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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怎样注册土地流转公司

土地流转公司注册流程图

1111、选择公司的形式、选择公司的形式、选择公司的形式、选择公司的形式

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金 3 万元，需要 2 个（或以上）股东，从 06

年 1 月起新的公司法规定，允许 1个股东注册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特殊的有限责

任公司又称“一人有限公司”（但公司名称中不会有“一人”字样，执照上会注

明“自然人独资”），最低注册资金 10 万元。

如果你和朋友、家人合伙投资创业，可选择普通的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金 3

万元；如果只有你一个人作为股东，则选择一人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金 10 万

元。

2222、注册土地流转机构的步骤、注册土地流转机构的步骤、注册土地流转机构的步骤、注册土地流转机构的步骤

1）核名到工商局去领取一张“企业（字号）名称预先核准申请表”，填写你准备

取的公司名称，由工商局上网（工商局内部网）检索是否有重名，如果没有重名，

就可以使用这个名称，就会核发一张“企业（字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这

一步的手续费是 30 元。（30 元可以帮你检索 5 个名字，很多名字重复，所以一

般常见的名字就不用试了，免得花冤枉钱）

核名 租房 编写公司章程 刻私章

到会计师事务所；领取“银行询证函”去银行开立公司验资户

办理验资报告 注册公司 刻公章、财务章

办理企业组织机构代码办理税务登记银行开基本户

申请领购发票 开始实际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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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租房

去专门的写字楼租一间办公室，如果你自己有厂房或者办公室也可以，有的地方

不允许在居民楼里办公。

租房后要签订租房合同，并让房东提供房产证的复印件。

签订好租房合同后，还要到税务局去买印花税，按年租金的千分之一的税率购买，

例如你的每年房租是 1万元，那就要买 10 元钱的印花税，贴在房租合同的首页，

后面凡是需要用到房租合同的地方，都需要是贴了印花税的合同复印件。

3）编写“公司章程”

可以在工商局网站下载“公司章程”的样本，修改一下就可以了。章程的最后由

所有股东签名。

4）刻私章

去街上刻章的地方刻一个私章，给他们讲刻法人私章（方形的）。费用大概 20

元左右 。

5）到会计师事务所领取“银行询征函”

联系一家会计师事务所，领取一张“银行询征函”（必须是原件，会计师事务所

盖鲜章）。如果你不清楚，可以看报纸上的分类广告，有很多会计师事务所的广

告。

6）去银行开立公司验资户所有股东带上自己入股的那一部分钱到银行，带上公

司章程、工商局发的核名通知、法人代表的私章、身份证、用于验资的钱、空白

询征函表格，到银行去开立公司帐户，你要告诉银行是开验资户。开立好公司帐

户后，各个股东按自己出资额向公司帐户中存入相应的钱。银行会发给每个股东

缴款单、并在询征函上盖银行的章。注意：公司法规定，注册公司时，投资人（股

东）必须缴纳足额的资本，可以以贷币形式（也就是人民币）出资，也可以以实

物（如汽车）、房产、知识产权等出资。到银行办的只是货币出资这一部分，如

果你有实物、房产等作为出资的，需要到会计师事务所鉴定其价值后再以其实际

价值出资，比较麻烦，因此建议你直接拿钱来出资，公司法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拿

的钱，自己的也好、借的也好，只要如数缴足出资款即可。

7）办理验资报告

拿着银行出具的股东缴款单、银行盖章后的询征函，以及公司章程、核名通知、

房租合同、房产证复印件，到会计师事务所办理验资报告。一般费用 500 元左右

（50 万以下注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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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注册公司

