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国土

川国土资发 〔⒛17)6号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转发不动产登记收费

有关政策文件的通知

各市 (州 )国土资源局:

为切实保护不动产权人合法权益,规范不动产登记收费行

为,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政策问题

的通知》 (财税 〔⒛16)79号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 了

《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 改价格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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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6〕 2559号 ),现将上述两个文件转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政

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 〔⒛16〕 79号 )

2.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

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 )

俨卢窖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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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登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时,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一 )房屋等建筑物、构筑仂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或海域使用权;

(二 )无走筑物、杓筑仂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或宅基地使用权;

(三 )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的林地承包经营杈或国有

林地的使用权 ;

(四 )耕地、草地、

(五 )地役权 :

(六 )抵押权。

上述不动产权利登记中,申谙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国有林区的

森林、林木和林地,中央国宋机关使用的回有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相筑物等礻动产登记,由国土资源部办理并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申谙其他不动产登记,由县级及以上地方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并

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上述规定以外的不动产权利登记,以及困不动产登记机杓错

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不动产登记费由不动产登记申诘人嗽纳。按规定需由当

事人各方共同申请不动产登记的,不动产登记费由登记为不动产

权利人的一方较纳;不动产为多个权利人共有 (用 )的 ,不动产

登记费由共有 (用 )人共同较纳,具体分摊份极由共有 (用 )人

自行协商;不动产抵押权登记费曲登记为抵押杈人的一方缴纳。

三、不动产登记费按件定袄收取。不动产登记申请人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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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难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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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毕元提出第一条所列一个不动产权利事项的登记中请,并

宄成一次登记的为一件。

不动产登记申诂人以同一宗土地上多个抵押物办理一笔贷款

申请办理抵押权登记的,视为一件。

四、不动产登记费中包含一本不动产权福证书工本费。不动

产登记机构依法向一个以上权利人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的,自 第

二本证书起收取工本费。

不动产登记机杓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

明工本费。               氵

五、免收、减收不动产登记费

(一 )对下列情形免收不动产登记费: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承包取得农

用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申请登记的;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承包取得森

=诛、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申谙登记的;

3,依法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国有农用地从宰种植业、

林业、t钦业、渔业等农业生产,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或国

有农用地使用权登记的;

4,困农村集体产权俏度改革导致土地、房屋等确权变更雨申

请变更登记的;

5.申计与房屋配砼的车库、车位、传燕室等登记,不单独核

发不动产权滔证书或登记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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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发改价格规〔⒛⒗〕2559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

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土资源部,备 省、自诒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幼价局、财玫厅

(局 ),新驻生产走设兵国发展改革委、财务局 :

为保护不动产权利人合法权益,规范不动产登记收费行为 ,现

就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

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

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捃不同怡形 ,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一 )隹 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

度 ,实 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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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 一猹合调整为

不动产登记收费,即 住宅所有权及共走设用地使用杈一并登记 ,收

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 下侑称住宅)及其建

设厢地使用权申谙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亭项,提供具体咫务内容 ,

捃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gO元 。

I、 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纽织、自然人合法走设的住

宅,申 谙办理房屋所有权及英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

2、居民等白然人、法人、共他纽织购买隹宅,以 及互换、喈与、

继承、受遗启等忖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 ,

申诗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

3、住宅及共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眼、来涿等状况发生

变化,以 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 谙办理不动产交更登记 ;

4、 当革人以住宅及其走设用地设定抵押,办 理抵押权登记

(包 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5、 当扌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英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 ,申 诂

办理地役权登记(包 括地役权首次登记、交更登记、转移蛋记 )。

为推进保沣性安居工程走设,减 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床 租住

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桕户区改造安工住房所有权及

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二 )非 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

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交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

费标准为每件ssO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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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住宅以外的房屋等走筑仂、构筑仂所有权及共走设用地使

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

2、无走筑仂、构筑物的走设用地使用权 ;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

4、耕地、草地、水战、滩涂等土地承包经啻权 ;

5、地役权 ;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壁

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杓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

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凝定

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

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冖证书的,每坩加一本证书

加收证书工本费 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杓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

明工本女。

三、收费优忘减免。对下列怙形,执行优忘收费标准。

(一 )按照本遢知笫一条坭定的收费标准减半收取壁记六,同

时不收取第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工本费 :

1、 申诂不动产更正登记、异议登记的;

2、 不动产权利人娃名、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

发生变更申请变更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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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一权利人因分钊、合并不动产申诂交更登记的 ;

4、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子以减半收取的。

(二 )免 收不动产登记六(含 第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工本

费):

1、 申诂与房屋瓦套的车库、车位、储戎室等登记,不 革独核发     
‘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申 谙毕独发放权,证书的,按本通知笫一条

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登记费):

2、 因行攻区划诩整导致不动产坐落的街过、门沣号或房屋名

称交叉而申诂交更登记的;

3、小敛企业(舍个体工商户)申 诂不动产登记的;

4、农村集体经济纽织成员以家庭承包或共他方式承包取得农

用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申请登记的;

5、农村集体经济纽织戍员以家庭承包或共他方式承包取待森

林、林木所有权及共占用的林地承包经啻权申诂登记的;

6、依法由农民失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从÷种植业、林业、亩牧

业、渔业等农业生产,申 诂土地承包经菅权登记或国有农用地使用

权登记的;                             !
7、 因农村集体产权饲庋改革导致土地、房屋等确权交更而申     、,

谙交更登记的 ;

8、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免收的。

(三 )只 收取不动产杈属证书工本费 ,每本证书 IO元 :

1、 单独申诂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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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谐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妾闾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 谛登记的;

4、 因不动产杈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诂补发、换发证书

的。

四、不动产全记计费革位。不动产登记费按件收取,不得按照

不动产的面积、体积或者价扶的比碉收取。申甘人以一个不动产

单元提出一项不动产权利的登记申诂,并 完成一个登记类型登记

的为一件。申诂人以同一宗土地上多个抵押钫办理一笔贷款,申

诂办理抵押权登记的,按一件收费;非 同宗土地上夕个抵押物办理

一笔贷款,中 诂办理抵押权登记的,按 多件收费。

不动产单元,是指权属界线封闭且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空间。

有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以及东林、林木定蓍物的,以 该房屋等建

筑物、杓筑幼以及森林、林木定若幼与土地杈属界线封闭的空同为

不动产单元。房屋包括独立成注、杈属界线封闭的空阃,以 及区分

套、层、间等可以独立使用、权用界线封闭的空阃。没有房屋等走

筑幼、构筑钫以及森林、林木定右钫的,以 土地权属界线封闭的空

间为不动产单元。

五、登记费嫩纳。不动产登记扌由登记申请人数纳。按规定活

由当事备方共同申请不动产登记的,不 动产登记女由登记为不动产

权利人的一方缴纳;不 动产抵押权登记,登 记费由登记为扭押权人

的一方嫩纳;不 动产为多个权利人共有(用 )的 ,不 动产登记费由共

有(用 )人共同嫩纳,具体分摊份裰由共有(用 )人 自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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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页无正文)

抄送: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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