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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府〔2022〕18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罗定市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经市十七届

人民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经市委常委会会议审定，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自然资源局反映。

                                 罗定市人民政府

            2022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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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罗定市

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

处理意见（试行）》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解决不动产登记的历史遗留问

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以及《自然资源部

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号）

等相关规定，按照“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妥善解决”的原则，结合我市实

际，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一、买受人经合法手续购买的国有建设用地，具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批

准文件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通知书等相关划拨用地文件，至今未办理土地登记

的，买受人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时，按下列情形处理：

（一）出售方是原具有房地产经营证照的国有性质开发公司，但开发公司

的经营证照现已注销，且原开发地块在2002年12月1日前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划拨给该企业开发的，由市自然资源部门依买受人申

请，为其补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手续；买受人补缴土地出让金和相

关税费后，市自然资源部门为其办理不动产登记。

（二）出售方是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的，买受人用于私人建房

的国有建设用地，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办理；如用地批准文件所批准的宗地用

途与实际用途不符，由市自然资源部门按照住宅用途为其办理不动产登记手

续。

二、在国有建设用地上的私人建房，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地产

权证》，但一直未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的，权利人申请办理不动产

登记时，由市自然资源部门按已领取权属证的建筑现状确定用地界线，经公告

权属无争议的，为其补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手续；权利人补缴土地

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后，市自然资源部门为其办理不动产登记。

三、合法宗地上的房屋所有权多次转移，转移链条清晰且相继取得房屋所

有权属证书，但没有同步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转移，导致房屋、土地权属证书的

罗定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2年第4期

罗定市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

处理意见（试行）

-2-



权利主体不一致的，经查验历次房产转移已完税，由市自然资源部门为权利人

办理房屋、土地权利主体一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不动产登记。如

果土地属划拨用地的，由市自然资源部门依权利人申请，为其补办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手续；权利人补缴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后，市自然资源部

门为其办理不动产登记。

四、原罗定市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原市房管局）在管的土地，其上盖

的房屋属私人所有，并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地产权证》，所占用的

土地为国有划拨用地，纳入公产地管理，导致房地产权利人主体不一致的，由

自然资源部门核算每一户房屋应分摊的土地面积，由权利人按评估地价补交地

价款及相关税费后，市自然资源部门为其办理不动产登记。

五、原市房管局与企业合作开发的商品房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按以下方

式办理：

（一）若该合作开发的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的，权利人申请办理不动产登

记时，不再履行报批程序，不再签订土地转让合同，无须补办土地转让手续，

由市自然资源部门依法公告并注销原国有土地使用证，确定宗地为共用宗地，

土地出让年限从档案记载时间算起，住宅为70年，商业为40年，再为其办理不

动产登记。

（二）若该合作开发的土地性质为划拨土地，由市自然资源部门根据该宗

地上建成房屋的总建筑面积，计算出每一户房屋应分摊的划拨土地面积。权利

人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时，由市自然资源部门为其补办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

让手续；权利人补缴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后，市自然资源部门依法公告并注

销原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确定宗地为共用宗地，土地出让年限从档案记载时间

算起，住宅为70年，商业为40年，再为其办理房地主体一致的不动产登记。

六、房改房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的，权利人根据《罗定市房改房上市实施

办法》（罗房改〔1999〕3号）的规定，完善房改房上市手续后，再到市自然

资源部门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宗地出让时间按该栋房屋首次登记的时间算

起，使用期限70年，房屋建基面积记载为共用宗地，土地用途记载为住宅。

七、购买商品房、集资房等房产，无土地使用证或土地性质是划拨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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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权利人自愿办理不动产登记时，分类按以下情形办理：

（一）无土地使用权证的，由市自然资源部门按建筑现状确定用地界线，

经公告且权籍无争议的，为权利人补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手续；权

利人补缴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后，市自然资源部门为其办理不动产登记。宗

地按实际用途记载为共用宗地。

（二）已领取土地使用权证但土地性质是划拨的，由市自然资源部门依权

利人申请，为其补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手续；权利人补缴土地出让

金及相关税费后，市自然资源部门依法公告并注销原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按建

筑现状确定用地界线后为其办理不动产登记。宗地按实际用途记载为共用宗

地。

八、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施前已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的不动产，其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房屋用途和土地

