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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不动产权利归属，规范不动产登记行为，保护不动产权利

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不动产交易安全，制定本法。 

".'(/0123,45-!

本法所称不动产登记，是指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将不动产的自然

状况、权利状况和其他法定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行为。 

本法所称不动产，是指土地、海域及其建筑物、构筑物、林木等

定着物。 

"6'(/0123,78-!

不动产登记包括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更

正登记、异议登记、预告登记、查封登记。 

"9'(/01:#23;<-!

国家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部门协作，实行不

动产登记、交易和缴税线上线下一窗受理、并行办理，充分运用互联



 2 

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优化办理流程，确保登记结果真实准确。 

"='(23>&-!

不动产登记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依申请登记原则。不动产登记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 

（二）属地登记原则。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

机构办理； 

（三）一体登记原则。建筑物、构筑物、林木等定着物与其所附

着的土地、海域应当一并登记，并保持权利主体一致； 

（四）连续登记原则。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的，不得办理其他

类型的不动产登记。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3,@A78-!

下列不动产权利，依法进行登记： 

（一）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 

（二）集体土地所有权； 

（三）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  

（四）森林、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五）建设用地使用权； 

（六）宅基地使用权； 

（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 

（八）居住权； 

（九）地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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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抵押权； 

（十一）海域使用权； 

（十二）探矿权和采矿权； 

（十三）取水权； 

（十四）法律规定可以登记的其他不动产权利。 

"B'(23CD-!

不动产权利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

未经登记的，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地役权自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

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确定，

可以依法登记。 

对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二百三十条、第二百三十

一条规定享有的不动产物权进行处分，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不动产

登记的，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 

"E'(FGHI-!

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负责指导、监督全国不动产登记工

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不动

产登记的监督管理工作。!

"J'(KLMNO/01@LMNP-!

不动产登记以地籍调查为基础，通过地籍调查获取不动产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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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权利状况等信息。 

地籍调查成果应当纳入地籍数据库统一管理。 

"Q'(/0123RSGTUVWX-!

国家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 

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的信息应当纳入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

基础平台，确保国家、省、市、县四级登记信息的实时共享。 

"Q#'(/0123RYZ[- 

国家建立不动产登记信用体系。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及时记录、

归集、推送不动产登记领域相关主体信用信息，将失信信息列入严重

失信主体名单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23H\]^_!

 

"Q.'(23H\-!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

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不动产登记工作。 

不动产登记机构可以委托经办机构承担不动产登记具体事务工作。 

"Q6'(23G`-!

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

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

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行政区域变更或者不动产登记机构职能调整的，

原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及时将全部不动产登记资料移交相应的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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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机构。 

跨县级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由所跨县级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

记机构分别办理。不能分别办理的，由所跨县级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

记机构协商办理；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

机构指定办理。 

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重点林区的森林、林木和林地，国务院批准项

目用海，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登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

的国有土地等不动产登记，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机关

事务主管部门规定。 

"Q9'(23H\,ab-!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依法履行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在审查中履

行下列职责： 

（一）查验申请材料是否齐备； 

（二）查验申请材料之间及其与不动产登记簿之间的内容是否一

致； 

（三）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并制作询问记录； 

（四）依法如实登记有关事项。 

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登记机构可以

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 

"Q='(23^_,cdefghi-!

不动产登记人员应当具备与不动产登记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

业务能力，依法独立履行登记职责，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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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审核、登簿等专门性工作由不动产登记官负责。 

    国家设立不动产登记专业人员职称，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规定。 

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不动产登记人员的考核、管理。 

"Q?'(23jT;<-!

国家实行不动产登记代理职业资格制度。 

"QB'(23bkhl-!

不动产登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参加不动产登记责任保险，所

需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 

"QE'(23mnUo- 

国家设立不动产登记赔偿基金，专项用于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错

误导致的赔偿责任。 

 

"6$!!23p]@qrs!

 

"QJ'(23p,*tCD-!

不动产登记簿是不动产权利归属和内容的根据。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

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一经记载，非因法定事由不

得修改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 

因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事项而善意取得不动产权利的，不因

登记的不动产权利错误影响其取得的不动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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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不动产登记簿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一致且

其为该不动产权利的真实权利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更正登记或者

请求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确认其享有不动产权利。 

".Q'(23p,;ugvw-!

不动产登记簿由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制作。 

不动产登记簿应当记载下列事项： 

（一）不动产的坐落、界址、面积、用途等自然状况； 

（二）不动产权利的主体、类型、内容、来源、期限、权利变化

等权利状况； 

（三）涉及不动产权利限制、提示的事项；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记载的事项。 

不动产登记簿的样式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Q#'(23p,x;- 

不动产登记簿以宗地或者宗海为单位编成，但是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Q.'(23p,yz- 

不动产登记簿应当采用电子介质。确实不具备条件的，可以采用

纸质介质。 

".Q6'(23{|-!

不动产登记应当以不动产单元为基本单位。不动产单元具有唯一

编码。 

不动产单元是通过地籍调查划定的土地、海域及其定着物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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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界线封闭且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空间。不动产单元一经划定，未

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不得随意分割、合并或者调整边界。!

".Q9'(23p,hGgh}-!

