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在明尼苏达州创办企业 
在明尼苏达州创办企业有三个基本步骤： 

1. 起草商业计划书。 

2. 选择企业类型。 

3. 注册企业。 

下文将详细解释这三个步骤。在创办新企业或非营利组织时，需要作出很多重要的决定。

以下说明旨在协助您完成创业流程。  

 

其它页面的链接仅为方便客户查阅而提供。国务卿办公室不保证外部网站内容的准确性或
适当性。 

 

第 1 步：起草商业计划书。 

在创办企业或非营利组织的初期规划阶段，有很多资源对您有帮助。您可以从这里入手开

始创业：http://mn.gov/deed/business/starting-business。    
 

第 2 步：选择企业类型。 

这里概述明尼苏达州的企业类型：https://www.sos.state.mn.us/business-liens/start-a-

business/types-of-minnesota-businesses/。您可以先咨询律师、会计师，或查阅上述资

源，然后再决定成立什么类型的企业。 

 

第 3 步：注册（登记）您的企业，可在该网站上注册，也可亲临注册或邮寄注册。请参

阅下文“如何注册您的企业”了解更多信息。 

如果想亲临注册或邮寄注册，请填写必要的文件。请参阅一般登记表：
https://www.sos.state.mn.us/business-liens/business-forms-fees/general-business-filing-
forms/ 

注意：在本办公室注册企业不会获得税务 ID 号码。 

请联系 http://www.revenue.state.mn.us/Pages/default.aspx 获取州税务 ID 号码 

联邦税务 ID 号请到美国国税局(IRS)办理。 

您的企业可能需要获得其它类型的执照和保险。请参阅“企业信息”(Business Information)

版面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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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注册企业 
在注册企业之前，您需要确定企业的结构（独资公司、股份公司等）。请参阅上文“如何

创办企业”一节了解更多信息。 

第 1 步：在我们这里创建并登录在线账户，或登录现有在线帐户：

https://mblsportal.sos.state.mn.us/Account/Register。 

 

第 2 步：前往 https://mblsportal.sos.state.mn.us/Business/Search 页面，点击您想

采用的企业实体类型。 

 

第 3 步：回答关于非营利组织身份和职业状态的问题。 

 

第 4 步：确认有哪些名称可供您的企业使用。如果想确认名称是否可用，请在搜索框中

输入拟议名称。注意：您不必输入企业名称末尾的后缀（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等），

从下拉菜单中可选择您想使用的后缀。 

 名称中不能使用“银行”或“信托”等词语，除非它们不会使人联想到金融机构。 

 如果名称中有“保险”这样的语语，则必须加上“机构”、“经纪商”、“经纪”或“服务”或

类似的修饰词，以表明该企业不从事承保业务。 

 银行和保险公司不在州务卿办公室登记。它们必须在 http://mn.gov/commerce/登

记。 

第 5 步：填写必要的企业信息。 

注意：有些登记程序可能没有相应的登记表格，您需要上传登记文件的 pdf 版本，或自己

起草登记文件。完成登记文件后，以 pdf 格式保存您的电脑，然后上传。请务必注意，文

件大小不能超过 2 MB。文件名称不能超过 10 个字符，且不能包含标点符号、空格或特

殊字符。如果您登记的企业类型没有 PDF 表格，您可直接以 pdf 格式上传所创建的登记

文件。请注意，在表格底部的签名区工整书写姓名，即符合法定的签名要求。 

 

第 6 步：在登记流程末尾，您有机会检查登记文件。检查完登记文件后，您可点击“提

交”(Submit)。然后您会收到登记文件的订单编号。请记下订单编号再继续。然后点击“继

续付款”(Continue to Make Payment)按钮。 

进入 US Bank 页面后，您可以选择在 US Bank 开通电子服务帐户。US Bank 电子服务

帐户将储存您的信用卡信息，以便将来的交易使用。 

您可以点击“免注册付款”(pay without registering)，略过 US Bank 电子服务帐户的注册。

这允许您用信用卡进行一次性付款。 

https://mblsportal.sos.state.mn.us/Business/Search
http://mn.gov/commerce/


第 7 步：完成付款后，您将收到确认页面及付款确认号码。请打印确认页面或记下确认

号码。登记文件处理完毕后，您将收到本办公室发来的电子邮件以及 US Bank 发来的付

款电子邮件。 

 