用途不一致的，权利人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时，未经依法批准不得改变已登记

的不动产用途，继续分别按原记载的房屋、土地用途进行登记。对原批准土地

用途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二级类不对应的，市自然

资源部门应当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二级类重新确

定归属地类进行登记，土地使用期限与原土地权属来源材料保持一致。证载房

屋用途为空的，查据规划资料确定房屋用途；规划资料不明确的，按房屋实际

使用用途登记。

综合用地在办理新的登记业务时，对于已办理房产证的，房屋用途按照原

房产证证载用途登记；证载房屋用途为空的，查据规划资料确定房屋用途予以

登记（规划资料不明确的，按房屋实际使用用途登记）。土地用途查据原始档

案资料，依据批准土地用途登记，如最初批准用途为综合用地的，按实际使用

用途登记。

对于纯土地的登记业务，查据原始档案资料，依据首次批准的土地用途登

记，如最初批准用途为综合用地的，依据首次发出的规划条件确定用途。

九、已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地产权

证》）的自建房用户，因房屋建基面积超出宗地红线而不能通过权籍系统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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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的，由市自然资源部门核对其批准用地面积和实际建筑基底面积的

差额，若核定最新测量成果超出面积少于或等于3平方米的，直接办理不动产登

记；若核定最新测量成果超出面积大于3平方米以上的，权利人按照评估地价补

交超占用地面积的地价款及相关税费后，由市自然资源部门为其办理不动产登

记。

十、我市已建成无工程竣工验收的自建自用房屋办理不动产登记，分类按

以下方式办理：

（一）2019年9月1日前（不含本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含各镇街核

发的准建证）并已建成的私人自建自用房屋，包括该建设用地在上述界定时间

内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含各镇街核发的准建证）后发生过转让行为

的，以该建设用地第一次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含各镇街核发的准建

证）的时间为准：

1. 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含本数）以下的自建自用房屋，业主提供由有资

质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可申请办理不动产登

记。

2. 建筑面积500平方米（不含本数）以上的自建自用房屋，经所属镇街对

其无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房屋，经依法依规

处理后，可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1）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行为，由所属镇街按《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进行处理（步梯楼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工程造价按

600元计算，电梯楼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工程造价按1200元计算）。

（2）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房屋，由所属镇街按《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进行处理（步梯楼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工程造价按

600元计算，电梯楼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工程造价按1200元计算）。

（3）经所属镇街对其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后，由业主按规定委托已进驻

云浮备案的检测鉴定机构进行检测鉴定，各受委托检测机构应根据《广东省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2015）》和广东

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总站《建筑工程质量鉴定文书编制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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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测鉴定并出具《建筑物结构实体检测鉴定报告》，满足安全使用要求，

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出具核查处理意见后，可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二）2019年9月1日后（含本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已建成的私

人自建自用房屋报建问题及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处理办法：

1. 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含本数）以下的私人自建自用房屋，业主提供由

有资质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可申请办理不动产

登记。

2. 私人自建自用房屋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建设项目，必须依法办理施

工许可证并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房屋竣工备案表或相关竣工验收认可

文件，方可办理不动产登记。

十一、拆迁安置用地的办理不动产登记，由申请人凭权利人一致的拆迁协

议书、拆迁函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不动产登记。

十二、集体所有土地上开发的商品房，一律不予办理不动产登记；“小产

权房”等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一律不予办理不动产登记。

十三、本处理意见文中的“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计算方式：按现状使用条

件下评估的出让土地使用权正常市场价格，减去现状使用条件下评估的划拨土

地使用权价格，其结果作为补缴土地出让金的依据。评估机构的选取方式按

《罗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罗定市自建房用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

土地办理协议出让手续若干规定的通知》（罗府办〔2021〕9号）的规定办

理。

十四、本处理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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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府办函〔2022〕46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有关单位：

鉴于人员和工作变动，市政府决定对市教育统一考试考风考纪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进行调整。调整后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叶红杰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常务副组长：肖承宾  市委常委、副市长

副  组  长：谭海龙  市政府调研室主任、市府办四级主任科员

             谭光锋  市教育局局长

成      员： 巫星明  市国家保密局副局长、市委办三级主任科员

             陈志坚  市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

             练碧倩  市教育局副局长

             陈华弼  市教育行业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

             朱月明  市公安局副局长

             陈   波  市司法局副局长

             陈   广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市人才工作

                      服务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由练碧倩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罗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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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府办函〔2022〕49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根据机构设置和人员变动情况，经市政府同意，决定调整市防汛防旱防风