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簿的保管，并建立健全相应的安

全责任制度。采用电子介质不动产登记簿的，应当配备专门的存储设

施，定期进行异地备份，并依法采取信息网络安全防护措施。采用纸

质介质不动产登记簿的，应当配备必要的防盗、防火、防渍、防有害

生物等安全保护设施。 

不动产登记簿由不动产登记机构永久保存。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损毁不动产登记簿。不动产登记簿损毁、灭失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应当依据原有登记资料予以重建。 

".Q='(@qrs- 

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

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

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根据当事人的选择核发电子介质或者纸质介

质的不动产权属证书。电子介质与纸质介质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不动产权属证书应当加盖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专用章。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样式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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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3~�- 

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依照申请、受理、审核、登簿的程序进行。 

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增设确认、告知、备案等前置环节。 

".QB'(���23,�y-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按照相关嘱托文件直接

办理不动产登记： 

（一）人民法院依法出具的协助执行文书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办

理登记的； 

（二）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税务

机关依法出具的协助执行文书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登记的； 

（三）人民政府依法作出的征收或者收回不动产权利的决定生效

后，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注销登记、变更登记或者转移登记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不动产登记机构对前款规定的登记事项存在异议的，应当依法向

有关机关提出审查建议，但是不停止办理登记。 

".QE'(�a@23,�y-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可以直接办理登记： 

（一）因地震等自然灾害导致不动产灭失的注销登记； 

（二）依职权更正登记；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QJ'(��FZ- 

不动产权利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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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组织可以依法申请不动产登记。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应当提

交授权委托书。自然人处分不动产，委托代理人申请登记的，授权委

托书应当经不动产登记机构见证，但是委托不动产登记代理人或者律

师、授权委托书经公证、处分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土地经营权的除外。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申

请不动产登记。监护人代为申请的，应当提供经公证的监护权证明，

但是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以及民政部门、

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处分共有不动产申请登记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

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的同意并共同申请，但是共有人之间另有

约定的除外。 

"6Q'(���z- 

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可以现场或者通过网络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

交申请材料。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同时提供现场办理和网上办理的条件。 

"6Q#'(����g{���-!

因买卖、抵押等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单方申请： 

（一）尚未登记的不动产首次申请登记的； 

（二）因继承、受遗赠而取得不动产权利的； 

（三）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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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等导致不动产权利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 

（四）权利人姓名、名称、身份证明类型、身份证件号码等身份

信息或者自然状况发生变化，申请变更登记的； 

（五）不动产灭失或者权利人依法放弃不动产权利，申请注销登

记的； 

（六）更正登记； 

（七）异议登记； 

（八）预售人未按照合同约定与预购人申请预购商品房的预告登

记； 

（九）预售商品房的预购人依据预告登记申请转移登记的； 

（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由当事人单方申请的其他情形。 

"6Q.'(����-  

当事人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

实性负责： 

（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委托代理人申请登记的，还应当

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和授权委托书； 

（三）权属来源等登记原因材料； 

（四）本法规定的其他材料。 

不动产首次登记和不动产界址发生变化的，当事人应当提交不动

产界址、面积等地籍调查材料，通过权属调查和不动产测绘，全面查

清不动产的自然状况和权属状况。已有地籍调查成果能够满足登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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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不再进行地籍调查。 

法律规定未缴税不予办理登记的，当事人应当提交完税证明材料。 

法律没有规定的材料不得作为登记申请材料，不动产登记机构不

得收取。 

"6Q6'(������23-!

因继承、受遗赠取得不动产申请不动产登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可以根据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告知承诺制、遗产管理人、公证等

方式确认继承权并予以办理。 

申请人申请适用告知承诺制，不动产登记机构认为符合规定的，

予以受理；依法登记的，应当在登记簿及不动产权属证书附记栏注记

承诺事项。申请人应当对其承诺事项负责，并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

任。告知承诺制适用主体、适用情形、办理程序等，由国务院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6Q9'(����-!

在不动产登记机构将申请登记的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前，全

体申请人可以撤回登记申请。 

"6Q='(���,�T-  

不动产登记机构收到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应当分别按照下列情

况办理： 

（一）属于登记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

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申

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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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当

场更正。申请人当场更正后，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三）申请人通过网络申请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及时通过网

络告知申请人受理结果； 

（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书面告

知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五）申请登记的不动产不属于本机构登记范围的，应当当场书

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登记机构申请。 

不动产登记机构未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视为受理。 

"6Q?'(�T��-  

申请人现场申请不动产登记并被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的，申请日

即为受理时间。申请人通过网络提交申请并被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的，

以电子数据被不动产登记机构指定的信息系统接受并且能够检索识别

的时间为受理时间。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人补正之日为受理

时间。!

"6QB'(��-!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根据不同的申请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以下内

容，并制作询问记录： 

（一）申请登记的事项是否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是否存在共有人； 

（三）存在异议登记的，申请人是否知悉存在异议登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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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必要内容。!

"6QE'(N�-  

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后，按照下列要求进行查验： 

（一）申请人、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及授权委托书与申请主体

是否一致； 

（二）权属来源等登记原因材料与申请登记的内容是否一致； 

（三）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地籍调查成果是否完备，权属是否清

楚、界址是否清晰、面积是否准确； 

（四）申请登记的材料是否符合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要求； 

（五）法律规定未缴税不予办理登记的，提交的完税结果材料是

否齐全。 

"6QJ'(�KN�-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进行实地查看，填写

并保存实地查看记录： 

（一）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登记，查看抵押的在建建筑物建造情况； 

（二）因不动产灭失导致的注销登记，查看不动产灭失情况。 

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实地查看时，申请人应当予以配合。 

"9Q'(����,�y-!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在登记事项记载于不动

产登记簿前进行公告，但是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一）政府组织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 

（二）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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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构筑物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首次登记； 

（三）采用告知承诺制确认继承权的转移登记； 

（四）依职权更正登记、依职权注销登记；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告应当在不动产登记机构门户网站或者不动产所在地等指定场

所进行，公告期不少于十五个工作日。公告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

立的，应当及时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 

"9Q#'(��,vw-!

不动产登记公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拟登记的不动产权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拟登记的不动产坐落、面积、用途、权利类型等； 

（三）提出异议的期限、方式和受理机构； 

（四）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9Q.'(2p- 

经审核符合登记条件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将申请登记事项准

确、完整、清晰、及时地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 

登记事项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完成登记。 

"9Q6'(/ 23,�y-!