第 8 步：收到本办公室关于登记文件处理完毕的电子邮件后，您可以打开该电子邮件，

点击其中的链接打开我们的网站，即可下载登记文件的副本。 

 

注意：所有登记文件将在“交易记录”(Transaction History)中保存 90 天。在我们的网站上

登录您的在线帐户，然后点击“交易记录”，即可查看交易记录。进入“历史”(History)页面

后，您可以点击右边的订单编号，这时会出现下载登记文件的选项。 

  

如何续期或修订企业登记文件 
注意：2015 年之前在明尼苏达州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主：法律即将修改，会影响

您的企业。 
详情请访问 https://www.sos.state.mn.us/business-liens/business-help/upcoming-

llc-law-change/。 

企业年度续期： 

如果登记营业名称、明尼苏达州商业公司、外国商业公司、非盈利公司、合作公司、有限

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合伙公司或有限合伙公司，从首次向州务卿登记后的自然年度起，您

必须每个自然年度提交一份“年度续期书”。如未提交年度续期书，您的实体将“依法解散”

（即不再视为在明尼苏达州存续）。如果您的实体被依法解散，您可以提交当前年度的续

期书，并支付相应费用，即可追溯复效（前提是企业名称未被占用）。 

明尼苏达州州务卿办公室已推出一项新计划，称为“明尼苏达州企业快照”(Minnesota 

Business Snapshot)，旨在为明尼苏达州居民和本州商业界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是一项

自愿参与的简短调查，由五个问题组成，目前已在企业提交年度续期书时邀请近 550,000

家明尼苏达州新企业和现有企业参与。调查的回答视为公开数据，您可以选择不参与，不

会因此受到处罚。 

该调查与各企业主、商业组织、非营利组织及全州研究人员的观点汇总，他们认为这是一

次好机会，有助于企业更容易、更方便地寻找潜在合作伙伴，并可增进公共机构和教育机

构对本州商业界的了解。我们希望您考虑参与。 

 

企业登记文件修订： 

如果适用法律允许，企业登记文件可以修订（修改）。您可在法律修订员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Revisor of Statutes)的网页查看企业法律：

https://www.revisor.mn.gov/index.php。明尼苏达州州务卿办公室不提供适用于所有

https://www.sos.state.mn.us/business-liens/business-help/upcoming-llc-law-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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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通用表格，但您可以在我们的可打印表格页面上找到很多表格：
https://www.sos.state.mn.us/business-liens/business-forms-fees/  

许多登记修订文件可在线提交：https://mblsportal.sos.state.mn.us/Business/Search。所

有登记修订文件可邮寄提交，也可亲临我们的客服柜台提交。 

 

如何在线提交年度续期书或修订文件： 

第 1 步：在我们这里创建并登录在线账户，或登录现有在线帐户：

https://mblsportal.sos.state.mn.us/Account/Register。 

 

第 2 步：前往“企业登记在线搜索”(Business Filing Online Search)：

https://mblsportal.sos.state.mn.us/Business/Search and search your business，按名称

或档号搜索您的企业。 

 如果实体的登记已失效，您需要将搜索的登记状态从“有效”(Active)改为“失

效”(Inactive)，才能找到该实体。 

 如果该实体的登记已失效，您需要将该实体复效，然后才可以提交修订文件。 

第 3 步：在搜索结果中点击企业名称旁边的“详情”(Details)。 

 

第 4 步：在“企业记录详情”(Business Record Details)页面点击“提交修订文件/续期

书”(File Amendment/Renewal)。 

 

第 5 步：从“可提交的修订文件”(Amendments-Available for Filing)列表中选择您的修订文

件或续期书。并非所有类型的修订文件都可在线处理。 

 “在线登记”(Online Filings)为实时登记，它会根据您提供的信息创建登记文件。 

 “快速登记”(Express Filings)要求您上传登记文件的 pdf 版。选择 PDF 表格。填完

后保存到您的电脑，然后上传。请务必注意，文件大小不能超过 2 MB。文件名称

不能超过 10 个字符，且不能包含标点符号、空格或特殊字符。如果您登记的企业

类型没有 PDF 表格，您可直接以 pdf 格式上传所创建的登记文件。请注意，在表

格底部的签名区工整书写姓名，即符合法定的签名要求。 

第 6 步：填写必要的信息和/或上传修订表格。 

 

