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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抵押登记
全流程线上办理

滇西反攻战
浮雕群落成

保山新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目前昆明主城区建行 5 个分中心和公积金服务
中心可办理，
以后会逐步覆盖全网点

昆明市国土资源局与建设银行昆明分行昨日签订“互联网+不动产抵押登记”
合作协议，现场同时授予系统上线远程终端第一本不动产登记证明书，标志
着昆明市主城区不动产抵押登记实现“不见面”服务新模式。

不动产抵押登记更加便捷
据悉，新模式通过开展抵押登记延伸
服务，
可以实现 3 个转变：
一是延伸服务网点，实现不动产抵押
登记在银行端
“一站式”
服务。利用
“互联
网+”
技术，
与抵押登记业务大的建设银行
协商并签订合作协议，
通过数据共享应用，
构建不动产登记与建设银行业务互联平
台，
在银行网点建立抵押贷款、
不动产登记
“一站式”
网点，
实现企业、
群众在银行网点
办理抵押贷款的同时，
一并办理抵押登记。
二是延伸服务网点，实现不动产抵押
登记“外网申报内网审核”。昆明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与建设银行建立数据互联互
通和互信互认机制，银行端口实现申请材
料电子化后，实时推送至不动产登记系统
平台，不动产登记机构审核申请材料受理
后将受理通知书推送至银行系统，抵押登
记业务正式受理。不动产登记机构在承

诺的时限内完成抵押登记业务的内审、登
簿后，将不动产抵押登记证明数据信息推
送至银行端，银行完成抵押登记证明的自
助打印，便可向企业、群众发放贷款。
三是延伸服务网点，实现不动产抵押
登记“不见面”服务。昆明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与建设银行前期完成了延伸服务所
需的平台搭建、接口开发和流程再造。将
原线下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现场到不动产
登记机构共同申请，转为银行端申报后，
不需要当事人见面，不动产登记机构即可
全流程线上办理登记，实现“让数据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真正实现便民利企。
首批开展延伸服务的业务主要为取得不
动产权证的存量房抵押登记。待数据整
合全部完成，以及延伸服务运行稳定后，
逐步扩大业务范围，并向其他有需求的银
行等金融机构扩展。

银行放贷速度进一步加快
“过去房贷是手工办理，到银行签完
合同后，由银行方派员和客户一起到不动
产登记窗口办理，现在只要客户把资料交
给银行，后面的事情就不用管了，这些事
情都由银行来网上办理，不用客户跑腿
了。现在办完抵押登记后就存档，等客户
还完贷款后，就自然解抵押，不动产登记
证书就归还给客户。办理贷款所需的资
料、手续都会提前给到客户，方便客户一
次办完。客户现在只需来一次即可。”中
国建设银行昆明分行住房金融业务部总

第一个贷中心：
东风西路 38 号建工大楼三楼
第二个贷中心：
金碧路靖国大厦一楼
第三个贷中心：
东风西路电子大厦二楼
第四个贷中心：
人民中路美亚大厦西裙楼三楼
第五个贷中心：
国贸路供销大楼三楼
个贷中心提前还款集中受理点：
金碧路靖国大厦一楼

“20佳创新企业”
每户奖励100万元

昨日，
“绿色云品·美好共享”云
南绿色食品品牌系列新闻发布会·
绿色梦想云企篇新闻发布会在昆明
海埂会堂举行，继 11 月 28 日公布
30 家获奖企业名单（详见本报 11 月
29 日 A05 版）后，此次发布会进一步
介绍了本次评审过程及我省绿色食
品工业发展的相关情况。
据悉，本次评出来的获奖企业，
除颁发荣誉证书外，
“10 强企业”和
“20 佳创新企业”将分别按照每户
200 万元、100 万元的标准给予资金
奖补。同时，注重结果应用，获得荣
誉称号的单位，可以在产品包装、说
明书及宣传推介、展示销售活动中使
用相关字样和标志，
以提升企业和产
品的知名度和信誉度。相关部门将
定期依法开展监督、检查和抽查，确
保产品质量。
本报记者 期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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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
云南省分行
个人贷款中心分布

