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头到尾了解房地产流程 

让 settled.govt.nz 帮助您成为自信的买房人

购买房屋是您将做出的最大财务决定之一。这
可能是一个复杂且有时压力很大的过程。

Settled.govt.nz 将帮助您熟悉并指导您完成
从您考虑购买的时候起一直到您搬入或搬出去
为止的整个过程。

看一下清单、测验、视频和工具。从了解  
LIM，到买卖协议，再到何时联系律师，  
settled.govt.nz 逐一解答您需要知道的事。

访问 settled.govt.nz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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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购买但不
确定什么时候
该做什么事？
您的房地产
购买全程

由房地产管理局  
提供

Chinese    中文

http://settled.govt.nz
http://Settled.govt.nz
http://settled.govt.nz
http://settled.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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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房地产
购买全程

在出价之前，您需要知道该房屋采用的销售方式 

请记住，房地产经纪人应该公平对待每个
人，您的律师或办理过户手续的事务律师

会在整个过程中为您提供支持。

不要在未咨询律师意见之前就对一栋房
产出价。

找房

考虑购买？
就您的目标达成一致
确定您想要找什么以及

您的目标是什么。与朋友
和家人谈一谈。

安排好您的财务
您能借到或能负担得

起多少钱？购买新房会
带来额外的费用，您需
要为其做出预算。在申
请房屋贷款之前，先调
查清楚并了解您的贷

款选择和限额。

组建起您的支持团队
您需要一位律师、一家保

险公司和一家银行或抵押
贷款经纪人。您以后可能
还需要一名房屋检查员。

了解术语
您准备得越充分，整个过程就
越清晰了然。了解销售方法、
房产所有权类型以及如何识

别风险和潜在问题。

参观开放房屋或安排私人看房
至此，您将知道您想要什么样的房
子以及需要注意什么危险信号。如
果您喜欢一个房子并且它满足您

的需求，您可以让经纪人知道并开
始对其进一步更详细地研究。

http://www.settled.govt.nz/
http://www.settled.govt.nz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finding-a-property/
http://www.settled.govt.nz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thinking-of-buying/thinking-about-your-goals/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thinking-of-buying/thinking-about-your-finances-when-buying/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thinking-of-buying/building-your-support-team-when-buying/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finding-a-property/understanding-types-of-ownership/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finding-a-property/viewing-an-open-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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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房产做
调查研究

出价

做好功课
当您找到想要购买的房

产时，在出价之前了解尽
可能多的信息非常重要。 

了解多方出价流程  
如果另一位买家也对您想要购
买的房子出价，这就形成了一
个多方出价的流程。请经纪人
清楚地解释该流程，您也务必

要与您的律师进行讨论。
要求做一 

个产权检索  
产权记录是至关重要

的。它是专门针对您正
在看的那个地址，并会
告诉您针对该房产是

否有任何的限制。

了解各种问题和风
险隐患

做好功课意味着您可
以做出明智的决定，
例如，您将会了解到

邻里社区以及该地区
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

类型等情况。

了解出价流程 
出价流程将因销售
方式而异。了解不

同的销售方式。

https://www.settled.govt.nz/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researching-the-property/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making-an-offer/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researching-the-property/doing-your-homework/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making-an-offer/understanding-a-multi-offer-process/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researching-the-property/doing-your-homework/#Title-search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researching-the-property/learning-about-the-property/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making-an-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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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和
入住

确定您的购房贷款
安排  

此刻是您与贷方确定
购房贷款安排的时

候。大多数银行会要
求您提供有关该房产
的更多信息，并要求

您证明您已在交割前
安排了保险。

满足条件  
任何合同条
件都必须在
指定日期之

前满足。

为交割日做好计划  
有些事情需要在交

割日之前完成，例如
您的交割前房屋检
查以及确保您的贷

款和保险都已到位。

有条件出价或无条件出价 
某些销售方式允许您有条件
地出价，例如把对房子的检

查或获得贷款作为出价的生
效条件。咨询您的律师意见。
您可能会决定在出价之前先

办好其中的一些事情。 

在交割日进行交割  
大日子到了！许多事情需要在您的律

师、卖方的律师和银行之间依次走完程
序，然后房产才能够属于您。这可能需

要一些时间，您可能要到当天晚些时候
才能拿到钥匙。计划在交割日后的第二

天再搬进去，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https://www.settled.govt.nz/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settling-and-moving-in/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making-an-offer/confirming-your-finances/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making-an-offer/buying-by-negotiation/#conditions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settling-and-moving-in/planning-for-settlement-day-when-buying/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making-an-offer/buying-by-negotiation/#offer
https://www.settled.govt.nz/buying-a-home/settling-and-moving-in/settling-on-settlement-day-when-buying/


按广告价格购买、截止日销售购买或谈判购买

广告价格  卖方定一个价格，您可以选择在该
价格之上或之下出价并协商谈判。没有什么时
候必须收到您的出价的具体截止日期规定。
截止日销售 卖方设定一个日期，您可以在该日
期之前的任何时间出价。卖家可以定个价格。
您可以在该价格之上或之下出价并协商谈判。
协商谈判 当房产的市场价值难以估计时，卖家
可以选择用协商谈判的方式出售。买家根据他
们认为该房产在当前市场上的价值给出一个
价格。您可以随时出价。 
重要的须知事项

