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程电子档案信息交换共享全程电子档案信息交换共享

大数据技术助推不动产登记提速增效大数据技术助推不动产登记提速增效

联动办理申报材料清单
不动产登记+税务缴纳类
涉及业务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转移

登记
申请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收取原件)；
2、交易双方身份证明 (验原件，采用电子文件)；
3、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材料(验原件，收复印件)，包括：
①以出让方式取得的，提交出让合同、出让金发票；
②以划拨方式取得的，提交划拨用地批准通知书；
③以租赁方式取得的，提交土地租赁合同、租金缴纳

凭证；
④以作价出资或入股方式取得的，提交作价出资或者

入股指批准文件；
⑤以授权经营等方式取得的，提交土地资产授权经营

批准文件；
4、建设用地批准通知书或个人临时建设用地批准书

（收取原件）
5、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宗地图以及宗地界址点坐标

等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收取原件）；
6、完税凭证 (验原件，采用电子文件)；
7、成交确认书 (验原件，收复印件)；
8、转移登记还需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或土地使用

权证（收取原件）转移的材料（收取原件）（包括合同、协议、
生效的法律文书、人民政府批准文件等材料）；土地评估报
告（收取原件）；转让方契税完税凭证、发票（验原件，采用
电子文件）。

如委托他人办理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收取原件)
和代理人身份证(验原件，采用电子文件)。

服务流程：不动产窗口收件→税务窗口缴税→不动产
窗口受理、登记、发证

工作时限：不动产登记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不动产登记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房屋交易+不动产登记类
涉及业务类型：
1、抵押权首次登记（含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
2、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

申请材料：
1、房屋交易（抵押）申请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收取

原件)；
2、申请人身份证明 (验原件，采用电子文件)；
3、户口簿 (验原件，采用电子文件)；
4、婚姻证明(结婚证、离婚证或相关生效的法律文书)

(验原件，采用电子文件 )；
5、抵押权首次登记，除需提交1、2、3、4项材料外，还

需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
(收取原件)；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收取原件）；在建工程抵
押的，还应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验原件，收复印件）。

6、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
记，除需提交1、2、3、4项材料外，还需提交：已备案的商品
房预售合同（收取原件）；不动产登记证明（收取原件）；不动
产登记证明（收取原件）；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收取原件）。

如委托他人办理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收取原件)
和代理人身份证(验原件，采用电子文件)。

服务流程：房产窗口交易审核→不动产窗口受理、登
记、发证

工作时限：不动产登记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不动产登记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

房屋交易+税务缴纳+不动产登记类
涉及业务类型
1、商品房买卖(含预购商品房预告转现+抵押转现登记)
2、存量房买卖
3、房改购房
4、互换
5、赠与
6、继承
7、析产（含夫妻间析产）
8、依生效法律文书转移
申请材料：
1、房产交易申请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收取原件）；
2、交易双方身份证明 (验原件，采用电子文件)；
3、户口簿 (验原件，市地税采集共享，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采用电子文件)；

4、婚姻证明(结婚证、离婚证或相关生效的法律文书)
(验原件，采用电子文件)；

5、成年未婚的提交单身承诺（收取原件）；
6、不动产权属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

(收取原件)；
7、房屋测绘图(收取原件)；
8、土地宗地图(收取原件)；
9、未进行落宗的需提交权籍调查报告（收取原件）；
10、协税单、契税税票（验原件，收复印件）；
11、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材料（包括：已备案的存量房

买卖合同、赠与合同、互换协议、离婚协议、生效的法律文
书、继承相关材料）；

12、预购商品房预告转现+抵押转现登记，除需提交
1-10项材料外，还需提交：购房发票（验原件，市地税采集
电子文件）、不动产登记证明（收取原件）；

服务流程：房产窗口交易审核→税务窗口缴税→不动
产窗口受理、登记、发证

工作时限：不动产登记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不动产登记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不动产登记类
涉及业务类型：
1、集体土地所有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变