指挥部成员，调整后其组成人员如下：

指      挥：罗永雄 （市委副书记、市长）

常务副指挥：肖承宾 （市委常委、副市长）

副  指  挥：李金坚 （市委常委）

             陈志林 （副市长）

             唐民应 （副市长）

             张祖军 （市人武部部长）

             欧小平 （市府办主任）

             吴  会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黄标明 （市水务局局长）

             张志坤 （市气象局局长）

             王  奋 （市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许仁弟 （武警罗定中队中队长）

成      员：谭海龙 （市政府调研室主任、市府办四级主任科员）

             李朝正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黄  劲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谭光锋 （市教育局局长）

             邓罕超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朱月明 （市公安局副局长）

             黄成章 （市民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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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  阳 （市财政局局长）

             邱立新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蓝其富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范建锋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朱志能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张东雄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陈建国 （市商务局副局长）

             陈  国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

             张定忠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融媒体中心主任）

             许  云 （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张向阳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罗定分局局长）

             吴吉罗 （市公路事务中心主任）

             王彩强 （云浮罗定供电局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蔡宇平 （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

             陈应鸿 （中国电信罗定分公司总经理）

             陈汉华 （中国移动罗定分公司总经理）

             黄  斌 （中国联通罗定分公司总经理）

             黄辉亮 （中国铁塔罗定办事处区域经理）

             肖文智 （罗定粤海水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应急管理局，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

办公室主任由吴会同志兼任。             

             

                       罗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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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罗定市商事

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罗府办函〔2022〕50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鉴于人员和工作变动，经市政府研究，决定调整罗定市商事制度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调整后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罗永雄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肖承宾  市委常委、副市长

         陈致远  副市长

成  员：欧小平  市府办主任

         张宇年  市府办四级主任科员

         李朝正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黄  劲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谭光锋  市教育局局长

         江世彰  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邓罕超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朱月明  市公安局副局长

         黄成章  市民政局局长

         谭文威  市司法局局长

         赖  阳  市财政局局长

         邱立新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蓝其富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范建锋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朱志能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黄标明  市水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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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东雄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彭美莲  市商务局副局长

         陈  国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

         许  云  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吴  会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莫志毅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陈树开  市统计局局长

         曾树华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范建华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

         区家伟  市双东环保工业园服务中心主任

         张向阳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罗定分局局长

         刘  越  市法院副院长

         张  胜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谭永新  市税务局局长

         张志坤  市气象局局长

         刘栋球  市烟草专卖局局长

         邓伟先  中国人民银行罗定市支行行长

         刘家奇  罗镜镇镇长

         陈旺新  太平镇镇长

         江泽明  分界镇镇长

         黄伟锋  罗平镇镇长

         张展鹏  船步镇镇长

         陈达健  䓣塘镇镇长

         覃  琅  苹塘镇镇长

         区松鹏  金鸡镇镇长

         彭开誉  围底镇镇长

         廖顺达  华石镇镇长

         吴敬波  榃滨镇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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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卓宜  生江镇镇长

         黄树强  黎少镇镇长

         谭明开  连州镇镇长

         陈永锋  泗纶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黎杰成  加益镇镇长

         沈玉梅  龙湾镇镇长

         陈达成  素龙街道办主任

         岑光耀  双东街道办主任

         黄慧杏  附城街道办主任

         伍荣朝  罗城街道办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商改办”，设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具体

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陈致远同志兼办公室主任，曾树华同志兼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市发展和改革局黄劲同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邓罕超同志兼办公室

副主任。

                     罗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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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罗定市

数字政府网络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罗府办函〔2022〕56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有关单位：

为推进我市数字政府网络安全建设工作，提高数字政府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和数字政府网络安全指数，经市政府同意，决定成立罗定市数字政府网络安全

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 蓝   美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 陈   铭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市外事局局长：

         范建华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市行政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 李朝正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网信办主任：

         张天国   市政府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尹陆平   市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

         谭国松   市教育局副局长

         关   坚   市科学技术局四级主任科员

         陈鸿祯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

         陈广济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谭永林   市民政局副局长

         朱海宾   市司法局党组成员

         梁    亮   市财政局副局长

         谢炳南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李   定   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

         黎世成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

         陈华允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黄诗敏   市水务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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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慧红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陈建国　市商务局副局长

         梁洪强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

         陈汝华　市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

         彭天明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沈  东　市应急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

         张清源　市审计局副局长

         李海泉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梁   恒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梁其爱　市统计局总统计师

