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项名称：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首次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权属来源材料（原件）： 

（1）以协议方式取得，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用地批准文件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 

（2）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3）土地出让金缴纳凭证；（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4、由登记机构或者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包括：不动产

权籍调查表、不动产测绘报告、界址点坐标、宗地图；（原件） 

5、完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审核→记载于登记簿→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  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办结（不含权籍调查及公告时间）。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4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件；非住宅 550/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首次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权属来源材料（原件）： 

（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用地批准文件；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 

若属于补办用地手续的，只提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用地批准文件； 

4、由登记机构或者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包括：不动产

权籍调查表、不动产测绘报告、界址点坐标、宗地图；（原件） 

5、完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审核→记载于登记簿→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  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5个工作日办结（不含权籍调查及公告时间）。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4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件；非住宅 550/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以租赁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首次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权属来源材料（原件）： 

（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用地批准文件；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3）土地租金缴纳凭证；（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4、由登记机构或者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包括：不动产

权籍调查表、不动产测绘报告、界址点坐标、宗地图；（原件） 

5、完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  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5个工作日办结（不含权籍调查及公告时间）。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4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件；非住宅 550/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http://www.ycsmdt.gov.cn/


 

◆事项名称：以作价出资（入股）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首次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权属来源材料（原件）：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资或者入股的批准文件； 

（2）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 

4、由登记机构或者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包括：不动产

权籍调查表、不动产测绘报告、界址点坐标、宗地图；（原件） 

5、完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  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5个工作日办结（不含权籍调查及公告时间）。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件；非住宅 550/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以授权经营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首次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权属来源材料（原件）： 

（1）土地资产处置批准文件； 

（2）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或者《不动产权证》 

4、由登记机构或者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包括：不动产

权籍调查表、不动产测绘报告、界址点坐标、宗地图；（原件） 

5、完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  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5个工作日办结（不含权籍调查及公告时间）。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4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件；非住宅 550/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取得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申请首次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权属来源材料（原件）： 

（1）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2）以出让方式取得提供《国有农用地出让合同》； 以租赁方式取得提供《国有农用地

租赁合同》； 

（3）土地出让金或者土地租金缴纳凭证；（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4、由登记机构或者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包括：不动产

权籍调查表、不动产测绘报告、界址点坐标、宗地图；（原件） 

5、完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  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5个工作日办结（不含权籍调查及公告时间）。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4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件；非住宅 550/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A410室、A412 室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申请首次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权属来源材料（原件）： 

（1）《国有土地使用证》、《不动产权证》或土地权属来源材料；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 

（3）《房屋竣工验收备案表》或房屋竣工的材料； 

（4）建筑物区分所有的，确认建筑区划内依法属于业主共有的道路、绿地、其他公共场

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等材料。 

4、由登记机构或者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包括：不动产

权籍调查表、不动产测绘报告、界址点坐标、宗地图；（原件） 

5、完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  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5个工作日办结（不含权籍调查及公告时间）。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4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件；非住宅 550/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305室、306室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设定抵押申请抵押权首次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 

4、主债权债务合同（申请最高额抵押的提交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债权的合同）、抵押

合同（申请最高额抵押的提交最高额抵押合同）； 

5、同意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的，提交

已存在债权的合同以及当事人同意将该债权纳入最高额抵押权担保范围的书面材料。 

备注： 

主债权合同中有抵押条款的，不提供单独的抵押合同；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审核→记载于登记簿→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  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办结。(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件；非住宅 550/件；抵押权人为小微企业的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设定抵押申请抵押权首次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国有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 

4、主债权债务合同（申请最高额抵押的提交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债权的合同）、抵押

合同（申请最高额抵押的提交最高额抵押合同）； 

5、同意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的，提交

已存在债权的合同以及当事人同意将该债权纳入最高额抵押权担保范围的书面材料。 

备注： 

主债权合同中有抵押条款的，不提供单独的抵押合同；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  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办结。（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件；非住宅 550/件；抵押权人为小微企业的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以在建建筑物设定抵押申请抵押权首次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国有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 （原件） 

4、主债权债务合同（申请最高额抵押的提交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债权的合同）、抵押

