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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
员 燕钦亮 王志汉 报道）今年以来，市住建
局城建服务中心以加强房产测绘管理、规
范房产测绘市场为抓手，以维护群众和企
业合法权益为目标，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把
完善房产测绘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摆上重
要议事日程。通过修订完善和制定出台一
系列相关文件，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心坚

持建章立制强管理，维护权益促
规范，抓细抓小推落实，有力推
动了我市房产测绘行业健康发
展。

在具体工作中，结合我市实
际和未来发展需要，市住建局城
建服务中心及时对《滨州市房产
测绘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完
善。据悉，《滨州市房产测绘实
施细则》于2009年制定，随着现
代化城市建筑物设计样式的变

化以及传统测绘向信息化测绘转变，该细
则已经无法适应测绘市场的需求，亟须进
行修订完善。根据国家相关最新法律法
规，借鉴其他省市先进做法，结合我市房产
测绘市场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该中
心对《滨州市房产测绘实施细则》进行了修
订。新修订的《滨州市房产测绘实施细则》

于今年3月25日正式出台，其更加强调可
操作性和规范性，对测绘人员提出了房产
测绘的基本精度要求；详细解释了层高、净
高、技术层、架空层、夹层等测绘专业术语，
修改了阁楼、伸缩缝等测绘专业术语，新增
了房屋面积测算、房屋面积预测算以及雨
篷、不动产单元和人防工程等测绘专业术
语；对建筑面积计算、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的
规则，以及房屋建筑面积测算、房产变更测
量等环节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最大限
度地确保了测绘成果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下发《关于进一步提高房产测绘成果
备案工作质量效率的通知》，压减房产测绘
成果备案需要提交的要件数量和办理时
限，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市
住建局城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依据
该通知要求，目前各级住建部门在进行房
产测绘成果备案时，只需要委托方提交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附图原件及规划审批单（表）、共用部位服
务对象范围说明原件，并且仅在预测备案
阶段提交一次，实测备案阶段不需要再重
复提交；在实测备案阶段，只需要委托方提
交变更后的共用部位服务对象范围说明原
件。在各项备案资料提交齐全的前提下，
房产测绘成果备案的工作时限由之前不超
过7个工作日，压减到现在不超过3个工作
日，全面提升房产测绘成果备案工作的服
务效率和质量。

出台我市第一个关于房产测绘管理的
系统性规范性文件《滨州市房产测绘管理
办法》，积极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工作人
员介绍，《滨州市房产测绘管理办法》于今
年10月8日印发，将于11月9日起正式施
行。该办法重点加强了对房产测绘服务中
介机构的管理、房产测绘成果的监督检查

以及房产测绘成果备案管理，进一步明确
了对各级主管部门、房产测绘机构、委托测
绘方三方的要求。《滨州市房产测绘管理办
法》施行后，将对房产测绘机构按照“守信
激励、失信惩戒”原则实施信用管理，并明
确主管部门、房产测绘机构、委托测绘方在
确保房产测绘成果质量方面的责任，进一
步规范房产测绘市场，保证房产测绘成果
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有效维护群众的合法
权益。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市住建局城建服
务中心将坚持抓规范、强制度、重落实，一
方面持续加大对现有规章制度、标准规范
的宣传培训和贯彻落实力度，确保各项制
度规范落实落地，真正执行到位；另一方
面，将根据需要不断完善房产测绘方面的
相关制度体系建设，狠抓规范管理，提升服
务效率，促进全市房产测绘行业健康发展。

建章立制强管理 维护权益促规范
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心积极推动我市房产测绘行业健康发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房产测绘管理，保证房
产测绘成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维护群众和
企业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
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文件
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房产测
绘活动，实施房产测绘管理，应当遵循本办
法。

第三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全市
房屋面积管理主管部门，负责拟定房屋面
积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制定房产
测绘行业标准与规范并组织实施，承担滨
城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房产测
绘成果审核、备案管理、利用服务工作。其
他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为本辖
区房屋面积管理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房
产测绘管理工作。

第四条 房产测绘应遵循公开、公正、
平等竞争的市场竞争原则，遵守执业规则
和职业道德。禁止测绘成果质量低劣和恶
性竞争情形，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分割、封
锁、垄断房产测绘市场。

