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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并非一成不变，所以确保您的住房贷款

始终满足您的需求和您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

很重要。

本指南的目的在于说明再融资涉及哪些内容、如何才能知

道它是否适合您以及我们如何提供帮助。

请谨记，本文件仅作为一份指南，帮助您提出合适的问

题，并强调重要的事项。

您当地的 Mortgage Choice 住房贷款专家可以帮助您评估抵

押贷款市场，并确保您当前的住房贷仍然款满足您的 

需求。

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将与您见面，以便将您的房贷与

我们众多优质贷款机构提供的数百种优势贷款方案进行比

较。我们还负责完成贷款申请工作和外出调查工作，并及

时告知您最新情况。

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的住房贷款服务不会向您收取任何费

用，因为贷款机构会在您的贷款交割之后将佣金支付给我

们。无论您向我们众多的贷款机构申请哪一种住房贷款，

作为您的 Mortgage Choice 经纪人，我们都将获得相同的 

报酬。

也就是说，您可以确定的是，对 Mortgage Choice 而言，帮

助您选择合适的住房贷款是我们唯一重要的事情。

我们可以随时提供帮助， 
所以请立刻来电咨询吧。

本指南是否适合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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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宣传册包含的信息仅涉及我们的贷款机构提供的贷款，Mortgage Choice Pty Ltd 已与各贷款机构达成协议，依据协议收取佣金和其他费用。并非所有经纪人都会出售所有贷款机构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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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某一款金融产品对我们的生活产生

了巨大影响，那么它就是住房贷款。 

所以，您有必要知道，当今的业主可以在各个不同的贷款

机构（包括大型银行、小型银行甚至非银行机构）提供的

几百种住房贷款方案中自由选择。

从一笔贷款转到另一笔贷款从未如此简单，这样做可以让

您在经济上取得优势地位，帮助您实现目标，或帮助您随

着境况的变化而改变。

从当前的贷款机构或另一家贷款机构获得一笔新的贷款，

即被称为再贷款。

什么是再贷款？

33



之所以考虑房贷再贷款，有诸多原因，最主

要是因为您当前的贷款已经无法再满足您的

需求。

下文中列出了您需要考虑再贷款的原因以及它带来的好处。

获得更低利率

目前对于贷款机构来说，市场竞争很激烈，因此，借款人

可以达成一些很不错的交易。事实上，业主选择再贷款的

主要原因之一是获取更低的利率。这可以降低您的每月还

款金额，甚至有可能减少数千澳元的整体贷款成本。

再贷款可能会产生一些费用（参阅第 7 页再贷款的费用为

多少），所以，有必要权衡比较一下再贷款节省下来的钱

和再贷款产生的费用。比如，如果您的住房贷款利率能下

降 0.5%，再贷款就可能让您提前还完贷款。

如果您决定充分利用较低的利率，换成可变利率抵押贷

款，您需要了解未来可能的利率上升带来的风险。

我们会将您的住房贷款与其他几百种贷款进行比较，并在

比较时将账户利率、费用和功能纳入考量，以便确定您是

否使用了适合您的贷款。

即使您目前还没准备好再贷款，每年进行一次贷款健康检

查也很重要，这可以确保您的贷款仍然满足您的需求。

固定利率更有把握

如果您当前的贷款采用可变利率，但您更喜欢确定的模

式，即还款额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那么您可能希望换

成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贷款期结束

目前使用的是固定利率贷款？固定利率贷款期到期后，要

确定是否适合“恢复”成可变利率，这一点很重要。如果

当前利率不具理想，就有必要在固定利率期结束时考虑再

贷款。

换另一家贷款机构

您当前的贷款或贷款机构可能已经无法再满足您的需求。

比如，您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实现某个特定目标。您可

能对目前接受的服务水平不满意，或者您更喜欢使用一种

捆绑式“组合”贷款，既能提供折扣，还能减免贷款和多

种金融产品的费用。如果上述任何原因让您听起来有共

鸣，那么就该利用再贷款改用其他贷款机构了。

恢复成一种功能更少的 
“基本”贷款

您的住房贷款提供的功能和您的还款利率一样重要。有些

功能可以让您的贷款更容易接受，其他功能可以帮助您更

早还清贷款，还有些可以帮您积累财富。您的贷款提供的

功能越多，利率可能就越高，所以关键是只为那些您将来

用得上的功能付费。因此，如果您的贷款有一些用不上的

功能，就应该考虑再贷款，换成一种更便宜、更“基本”