         陈   仪　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

         李梓健　市信访局副局长

         陈志祥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副局长

         刘江生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罗定分局副局长

         肖    铉　罗镜镇党委副书记

         彭良益　太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黎家州　分界镇党委委员

         彭志雄　罗平镇党委委员

         陈   定　船步镇党委委员

         唐颖瑶　䓣塘镇副镇长

         莫志文　苹塘镇党委副书记

         陈华佳　金鸡镇人大副主席

         陈志才　围底镇党委副书记

         胡文冠　华石镇副镇长

         胡杨明　榃滨镇副镇长

         温志荣　生江镇党委副书记

         杜   志　黎少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董富钊　连州镇党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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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燕飞　泗纶镇副镇长

         招朋菊　加益镇党委委员

         蓝   柱　龙湾镇党委副书记

         林海波　素龙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

         罗燕杏　双东街道党工委委员

         陈灿威　附城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彭秋彦　罗城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承担日常工作，办公

室主任由范建华同志兼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由陈志祥同志兼任（负责日常工

作），统筹协调全市数字政府网络安全建设和数字政府网络安全指数考评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

出，按程序报领导小组批准。

领导小组不纳入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不刻制印章。

                        罗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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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罗定市

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

管理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罗府办函〔2022〕59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鉴于人员和工作变动，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调整罗定市紧密型县域医

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管理委员会成员，调整后其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主      任：罗永雄 （市委副书记、市长）

常务副主任：陈致远 （市政府副市长）

副  主  任：欧小平 （市府办主任）

             许  云 （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成      员：谭源杰 （市委编办主任）

             黄  劲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赖  阳 （市财政局局长）

             邱立新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蓝其富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曾树华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陈   勇 （市医疗保障局局长）

             张宇年 （市府办金融办主任）

             卢志文 （市人民医院院长）

              陈南官 （市中医院院长）

罗定市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医共体建设

管理委员会）在市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负责统筹组织我市县域医疗卫生共同

体建设工作，协调推进发展规划、重大项目实施、人事、薪酬、医保支付、医

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各项措施以及监督检查等工作。

罗定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2年第4期

-16-



医共体建设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健康局）负责医共体建设

管理委员会日常工作，由陈致远同志兼办公室主任，欧小平、许云同志兼办公

室副主任，成员从医共体建设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和医疗卫生共同体成员单位

中抽调。工作职责：负责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相关政策研究，起草相关方

案、政策措施；筹备相关会议和活动；督促检查落实建设工作和总结上报等日

常工作；承担医共体建设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其它工作。

                       罗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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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罗定市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市行政服务中心

工作方案》的通知

罗府办函〔2022〕62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罗定市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市行政服务中心工作方案》已经市十七届人民

政府第2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实施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反映。

罗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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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广东省有关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及《云浮市关于

实施全市政务服务“一网统管”和“综窗受理”工作的通知》（云府办函

〔2021〕111号）精神，我市根据“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任务要求，扎实推

进全市政务服务事项“应进尽进”市行政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工作。

为更好地推动该项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

部署和要求，紧扣群众和企业办事“最多跑一次”目标，全面推进“一网一门

一次”改革，推进一网统管”和“综窗受理”的政务服务模式，着力破解办事痛

点堵点难点问题，建设功能完备、服务高效、管理规范、保障有力的全市一流

政务服务平台，全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运行模式，提高行政服务效能，

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二、进驻安排

（一）进驻原则。中心集中进驻和运行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1. 应进必进原则。本级各类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除残疾人服务、退役军

人服务、婚姻登记等事项外，其它可进事项一律进驻中心。

2. 综窗受理原则。中心按办件量、办理流程、专业技术要求和业务系统使

用要求设置若干专业服务窗口和综合受理窗口，逐步打破单位界限，按照“前

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模式，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综合

受理窗口运行机制。

3. 一网通办原则。推进云浮市一体化服务平台的全覆盖使用，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实现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100%。

4. 充分授权原则。进驻单位对窗口要充分授权，以事项标准化、数据化为

基础，建立权责明晰、责任到人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罗定市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市行政

服务中心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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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协同管理原则。压实进驻单位窗口建设主体责任，首席代表根据单位主

要领导的充分授权，在窗口全面代行管理职权，协助中心加强对窗口运行的组

织协调、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

（二）进驻事项。各单位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原则上一律进驻并授权到

位。因特殊原因不适宜进驻的，由事项主管单位向中心提出申请，并报请市政

府批准。

（三）进驻单位。市委办（市保密局、市档案局）、市委统战部（市民族

宗教事务局、市侨务局）、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市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含金融办）、市发展

和改革局、市财政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应急管理局、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教育局、市

民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医疗保障局、市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水务局、市司法局、市统计