合同（申请最高额抵押的提交最高额抵押合同）； 

5、同意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的，提交

已存在债权的合同以及当事人同意将该债权纳入最高额抵押权担保范围的书面材料。 

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 

7、《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备注：主债权合同中有抵押条款的，不提供单独的抵押合同；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  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5 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4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件；非住宅 550/件；抵押权人为小微企业的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308室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权利人的姓名、名称变更申请变更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申请人是自然人的，提交户口簿或者户籍部门出具的变更名称的证明。申请人是法人、

非法人组织的，属于机关、事业、社团法人的，提交上级部门变更名称的批准文件；属于企业

的，提交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的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5、属于“改制更名”申请变更登记的，提交完税凭证或者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  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 个工作日办结。（不含公告期限） 

企业办理：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 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40 元/件；非住宅 275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权利人的身份证明类型、号码变更申请变更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权利人的身份证明类型、号码发生变更的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

退回。）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 个工作日办结。（不含公告期限） 

企业办理：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 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40 元/件；非住宅 275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不动产的坐落发生变更申请变更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不动产坐落发生变更的证明材料；（门牌启用证（原件）或者人民政府、地名管理部门

发布的变更地名的公告（复印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 个工作日办结。（不含公告期限） 

企业办理：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 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40 元/件；非住宅 275元/件；因行政区划调整导致坐落、门牌号变更的免登记费，

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不动产的界址发生变更申请变更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规划、土地部门同意不动产界址发生变更的材料；（原件） 

5、不动产为净地的，由登记机构或者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包括：不动产权籍调查表、不动产测绘报告、界址点坐标、宗地图；（原件） 

不动产为房屋的，由登记机构或者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房屋测绘报告”。（原

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 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40 元/件；非住宅 275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不动产的用途发生变更申请变更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土地、规划部门同意变更用途的材料；（原件） 

5、因用途变更需要缴纳费用的缴费凭证；（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6、完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 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40 元/件；非住宅 275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不动产的面积发生变更申请变更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土地、规划部门同意变更面积的审批材料；（原件） 

5、不动产为净地的，由登记机构或者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包括：不动产权籍调查表、不动产测绘报告、界址点坐标、宗地图；（原件） 

不动产为房屋的，由登记机构或者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房屋测绘报告”。（原

件） 

6、因面积变更需要缴纳费用的缴费凭证；（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7、完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 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40 元/件；非住宅 275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不动产的权利期限发生变更申请变更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土地部门同意变更权利期限的材料；（原件） 

5、因权利期限变更需要缴纳费用的缴费凭证；（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6、完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 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40 元/件；非住宅 275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不动产的权利来源发生变更申请变更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土地部门同意变更权利来源的批准材料；（原件） 

5、因权利来源变更需要缴纳费用的缴费凭证；（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6、完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 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40 元/件；非住宅 275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以划拨转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变更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变更证明材料（原件）： 

（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用地批准文件；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4、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5、土地出让金缴纳凭证；（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6、由登记机构或者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包括：不动产

权籍调查表、不动产测绘报告、界址点坐标、宗地图；（原件） 

7、完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 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40 元/件；非住宅 275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同一权利人分割（合并）不动产申请变更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变更证明材料（原件）： 

（1）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  

（2）土地、规划部门同意分割（合并）的材料；  

（3）不动产是净地的，出具由登记机构或者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不动产权籍

调查成果，包括：不动产权籍调查表、不动产测绘报告、界址点坐标、宗地图； 

不动产是房屋的，出具由登记机构或者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测绘报告”。 

（4）按规定要求消防验收的，符合消防验收的材料； 

备注：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40 元/件；非住宅 275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不动产的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申请变更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的证明材料；（原件） 

5、因共有性质变更需要缴纳费用的缴费凭证；（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6、完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40 元/件；非住宅 275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购买新建商品房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权属来源材料（原件）： 

（1）已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正本； 

（2）购房发票。 

4、完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购买存量房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存量房买卖合同》（正本原件） 

5、经济适用房、房改房、集资房、康居安置房以及其他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的房屋，

需提交土地出让金缴纳票据；（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6、法人、非法人买卖不动产的，需提交购买发票；（原件） 

7、房屋为国有财产的，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的提交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出售的批准文件；属

于企业的提交同级国资委同意出售的批准文件；（原件） 

8、房屋为统建房的，需提交“购买区直统建房申请审核表”（原件）；原房屋有“享受优

惠面积”的，需提交“补交享受优惠面积的差价款”收据（原件）； 



9、完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A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3、已备案的《经济适用住房买卖合同》正本；（原件） 

