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何莎莎

昨日上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相关领导带领行政审批科、不动产登
记科、统一征地事务所、编审科等相
关科室负责人，县市场监管局有关领
导带领法规科、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
管科、食品安全协调科、食品生产安
全监管科、食品流通安全监管科、药
品医疗器械监管科等相关科室负责
人走进“百姓事马上办·民生热线”，
接听群众热线，为广大市民解答不动
产登记、宅基地审批、城乡规划和涉
及当前食品、药品、化妆品安全等社
会热点问题，并通过“看宁海”客户
端、宁海新闻网、宁海发布微信公众
号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本次活动，
共接听群众热线 26个，回复网上提
问44条。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职能

网友“操心命”：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是个新组建的部门，它主要的职
责有哪些？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的主要职责：(一)履行全
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湿地、水、海
洋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
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二)负责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三)负责自
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工
作。(四)负责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工作。(五)负责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
利用。(六)负责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七)牵头负责本县建筑和
风貌规划管理工作，承担市政交通建
设的规划管理。

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
相关问题

网友“凯”：本人在二十多年前买

了两间集体的宅基地，造了房子，这
个能确权吗？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国家
和省关于农村宅基地的规定，农村住
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使用，农
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土
地面积限于浙江省法定标准内。集
体土地住房申请转移登记除了双方
同意外，还必须提交“农村集体组织
同意转移的证明材料”，同时规定受
让人应属于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组
织成员，且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其
他情形的不得办理转移登记。

网友“冠峰李”：我是农村的，这
次丈量房子做不动产证，父母已经去
世十几年了，我们三兄弟分好的房子
能不能单独做证？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父母已去
世的宅基地房屋，可以凭原批文或土
地证及三兄弟析产继承依据，分别办
理不动产权证。

网友“起开”：前阵子去办理农房
确权登记，被告知要先去所在地乡镇
街道补办相关审批手续，这是为何？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农房确权
登记要有合法的权属来源为依据，您
可以提供要确权房屋的土地房屋审
批手续来申报登记。如没有用地房
屋审批手续，按规定要补办手续后再
予以确权登记。

土地转移登记问题
网友“蓝色畅想”：集体土地住房

申请转移登记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不同的村之间可以转移登记吗？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农村宅基
地除村民调剂、分家析产、继承以外
不得办理转移登记。办理村民调剂、
分家析产、继承等登记手续，需要根
据转移双方的不同条件提供相应的
办理材料，具体可咨询属地国土资源
所。

“一户一宅”政策问题
网友“闲人”：哪些房屋不受“一

户一宅”政策的限制，可以确权登记？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依法继

承房屋或在1999年1月1日《土地管
理法》修订实施前经依法批准合法取
得的宅基地，不受“一户一宅”政策的
限制，予以确权登记。

土地划拨及费用问题
网友“松花”：土地划拨转出让的

费用如何计算，可否举例说明？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我县划拨

转出让的出让金是按照用途、区块、
基准地价来测算的。目前是参照宁
海县人民政府的宁政发【2017】51号
文件来执行的。如：海锦苑属于二类
地段，住宅用地的基准地价是 3070
元/平方米。套房计算方式为：建筑
面积×住宅用地基准价×10%。落
地房计算方式为：用地面积×住宅用
地基准价×50%。

不动产登记相关问题
市民赵先生：房产证遗失后可以

补办吗？在哪里办理？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可以补

办。先到县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窗
口或各乡镇国土资源所凭身份证明
查询原登记信息，经本人申请由不动
产登记服务中心或乡镇国土所在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上刊登
遗失声明1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携带
相关材料申请补证。

市民葛先生：2017年购买商品
房，想在房产证上加妻子名字，应该
去哪里办？需要缴税吗？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夫妻双方
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结婚证原
件、复印件，原不动产权证，到县行政
服务中心不动产窗口申请办理，不需
缴税。

城市规划有关问题
网友“孩子爸爸”：城西小学和实

验小学以后是如何规划的？实验小
学要搬走吗？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相关
规划，城西小学规划扩建，用地面积
38亩，36班。实验小学保留，用地面
积22.5亩，18班，缩减招生规模。

网友“失冒”：近年来，车河路周
边小区和居民越来越多了，已建好的
有西城国际、宸园等，正在建设的有
金宸台、丰华台等，请问，这个区块是
如何规划的？商业中心或者邻里中
心或者幼儿园之类的配套有规划
吗？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该区块商
业结合沿街商业及节点商业配置社
区商业，打造生活服务街区。该区块
现状有西城国际幼儿园，根据学前教
育布点规划，规划新增一所12班幼
儿园。

房屋改变用途有何申
请手续

市民胡先生：厂房想出租开经营
之类的店面，需要申请办理什么手
续？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于符合
《宁波市临时改变房屋用途管理规
定》相关要求的工业厂房可以向我局
提交申请材料，待审查合格缴纳土地
收益金后，可以向我局申领《准予临
时改变房屋用途决定书》。