局、市卫生健康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消防大队、市气象局、市税务

局、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罗定分局、市供电局、市烟草专卖局、云浮市公积金中

心罗定管理部、云浮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罗定分中心、罗定粤海水务有限公

司、罗定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三、窗口设置

中心的窗口设置分为专业服务窗口和综合服务窗口，窗口的设置由中心根

据工作需要和实际运行情况作动态调整。

（一）专业服务窗口（共设62个窗口）。

市公安局（13个窗口）、市税务局（8个窗口）、市司法局（4个窗口）、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6个窗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4个窗口）、市社

会保险基金管理局（5个窗口）、市医疗保障局（3个窗口）、云浮市公积金中

心罗定管理部（2个窗口）、市供电局（1个窗口）、罗定粤海水务有限公司

（1个窗口）、罗定新奥燃气有限公司（1个窗口），不动产服务（由市税务

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进驻，共设14个窗口）。云浮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罗定分中心整体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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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服务窗口（共设21个窗口）。

1. 企业开办综合窗口（进驻单位4个，设4个窗口）：落实商事登记、税务

发票、社保登记、住房公积金开户、刻章等对企业务的“一窗通办”“一窗通

取”服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税务局、公积金管理中心、刻章公司各派相

应人员进驻。

2.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窗口（进驻单位3个，设3个窗口）：落实由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发展和改革局、市自然资源局分别牵头的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全流程（立项用地、工程建设、施工、竣工验收）“一个窗口”“一站式”服

务；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发展和改革局等单位各派相应

人员进驻。

3. 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进驻单位25个，设14个窗口<含3个咨询导办窗

口>）：

其中，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应急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

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

卫生健康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消防大队、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罗定分

局、市烟草专卖局等14个单位至少各派1人进驻。该窗口进驻人员除受理本单位

业务外，还应根据中心工作要求，无差别代理其他单位业务。

市委办（市保密局、市档案局）、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市侨

务局）、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含金融办）、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市财政局、市科学技术

局、市水务局、市统计局、市气象局等11个单位应在发生业务时自行派员取件

送件，或在业务量较大时，适时派员常驻。日常收发件业务由综合窗口人员代

为处理。

四、人员派驻

中心的专窗和综窗工作人员由各单位派驻，各单位派驻人员数量由中心根

据工作需要决定，人员数必须满足在承诺时限内办结事项的要求。各单位应选

派4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且能熟练操作计算机的公务员或事业编制干部或

正式职工进驻中心窗口工作。窗口人员原则上要在窗口工作不少于1年，无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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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不得中途调换；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换窗口人员的，须提前1个月向中心报

备，经批准后方可调换，并做好新进人员培训，确保换人后工作效率不减。派

驻人员不胜任窗口工作的，中心有权要求派驻单位更换窗口人员。

（一）派驻人员数量

1. 专业窗口派驻人员62名。其中公安、税务等已进驻大厅的专业窗口人员

保持不变。对于新进驻大厅的公积金业务由公积金中心派驻2名人员、社保医保

经办业务由市社保局派驻8名人员、人力资源业务由市人社局派驻4名人员。

2. 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派驻人员21名。由纳入综合窗口管理的单位派驻人

员组成。其中，企业开办类窗口单位派驻4名人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税务

局、云浮市公积金中心罗定管理部、刻章企业各派1名），工程审批类窗口单位

派驻人员3名（市发展和改革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派1

名）；无差别受理窗口单位派驻人员14名（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应急管理

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教育局、市民政

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卫生健康局、市文广旅体局、市消防大队、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罗定分局、市烟草专卖局14个单位各派1名）。对市委办、市

委统战部、市财政局等年均业务量较少的11个单位暂不派驻人员，由无差别受

理窗口统一受理，单位后台审批，提高窗口使用效率。

3. 后台审批人员的派驻。除以上窗口前台人员外，各单位应根据业务情况

配备相应后台审批人员。后台审批人员的数量由原单位和中心研究决定，后台

审批人员必须具备业务审批权，对即办件应当场审批出件；对非即办件或涉及

多个单位（或多个内部股室）共同审批的业务，由后台人员全程衔接并代为处

理办件流转业务，绝不能发生要求群众往返跑的情况。同时，为进一步加快审

批效率，各单位应将审批权授权至窗口前台人员。

（二）派驻人员管理

1. 明确对派驻人员的管理权限。派驻人员实行中心与进驻单位双重管理，

赋予中心对派驻人员的监督管理、考核、培训权限，由中心负责派驻人员的日

常管理、日常考核、年度考核和培训等工作；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派驻人员的

选拔任用、职级晋升、职称评定、调整交流工作应征求中心的意见和建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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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人员管理办法由中心负责制订，征求组织人事部门意见后印发实施。