4、购房发票，并加盖“发票专用章”或者“财务专用章”；（原件） 

5、2003 年 7月 1日后签订购房合同的，需提交《购买经济适用房资格证》或者《银川市

重点工程拆迁安置审核表》或者《住房保障证》；（原件） 

6、从原单位购买的，需提交原单位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者《不动

产权证》；（原件） 

7、完税凭证。（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不收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购买房改售房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3、《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正本原件） 

4、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发票，并加盖“发票专用章”；（原件） 

5、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价格申报表；（原件） 

6、从原产权单位购买的，提交原单位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者《不

动产权证》；（原件） 

7、完税凭证。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购买新建统建房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3、已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正本；（原件） 

4、职工购买区直统建住房申请审核表；（原件） 

5、购房发票；（原件） 

6、完税凭证。（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征收安置取得房屋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若原权属证书已

被注销的，提交不动产权籍档案部门出具的“灭籍单”（原件）； 

4、已备案的《征收安置协议》；（原件） 

5、《征收安置协议》中有安置房屋面积超出应安置面积且需补交增面积房价款约定的，需

提交购买发票；（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6、缴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康居安置房屋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3、《康居安置房屋合同》（正本原件） 

4、《康居安置房屋合同》封面盖有“享受优惠”章的，免税；没有加盖“享受优惠”章的，

提交缴税票据；（原件） 

5、价格核算表或者拆迁安置协议；（原件）  

6、完税证明或减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康居商品房屋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提交：居民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出生证、军（警）官证、士兵证、文职干部证、学员

证、来往内地通行证、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护照、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3、《康居商品房合同》（正本原件）； 

4、土地出让金缴纳票据；（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5、缴税票据。（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夫妻约定转移不动产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提交居民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出生证、军（警）官证、士兵证、文职干部证、学员证、

来往内地通行证、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护照、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者《不动产权证》；（原件） 

4、基于婚姻关系的夫妻约定，提交《结婚证》和“夫妻财产约定书”；离婚的，提交《离

婚证》和“离婚协议书”；（原件） 

5、离婚转移不动产的，但在“离婚协议书”中没有明确转移不动产的内容，离婚双方可

以当场提交因离婚转移不动产的“财产约定书”；（原件） 

6、“夫妻财产约定书”或者“离婚协议书”、“财产约定书”均需备案； 

7、经济适用房、房改房、集资房、康居安置房以及其他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的房屋，

或者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由单独所有约定为夫妻共有的，需提交增加配偶为共

有人不再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书面承诺；（原件） 

8、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1）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A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动产权利转移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一、依申请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已生效的导致不动产权利转移的法律文书；如：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仲裁裁决

书、仲裁调解书。（原件） 

5、如果是“初审的民事判决书”，需要提交“判决已生效的书面证明”； 

6、经济适用房、房改房、集资房、康居安置房以及其他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的房屋，

需提交土地出让金缴纳票据；（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7、缴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二、依嘱托登记：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税务机关等依法享有嘱托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工作证”、“执行公务证”；（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2、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原件）  

备注：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企业：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A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互换房屋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房屋互换合同》（正本原件）； 

5、经济适用房、房改房、集资房、康居安置房以及其他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的房屋，

需提交土地出让金缴纳票据；（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6、法人、非法人互换不动产根据互换合同需要找补差价的，提交差价款发票；（原件） 

7、房屋为国有财产的，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的提交同级财政部门同意互换的批准文件；属

于企业的提交同级国资委同意互换的批准文件；（原件） 

8、缴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A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赠与取得不动产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不动产赠与合同》或者“不动产赠与公证书、接受赠与公证书”；（原件） 

5、经济适用房、房改房、集资房、康居安置房以及其他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的房屋，

需提交土地出让金缴纳票据；（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6、房屋为国有财产的，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的提交同级财政部门同意转让的批准文件；属

于企业的提交同级国资委同意转让的批准文件；（原件） 

7、缴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A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继承房屋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申请人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 1份，原件核对后退还） 

身份证明包括：居民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出生证、军（警）官证、士兵证、文职干部

证、学员证、来往内地通行证、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护照或者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 “继承公证书”、“放弃继承公证书”或者“遗嘱”或者“未经公证程序的，不动产登