更登记
4、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
5、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首

次登记、变更登记
6、抵押权变更登记
7、更正登记
8、异议登记
9、查封登记
10、注销登记
申请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收取原件)；
2、申请人身份证明 (验原件，采用电子文件)；

3、不动产权属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
(收取原件)；（注：涉及变更登记和转移登记的需提交）

4、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材料(验原件，收复印件)；（注：
涉及土地首次登记的需提交）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条件核
实证明(验原件，收复印件)；（注：涉及房地一体首次登记、
因改扩建引起的变更登记的需提交）；

6、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备案证或房屋安全鉴定报告(验
原件，收复印件)；（注：涉及房地一体首次登记的需提交）

7、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宗地图以及宗地界址点坐标
等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收取原件）；

8、房屋测绘成果报告（收取原件）（注：涉及房地一体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的需提交）；

9、抵押权变更登记，除需提交1、2、3项资料外，还需提
交：抵押权变更的材料（包括：姓名或名称、抵押范围、抵押
期限、债权数额、抵押权顺位等发生变更的合同、协议等）；

10、更正登记，除需提交1、2、3项资料外，还需提交：
证实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事项错误的材料；利害关系人需提
交证实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不动产权利人存在利害关
系的材料（收取原件）；

11、异议登记，除需提交1、2项资料外，还需提交：证
实对登记的不动产权利有利害关系的材料；证实不动产登
记簿记载事项错误的材料（收取原件）；

12、查封登记，需提交：执法人员工作证；执行公务
证；介绍信；裁定书或判决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证件查验，
文书收取原件）；

13、注销登记，除需提交1、2、3项资料外，还需提交：
权利消灭的材料（包括：权利人放弃权利、同意注销的书面
文件；生效的法律文书和决定书等材料）（收取原件）

如委托他人办理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收取原
件)和代理人身份证(验原件，采用电子文件)。

服务流程：不动产窗口受理、登记、发证
工作时限：不动产登记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不动产登记承诺时限：
1-5项为7个工作日
6-7项为3个工作日
8-10项为即办件。

相关链接

日前从市政务服务中心获悉，即日起城区居民
在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时，不用再提交纸质材
料复印件，只需携带有关原件即可快速完成办理。
这是我市市政府大数据中心技术的应用成果，同时
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

此次不动产登记流程优化工作主要涉及商品房
买卖、存量房买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等
10类业务，简化了完税证明、房产交易告知单2个环
节，减少了7类证照及房产交易合同等21套复印件
材料。除了法律规定不能减化的合同文本外，其他

资料全部使用电子扫描件，实现全程电子档案信息
交换共享。

6月1日，市政府大数据中心根据需求开发方
案，正式启动不动产登记流程优化工作。6月14日，
完成开发工作并启动试运行。目前，不动产登记业

务受理新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得益于新平台，不
动产登记+税务缴纳、房屋交易+不动产登记、房产
交易＋税务缴纳＋不动产登记等业务办理，均由法
定的20个工作日时限缩短为7个工作日，最快的则
只需3个工作日。 （许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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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本局于2017年6月30日，对当事人湖北

大汉新能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等118家企业
违反公司登记管理法规案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现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予以公告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当事人：湖北大汉新能源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等118家企业（名单附后）

现查明：2016年10月30日，我局工作人
员经现场检查，当事人在其登记的住所或经
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且在公司成立以后，未
按规定报送2014、2015年度年报，经税务机
关核实当事人连续两年未报税。

依据《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

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于
长期未开展经营活动、经现场检查在其登记
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且连续两
年未报税的公司，工商部门依据《公司法》第
二百一十一条规定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规
定，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二
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
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
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
销营业执照。”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
七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
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
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的规定，属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

的行为。
证明当事人上述违法事实的主要证据有：
1.当事人基本信息一份；
2.税务部门提供的连续两年未报税名单

一份；
3.我局向当事人邮寄的《咸宁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书》三份；
4.我局工作人员在当事人公司住所（经