2. 明确对综合窗口人员的统筹调配使用权限。对纳入综合窗口管理的派驻

人员，赋予中心跨部门、跨职能调配使用的权限。中心有权对综合窗口人员实

行统筹调配使用，用于服务保障大厅的日常运作和优化建设等工作。

五、进驻时间安排

（一）6月20日，印发《罗定市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方

案》，安排部署进驻工作。

（二）6月20日，明确各单位进驻中心具体办公区域，明确进驻事项和进驻

人员，并提前做好相关对外服务的布置工作，提前做好搬运筹备工作（各进驻

单位自行负责）。

（三）6月21日至26日，发布搬迁公告（或相关单位对外办公点变更公告），

完成各进驻单位的搬迁工作。

（四）6月27日至30日，试运行。

（五）7月1日，正式开始对外运作。

五、进驻工作要求

中心的进驻运行，是优化行政审批职权的一项改革工作，各单位要按照进

驻的安排，做到不讲困难不谈条件、不折不扣的做好进驻工作。

（一）做好宣传资料的印制工作。各进驻单位认真梳理已确定进驻事项的

办事流程，提前印制好办事指南，办事指南中公开事项名称、法律依据、办理

程序、申请条件、申报资料、办理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外，还需公开申请行

政复议、进行投诉举报的相关渠道，进驻时办事指南、办事须知等宣传资料摆

放窗口台面。

（二）加强人员管理。各有关单位进驻人员身份不变、人事关系不调转，

工资和福利待遇由原单位负责，党组织关系不变。为加强人员管理，充分发挥

其在窗口的服务作用，全体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中心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业务上接受原单位的指导。

（三）运作管理模式。各单位进驻中心后，根据业务性质不同，暂行实施

专业服务窗口和综合服务窗口两种不同的服务模式，各窗口统一使用“云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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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统一进件和出件。中心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定期检查

办件效率，动态调整窗口和人员设置，对效能低下的窗口进行取消或合并，对

业务不精、作风不正的人员及时调整。

（四）后勤保障管理。由市财政局根据在中心内的办公人员数，同步增加

中心办公经费和业务经费。由中心统一负责落实水、电、空调、网络（专线除

外）、安全保卫、前台办公桌椅、群众等候区座椅及其他公用设施。由各进驻

单位自行解决办公所需的电脑、电话、系统专线、打复印机、扫描仪、高拍

仪、后台办公桌椅及相关办公耗材、办公设备设施等，各单位原用于窗口办公

的物资应一律搬移到中心，必须在2022年7月1日前配齐办公所需的物资。由中

心为进驻人员统一定制工服（公安、司法、税务、市场监督除外），人员若发

生变更，新进驻人员的服装费由各单位自理。

（五）严格监督问责。为保障进驻工作有序推进，中心将会同市纪委监

委、市政府督查室对各单位进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及时通报工作进度和存在

的问题，对进驻不力或工作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推进不力的单位和相关责任

人进行问责。各进驻单位的办事效能列入年度绩效考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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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府干〔2022〕19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经研究，决定：

黄永钊同志任市公安局素龙派出所所长，免去其市公安局附城派出所所长

职务；

何伟良同志任市公安局附城派出所所长；

吴能钦同志任市公安局分界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陈茂广同志任市公安局船步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郑送同志任市公安局榃滨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黄龙飞同志的市公安局船步派出所所长职务。

                                           罗定市人民政府

                                           2022年5月12日

罗定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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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府干〔2022〕20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经研究，决定：

免去李梓轩同志挂任的双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罗定市人民政府

                                           2022年5月12日

罗府干〔2022〕21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经研究，决定：

张国森同志任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罗定市人民政府

                                           2022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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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府干〔2022〕22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经研究，决定：

黎勇豪同志任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陈杰宇同志任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陈奋高、温鹰海同志的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职务。

                                   

罗定市人民政府

                                    2022年5月18日

罗府干〔2022〕23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经研究，决定：

陈利同志挂任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时间1年。                           

                                            

罗定市人民政府

                                 202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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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府干〔2022〕24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同意以下同志按期正式任

职：

陈华允同志任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梁汝宝同志任市审计局副局长。

                                           罗定市人民政府

                                           2022年6月2日

罗定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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