第 7 步：检查登记文件，然后点击“提交”(Submit)。然后您会收到登记文件的订单编号。

记下订单编号再继续下一步。然后点击“继续付款”(Continue to Make Payment)按钮。进

入 US Bank 页面后，您可以选择在 US Bank 开通电子服务帐户。US Bank 电子服务帐

户将储存您的信用卡信息，以便将来的交易使用。 

您可以点击“免注册付款”(pay without registering)，略过 US Bank 电子服务帐户的注册。

这允许您用信用卡进行一次性付款。 

https://www.sos.state.mn.us/business-liens/business-forms-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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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步：完成付款后，您将收到确认页面及付款确认号码。请打印确认页面或记下确认

号码。登记文件处理完毕后，您将收到本办公室发来的电子邮件以及 US Bank 发来的付

款电子邮件。 

 

第 9 步：收到本办公室关于登记文件处理完毕的电子邮件后，您可以打开该电子邮件，

点击其中的链接打开我们的网站，即可下载登记文件的副本。该链接的有效期仅为 90

天。 

注意：所有登记文件将在“交易记录”(Transaction History)中保存 90 天。在我们的网站上

登录您的在线帐户，然后点击“交易记录”，即可查看交易记录。进入“历史”(History)页面

后，您可以点击右边的订单编号，这时会出现下载登记文件的选项。 

用 pdf 表格在线登记的说明 

 点击可填写的 PDF 表格的链接。 

 打开表格，并填写上面的信息。 

 填好之后，将表格保存到您的电脑。 

 点击“文件”(File)，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关闭”(Close)，关闭表格。 

 现在您需要上传表格，以完成登记流程。 

上传 pdf 文件的登记说明 

 点击“上传文件”(Upload file)按钮，上传刚刚创建的 PDF 版登记表格。 

 输入必要的信息，然后点击“继续”(Continue)以检查您的登记信息。 

 检查您提供的信息，然后点击“提交登记文件”(Submit Filing)。 

 如果需要支付登记费用，请点击“继续付款”(Continue to Make Payment)。 

 登记流程完成后（如果支付了费用，您还需要确认付款），您将收到确认登记的电

子邮件。 




Accessibility Report


		Filename: 

		How to Renew SimChinese 3.16.22_508.pdf




		Report created by: 

		

		Organization: 

		




[Enter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Preferences > Identity dialog.]


Summary


The checker found no problems in this document.


		Needs manual check: 3

		Passed manually: 0

		Failed manually: 0

		Skipped: 0

		Passed: 29

		Failed: 0




Detailed Report


		Docum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Passed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must be set

		Image-only PDF		Passed		Document is not image-only PDF

		Tagged PDF		Passed		Document is tagged PDF

		Logical Reading Order		Needs manual check		Document structure provides a logical reading order

		Primary language		Passed		Text language is specified

		Title		Passed		Document title is showing in title bar

		Bookmarks		Passed		Bookmarks are present in large documents

		Color contrast		Needs manual check		Document has appropriate color contrast

		Page Cont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content		Passed		All page content is tagged

		Tagged annotations		Passed		All annotations are tagged

		Tab order		Passed		Tab order is consistent with structure order

		Character encoding		Passed		Reliable character encoding is provided

		Tagged multimedia		Passed		All multimedia objects are tagged

		Screen flicker		Passed		Page will not cause screen flicker

		Scripts		Passed		No inaccessible scripts

		Timed responses		Passed		Page does not require timed responses

		Navigation links		Needs manual check		Navigation links are not repetitive

		Form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form field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are tagged

		Field description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have description

		Alternate Tex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Figures alternate text		Passed		Figures require alternate text

		Nested alternate text		Passed		Alternate text that will never be read

		Associated with content		Passed		Alternate text must be associated with some content

		Hides annotation		Passed		Alternate text should not hide annotation

		Other elements alternate text		Passed		Other elements that require alternate text

		Table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Rows		Passed		TR must be a child of Table, THead, TBody, or TFoot

		TH and TD		Passed		TH and TD must be children of TR

		Headers		Passed		Tables should have headers

		Regularity		Passed		Tables must contain the same number of columns in each row and rows in each column

		Summary		Passed		Tables must have a summary

		List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List items		Passed		LI must be a child of L

		Lbl and LBody		Passed		Lbl and LBody must be children of LI

		Heading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ppropriate nesting		Passed		Appropriate nesting






Back to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