登记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予登记并书面告

知申请人： 

（一）申请登记的事项不符合登记条件的； 

（二）不动产首次登记前存在尚未解决的不动产权属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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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权利超过规定期限的； 

（四）以法律禁止处分的不动产申请处分登记的； 

（五）法律规定不予登记的其他情形。 

"9Q9'(23��g¡¢A£- 

登记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时间为登记时间。 

同一不动产上设立多个权利的，登记机构应当按照受理时间的先

后顺序依次办理登记，并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 

"9Q='(23�¤- 

不动产登记机构自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应当在下列期限内，将

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或者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 

（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权利登记，抵押登记、

预告登记、异议登记、查封登记，五个工作日； 

（二）农村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和房屋，土地承包经营权、土

地经营权、林地以及森林、林木登记，继承、受遗赠涉及的不动产登

记等，三十个工作日； 

不动产登记过程中的实地查看、公告、补正、地籍调查的时间不

计入前款规定的期限。 

"9Q?'(rs,¥¦-!

不动产登记完成后，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根据不动产登记簿填写

并依法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但是申请人明确表示无须取得权属证书

的除外。  

不动产权属证书核发后，可以依法补发、换发、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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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4!

"9QB'(ª«23-!

不动产首次登记，是指不动产权利的第一次登记。 

"9QE'(¬23-!

不动产变更登记，是指因不动产权利人姓名或者名称、不动产的

界址、用途、不动产权利内容等发生变更进行的登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应当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 

（一）不动产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件

号码发生变更的； 

（二）不动产的坐落、界址、用途、面积等状况变更的； 

（三）不动产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的； 

（四）同一权利人分割或者合并不动产的； 

（五）共同共有或者按份共有等共有性质发生变化的； 

（六）居住权的期限、居住的条件或者要求等发生变化的； 

（七）地役权的利用目的、方法等发生变化的； 

（八）抵押担保的范围、主债权数额、债务履行期限发生变化的，

抵押物转移导致抵押人变化的； 

（九）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最高债权额、债权确定期间

等发生变化的； 

（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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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QJ'(®¯23-  

不动产转移登记，是指因不动产权利发生转移进行的登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应当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转移登记： 

（一）买卖、互换、赠与不动产的； 

（二）以不动产作价出资（入股）的； 

（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因合并、分立等原因致使不动产权利

发生转移的； 

（四）继承、受遗赠导致权利发生转移的； 

（五）增加或者减少共有人导致不动产权利转移的以及共有不动

产份额变化的； 

（六）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动产权利发

生转移的； 

（七）因主债权转移引起不动产抵押权转移的； 

（八）因需役地不动产权利转移引起地役权转移的；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Q'(°±23-  

不动产注销登记，是指因不动产或者不动产权利消灭等进行的登

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应当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注销登记： 

（一）不动产灭失的； 

（二）权利人放弃不动产权利的； 

（三）不动产权利期限届满而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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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动产被依法没收、征收或者收回的； 

（五）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动产权利消灭

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不动产上已经设立居住权、地役权、抵押权或者已经办理预告登

记、查封登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因放弃权利申请注销登记的，申

请人应当提供居住权人、地役权人、抵押权人、预告登记权利人或查

封机关同意的书面材料，但是因不动产灭失而申请注销登记的除外。 

"=Q#'(%23-!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开展集体土地所有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不动产权利的登

记。 

依照前款规定办理登记所需的权属来源、地籍调查等登记材料，

由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获取，相关部门和主体应当配合提

供。 

"=Q.'(²Z³K´µ@23-  

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依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 

（一）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没

有集体经济组织的，由村民委员会申请； 

（二）土地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集

体经济组织申请。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由村民小组申请； 

（三）土地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



 20 

组织申请。没有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的，由乡（镇）人民政府申请。 

申请集体土地所有权首次登记的，应当提交土地所有权界线协议

书等土地权属来源材料以及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地籍调查材料。 

因农民集体互换、土地调整等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转移申请转移

登记的，应当提交互换、调整协议等集体土地所有权转移的材料和本

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材

料。 

申请集体土地所有权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农民集体名称变化、

土地坐落、界址、面积状况变化等集体土地所有权变更的材料。申请

集体土地所有权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土地灭

失等集体土地所有权消灭的材料。 

"=Q6'(¶·@23-!

当事人申请居住权首次登记，提交设立居住权的合同、遗嘱或者

生效法律文书。 

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居住权期限等发生变化的，当事人应当

申请居住权的变更登记。 

居住权人放弃权利、居住权人死亡、约定的存续期间届满等导致

居住权消灭的，当事人应当申请居住权的注销登记。 

"=Q9'(K¸@23-  

按照地役权合同设定地役权的，当事人可以持地役权合同申请地

役权首次登记。 

已经登记的地役权，地役权内容、需役地或供役地自然状况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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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更的，当事人应当持地役权合同和变更材料，申请地役权变更登

记。供役地分割转让办理登记，转让部分涉及地役权的，应当由受让

人与地役权人一并申请地役权变更登记。 

已经登记的地役权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建设用地使

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转让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应当持地役权转

移合同，申请地役权转移登记。申请需役地转移登记的，或者需役地

分割转让，转让部分涉及已登记的地役权的，当事人应当一并申请地

役权转移登记，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当事人拒绝一并申请地

役权转移登记的，应当出具书面材料。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转移登记

时，应当同时办理地役权注销登记。 

已经登记的地役权，发生期限届满、供役地和需役地归于同一人、

供役地或者需役地灭失等情形的，当事人应当持证实地役权发生消灭

的材料，申请地役权注销登记。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将地役权登记事项分别记载于需役地和供役

地登记簿。 

"=Q='(¹º»Y@23-  

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应当申请海域使用权首次登记。依法利用

海域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应当申请海域使用权及建筑物、构筑物

所有权首次登记。 

申请海域使用权首次登记的，提交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地籍调查

材料，海域使用金缴纳结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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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开发利用的海域的界址、空间范围、用途、使用期限等发

生变化申请变更登记的，提交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的批

准文件。转让批准取得的海域使用权申请转移登记的，提交有批准权

的主管部门批准文件。 

因围填海造地等导致海域变更或灭失的，申请人应当在围填海造

地等工程竣工验收后，依法申请海域使用权的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并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海域使用权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登记，参照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规定办理。 

".§!³K�¼½¾@]³K½¾@23!