的贷款。

完善您的贷款功能

反过来，如果您当前的贷款功能偏少，您可以换成一种新

的贷款，为您提供适合您生活方式的关键功能，让您享受

诸多好处。其中一些最重要的贷款功能包括：

• 灵活还款 - 免费的额外还款功能是一件省钱利器，因

为它能帮您更早还清贷款。另外，有了这种灵活还款

功能，您就可以采用每周还款而非每月还款的方式，

因为每周还款还可以帮您快速跟踪您的抵押贷款。

• 还款假期 - 还款假期功能为您提供完整的还款间歇期

或降额还款期。当您的工作发生变动或中断（比如休

产假）时，这种功能可能就十分有用。通常情况下，

只有当您提前还款时，才能使用这种功能。

• 对冲账户 - 对冲贷款要求有一个储蓄账户或交易账户

关联贷款。计算每月利息费用时，关联账户的余额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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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您应该考虑再贷款？ 

让我们为您当前的住房贷款进行一
次免费的住房贷款健康检查，看看
能否找到一种更符合您需求的贷款

从可变利率换成固定利率，或者反
过来，并不一定要进行再贷款。我
们可以帮您弄清楚您的贷款机构是
否会在不更换贷款的情况下提供此

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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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冲抵贷款余额，或者从贷款余额中扣除。比如， 

如果关联账户有余额  $ 10 ,000，您的贷款金额为 

$300,000，您的利息就以 $290,000（$300,000 减去 

$10,000）的贷款计算。因此，对冲就成为一种绝佳的

个人储蓄方式，它可以让您在无需额外还款的情况下

更快还清贷款。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低利率基本贷

款，对冲功能可能无法使用，所以，您需要权衡一

下，您的储蓄额是否足以弥补较高贷款利率造成的 

损失。

• 随意取款 - 该功能可以让您取出任何您用于额外还款

的资金，如果您在紧急情况下需要现金，这个功能十

分方便。大多数贷款都提供随意取款功能，所以，如

果您当前的抵押贷款没有这一功能，毫无疑问，是该

考虑再贷款了。

• 灵活的利率选择 - 您可以将您的利率随意分为固定利

率部分和可变利率部分，甚至在某段时间内采用纯付

息的还款方式，这些都可以让您的贷款变得更容易 

管理。

• 贷款可转移性 - 澳大利亚人倾向于每七年左右升级一

次房屋，这时，贷款的可转移特点就变得非常有用。

当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个功能可以让您

将您的贷款一起带走省却了申请新贷款要耗费的金钱

和精力。

您的 Mortgage Choice 经纪人可以帮助您整理出您可能用得

上的功能。

使用您房屋的资产净值

您的房子不仅仅是个居住的地方。它或许还可以成为您最宝

贵的资产，利用房屋资产净值，您有机会积累额外的财富，

甚至实现个人目标。

“房屋资产净值”是房产市值和房贷余额之间的差值。例

如，如果您的房屋价值 $600,000，而您还有 $350,000 贷

款未偿还，您的房屋资产净值就等于 $250,000。

这部分净值可以作为抵押，帮助您获得新的贷款购买出租

屋、进行房屋改造或实现生活目标，比如享受一次应有的

假期。房屋资产净值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帮助您在没有大

量闲钱的情况下实现上述所有目标。关于再贷款如何帮助

您实现生活目标，您的 Mortgage Choice 经纪人可以提供相

关建议。

整合债务

房屋贷款再融资为您简化债务提供了机遇，并且有可能通

过“债务整合”，降低您因为多重债务而多付的整体利

率。也就是将若干高息债务整合成一个较低利率的债

务——通常就是您的住房贷款。

通过这种方式将若干高成本负债整合到您的抵押贷款中，

这样您就有机会降低您支付的整体利率，并从整体上减少

每月还款额。债务整合还可以简化债务管理，因为您每月

只还款一次，无需进行多次还款。

需要注意的是，债务整合也有一些缺点是您需要了解的。

它会将个人贷款之类的短期负债变成长期负债（抵押贷

款），也就是说，您要在更长的时间内为贷款余额支付 

利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的利息可能会超过债务整合省下来

的钱，让债务成本更高。如果想让债务整合实现成本效

益，您需要额外还款，尽快还清扩大的贷款。

您的 Mortgage Choice 经纪人可以提供债务整合方面的有用

建议，也可以帮您弄清楚它是否适合您。

首先，它值得考虑

如果现在债务整合是您控制失控债务的方式，

那么最重要的是先弄清楚您陷入该困境的原

因。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并保持谨

慎，不要因为清算一张信用卡的余额而产生新

的债务，导致自己负担过重。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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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 Mortgage Choice 经纪人的 
帮助下，我只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就办理