第五条 房产测绘实行委托制度。委

托方（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他建设单位、个
人）自主选择房产测绘服务中介机构（受托
方）。受托方严格按照约定的期限按时完
成房产测绘业务，配合委托方将房产测绘
成果提交房屋面积管理主管部门进行审
核，房屋面积管理主管部门对审核通过的
房产测绘成果按规定予以备案。

第二章 房产测绘服务中介机构管理

第六条 从事房产测绘服务中介机构
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本市工商注册登记的独立法人
单位，或在其它行政区域注册、在本市具有
固定办公场所的；

（二）具备房产测绘资质，并在测绘资
质等级许可范围内从事房产测绘活动；

（三）1年内无不良信用信息记录。
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房产测绘中介服务

机构拟从事房产测绘业务的，应按照《滨州
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行业监管办法
（试行）》第六条、第九条规定在全市工程建
设项目“多测合一”名录库中进行注册。

第七条 房产测绘服务中介机构工作
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从事房产测
绘工作：

（一）1年内有不良信用记录；

（二）无合法有效的测绘作业证；
（三）非本单位正式工作人员。
第八条 房产测绘服务中介机构及其

从业人员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执行国家、省、市房产测绘的测量规范和技
术标准、规定、准则，提高测绘技术水平，对
完成的房产测绘成果质量负责，保证测绘
成果的完整、准确，不得违规测绘、弄虚作
假，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
人合法权益，接受房屋面积管理主管部门
和有关部门的技术指导和业务监督。

第九条 房屋面积管理主管部门对房
产测绘服务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按照

“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原则实行信用管理，
不断规范房产测绘市场。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负责全市房产测绘行业信用管理工
作，承担滨城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州北海经济开
发区房产测绘行业信用信息的归集、共享、
应用等工作。其他县（市、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门负责本辖区房产测绘行业信用管
理工作，承担本辖区房产测绘行业信用信
息归集、共享、应用等工作。

第三章 房产测绘成果监督检查

第十条 房产测绘服务中介机构对房

产测绘成果终身负责。测绘成果出现质量
问题的，由房产测绘服务中介机构承担相
应经济和法律责任，如因委托方提供的基
础材料不实而产生损害性后果，由委托方
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委托方应对房产测绘成果
实施验收，其中对商品房产预测绘成果实
施阶段性验收，竣工后实施房产测绘成果
整体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书。

第十二条 房屋面积管理主管部门应当
加强质量监管，结合房产测绘服务中介机构
业务开展和成果应用情况，实施不同频次的
差异化监督检查，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房
产测绘成果进行技术审查或抽查。

第十三条 房屋面积管理主管部门应
把成果质量监督检查以及日常监督检查，
委托方及相关部门举报、投诉、反馈的情况
等纳入对房产测绘服务中介机构的信用信
息管理，并作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奖
惩措施。

第四章房产测绘成果备案管理

第十四条 房屋面积管理主管部门对
房产测绘成果实行备案管理。一般程序：

（一）委托方提交房产测绘成果资料；
（二）对符合规划、房屋交易与产权管

理规定、审核通过的房产测绘成果资料予
以备案；

（三）将测绘成果信息记载至楼盘表中；
（四）将经过备案的房产测绘成果的书

面资料和电子数据资料归档、入库。
第十五条 滨城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州北海经
济开发区的房产测绘成果，委托方应向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备案,其他县（市、
区）的房产测绘成果，委托方应向所在地房
屋面积管理主管部门申请备案。

第十六条 房产测绘成果资料包括书
面资料和电子数据资料，内容与形式应符
合房屋面积管理主管部门备案要求。房产
测绘服务中介机构对房产测绘成果的真实
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1年11月9日
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1月8日。

第十八条 本办法出台前制定的相关政
策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10月8日

滨州市房产测绘管理办法

“这个垃圾桶离着健身器材太近，影响
人们健身，李书记看看能不能找人挪一
下？”10月8日下午，在滨城区彭李街道李
南蒲小区健身广场上，几位老人围着李南
蒲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李南蒲网格党支部
书记李延忠提意见。