"=Q?'(³K�¼½¾@ª«23-  

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农民集体所有的耕地、林地、草地、水域、

滩涂等农用地或者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用地的，可以申

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由发包方持土地承包经

营权合同以及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地籍调查材料申请首次登记。 

"=QB'(³K�¼½¾@,¬23-  

已经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包方持发生变

更事实的材料，可以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 

（一）权利人的姓名等事项发生变化的； 

（二）承包土地的坐落、名称、面积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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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包期限依法变更的； 

（四）承包土地用途改变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QE'(³K�¼½¾@,®¯23-! !

已经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双方持互

换协议、转让合同和受让方同发包方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等材

料，可以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登记： 

（一）互换； 

（二）转让； 

（三）因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变化等原因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分

割或者合并的； 

（四）依法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的其他情形。 

"=QJ'(³K�¼½¾@,°±23-  

已经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包方应当持相

关材料申请注销登记： 

（一）承包经营的土地灭失的； 

（二）承包经营的土地被依法转为建设用地的； 

（三）承包经营权人放弃承包经营权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Q'(³K½¾@23- 

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由当事人持土

地承包合同申请土地经营权首次登记。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土地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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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权的承包方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

土地经营权，且流转期为五年以上的，当事人可以持土地经营权流转

合同申请土地经营权首次登记。 

已经登记的土地经营权发生变更的，当事人持发生变更事实的材

料，可以申请土地经营权变更登记。 

已经登记的土地经营权转移的，当事人双方持流转合同等材料，

可以申请转移登记。 

已经登记的土地经营权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应当持证实

土地经营权消灭的材料申请注销登记： 

（一）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届满的； 

（二）承包方依法解除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或者发包方依法终止

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6§!¿ÀYK»Y@ÁÂÃ´µ@23!

"?Q#'(Äµ¿ÀYK»Y@ª«23- 

以出让、划拨、租赁、作价出资等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应当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 

（二）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地籍调查材料； 

（三）依法应当缴纳契税的，提交契税完税结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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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法应当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提交土地出让金缴纳结果材

料。 

"?Q.'(Äµ¿ÀYK»Y@ÁÂÃ´µ@ª«23- 

依法利用国有建设用地建造房屋的，应当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不具备房地一体登记条件的，可以单独申

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的，应当提交下

列材料： 

（一）建设单位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形成的竣工验收报告； 

（二）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地籍调查材料； 

（三）依法应当缴纳契税的，提交契税完税结果材料。 

未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的，还应当提交土地有偿使

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依法应当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同时提交土地

出让金缴纳结果材料。 

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时，申请人应当

将建筑区划内依法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道路、绿地、其他公共场所、

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申请

登记为全体业主共有。 

"?Q6'(Äµ¿ÀYK»Y@ÁÂÃ´µ@¬23,��

��- 

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应当根据以

下情况，提交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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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利人姓名、名称、身份证明类型、身份证件号码等身份

信息或者共有性质发生变化的，提交相应材料； 

（二）不动产坐落、面积、界址等发生变化的，提交地籍调查、

人民政府收回决定书、竣工验收等材料； 

（三）不动产用途、权利期限等发生变化的，提交土地有偿使用

合同或者补充协议等材料； 

（四）同一权利人的不动产分割或者合并的，提交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同意分割或者合并的批准文件； 

（五）依法应当缴纳契税的，提交完税结果材料； 

（六）依法应当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提交土地出让金缴纳结果材

料。 

"?Q9'(Äµ¿ÀYK»Y@ÁÂÃ´µ@®¯23,��

��-!

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应当根据不

同情况，提交下列材料： 

（一）买卖、互换、赠与合同，作价出资（入股）协议； 

（二）继承或者受遗赠的材料； 

（三）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生效的法律文书； 

（四）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的批准文件； 

（五）增加或者减少共有人、共有份额变化的协议； 

（六）因法人、非法人组织合并、分立、兼并、破产等情形导致

权属发生转移的材料； 



 27 

（七）依法应当缴纳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契税的，提交完

税结果材料。 

"?Q='(Äµ¿ÀYK»Y@ÁÂÃ´µ@°±23,��

��-!

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人

民政府征收决定书、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生效法律文书、不动产灭

失、权利人放弃权利等材料。 

"?Q?'(KÅÆKÇ{ÈÀ)Äµ¿ÀYK»Y@,23-!

在土地的地上或者地下单独设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登记

的，参照本节规定办理。 

属于住宅小区配建的地下车位、车库，申请首次登记的，还应当

提交确认车位、车库划分、编号以及属于业主专有或者共有的材料。 

"?QB'(²Z¿ÀYK»Y@Á¿ÉÊÆ\ÉÊ´µ@23-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构筑物所

有权登记，参照本节规定办理。 

申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的，应当提交集体建设用地出让合同、出

租合同等土地权属来源材料以及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地籍调查材料。 

"?QE'(ÂÃËÌ,¿ÉÊÆ\ÉÊ23,ÍÎÏY-!