好了住房贷款。这不仅仅是找到合适的房

屋那么简单。知道自己的贷款能满足自己

的需求，这感觉也很棒。

Mortgage Choice 客户

“

”



估算不是瞎猜！

再贷款有很多重要好处，也会产生一系列费用，您需要清楚

了解相关费用，然后才能确定再贷款是否是一个适合您的

选择。

下文列出了一些主要的再贷款费用，但也有可能并非下列

所有费用都适合您的情况。您的 Mortgage Choice 经纪人可

以帮您弄清楚哪种费用适用于您，以及您可能需要支付多

少再贷款费用。

贷款成本

再贷款时，您的新贷款机构可能会收取一系列预付费用。

但是，并非所有贷款机构都会收取这些费用，有些可以 

协商。 

费用可能包括：

• 贷款申请费 - 您申请新住房贷款时贷款机构收取的

费用。

• 估价费 - 您的贷款机构为聘请专业房产估价师对您的

房产估价而收取的一项费用。

• 交割费 - 您的贷款机构为结算您的新贷款而收取的一

项费用。

贷款机构抵押贷款保险 (LMI)

贷款机构抵押贷款保险是一种专门保护贷款机构而非业主

的保险类型，当您无法继续偿还贷款时，它便可发挥作

用。如果您的贷款金额达到或超过房产价值的 80%，并且

不可在贷款机构之间转让，那么即使您在首次购房时已经

交纳过贷款机构抵押贷款保险费，当您申请再贷款时，也

仍有可能被要求再次交纳该费用。

您或许可以将 LMI 资本化（将它增加到贷款中），但您依

然要注意，这不会让您的贷款超过贷款机构青睐的“贷款

价值比”（LVR，贷款金额与房屋价值的比率，用百分比表

示）水平。

抵押贷款登记费

您还可能需要支付抵押贷款登记费，这是由土地所有权办

公室（或同等机构）征收的费用，用于在房屋产权记录上

登记您的抵押贷款。

比较成本与好处

如果您的再贷款目标是减少每月还款额和长期利息费，您

要看看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用新贷款节省下来的钱弥补

再贷款成本。

越早用贷款节省的钱弥补成本越好。

举个例子：假设您有一笔 $300,000 的贷款，还款期为 25 

年。您当前的利率为年利率 5.9%，而您每月的还款额为 

$1,915。

如果您通过再贷款可以获取一笔年利率为 4.9% 的贷款，利

率差为 1%，您可以将还款额降低至 $1,736，相当于每月节

省了 $179。

再贷款需要支付多少费用？

7

退出费与违约金

退出费不包含违约金，如果您在固定利率贷款

期结束之前退出固定利率贷款，就可能要支付

这笔费用。这笔费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固

定住房贷款利率后市场利率如何变化，所以，

如果您想对一笔固定利率抵押贷款 进行再贷

款，请告诉我们。

小贴士！



再看看成本方面，我们假设您的贷款再融资费用是 $1,000。

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花 11 个月（$1,000 除以 $92）的时

间，用省下的钱弥补成本。

这样的时间范围不算太差。如果需要花费数年弥补成本，就

不值得进行再贷款了。 

我们提供的部分服务包括，帮您处理贷款过程中的外出调

查工作。您当地的 Mortgage Choice 经纪人针对您的个人情

况完成费用调查之后，会向您准确说明您能如何通过再贷

款获得收益。

8

再贷款可能比较费时

要计算出您的再贷款需要支付多少费用，以及

新贷款能为您节省多少钱，并非一个简单的过

程。这需要与贷款机构进行全面洽谈，对您来

说，如果您要自己处理，则可能是一件费时有

难度的事情。 

小贴士！



通常来说，这个环节很简单，您当地的 

Mortgage Choice 经纪人会简化这个过程，不

必从我们的众多贷款机构提供的几百种住房

贷款中筛选，便可以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贷

款。 

一旦您已交割了某个贷款，便可以按照您申请原始贷款的

方式申请再贷款，您的 Mortgage Choice 经纪人也会在整个

过程中为您提供指导。 

您还需要准备一些重要的文件，以便为您的申请提供支

持。您提供的文件越多，申请流程就进行得越快。

收集的文件如下：

• 最近两份工资单

• 最新纳税申报表和税务评估通知

• 负债记录（比如信用卡或贷款结单）

• 最新市政厅管理费通知