经理刘坤表示，以往由于有代办方加入，
资料在多个环节中会有变化，而线上办理
则减少了这些环节；
过去银行方要和客户
一起到不动产登记窗口办理，现在银行网
点办公室内就可扫描资料，完成整个流
程；此外，现在办理时间上也比过去要
快。新系统上线加快了贷款放贷速度，助
力客户早日实现住房梦。
据悉，
目前上线的是一期系统，
建行有
5 个分中心和公积金服务中心可办理，以
后会逐步覆盖全网点。 本报记者 张勇

绿色食品
“10 强企业”
每户奖励
200 万元

经过 1 年多时间的创作，一座以反映
和纪念 74 年前滇西抗战大反攻重大事件
的大型汉白玉浮雕群——滇西反攻战浮
雕群近日在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光尊寺
外落成。至此，保山又新增一个纪念滇西
抗战的重要设施。
据介绍，
抗战期间，
隆阳区作为滇西抗
战的交通公路枢纽、中国远征军 16 万人的
集结地以及作战决策指挥中心和人员物资
的重要基地，
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
为支
援抗战，全区数十万各族人民为此作出了
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为滇西抗战的最后胜
利奠定了基础。抗战期间，光尊寺曾被临
时设置为远征中学，1944 年 5 月 11 日，中
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在这里召开重要军事
会议，
下达了滇西反攻战役命令。
为纪念这次伟大的胜利，中共保山市
隆阳区区委、区政府决定投资修建这座浮
雕群，板桥镇光尊寺作为中国远征军司令
长官部下达滇西大反攻之地，被选定为浮
雕建设地点。在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支
持下，隆阳区政府、保山市和隆阳区史志
委共同筹资 29 万元，由瑞丽市胤达雕塑有
限公司历时 1 年多完成创作。
新落成的滇西反攻战浮雕群全部选
用汉白玉，长 19.45 米，寓意代表滇西抗战
在 1945 年取得胜利，高两米，寓意代表滇
西抗战长达两年之久。整个浮雕群全面
反映了中国远征军从 1942 年 5 月入缅作
战以来，到 1945 年 1 月芒友会师滇西反攻
战胜利，其中发生的 10 个重要的历史标志
性事件。
本报记者 崔敏
通讯员 寸喜梅 宋延龄 摄影报道

昆明鹏云地铁传媒有限公司

2019 年度部分行业、客户广告经营代理权招标结果的公示
昆明鹏云地铁传媒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鹏云地铁传媒）2019 年度部分行
业、客户广告经营代理权招标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向备选公司发出投标邀请函，
2018 年 11 月 27 日接受报名，经审查合
格的投标方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在鹏云
地铁传媒多功能厅进行投标陈述及现场
评分。根据现场陈述、谈判及鹏云地铁
传媒招标工作小组评审评分情况，确定
了符合投标流程的广告公司，现将拟授

予鹏云地铁传媒 2019 年度部分行业、客
户广告经营代理权的公司公示如下：
1、地产行业 2019 年度特别授权广
告经营代理权：联合体（由昆明科莱斯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云南创锦恒升广告有
限公司组成）；
2、家居建材装饰行业 2019 年度特
别授权广告经营代理权：联合体（由昆明
优邦广告有限公司、云南世纪同赛广告
传媒有限公司、昆明蓝涛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组成）；
3、金融行业 2019 年度指定客户广
告经营代理权：昆明诠艺广告艺术传播
有限责任公司；
4、州市旅游业务（不包含直接续约
客户）2019 年度广告经营代理权：昆明
科莱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综合行业指定客户 2019 年度广告
经营代理权：
云南创锦恒升广告有限公司；
6、通讯行业 2019 年度指定客户广

告经营代理权：云南减法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以上广告公司代理的具体行业、客
户，以我司最后颁发的代理授权书为准，
特此公示。
公示时间：2018 年 12 月 4 日——12
月8日
联系电话：
0871-68306161。
昆明鹏云地铁传媒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