到工商局领取公司设立登记的各种表格，包括设立登记申请表、股东（发起人）

名单、董事经理监理情况、法人代表登记表、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登记表。填

好后，连同核名通知、公司章程、房租合同、房产证复印件、验资报告一起交给

工商局。大概 3个工作日后可领取执照。此项费用约 300 元左右。

9）凭营业执照，到公安局指定的刻章社，去刻公章、财务章。后面步骤中，均

需要用到公章或财务章。

10）办理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

凭营业执照到技术监督局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费用是 80 元。办这个证需要半

个月，技术监督局会首先发一个预先受理代码证明文件，凭这个文件就可以办理

后面的税务登记证、银行基本户开户手续了。

11）去银行开基本户

凭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去银行开立基本帐号。最好是在原来办理验资时

的那个银行的同一网点去办理，否则，会多收 100 元的验资帐户费用。

开基本户需要填很多表，你最好把能带齐的东西全部带上，要不然要跑很多趟，

包括营业执照正本原件、身份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公财章、法人章。

开基本户时，还需要购买一个密码器（从 2005 年下半年起，大多银行都有这个

规定），密码器需要 280 元。今后你的公司开支票、划款时，都需要使用密码器

来生成密码。

12）办理税务登记

领取执照后，30 日内到当地税务局申请领取税务登记证。一般的公司都需要办

理 2种税务登记证，即国税和地税。费用是各 40 元，共 80 元。

办理税务登记证时，必须有一个会计，因为税务局要求提交的资料其中有一项是

会计资格证和身份证。你可先请一个兼职会计，小公司刚开始请的兼职会计一般

200 元工资就可以了。

13）申请领购发票

如果你的公司是销售商品的，应该到国税去申请发票；如果是服务性质的公司，

则到地税申领发票。



土地流转创业手册 土地资源网 - www.tdzyw.com

最后就开始营业了。 注意每个月按时向税务申报税哦，即使没有开展业务不需

要缴税，也要进行零申报，否则会被罚款的。

有二点你可能比较关心：

A.公司必须建立健全的会计制度，你可能担心自己不会，怎么办？刚开始成立的

公司，业务少，对会计的工作量也非常小，你可以请一个兼职会计，每个月到你

的公司帮你建帐，二、三天时间就够了，给他 200-500 左右的工资即可。

B.公司的税额：

营业税：销售商品的公司，按所开发票额的 4%征收增殖税；提供服务的公司，

按所开发票额的 5%征收营业税。

所得税：对企业的纯利润征收 18-33%的企业所得税。 小公司的利润不多，一般

是 18%。对企业所得税，做帐很关键，如果帐面上你的利润很多，那税率就高。

所以，平常的购买设备都要开发票，你吃饭、坐车的票都留起来，可以做为你的

企业运作成本。

二种税的区别：营业税是对营业额征税，不管你赚没有赚钱，只有发生了交易，

开了发票，就要征税；所得税，是对利润征税，利润就是营业额扣减各种成本后

剩余的钱，只有赚了钱，才会征所得税。

还有其它各种各样很多种的税，但没有多少钱，主要是上面二种，特别是所得税

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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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流转经纪的工作流程

土地流转经纪的工作流程

1111、委托申请、委托申请、委托申请、委托申请

要求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以书面形式向土地流转经纪人提出委托申请，申请内

容包括土地类型、土地位置、托管面积、流转年限、经济关系处理要求等。需要

受让土地使用权的种养大户和工商业主，可以书面形式向土地流转经纪人提出委

托申请，申请内容包括土地位置、土壤条件、受让面积、受让年限、经济关系要

求等。

2222、供求登记、供求登记、供求登记、供求登记

根据土地使用权委托流转的申请，经核对查实后，输入计算机，进行储备入库，

内容包括编号、委托单位（户主姓名）、储备（信托）日期、委托流转的土地类

型、坐落位置、面积、委托流转期限、流转记录、联系电话、联系人姓名等。

接受委托申请

资料登记入库

发布供求信息

审查客户资质

牵头供需双方达成合作意向

指导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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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发布信息、发布信息、发布信息、发布信息

土地流转经纪人通过互联网平台、广播、电视、简报等多种方式，发布土地使用

权出让、受让信息，并接受土地流转供求双方的咨询。

4444、资质审查、资质审查、资质审查、资质审查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业主的，必须在土地流转合同签订