记具结书”；（原件） 

5、非配偶继承的，经济适用房、房改房、集资房、康居安置房以及其他土地使用权类型

为划拨的房屋，需提交土地出让金缴纳票据；（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6、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A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受遗赠取得不动产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遗赠公证书”、“接受遗赠公证书”；（原件） 

5、经济适用房、房改房、集资房、康居安置房以及其他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的房屋，

需提交土地出让金缴纳票据；（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6、缴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A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以不动产作价出资（入股）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不动产作价出资（入股）协议》；（原件） 

5、经济适用房、房改房、集资房、康居安置房以及其他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的房屋，

或者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需提交土地出让金缴纳票据；（原件、复印件一份，

原件核对后退回） 

6、申请人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需提交相应的发票，并加盖“发票专用章”或者“财

务专用章”；（原件） 

7、不动产为国有的，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的提交同级财政部门同意作价出资（入股）的批

准文件；属于企业的提交同级国资委同意作价出资（入股）的批准文件；（原件） 

8、缴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A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法人（非法人）合并（分立）导致不动产权利转移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合作经济组织登记

证书； 

境外登记注册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批准文件或者注册证

明、登记证明等身份证明。这些证明材料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相应的公证、认证手续。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合并（分立）的文件；（原件） 

5、经济适用房以及其他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的房屋，或者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需提交土地出让金缴纳票据；（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6、不动产为国有的，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的提交同级财政部门同意转移的批准文件；属于

企业的提交同级国资委同意转移的批准文件；（原件） 

7、因分割（合并）需要缴纳费用的缴费票据；（原件） 

8、缴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1）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A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不动产分割（合并）导致权利转移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土地、规划部门等同意分割（合并）的材料；（原件） 

5、《不动产分割（合并）转让协议》； 

6、土地分割（合并）的，提交“权籍调查成果报告”；房屋分割（合并）的，提交“房屋

测绘成果报告”；（原件） 

7、按规定要求消防验收的，符合消防验收的材料；（原件） 

8、不动产为国有的，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的提交同级财政部门同意转让的批准文件；属于

企业的提交同级国资委同意转让的批准文件；（原件） 

9、经济适用房、房改房、集资房、康居安置房以及其他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的房屋，

或者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需提交土地出让金缴纳票据；（原件、复印件一份，



原件核对后退回） 

10、申请人为法人、非法人组织且《分割（合并）转让协议》中有支付对价条款的，提交

相应的发票，并加盖“发票专用章”或者“财务专用章”；（原件） 

11、缴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A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不动产的共有人增加（减少）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基于婚姻关系夫妻约定增加（减少）共有人的，提交《结婚证》和“夫妻财产约定书”；

基于交易行为增加（减少）共有人的，提交转让部分不动产权利的《转让协议》；（原件）且：

“夫妻财产约定书”或者《转让协议》均需备案； 

5、基于婚姻关系的，经济适用房、房改房、集资房、康居安置房以及其他土地使用权类

型为划拨的房屋，或者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需提交增加配偶为共有人不再享受

国家优惠政策的书面承诺；（原件） 

基于交易行为的，经济适用房、房改房、集资房、康居安置房以及其他土地使用权类型为

划拨的房屋，或者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需提交土地出让金缴纳票据；（原件、

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6、不动产为国有的，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的提交同级财政部门同意转让的批准文件；属于

企业的提交同级国资委同意转让的批准文件；（原件） 

7、申请人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需提交相应的购买发票；（原件） 

8、缴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A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共有不动产的份额发生变更申请转移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 

4、基于婚姻关系夫妻约定变更共有不动产份额的，提交《结婚证》和“夫妻财产约定书”；

基于交易行为变更共有不动产份额的，提交转让部分不动产份额的《转让协议》；（原件） 

5、“夫妻财产约定书”或者《转让协议》均需备案； 

6、基于交易行为的，经济适用房、房改房、集资房、康居安置房以及其他土地使用权类

型为划拨的房屋，或者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需提交土地出让金缴纳票据；（原

件） 

7、不动产为国有的，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的提交同级财政部门同意转让的批准文件；属于

企业的提交同级国资委同意转让的批准文件；（原件） 

8、申请人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提交相应的购买发票；（原件） 



9、缴税凭证或免税证明。（原件） 

备注： 

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80 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小微企业免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A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不动产权利消灭申请注销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者《不动产权证》；（原件） 