• 在所有情况下，您都可以为您的出价附上一
些条件，例如把对房产做检查列为出价的生
效条件。在卖家接受您的出价之前，您可以随
时更改出价，您也可以在出价时包括一个出
价有效期。

• 卖方也可以在卖房时附加一些条款和条件，
例如交割日期。

• 如果您无法满足条件或需要延期，您需要尽
快与您的律师或办理过户手续的事务律师以
及房地产经纪人谈一谈。

• 如果有多个出价，则销售可能会成为多方出
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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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购买？

安排好您的财务
您能借到或能负担得起多
少钱？购买新房会带来额
外的费用，您需要为其做
出预算。在申请房屋贷款
之前，先调查清楚并了解

您的贷款选择和限额。

组建起您的支持团队
您需要一位律师、一家保

险公司和一家银行或抵押
贷款经纪人。您以后可能
还需要一名房屋检查员。

了解出价流程 
出价流程将因销售

方式而异。了解不同
的销售方式。

了解多方出价流程  
如果另一位买家也对您想要购
买的房子出价，这就形成了一
个多方出价的流程。请经纪人
清楚地解释该流程，您也务必

要与您的律师进行讨论。要求做一个产权检索  
产权记录是至关重要的。它
是专门针对您正在看的那

个地址，并会告诉您针对该
房产是否有任何的限制。

确定您的购房贷款安排  
此刻是您与贷方确定购房贷
款安排的时候。大多数银行

会要求您提供有关该房产的
更多信息，并要求您证明您

已在交割前安排了保险。

有条件出价或无条件出价  
某些销售方式允许您有条件
地出价，例如把对房子的检

查或获得贷款作为出价的生
效条件。咨询您的律师意见。
您可能会决定在出价之前先

办好其中的一些事情。 

满足条件   
任何合同条件
都必须在指定

日期之前满足。

为交割日做好计划   
有些事情需要在交割日

之前完成，例如您的交割
前房屋检查以及确保您

的贷款和保险都已到位。

在交割日进行交割   
大日子到了！许多事情需要在您的律师、卖方

的律师和银行之间依次走完程序，然后房产才
能够属于您。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您可能要

到当天晚些时候才能拿到钥匙。计划在交割日
后的第二天再搬进去，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了解术语
您准备得越充分，整个过程
就越清晰了然。了解销售方
法、房产所有权类型以及如

何识别风险和潜在问题。

参观开放房屋或安排私人看房
至此，您将知道您想要什么样的房
子以及需要注意什么危险信号。如

果您喜欢一个房子并且它满足您的
需求，您可以让经纪人知道并开始

对其进一步更详细地研究。

做好功课
当您找到想要购买的房产
时，在出价之前了解尽可

能多的信息非常重要。 

了解各种问题和风险隐患
做好功课意味着您可以做出明
智的决定，例如，您将会了解到
邻里社区以及该地区可能发生

的自然灾害类型等情况。

就您的目标达成一致
确定您想要找什么以及

您的目标是什么。与朋友
和家人谈一谈。

不要在未咨
询律师意见
之前就对一
栋房产出价

您可能要重复
出价流程数次

才会成功

提前做好功课
意味着您能够
在知情的基础
上做决定

找到中意的房产
可能需要花费一
段时间

使用 settled.govt.nz 
的房产检查工具

您的房地产

找房

出价

交割和
入住

对房产做调
查研究

投标方式竞买

当房产以投标方式出售时，买家在指定的结束
日期之前向经纪人提供一份保密的书面投标
出价。
重要的须知事项

• 您可以为您的出价附加条件。卖方也可以为
销售加一些条款和条件。

• 您可以随时出价。 
• 卖方并非必须接受最高出价或任何出价。卖

方可以选择通过经纪人与任何出价的人进行
谈判。

• 出价后，您可能没有机会进行谈判，因此请考
虑给出您的最佳出价。

以投标方式竞买，除非提前售出以投标方式竞买，除非提前售出
有些以投标方式出售的房产可以在截止日期
之前出售，这应该在广告中着重说明。

• 如果卖方决定在投标结束日期之前接受买方
出价，则该房产可以在该日期之前出售。

• 通知经纪人您的买房意图，并要求如果有其
他人在结束日期之前出价的话，请通知您，看
看您是否也可以出价。

• 如果卖方决定在结束日期之前接受买方出
价，并且有多个买主出价，则销售可能会变成
多方出价的流程。 

通过拍卖竞买

房产拍卖是一种快节奏的公开拍卖。在达到卖
方的底价后，房子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买家。
重要的须知事项

• 买方应告知经纪人其买房意图，并要求如果
有其他买家在拍卖日期之前出价时，得到通
知。

• 如果您以前没有参加过拍卖会，最好以旁观
者的身份去看一场拍卖，这样您就可以了解
其运作方式。

• 如果您赢得拍卖，您就有义务购买该房产。您
必须在拍卖当天支付购买押金。在您考虑在
拍卖会上出价之前，务必将您的购房款安排
好并完成您作为买家的尽职调查，这非常重
要。