前对受让方业主的资信情况、经营能力、履约能力以及该业主拟经营的项目是否

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政策、产业发展规划和区域经济政策、项目效益

风险等进行审查。

5555、达成意向、达成意向、达成意向、达成意向

根据采集的出让、受让信息及交易双方的委托要求，及时配对、牵头和协调，立

秋促成双方达成意向。

6666、指导签订合同、指导签订合同、指导签订合同、指导签订合同

对促成流转的出让和受让双方，按照规范的要求，指导和帮助土地使用权流转合

同的签订落实和其他有关手续的办理，并在合同上进行鉴证。在此基础上，建立

土地使用权流转登记簿，进行登记，内容包括受让单位（个人）、转入时间、受

让的土地位置、面积以及流转后的土地经营项目、面积等。

三、土地经纪人怎样建立和管理客户关系

1111、建立客户关系的指导思想、建立客户关系的指导思想、建立客户关系的指导思想、建立客户关系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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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土地流转客户着想。了解客户的需求，了解我们能为客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诚信为本，合理收取费用。

要重视土地流转关键人员。走访和沟通一定要找到起关键作用的人，找不对人，

走访和沟通的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农村土地流转需要走访和沟通的可能不止几

个人，要了解起决定作用的土地流转客户有几个，分别起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没

有沟通好，土地流转可能泡汤。建议如果与土地流转供应者进行沟通时，要取得

土地供应者认可和同意，获得当地村、乡镇政府中基层管理人员的积极配合，才

能有把握取得成功。

2222、建立客户关系的方式：、建立客户关系的方式：、建立客户关系的方式：、建立客户关系的方式：

电话方式：利用电话方式传递和发布信息，要把握好电话感染力、交谈内容、身

体语言等几个关键要素；

面谈方式：面对面谈业务，要注意简化语言、积极倾听，用一些身体语言表格你

的诚意，多与客户产生互动了解客户反馈的信息；

短信方式：快捷方便准确，在土地流转客户生日、特别日子里进行问候，可起到

很好的效果；

电子邮件：可以传送文本、声音、视频等多种类型的文件；

即时通讯工具（QQ、MSN）：时下最流行的方式。

信件或公函：传统的沟通方式，用于正式的文件传递和邀请，给人以尊重的感觉。

3333、与客户沟通的内容、与客户沟通的内容、与客户沟通的内容、与客户沟通的内容

市场与客户调查。如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和行业的大环境、最新的政策和措施、人

员变化、流转情况、客户的基本情况等，此外还要切实了解客户的需求，遇到的

困难、有待解决的问题。建议编制走访的调查表格，讲需要了解的内容一一列出，

以免遗漏。

信息核对。包括证实猜想、解决分歧、了解原委等。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达成

一致意见，为农村土地流转经纪业务合作和发展铺垫道路。

土地流转业务。了解供需双方的需求，寻找土地流转的可能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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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做好客户管理、做好客户管理、做好客户管理、做好客户管理

土地流转客户档案管理。主要是完整记录土地流转客户土地经营信息，目前所使

用土地的情况；客户对本经纪业务评价；客户联系办法、联系人姓名、职业、植

物、生日、婚姻家庭情况、兴趣爱好、关系等级等。

土地流转客户关系管理。主要是完整记录土地流转客户需求、土地流转记录、客

户关系状况、客户反馈信息、会议和电话交流的相关内容等动态信息。

土地流转客户合同管理。记录拟签订合同的工序双方客户、地产状态、价格总值、

流转方式、收款计划与其他情况等相关信息，做好签订合同的准备。

四、怎样利用好土地资源网开展土地流转业务

土地资源网开店流程

1111、注册成为经纪人、注册成为经纪人、注册成为经纪人、注册成为经纪人

注册成为经纪人 发布土地信息

上传土地图片

保持在线，积极寻找信息资源

主动寻找客户，跟客户沟通

开通土地通服务，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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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网上店铺在土地资源网注册成为经纪人；通过邮箱认证、手机认证、身份认

