗失补证申请书 （原件）；

（２）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

（３）刊登遗失声明的报纸 （原件）；

（４）其他必要材料。

注：１．申请人应当持遗失补证申请证明，查阅房地产抵押档案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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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房地产抵押登记原始存根，在本市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遗失声明后，

向抵押登记机关申请遗失补证。

２．抵押登记机关审核提交的材料后，在登记证明原始存根复印件上

注记 “代原件”，并签署日期并加盖抵押登记机关抵押登记专用章，不

再补发新证。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归档 （５个工作日）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办公地点 郑州市房管局办事大厅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查看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查看申请材料，确定是否
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

告知单》：

（１）查看遗失补证申请书原件，留存原件；
（２）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在
留存的复印件上签署日期，并加盖 “与原件核对无异”印章；

（３）查看 “刊登遗失声明的报纸”原件，是否属实，留存原件；
（４）根据实际情况查看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２．档案工作人员审核提交的材料后，在登记证明原始存根
复印件上注记 “代原件”，并签署日期并加盖抵押登记机关

档案专用章。

３．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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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在建
工程抵押权登记转为房地产抵押权

登记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经登记的预购商品房、在建工程在抵押期间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后，

抵押当事人应当持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证明或在建工程抵押登

记证明，向抵押登记机关申请转为房地产抵押登记、换发房屋他项

权证。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

簿 （３个工作日）→缮证 （２个工作日）→发证→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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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五楼５１２
房间）

１．受理工作人员每周接收产权发证窗口转来的房屋所有权
证，并核对房屋所有权证与传递表数量是否一致。

２．查询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信息后将房屋所有权证进行
分类。

３．受理工作人员凭申请人提交的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
记证明抽出相应的当事人抵押档案。

４．核查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证明及其对应的房屋所
有权证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载信息相一致。

５．确定是否符合抵押登记的条件，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
应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并出具 《一次性不予受理告

知单》，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

６．签署受理意见，录入办公系统，打印受理凭证，申请人
签字后留存一份。

７．将审核后的房产抵押档案、房屋所有权证和系统信息，
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环节。

审核

（五楼５１２
房间）

１．查看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一致、合法。
２．审核申请登记的房屋信息与申请材料、登记簿的记载一
致，符合抵押登记条件。

３．审核登录信息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一致。
４．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同时通过办公
系统将申请登记的房屋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对不符合抵押登

记条件的，退回上一环节。

５．将审核后的房产档案和系统信息，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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缮证

（六楼６１１
房间）

１．核对抵押信息，按规定程序进行缮证。
２．校对所缮写证书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无误。
３．整理已缮写的证书，打印传递表，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发证

（一楼办事

大厅窗口

３５、３６号）

１．接收缮写的证书，核对证书与传递表内容、数量是否
一致。

２．发证人员校验申请人提交的受理凭证、身份证明、委托
书等材料。发证人员在以上材料记载的信息与房管系统记载

的信息相符的情况下，为申请人办理领证手续。

３．将发证信息录入微机系统，并打印传递表。核对发证存
根，无误后将传递表、已发证存根，按规定程序转交下一

环节。

归档

（１８楼１８０１
房间、５楼
５１２房间）

１．对接收的档案进行核对，查看档案资料与存根内容是否
一致，发现有误的及时返还上一环节。

２．验收资料是否齐全，对验收无误的抵押档案，进行分类、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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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业务操作规程



　　抵押登记的协助执行操作规程

抵押登记的协助执行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４．《房屋登记办法》

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６．《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

７．《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二、办理条件

已存在的房屋抵押权依法发生强制性注销、变更、转移时，可根据

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及判决书 （裁定书、调解书）和申请人的申

请，办理相对应的房屋抵押登记。对执行有异议的可向法院送达人员提

出审查建议书，但在法院没有做出更改决定前，不能影响生效法律文书

的执行。

三、工作程序及时限

１．法定办理时限 （１０个工作日）

２．房屋抵押权注销登记承诺办理时限 （２个工作日）：申请→受理

→审核并记载于登记簿 （２个工作日）→归档

３．房屋抵押权转移、变更登记承诺办理时限 （５个工作日）：申请

→受理→审核并记载于登记簿 （３个工作日）→缮证 （２个工作日）→
收费→发证→归档

四、岗位职责

参照相对应的抵押权注销登记及抵押权转移、变更登记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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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受理工作操作规程

一、工作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

二、办理条件

投诉材料

三、工作程序

受理→调查→审核

四、岗位职责

承办机构 郑州市房地产监察队

承办岗位 工作内容

受理

（法制科

１０２０房间）

１．接受投诉并进行登记，对投诉内容不属于房地产范围的
投诉应说明不受理的原因，并建议投诉人到相关部门反映。

２．对涉及房地产范围的投诉应填写 《受理案件转办审批表》

（需提供投诉材料的要一次性告知投诉人），报队领导签批后

当天转监察科。

调查

（监察中队

１０２２、１０２４、
１０２６房间）

１．接到转办的 《受理案件转办审批表》案件后，现场调查，

收集相关信息，核实当事人投诉的内容。

２．对违法、违规的投诉案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相关程序依法查处；对纠纷案件，应在２个工作日进
行初步调查，并及时将调查情况与投诉人沟通。一般纠纷１０
个工作日内协调解决；疑难案件１０个工作日内不能解决的，
应及时向队领导报告，可处长协调解决时间。

３．经协调解决后，在 《受理案件转办审批表》调查结果及

处理意见栏填写处理结果。

４．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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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诉受理工作操作规程

审核

（队长）

１．一般案件的批转和结案意见由队领导在 《受理案件转办

审批表》签批。

２．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和结案意见由监察队研究拟处理建
议报局法规处处长审核、上级分管局长审核批准后实施。

·２９２·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业务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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