铁路、公路、桥梁、码头、通航建筑物、油库等其他建筑物、构

筑物所有权的登记，参照本节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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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ÐUK»Y@ÁÂÃ´µ@23!

"?QJ'(ÐUK»Y@ÁÂÃ´µ@,ª«23-  

依法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应当申请宅基地使用权首次登记，提

交下列材料： 

（一）批准用地的文件； 

（二）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地籍调查材料。 

利用宅基地依法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应当申请宅基地使用

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还应当提交房屋符合规划的相关材料。 

"BQ'(ÐUK»Y@ÁÂÃ´µ@¬23,����-!

因不动产面积、界址范围发生变化，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

有权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政府批准文件以及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地

籍调查材料。 

"BQ#'(ÐUK»Y@ÁÂÃ´µ@®¯23,����-!

因依法买卖、分家析产、继承、互换、赠与房屋等导致宅基地使

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申请登记的，申请人应当根据不同情况，

提交下列材料： 

（一）继承宅基地上的房屋的材料； 

（二）分家析产的协议或者材料； 

（三）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互换宅基地或者买卖、赠与房屋的

协议等材料。 

"BQ.'(ÍÎÏY-!

申请宅基地等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登记的，参照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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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定办理登记。 

"=§!ÑÒ@23!

"BQ6'(ÓÔÑÒ,/01ÕÖ-  

当事人以其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进行抵押的，应当向不动产登记

机构申请不动产抵押权登记：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 

（二）建筑物和其他土地定着物； 

（三）海域使用权； 

（四）土地经营权； 

（五）林木所有权与森林、林木使用权； 

（六）正在建造的建筑物； 

（七）探矿权、采矿权； 

（八）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不动产。 

建筑物、构筑物、森林、林木等地上或者海上定着物与其所附着

的土地、海域应当一并抵押。 

建设用地上已经建造建筑物、构筑物但是未办理房地一体首次登

记的，当事人可以以办理首次登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抵押，并申

请抵押权首次登记。 

"BQ9'(#¨ÑÒ@ª«23-  

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依法以不动产抵押的，当事人应当

持主债权债务合同和抵押合同，共同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抵押



 30 

权首次登记。 

抵押权首次登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根据申请在不动产登记

簿上记载以下内容： 

（一）抵押人、抵押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被担保主债权的数额； 

（三）担保的范围； 

（四）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五）是否存在禁止或者限制转让抵押财产的约定。 

涉及第三人担保的，不动产登记簿还应当记载债务人的姓名或者

名称。 

"BQ='(#¨ÑÒ@,¬23-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应当持抵押权变更材料，申请抵押权

变更登记： 

（一）抵押人、抵押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变更的； 

（二）被担保的主债权数额变更的； 

（三）担保范围变更的； 

（四）债务履行期限变更的； 

（五）是否存在禁止或者限制转让抵押财产的约定发生变化的；  

（六）抵押财产发生转移导致抵押人发生变化的。 

涉及第三人担保的，不动产登记簿还应当记载债务人的姓名或者

名称变更的情形。 

因被担保主债权的数额、担保范围、债务履行期限发生变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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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权变更登记时，如果该抵押权的变更将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

影响的，还应当提交其他抵押权人书面同意的材料。 

"BQ?'(#¨ÑÒ@,®¯23-  

因主债权转让导致抵押权转让的，当事人可以持被担保主债权的

转让协议、债权人已经通知债务人的材料，申请抵押权的转移登记。 

"BQB'(#¨ÑÒ@,°±23-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抵押人或者抵押权人可以单方持抵押权消灭

的材料，申请抵押权注销登记： 

（一）主债权消灭； 

（二）抵押权已经实现。 

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的，抵押权人可以单方申请抵押权注销登记。 

"BQE'(×¿¿ÉÊÑÒ23-  

以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全部或者部分在建建筑物设定抵押的，应

当一并申请抵押权的首次登记。在建建筑物，是指正在建造、尚未办

理所有权首次登记的房屋等建筑物。 

当事人申请在建建筑物抵押权首次登记时，抵押财产不包括已经

办理预告登记的预购商品房。 

申请在建建筑物抵押权首次登记的，当事人应当提交主债权债务

合同和抵押合同。申请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或者注销登记的，当事人

应当提交在建建筑物抵押权发生变更、转移或者消灭的材料。 

在建建筑物建造完毕，办理建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时，当事人应

当申请将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登记转为建筑物抵押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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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QJ'(ØÙÚÑÒ@,ª«23- 

设立最高额抵押权的，当事人应当持最高额抵押合同与一定期间

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合同，申请最高额抵押权首次登记。 

当事人申请最高额抵押权首次登记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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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提交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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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ØÙÚÑÒ@,¬23-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应当持最高额抵押权发生变更的材料，

申请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记： 

（一）抵押人、抵押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变更的； 

（二）债权范围变更的； 

（三）最高债权额变更的； 

（四）债权确定的期间变更的。 

涉及第三人担保的，还应当包括债务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变更的情

形。 

因最高债权额、债权范围、债务履行期限、债权确定的期间发生

变更申请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记时，如果该抵押权的变更将对其他抵

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还应当提交其他抵押权人书面同意的材料。 

"EQ#'(ØÙÚÑÒ@,®¯23- 

最高额抵押权发生转移的，应当持债权转移的材料、当事人约定

最高额抵押权随同债权的转让而转移的材料，申请办理最高额抵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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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登记。 

债权人转让部分债权，当事人约定最高额抵押权随同部分债权的

转让而转移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形，分别申请下列登记： 

（一）当事人约定原抵押权人与受让人共同享有最高额抵押权的，

应当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转移登记； 

（二）当事人约定受让人享有一般抵押权、原抵押权人就扣减已

转移的债权数额后继续享有最高额抵押权的，应当申请一般抵押权首

次登记以及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记； 

（三）当事人约定原抵押权人不再享有最高额抵押权的，应当一

并申请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登记与一般抵押权转移登记。 

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确定前，债权人转让部分债权的，除当

事人另有约定外，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得办理最高额抵押权转移登记。 

"EQ.'(Û4ØÙÚÑÒ@,23-! !