“是啊，当时安装时确实欠考虑，我马
上找人挪走。”李延忠仔细查看现场后，爽
快地答应着。

听到自己提的意见有了回应，老人们
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之后，大家继续
愉快地聊天、健身、自由活动，满满的幸福
感油然而生。

崭新的楼房、宽阔平坦的路面、摆放整
齐的车辆、新植的苗木、人们脸上的笑
意……这是今年李南蒲小区实施改造提升
工程后呈现出的新气象。

“小区一建起来我就搬过来住了，至今
已有10多年了。一开始小区楼房新、环境
还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墙逐渐破旧脱
落，楼顶时有渗水现象，道路也变得坑坑洼
洼，人们出行很不方便，今年经过这么一整
修，道路变得平坦、楼房焕然一新，大家出
行方便了，住在这里心里也敞亮。”李南蒲
小区居民李全贵高兴地说，“广场也平整
了，我时常组织队友们过来练几套太极
拳。”

在小区内东墙上，张贴着一块公示栏，
上面写着《李南蒲网格党支部2021年公开
承诺》标题，这是今年社区改制后，彭李街
道党工委推行的基层党组织公开承诺制
度，目的是有效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增强
村级网格党员干部干事创业能力，推动村
级网格党组织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进一
步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公示
内容第四项就是李南蒲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项目，项目内容、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
十分醒目。

“今年，我们从群众需求出发，把小区
改造提升作为党支部的公开承诺事项抓落
实，通过多次召开党员会议制订方案，组织
施工队伍抓推进，自4月份至今，历时4个
多月时间，累计投资300多万元，实现了工
程基本完工。”李延忠的话语里充满责任
感、自豪感。

据了解，李南蒲小区于2008年启用，
共计 14 栋多层住宅楼，居民 387 余户，

1090余人，今年以来，针对李南蒲小区老
旧、问题多、群众反映问题强烈的实际情
况，李南蒲社区联合村级网格，通过入户
走访、会议座谈等形式，认真听取群众意
见，将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作为民生项目上
报街道党工委，并向社会公开，随时接受
监督。开弓没有回头箭，接下来，社区和
村级网格多次组织召开党员会议、居民代
表会议，研究制订改造方案，通过招投标
确定施工队伍。村级网格党支部自筹资
金300余万元，对小区下水道进行统一改
造，翻修并重新铺设小区路面；1到7号楼
加装外墙保温层并重新喷刷外墙漆、对7
栋楼楼顶全部重新做了防水，8到10号楼
实施了外墙漆喷刷，对楼道墙面全面粉刷；
栽植五叶枫168株、月季200余株。基础
设施大投入，换来了环境面貌脱胎换骨般

的大提升。
“经过改造提升，楼新了、路平了，小区

里还划了停车线、安装了垃圾箱、配备了垃
圾桶，环境卫生上去了，车辆停放规范了，
人们也有活动场地了，大伙住着很舒适也
很开心。”居民李道义说。

另外，社区和村级网格以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和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为契机，
持续加大小区规范管理，不仅按照要求设
置了公益广告、安装了门禁道闸装置，还联
系相关部门统一“飞线”治理、统一划设车
位线，设置了集中晾晒区，完善了健身设
施，让小区环境变得更整洁、更有序、更宜
居。

“经过4个多月的整治，李南蒲小区面
貌焕然一新，为了做到小区环境长效保持，
我们社区牵头划分了责任区域，实行分片

包干，每个楼道都设置一名
保洁人员负责卫生清扫，支
部成员实行楼道分包制，社
区定期展开巡查，对发现的
问题现场进行整改，确保楼
道内每天干净整洁、杜绝堆
放杂物现象，这一做法得到
了居民的充分认可。”李南蒲
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
任杲芳说。

夕阳映照下，李南蒲小
区多了几分自然恬静，楼栋
间一片宽阔空地上，10余名
中老年人摆好队形，伴随着
轻柔的音乐，惬意地练着太
极拳，平添了几分魅力与和
谐……

小区旧貌换新颜 群众乐居心里甜
滨城区彭李街道李南蒲小区实施改造提升工程后呈现新气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田中岳 通讯员 夏玉忠

李南蒲小区改造后航拍图。

社区人员查看小区建设情况。

小区环境好，太极添魅力。

设置集中晾晒区，方便居民晾晒衣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