药品安全等相关问题
网友“揽月”：在互联网上销售药

品的网站，如何区分是否可信？
县市场监管局：凡是从事网络药

品交易业务的企业，都需要办理《互
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消费
者点击网站上的这个标识，就会看到
相应的批准文号，将批准文号在药品
监督管理局的网站上核实一下，就可
以知道该网站是否在合法从事药品
信息服务和药品交易服务。

网友“九天”：一般人能鉴别药品
的真伪吗？有什么技巧？

县市场监管局：可通过国家药品
监 督 管 理 局（http://app1.sfda.gov.
cn/）网站数据查询系统查询药品的
批准文号、生产企业等信息。如还存
疑惑，可联系我局药械所。

网友“雄鸡”：在医院以外的场所
购买药品，消费者应该注意哪些问
题？

县市场监管局：应注意以下几
点：1、要到合法的药店购买。合法的
药店是经过市场监管部门批准的，店
内悬挂有《营业执照》和《药品经营许
可证》。2、在决定购买药品之前，可
向店内的药师咨询，并仔细阅读药品
说明书以及药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
有效期等内容。3、买药时请索取购
药凭证。

食品安全相关问题
网友“一唱”：我县菜场猪肉供应

一般来自哪里？如何鉴别猪肉来源
是否正规安全？大街上出售的猪肉
安全有保障吗？

县市场监管局：按照我局日常监
管情况，市场内经营户销售的猪肉大
部分从县定点屠宰场采购，少部分从
海曙、台州等地的定点屠宰场采购。

按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
经营者销售生猪产品，应当是生猪定
点屠宰场经检疫和肉品品质检验合
格的生猪产品。鉴别生猪是否经检
疫检验，要查看“两证两章”。“两证”
是指动物检疫合格证和肉品品质检
验合格证，“两章”是指动物检疫合格
印章（蓝章）和肉品检验合格印章（红
章）。市民在选购猪肉时，如果看到
肉皮上有“两证两章”，即可放心购
买。

同时，根据《浙江省食品小作坊
小餐饮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规
定》，食品摊贩要在政府划片或指定
的场所、区域、地点和时间内经营，如
果未在规定的区域、场所或时间内经

营的应当由相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
予以处罚。请市民向证照齐全的经
营户购买。

共享单车押金退还问
题

网友“字名”：今年以来，陆续有
共享单车倒闭，很多人押金打了水
漂，我县这方面到底情况怎么样？请
县市场监管局说明一下情况。

县市场监管局：目前，我局收到
有关共享单车的消费投诉主要涉及
绿畅单车和铃铃单车。绿畅单车的
投诉由县综合执法局处置。铃铃单
车运营方宁波霖霖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已未在其住所地从事经营活动，
APP软件无法正常使用，该公司无法
处置押金退还事宜。押金及余额未
退还的消费者可至南门宁海宾馆岗
亭处登记，押金换取自行车使用权，
具体事宜可至登记处详细了解。如
消费者不同意此解决方案，建议通过
司法途径进行维权。

企业注销“一网平台”
怎么用

网友“取不来”：企业注销“一网
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开通，这个平台
具体怎么用呢？

县市场监管局：通过浙江政务服
务网中的〈企业注销“一网服务”平
台〉端口进入，可以用个人用户登录
也可用法人用户登录（如个人登录，
还需验证企业身份，再进入办理），根
据企业自身情况，选择简易注销或一
般注销模式，而后根据要求填写相关
信息，提交后，简易注销需网上公示
20天，一般注销公示45天，公示期满
后，税务注销完成，完善企业注销信
息，即可完成营业执照注销。

企业股东变更如何办
理

市民孙先生：关于企业股东变更
如何办理，需要提供哪些资料？

县市场监管局：需要提供以下材
料：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决定。3.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
正案（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4.变
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变更股东的，
股东向其他股东转让全部股权的，提
交股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
者股权交割证明。股东向股东以外
的人转让股权的，提交其他股东过半
数同意的文件；其他股东接到通知三
十日未答复的，提交拟转让股东就转
让事宜发给其他股东的书面通知；股
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
权交割证明；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
或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公司章
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裁定划转股
权的，应当提交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或
裁定书，无须提交股东双方签署的股
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和其
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文件；国务院、
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划转
国有资产相关股权的，提交国务院、
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关于
划转股权的文件，无须提交股东双方
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
证明。5.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
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执照申请和延长等相
关问题

网友“贝贝520”：有限责任公司
想要延长执照上显示的有效期，需要
什么手续？到哪里去办？

县市场监管局：需要准备以下材
料：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决定。3.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
正案（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4.已
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
照正、副本。可以在宁海县内任一市
场监管窗口办理，办证中心或者市场
监管所窗口，也可通过“浙江省全程
电子化登记平台”外网申报。

市民陆先生：能否在乡镇工商所
办理营业执照？

县市场监管局：目前，西店分局、
桥头胡市场监管所、梅林市场监管
所、力洋市场监管所、长街市场监管
所、深甽市场监管所、岔路市场监管
所、一市市场监管所都可以办理营业
执照注册登记，但是外资企业营业执
照办理只能到县行政审批中心窗口
（金水东路5号）办理。