营场所）现场检查的核实表一份。
2017年4月27日，本局依据法定程序邮

寄送达了《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
听证告知书》，并通过《咸宁日报》发布了《咸
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听证告知公告》。当事
人在法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要求

举行听证，放弃了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
的权利。

依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
“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
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
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公司
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公司成立后无
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
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
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经本机关研
究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当
事人营业执照。

当事人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一律
作废，当事人应当停止经营活动，依法组织清

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
依法到我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
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湖北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或咸宁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
者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和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
息公示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本局将通过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门户网站、专门网站等
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附名单（118家）：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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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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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咸宁市金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咸宁市蓝天机动车污染控制服务部

咸宁市粮食招待所

咸宁市龙潭水会有限公司

咸宁市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温泉分公司

咸宁市平宇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咸宁市荣记鑫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咸宁市瑞森环保节能有限公司

咸宁市三鑫商贸有限公司

咸宁市山乡小院酒店有限公司

咸宁市尚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咸宁市市政工程建设处市政设施维修站

咸宁市顺意机动车事务代办有限公司

咸宁市天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咸宁市咸英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咸宁市欣都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咸宁市鑫星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咸宁市醒狮广告有限公司

咸宁市怡家商贸有限公司

咸宁市优美特商贸有限公司

咸宁市有意思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咸宁市植保技术咨询服务部

咸宁市中孚林业生态园有限公司

咸宁天宏广告有限公司

咸宁湘龙置业有限公司

咸宁鑫怡洗浴有限责任公司

咸宁印象商贸有限公司

咸宁盈誉投资有限公司

中信置业投资咸宁有限公司

湖北省咸宁市鄂南粮油食品贸易公司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企业名称

湖北大汉新能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福宁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康易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天源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宇步食用菌有限公司

武汉宇奥电源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咸宁本钢天和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咸宁市楚天腾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咸宁市锦江温泉旅业有限责任公司

通山县朦胧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咸宁潜山预制构件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嘉宝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坤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咸宁海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咸宁市南洋置业有限公司

咸宁市宏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军海建设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湖北博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晨曦生态安养山庄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大家生活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湖北鼎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东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东立置业有限公司

湖北敦全物业有限公司

湖北赣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湖北贵远投资实业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湖北金鼎伟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绿城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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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企业名称

湖北美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品信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泉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仁人营销策划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鑫润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湖北省镇华投资有限公司

湖北顺庆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天成鼎兴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夕阳红度假庄园有限公司

湖北新忠置业有限公司

湖北雄威置业有限公司

湖北轩宇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湖北永嘉达电梯有限公司

湖北卓俊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三合圆商贸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江苏省华扬太阳能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南昌铭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深圳亚联投行管理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深圳银企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无锡市轩畅商贸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武汉嘉宝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武汉泉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武汉市森源电器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武汉市万通万能锁业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武汉泰通伟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武汉兆瑞投资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厦门博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咸宁不二餐饮有限公司

咸宁晨昱商贸有限公司

序号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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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企业名称

咸宁驰骋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咸宁东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咸宁方元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咸宁航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咸宁豪源投资有限公司

咸宁华讯通信有限公司

咸宁欢腾商贸有限公司

咸宁捷鑫娱乐有限公司

咸宁君泰贵金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咸宁群英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咸宁荣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咸宁圣华润滑油有限公司

咸宁盛龙广告服务有限公司

咸宁盛缘酒业有限公司

咸宁市博慧纳商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咸宁市博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咸宁市朝鸿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咸宁市辰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咸宁市东鑫贸易有限公司

咸宁市飞凌远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咸宁市枫林商贸有限公司

咸宁市海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咸宁市汉桥商务酒店服务有限公司

咸宁市恒鑫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

咸宁市恒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咸宁市鸿利锦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咸宁市鸿运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咸宁市计划生育管理站药店

咸宁市佳好装饰有限公司

咸宁市金润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