证就可以开通网上店铺，成为土地资源网认证经纪人，您可以自由发布信息、查

看买家卖家信息。

2222、发布土地信息、发布土地信息、发布土地信息、发布土地信息

将您手上现有的土地信息发布到土地资源网，并保持土地信息的完整，带有图片

的信息可以极大提升买家的关注度，买家看到您的信息后将直接联系您。信息发

布完成后，每天对信息进行刷新也是非常重要的，刷新后的信息将显示在前列。

请使用信息刷新，而不要重复发布信息。

3333、、、、保持保持保持保持QQQQQQQQ在线在线在线在线

保持 QQ 在线，及时查看处理询盘、留言等买家看到您发布的信息后，会通过在

线 QQ 交谈、询盘、电话等多种方式与您联系，请保持 QQ 在线，以便及时接待客

户的咨询。

4444、查找收集地源、查找收集地源、查找收集地源、查找收集地源

除了发布您手上现有的土地信息，您也可以在土地资源网查找代理业主发布的土

地信息，以丰富您的地源。所有标示有“个人”的信息都是业主发布的。

5555、查找土地买家、查找土地买家、查找土地买家、查找土地买家 主动出击主动出击主动出击主动出击

查找买家也是在网上成功开展土地流转业务的重要因素。

农用地、商住地和工业地三大栏目列表里都有土地需求一栏，有大量的买家发布

需要的信息，每天关注这里的信息，第一时间掌握买家的需求。

6666、开通土地通服务、开通土地通服务、开通土地通服务、开通土地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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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通服务是土地资源网为了更好服务土地经纪人，提升土地流转效率而推出的

土地经纪人 VIP 服务。为了提升网上开展土地流转业务的效果，请开通土地通服

务，同等条件下，开通土地通的信息排名靠前，可以显著提升信息和经纪人排名，

进而提高信息和店铺的展示量和点击量。同时，土地通经纪人有诚信认证标识，

可以提升买家信任度，买家通常会优先选择土地通经纪人进行交易。详情请咨询：

4008-830-138 客服 QQ：4008830138

7777、发布土地信息的一些小技巧、发布土地信息的一些小技巧、发布土地信息的一些小技巧、发布土地信息的一些小技巧

（1）标题简单明了。

如：广东南雄 200 亩农场合作或转让

（2）详细描述要到位。

如：湖北应城温泉之乡汤池镇 1000 平方米商业用地转让。

汤池温泉又称玉女泉。在应城市区西 20 公里，距武汉市中心仅 110 公里为了支

持汤池温泉的新一轮发展，应城市的交通、国土、规划等职能部门在配合做好各

项基础工作的同时，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为工程开工创造条件。根据初步规

划设计，汤池温泉二期工程预计投资 7亿人民币左右，计划用地 2000 多亩，主

要建设和温泉相配套的各类旅游产业，如配套的会议场所，与拓普拓展合作建设

的大型拓展训练的地等。

由国土资源部、中国矿业联合会等组成的专家组对汤池温泉的资源条件、开发利

用、发展规划、资源管理与保护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审查，对汤池温泉热地结合，

科学、合理开发和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明显社会和经济效益给予充分肯定，荣膺全

国温泉（地热）开发利用示范区。

地块位于湖北省应城市汤池镇内，属于温泉旅游区 。该地块目前处于空置状态，

临街毗邻汤池温泉和汤池西街，旅游小镇，禁工业 ，适宜开发利用为自住别墅

或者投资休闲酒店农家乐等。

（3）要用高质量的图片。

据统计：带图片的土地信息点击量比没有图片的土地信息高出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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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用适当的关键词。

土地流转中信息发布填写的关键词对搜索是很重要的，关键词中应该包含您的土

地流转的专业名称和更宽泛层次上的名称，甚至是大类的名称，这样被搜索到的

机会将会加大。

（5）多种联系方式。

把座机、手机、电话、邮件的资料都放到网上，保证客户可以多种方式联系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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