4、土地或建筑物、构筑物灭失的，提交灭失的证明材料；（原件） 

5、权利人放弃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的，提交权利人放弃权利的书面材料

（原件）；设有抵押权、地役权或被查封的，需提交抵押权人、地役权人或查封机关同意注销

的书面材料；（原件） 

6、依法没收、征收、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的，提交人民政府的生效

决定书；（原件） 

7、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生效法律文书导致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消灭

的，提交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生效法律文书。（原件） 

备注：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审核）→记载于登记簿 

◆办理时限：即办 

◆收费标准：不收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登记簿记载错误申请更正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登记薄记载错误的证明材料；（原件） 

4、申请人为权利人的，需提交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

（原件） 

5、申请人为利害关系人的，需提交与登记薄记载的不动产权利存在利害关系的证明材料、

权利人同意更正的书面材料。（原件） 

备注： 

在错误登记之后已经办理了不动产转移登记，或者办理了抵押权、地役权首次登记、预告

登记、查封登记且未注销的，不予受理； 

不动产为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审核→记载于登记簿→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即办 

◆收费标准：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登记

费：住宅：40 元/件；非住宅 275 元/件；因不动产登记机关错误导致需办理更正登记的，免

收登记费；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异议申请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与登记的不动产权利有利害关系的证明材料；（原件） 

4、不动产登记簿记载错误的证明材料。（原件）  

备注：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审核→记载于登记簿 

◆办理时限：即办。 

◆收费标准：不收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对预购新建商品房进行预告申请预告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询问表；（原件） 

2、申请人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1）申请人为自然人的，提交居民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出生证、军（警）官证、士

兵证、文职干部证、学员证、来往内地通行证、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护照、长期居留身

份证件； 

（2）申请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书），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合作经济组织登记证书； 

境外登记注册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批准文件或者注册证

明、登记证明等身份证明。这些证明材料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相应的公证、认证手续。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已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正本；（核实原件后收取复印件） 

4、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书面约定；（《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有关于预告登记约定条款的，

不提交）；（原件）  

备注： 

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共同共有的，需提供亲属关系证明；按份共有的，

需提供明确各自份额的证明材料；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身

份证明。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2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不收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对以预购新建商品房抵押进行预告申请抵押权预告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主债权合同、抵押合同（申请最高额抵押的提交最高额抵押合同）；（原件） 

4、已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正本；（核实原件后收取复印件）（已办理预购商品房预

告登记的，提交《登记证明》原件） 

5、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书面约定；（《抵押合同》中有关于预告登记约定条款的，不提

交）； （原件） 

备注：主债权合同中有抵押条款的，不提供单独的抵押合同； 

共有不动产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2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不收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换证申请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者《不动产权证》；（原件） 

备注： 

不动产为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 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企业：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收取登记工本费 10 元。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补证申请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在当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的或者打印出来的在登记机构门户网站上刊登的遗失、

灭失声明；（原件） 

备注： 

不动产为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企业：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收取登记工本费 10 元。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因查封不动产嘱托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 

1、公、检、法、税务机关及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提交其“工作证”、“执行公务证”；（原件、

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2、查封、预查封不动产的“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原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审核→记载于登记簿 

◆办理时限  即办 

◆收费标准：不收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http://yc.nxgtt.gov.cn/


◆事项名称：对预购存量房进行预告申请预告登记 

◆设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 月 16日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6号）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提交材料：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 

境内自然人：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身份证遗失的，应提交临时身份证。未

成年人可以提交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来往

内地通行证；  

台湾地区自然人：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华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外籍自然人：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或者其所在国护照；  

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其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批准文件和注册证明。 

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

份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明书、委托书均需原件； 

3、《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者《不动产权证》；（原件） 

4、《存量房买卖合同》（正本原件） 

5、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书面约定；（《存量房买卖合同》中有关于预告登记约定条款的，

不提交）；（原件）  

备注：申请共有的，需全体共有人共同申请；  

委托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供被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被代理人和

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办理程序：申请受理  →审核  →记载于登记簿  →缮证发证 

◆办理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4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期限） 

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及新开办企业类：自作出受理决定起 1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不收费 



◆办理单位：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银川市民大厅 B3厅 

◆咨询电话：5555412、5555413 

◆查询网址： http://zrzyj.yinchuan.gov.cn 

http://smdt.yinchuan.gov.cn 

◆办理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