发生导致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被确定的事由，使最高额抵押

权转变为一般抵押权的，当事人应当持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已确

定的材料，申请办理确定最高额抵押权的登记。  

"EQ6'(ÑÒ@,¡¢-!

同一不动产上设立多个抵押权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按照受理

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办理登记，并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当事人对抵

押权顺位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办理登记。 

 

"?$!ÜÝ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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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23!

 

"EQ9'(���Þ23-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可以

申请更正登记。 

权利人申请更正登记的，应当提交证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确有错

误的材料。 

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证明对登记的不动产权利有利害关系的材料； 

（二）证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确有错误的材料。 

"EQ='(Þ23�T,�y#-  

不动产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认为

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确有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更正，但是已经办理不

动产权利处分的登记、预告登记和查封登记的除外。 

不动产登记簿记载无误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予更正并书面通知

申请人。 

不动产登记机构在办理更正登记中需要更正不动产权属证书内容

的，应当书面通知权利人换发，并将换发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事项记载

于不动产登记簿。 

"EQ?'(Þ23�T,�y.-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且不动产登记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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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 

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登记确有错误的，权利

人、利害关系人可以持该法律文书申请更正登记。 

"EQB'(�a@Þ23-  

不动产登记机构发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应当通知当

事人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办理更正登记。当事人逾期不办理的，不动产

登记机构应当在公告十五个工作日后，依法予以更正，但是已经办理

不动产权利处分的登记、预告登记和查封登记的除外。 

 

".§!ßà23!

 

"EQE'(ßà23,��-  

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的，可以申请异

议登记。 

利害关系人申请异议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证明对登记的不动产权利有利害关系的材料； 

（二）表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可能存在错误的材料。 

"EQJ'(ßà23/áµ¤;�â,CD-  

异议登记期间，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以及第三人因处分

权利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该权利已经存

在异议登记的有关事项。申请人申请继续办理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

当予以办理，但是申请人应当提供知悉异议登记存在并自担风险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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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承诺。 

"JQ'(ßà23,ãC-  

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异议登记申请的，应当将异议事项记载于不

动产登记簿。 

异议登记申请人应当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人民法院

受理通知书、仲裁机构受理通知书等提起诉讼、申请仲裁的材料；逾

期不提交的，异议登记失效。 

异议登记失效后，申请人就同一事项以同一理由再次申请异议登

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予受理。 

异议登记失效不影响利害关系人请求确认不动产权利的归属。 

"JQ#'(ßà23,°±- 

异议登记失效的，申请人或者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可以

申请注销登记。 

"JQ.'(ßà23äåæç,mnbk- 

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

害赔偿。 

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无正当理由而申请异议登记，造成权利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è�23!

 

"JQ6'(è�23,ÏYÕ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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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按照约定申请不动产预告登记： 

（一）不动产买卖、抵押的； 

（二）预购商品房买卖、抵押的； 

（三）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的。 

"JQ9'(è�23,CD-!

预告登记生效期间，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书面同意，处分该不

动产权利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不予办理。 

预告登记后，债权未消灭且自能够进行相应的不动产登记之日起

九十日内，当事人申请不动产登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按照预告

登记事项以及登记顺位办理相应的登记。当事人以预购商品房办理抵

押预告登记的，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后，抵押权自办理抵押预告登记

之日起设立。 

因买卖不动产等原因已经办理预告登记的不动产，不得以预告登

记义务人作为被执行人对该不动产进行查封或者拍卖、变卖。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已经办理不动产转移预

告登记、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的不动产不属于破产财产；该不动产能

够进行相应的不动产登记的，预告登记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 

抵押权预告登记后，抵押人破产的，预告登记权利人享有优先受

偿权。 

"JQ='(/01è�23-  

申请不动产转移或者抵押预告登记的，当事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不动产买卖、互换、赠与等合同或者抵押合同与主债权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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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合同； 

（二）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约定。 

"JQ?'(èéêëÂè�23-  

申请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的，应当提交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售人

和预购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后，预售人未按照约定与预购人申请预

告登记，预购人可以单方申请预告登记。 

申请预告登记的商品房已经办理在建建筑物抵押权首次登记的，

当事人应当一并申请在建建筑物抵押权注销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应

当先办理在建建筑物抵押权注销登记，再办理预告登记。 

"JQB'(èéêëÂÑÒ@è�23-  

申请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应当提交抵押合同、主债权债

务合同以及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材料。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变更、转移或者消灭的，当事人应当提交预购

商品房抵押权发生变更、转移或者消灭的材料，申请预购商品房抵押

权预告登记的变更、转移、注销登记。 

预购商品房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时，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将

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转为房屋抵押权登记。 

"JQE'(è�23,ìí- 

预告登记未到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注销预告

登记： 

（一）债权消灭的； 

（二）预告登记的权利人放弃债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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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告登记的权利人放弃预告登记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债权消灭的情形是指处分不动产物权的协议无效、被撤销、

被解除等情形。 

 

"9§!Nî23!

 

"JQJ'(/01Nî23-!