无论使用的是哪种出价流程，请记住买卖协议
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因此在您出价之前
请咨询律师意见。



多方出价流程

当多个买家对房产出价时，就会发生多方出价
流程。在这种情况下，您务必全力以赴，因为您
可能没有机会提高出价或进行协商。 
重要的须知事项 

• 经纪人必须向所有买家清楚地解释流程和任
何需要做的文书手续。

• 必须有不止一份书面出价。如果没有其他的
书面出价，经纪人不能说您是处于多方出价
流程中。 

• 在多方出价的情况下，卖家可以选择最适合
他们的出价。一个价格较低但条件较少的出
价可能会击败一个价格较高但条件较多的出
价。卖家也可以选择拒绝所有的出价。

• 如果您对自己参与的多方出价流程有任何疑
虑，您可以与经纪人的经理交谈。

关于 Real Estate Authority –  
Te Mana Papawhenua (REA) 

Settled.govt.nz 由 Real Estate Authority – Te Mana Papawhenua (REA) 提供。
REA 是监管新西兰房地产行业的独立政府机构。
我们的宗旨是促进和保护购买和销售房地产的消费者的利益，增强公众对房地产经纪人
服务的信心。

如果出现问题，请先与房地产经纪人或其
经理讨论您的疑虑。所有的中介公司都必
须有解决投诉的内部程序。

如果您无法与房地产中介公司解决问题，
或者您不愿意与他们讨论这些问题，您可
以联系房地产管理局 (REA)。如果您的投
诉与房地产经纪人有关，我们可以通过多

种方式提供帮助。例如，我们可以帮助您和
房地产经纪人或中介公司解决问题，并提
醒他们其在《2008 年房地产经纪人法》项
下的义务。当您联系我们时，我们将与您合
作，帮助您确定最好的办法。

请致电 0800 367 7322, 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rea.govt.nz 或访问网站 rea.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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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问题时寻求帮助  

本指南有其他语言版本。您可以在此处找到本指南的翻译副本 
settled.govt.nz/resources

考虑购买？

安排好您的财务
您能借到或能负担得起多
少钱？购买新房会带来额
外的费用，您需要为其做
出预算。在申请房屋贷款
之前，先调查清楚并了解

您的贷款选择和限额。

组建起您的支持团队
您需要一位律师、一家保

险公司和一家银行或抵押
贷款经纪人。您以后可能
还需要一名房屋检查员。

了解出价流程 
出价流程将因销售

方式而异。了解不同
的销售方式。

了解多方出价流程  
如果另一位买家也对您想要购
买的房子出价，这就形成了一
个多方出价的流程。请经纪人
清楚地解释该流程，您也务必

要与您的律师进行讨论。要求做一个产权检索  
产权记录是至关重要的。它
是专门针对您正在看的那

个地址，并会告诉您针对该
房产是否有任何的限制。

确定您的购房贷款安排  
此刻是您与贷方确定购房贷
款安排的时候。大多数银行

会要求您提供有关该房产的
更多信息，并要求您证明您

已在交割前安排了保险。

有条件出价或无条件出价  
某些销售方式允许您有条件
地出价，例如把对房子的检

查或获得贷款作为出价的生
效条件。咨询您的律师意见。
您可能会决定在出价之前先

办好其中的一些事情。 

满足条件   
任何合同条件
都必须在指定

日期之前满足。

为交割日做好计划   
有些事情需要在交割日

之前完成，例如您的交割
前房屋检查以及确保您

的贷款和保险都已到位。

在交割日进行交割   
大日子到了！许多事情需要在您的律师、卖方

的律师和银行之间依次走完程序，然后房产才
能够属于您。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您可能要

到当天晚些时候才能拿到钥匙。计划在交割日
后的第二天再搬进去，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了解术语
您准备得越充分，整个过程
就越清晰了然。了解销售方
法、房产所有权类型以及如

何识别风险和潜在问题。

参观开放房屋或安排私人看房
至此，您将知道您想要什么样的房
子以及需要注意什么危险信号。如

果您喜欢一个房子并且它满足您的
需求，您可以让经纪人知道并开始

对其进一步更详细地研究。

做好功课
当您找到想要购买的房产
时，在出价之前了解尽可

能多的信息非常重要。 

了解各种问题和风险隐患
做好功课意味着您可以做出明
智的决定，例如，您将会了解到
邻里社区以及该地区可能发生

的自然灾害类型等情况。

就您的目标达成一致
确定您想要找什么以及

您的目标是什么。与朋友
和家人谈一谈。

不要在未咨
询律师意见
之前就对一
栋房产出价

您可能要重复
出价流程数次

才会成功

提前做好功课
意味着您能够
在知情的基础
上做决定

找到中意的房产
可能需要花费一
段时间

使用 settled.govt.nz 
的房产检查工具

您的房地产

找房

出价

交割和
入住

对房产做调
查研究

2022年10月

http://Settled.govt.nz
mailto:info%40rea.govt.nz?subject=
http://rea.govt.nz
http://settled.govt.nz/resour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