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网友“自然者”：购买中央空调

后，店家以签了合同为由，拒绝开正
规发票。没有正规发票会有后顾之
忧吗？

县市场监管局：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二
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
例向消费者出具发票等购货凭证或
者服务单据；消费者索要发票等购货
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出
具。有关发票开具事宜，建议向税务
部门咨询。

“电梯猫”如何监管
市民吴先生：宁海好多小区里都

安装了电梯猫，它有什么用？广告收
益归谁所有，电费支出谁来承担？

县市场监管局：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质量安全工作的意
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实施
意见》等文件“关于运用大数据、物联
网等信息技术，构建电梯安全公共信
息服务平台”的要求，我县根据“政府
引导、企业投资、商业运营、免费使
用”的原则引入了第三方单位投资运
营的“电梯安全监管智慧平台”，它实
现了“3+1”功能——“实时监测+故
障预警”、“自动定位+自动报警”、“24
小时应急处置中心”以及“不文明乘
梯行为劝阻”，可智能实现电梯困人
故障的自动识别、自动定位、自动报
警，在1分钟内将电梯困人信息匹配
后传送至物业公司、维保单位和值班
中心，大大节省了常规人工报警所花
费的等待时间，它和96333应急救援
平台、110平台一起，共同保障我县电
梯安全。

由于“电梯猫”是“企业投资、商
业运营”的实际情况，该运营单位在
入驻各小区时，均会和物业公司、业
主委员会签订合作协议，最终目的是
为了保障小区乘梯安全，因此，对于
电费等问题，建议在互利互惠的前提
和合作协议的框架下，与运营单位进
行沟通协调。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市场监管局作客“百姓事马上办·民生热线”

解答不动产登记、城乡规划和食品、药品安全等社会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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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市场监管局作客“百姓事马上办·民生热线”，解答不动产登记、宅基地审批、城乡规
划和涉及当前食品、药品、化妆品安全等社会热点问题。

（记者 惠广亮 摄）

专职登记、办理厂房买卖等信息服务

18888695558 13906605178 15958837808

新正企业管理中心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66928888 13732136971
商务公务包车（6座、20座、16座、
39座、45座、53座、60座、70座）

（微信手机同号）

宁海中青旅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
（6座、19座、31座、39座、53座）
65261111 13906605322

商务公务包车
（19座、29座、39座、45座、53座）
13989393993 13989331111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队

专项代办企业项目申报及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大鱼馆餐饮
宁海味道 匠心铸就 品牌老店 不忘初心

老缑城文化主题餐厅（三店宁昌路86号) 美食热线：65222666
大鱼皇府至尊店（北斗北路289号） 美食热线：25595555
会展中心海鲜城(金水路333号） 美食热线：13216687777
竹口桃源店（科技大道2号） 美食热线：13023775888

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正
副本各一本，证号：浙宁民证字第 040190号，
声明作废。

宁海县跃龙街道白峤幼儿园

遗失启事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2：00—5：30
地址：宁海县时代大道160号宁波银行大厦2楼218室
咨询电话：65577928

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

欢迎关注

一、招生高校：
国家开放大学、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南开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二、开设专业：行政管理、会计学、法学、学前

教育、金融学、工商管理、广告学、汉语言文学、物
流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社会工作、公共事业管
理、英语、市场营销、销售管理、电气工程与自动
化、电子商务、土木工程（含道桥方向）、护理学、

药学、建筑工程管理、金融与证券、工程管理（含建
造师方向）、建筑施工与管理、财务管理、水利水电
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旅游管理（含酒店管理方
向）、工程质量监督与管理、保险学、广播电视新闻
学、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工程造价、学前教育等。

三、学习方式：远程学习为主，国家开放大学配
有面授课。

四、考试地点：均设在宁海电大。

宁海电大是我县唯一的教育部统考考点。
五、学历文凭：修满规定学分，获得相应高校颁

发国家承认的专科或本科学历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
注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学位。

六、收费标准：各高校学费标
准不一，每学分90-110元不等，详
情欢迎来人来电咨询。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宁海学院是省示范性县级电大，现有专职教师25人，外聘老师30人，在校本、专科学历教育学生近3000人。学校现代
教育设备先进，教学管理规范，课程设计科学，教风学风良好，是您业余本、专科学历进修的首选学校。2019年秋季招生全面启动，欢迎报读！电大的 公办的 正规的 放心的

国家开放大学7月21日入学测试，欢迎报读！

宁海电大宁海电大 20192019 年秋季招生公告年秋季招生公告

国家开放大学优惠政策：本地户口残疾人或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报读相关专业可申请优惠学费80%。辅警凭在职证明报读可申请优惠学费20%。
招生热线：65206392 18067179930（微信同号） 宁海电大招生处微信号：nbnhtvu 报名地址：宁海电大招生处（银河路181-2号，银河小学旁，108公交天景园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