人民法院对不动产进行查封的，应当通知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查

封登记。 

人民法院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查封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

料： 

（一）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工作证及执行公务的证明； 

（二）协助执行文书，应当载明查封的起止时间； 

（三）委托其他法院送达的，应当提交委托送达函。 

人民法院对不动产进行查封之前，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应当持工作

证、协助查询通知书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查询该不动产的权属。 

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税务机关等

其他国家有权机关依法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查封登记的，参照人

民法院的查封登记办理。 

"#ï'(Nî23,�T- 

不动产登记机构在收到人民法院发送的进行查封的法律文书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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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应当核对不动产登记簿，确认被要求查封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与

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是否一致；经核对一致的，应当立即办理，将该

法律文书或者决定中列明的查封内容和期限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不

一致的，应当立即通知人民法院，但是不应当停止办理。 

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查封登记时，不得对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

和协助执行文书进行实体审查。 

"#ïð#'(ñòNî23-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查封同一不动产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为先

送达协助执行文书的人民法院办理查封登记，对后送达协助执行文书

的人民法院办理轮候查封登记。 

轮候查封登记的顺序按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文书送达不动产登记

机构的时间先后进行排列。 

"#ïð.'(Nî23,CD- 

已经办理查封登记的不动产，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得办理该不动产

的处分登记，不得重复办理查封登记。 

"#ïð6'(Nî23gÜÝ23,óM- 

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查封登记前，不动产已由登记权利人申请涉

及该不动产的处分登记，但是尚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不动产登

记机构应当立即停止办理，并向申请人出具不予登记告知书，改为办

理查封登记，并通知登记申请人；已经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不动

产登记机构应当将无法办理查封登记的事实书面告知人民法院。 

"#ïð9'(Nî23,°±gã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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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期间，人民法院解除查封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根据人民

法院协助执行文书注销查封登记。 

不动产查封期限届满，人民法院未续封的，查封登记自动失效。 

"#ïð='(èNî23-!

未登记的不动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依据

人民法院协助执行文书和已经生效的预查封法律文书办理预查封登记： 

（一）被执行人的不动产属于在建建筑物的； 

（二）被执行人已经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且尚未出售的房屋； 

（三）被执行人已经办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的房屋。 

预查封的不动产在预查封期间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预查封登

记自动转为查封登记，预查封转为正式查封后，查封期限从预查封之

日起开始计算。预查封登记转为查封登记的，不影响不动产上已设定

的抵押权预告登记转抵押权首次登记的效力。 

预查封登记可以适用查封登记的相关规定。 

 

"B$!!RSôõgAY!

!

"#ïð?'(23RS,ôõhö-!

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的建设和运行，应当符合国家网络

安全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全流程不动产登记数据安全管理制

度，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登记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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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机构、共享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应当对不动产登记信息保密，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依法依规采取

必要的安全保密措施。 

"#ïðB'(23RS,÷ø�ù-  

自然资源、人民法院、机构编制、组织、监察、发展改革、国家

安全、司法行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农村、教育、公安、民政、

财政、住房城乡建设、卫生健康、审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市场监

管、税务、统计、金融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依法依规获取不动

产登记业务办理所需信息和提供不动产登记相关信息。 

不动产审批、交易、处置、缴税等信息应当与不动产登记信息实

时互通共享，实现业务协同，避免材料重复提交。 

信息提供部门应当及时维护和更新共享信息，建立信息纠错机制，

保证数据的真实、完整、可用。 

共享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有关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权限、范围、程序进行，严禁整库拷贝。 

"#ïðE'(/0123ú�-! ! !

不动产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民事主体可以依法申请查询、复制

不动产登记资料。 

有关国家机关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查询、复制与调查

处理事项有关的不动产登记资料。 

前款所称不动产登记资料包括不动产登记簿等登记结果材料，不

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材料、不动产权属来源等登记原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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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调查成果等登记原始资料。 

不动产登记资料由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保存和管理，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规定。 

"#ïðJ'(/01@A^N�-  

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可以申请按照权利人的姓名、名称、

身份证件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特定主体的身份信息，或者不动

产的坐落、不动产权属证书号、不动产单元号，查询、复制该不动产

的登记簿和原始资料，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清算组、破产管理人、财产代管人、监护人、遗产管理人等依法

有权管理和处分不动产权利的主体，以及因继承或受遗赠取得不动产

权利的主体，可以查询、复制该不动产的登记簿和原始资料。 

"#ï#Q'(AçI[^N�-  

符合下列条件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按照不动产的坐落、不动产

权属证书号、不动产单元号查询、复制有利害关系的不动产登记簿： 

（一）因买卖、互换、赠与、租赁、抵押不动产或者设立居住权

具有利害关系的； 

（二）因不动产存在民事纠纷且已经提起诉讼或者仲裁而具有利

害关系的；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利害关系人等民事主体不得公开、非法使用通过查询获取的权利

人的不动产登记资料。 

"#ï#Q#'(#¨ûüF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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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提交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可以按照不动产的

坐落、不动产权属证书号或者不动产单元号查询该不动产的登记簿中

记载的下列信息： 

（一）不动产的自然状况； 

（二）不动产是否共有； 

（三）不动产是否存在居住权登记、地役权登记、抵押权登记、

租赁权登记、预告登记或者异议登记； 

（四）不动产是否存在查封登记； 

（五）法律、行政法规限制处分的其他情形。 

律师可以根据人民法院签发的律师调查令指定的调查内容，查询、

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 

 

"E$!*tbk!

 

"#ï#Q.'(ýþ23ÿ!*"#,*tbk- 

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进行虚假登记，损毁、伪造不动产登记

簿，擅自修改登记事项，依法给予处分；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ï#Q6'(!*$ü23,^_,*tbk-!

不动产登记机构之外的组织和人员从事不动产登记工作的，依法

给予处分；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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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Q9'!(%&ýþ��äå23'(ÿ"#,*tbk- 

当事人采用提供虚假材料、虚假承诺等欺骗手段申请登记或者申

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的，由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列入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给他人造

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ï#Q='()äÆ¬ärs,*tbk-  

伪造、变造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买卖、使用伪造、变造的不动

产权属证书的，由不动产登记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收缴；有违

法所得的，由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依法没收违法所得。给他人造成损

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ï#Q?'(*+RS,*tbk-   

不动产登记机构、共享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的组织或者个人违反国家规定，公开、泄露或者

非法使用不动产登记资料、登记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ï#QB'(23H\,mnbk-!

登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因过错导致登记错误，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受害人可以按照

《国家赔偿法》申请国家赔偿。 

"#ï#QE'(��^,mn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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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虚假承诺等过错导致登记错误，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申请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ï#QJ'(���23�,*tbk- 

因嘱托文件错误导致登记错误造成他人损害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超越嘱托范围或者改变嘱托内容登记的除外。 

"#ï.Q'(,�-C/01@A23,*tbk-!

不动产权利自合同生效时设立的，因合同错误导致登记错误造成

他人损害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超越合同范围或

者改变合同内容登记的除外。 

 

"J$!.!&!

"#ï.Q#'(ÍÎÏY,ÜÝ/01@A- 

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等不动产权利，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

不动产登记。 

"#ï.Q.'(Ä/01ú2´µ@23-!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在管辖区域内组织开展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依法确定生态空间内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的主体和内容。具体办法另

行规定。 

"#ï.Q6'(34'5-!

本法施行前，依法核发的各类不动产权属证书和制作的不动产登

记簿继续有效。不动产权利未发生变更、转移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

得强制要求不动产权利人更换不动产权属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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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Q9'(67/01,23- 

军队不动产登记，依据相应法律法规办理；没有规定的，可以参

照本法规定办理。 

"#ï.Q='(/01@q8à,9:- 

不动产首次登记前，当事人之间因不动产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

产生争议，应当在争议解决后办理不动产登记。有关权属争议处理的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ï.Q?'(;"��-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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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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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是人民群众最重要的财产，不动产登记关系千家

万户的重大财产利益和财产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不动产登记立法工作。2013 年，《国务院机

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方案》提出，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建立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2014年，国务院颁布《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推进确权登记法治化。2016 年，《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要求，进一步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

登记法治化。2020年，新出台的《民法典》对保护民事权利

和完善不动产登记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

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立法成果。实现了登记机构、登记

依据、登记簿册和信息平台“四统一”的改革目标，初步构建



 

 2 

起以《民法典》为统领、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为核心、

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

（试行）》等规章规范为支撑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体系，保障了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落地实施。进入新时代，不动产统一登

记工作面临新形势、新要求。一方面，随着改革不断深入，

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与行政法规、规章效力层次较低的矛盾日

益凸显；另一方面，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各地深入推进

不动产登记信息集成、流程集成或人员集成、压缩登记时间、

优化登记服务，形成很多便民利企的好做法、好经验，亟待

立法总结提炼。 

为更好保护人民群众依法申请登记的权利，顺应人民群

众保护合法财产权益的更高需求，有必要在充分总结《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成效和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不

动产登记法》。《不动产登记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立法规划一档项目。 

    (")*+,-.&/0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部工作安排，自然资源

部多次组织研讨座谈，深入开展立法调研，听取地方对不动

产登记立法的建议，系统开展不动产登记立法重点问题研究

支撑立法工作，并广泛征求了 33 个部门和各省（区、市）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动产登记法》



 

 3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共九

章 126条，主要包括总则、登记机构和人员、登记簿和权属

证书、登记程序、权利登记、其他登记、信息安全与利用、

法律责任、附则等。 

1"2&3456789 

   （一）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物权

变动的法定公示方式。根据《民法典》第二百零八条、二百

零九条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登记以登记生效

为原则，以登记对抗为例外。因此，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不

动产权利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

未经登记的，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土地

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地役权自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

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鉴于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有其特殊性，征

求意见稿仅规定可以根据相关法律依法登记（第七条）。同时，

征求意见稿强化了不动产登记簿推定效力和公信力，明确登

记簿是不动产权利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因信赖不动产登记簿

的登记事项而善意取得不动产权利的，不因登记的不动产权

利错误影响其取得的不动产权利（第十九条）。 

   （二）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要求。征求意见稿明确了不动产

登记的权利内容，对登记机构、登记人员、登记材料等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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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要求。征求意见稿规定：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规

定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海

域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等 9 类权利基础上，将《民法典》

规定的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森林、林木使用权和土地经营

权、居住权、探矿权和采矿权、取水权等权利纳入不动产登

记范围（第六条）；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依法履行合理审慎的

审查义务（第十四条）；强化登记人员的执业要求与保障（第

十五条），设立不动产登记责任保险和不动产登记赔偿基金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对不动产登记的共性材料和差异化

材料进行了详细规定（第五章、第六章）。  

（三）关于便民利民的举措。坚持在不动产登记工作中

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为适应“互联

网+不动产登记”需要，征求意见稿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部门协作，实行不动产登记、交易

和缴税线上线下一窗受理、并行办理，充分运用互联网、大

数据等技术手段，优化办理流程，确保登记结果真实准确（第

四条）；电子介质与纸质介质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第二十五条）；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可以现场或者通

过网络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交申请材料，不动产登记机构应

当同时提供现场办理和网上办理的条件（第三十条）；法律没

有规定的材料不得作为登记申请材料，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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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第三十二条）。 

   （四）关于登记信息安全保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征求意见稿设立专章对登记信息的安全与利用进行规定，

明确在做好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和资料查询的同时，注重

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动产登记机构要遵守国家网

络安全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不动产登记

数据安全管理制度，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

施，保障登记信息安全（第一百零六条）；共享不动产登记

信息的有关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

限、范围、程序进行，严禁整库拷贝（第一百零七条）；对

不动产权利人、利害关系人、一般民事主体等查询不动产

登记信息的条件和具体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第一百零九

条至第一百一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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