• 房产投保证明

查看下一页的检查清单，了解房贷申请所需的完整文件

列表。

房贷通过审批和结算之后，新贷款机构会代您还清现有贷

款，之后您就可以开始偿还新贷款。

在背后，您的房产证会转交给新贷款机构，同时有一份 

“解除按揭”文件寄存在您所在州或领地的土地所有权办

公室。

如何进行再贷款？ 

计算总额

Mortgage Choice 提供各种 

在线计算器，可以帮助您计算出您能通过新贷款

借出多少钱，以及可能需要偿还多少钱。

您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访问 Mortgage Choice  

网站上的计算器： 

MortgageChoice.com.au/calculators

9



预约时需要携带什么 

10

下文列出了申请贷款时可能需要提供的一些

基本信息。 

下列信息仅供参考，有些情况下，贷款机构可能在贷款申

请过程中要求您提供其他信息。请参阅下方的已勾选的方

框，了解您的个别情况需要提供的信息。

除保险/养老金详细资料和房产详细资料外，下列所有文件

均需提供原件或经过认证的副本（申请首次置业补贴时，

也可能需要经过认证的销售合同/要约及承约副本）。

个人身份证证件

下列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一种或多种）

O 澳大利亚或外国护照

O 澳大利亚驾驶证

O 澳大利亚州或领地颁发的年龄证明卡

或

下列两组不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中每组各提供一种

第 1 组

O 澳大利亚出生证明或摘录本

O 外国出生证明

O 澳大利亚公民证

第 2 组

O 收费当局通知 - 经目证的最近 12 个月内出具的账单

O 公共公用事业记录 - 经目证的最近 3 个月内出具的账单

O 最近 12 个月内的澳大利亚税务总局 (ATO) 税务评估 

通知

首次置业补贴申请还需要

O 经过认证的身份证复印件

O 姓名变更证明文件

O 结婚证（如相关）

收入详情（适用于受雇员工）

O 最近两张由当前雇主提供的连续的、电脑生成的工资
单。必须显示企业名称、ABN 号和至少 3 个月的年初至

今收入数据

O 可能需要含工资说明的当前工作证明（信件抬头有签
名、日期，注明开始日期、企业 ABN 号，以及您的收

入/工资）

O 最新一份工资汇总单（如果是同一雇主）

如果收入包含加班工资/佣金/奖金，可能还需要提供下列

证明。

O 最近 2 年的 ATO 税务评估通知

O 最近 2 年的退税记录

收入详情（适用于自雇人士）

O 所有个人申请者和所有企业最近 2 年的纳税申报表和税

务评估通知。

O 最近 2 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O 外部债务详情：租赁、分期付款消费、透支、公司贷
款和/或担保

收入详情（适用于雇佣关系之外的人）

O 房租收入结单

O 股票和其他投资红利报表

O 家庭补贴的福利署确认函

O 政府养老金

O 私人养老金给付汇总表或报表

O 其他定期持续性收入的书面证明

财务资助详情

O 银行账户流水中包含的 6 个月真实储蓄的证明、定期存

款单或股票交易记录（有时可能只需要 3 个月的证明）

O 如果此次购房包含其他资金，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该资金
目前由谁持有；如果资金为赠送所得，则需提供赠送者

的法定声明



财务开支详情

O 所有当前贷款的最新流水（注明当前还款情况）。例
如，住房贷款、个人贷款、租赁、分期付款消费等。如

果相关机构不经常出具结单，则可能需要网上报表。最

新结单原件随附的临时报表通常可以满足要求

O 所有现有信用卡和购物卡的最新流水（如果是再贷款，
则可能需要更多结单）

O 如果需将上述任何财务开支并入贷款中，则可能需要更
多证明 

O 房产详情

O 如果是再融资 - 需要提供最新的市政管理费通知

O 如果已选定房产 - 需要提供销售合同副本（西澳大利亚

需要要约及承约协议）

O 如果是建造房屋 - 需要提供标书副本、固定价格建筑合

同，经过委员会审批的计划、规格、建筑保险、预估建

造成本以及其他任何具体信息 

O 您可能拥有此类具体信息，比如房屋平面图和当地委员
会的审批



再贷款为您带来便利，帮您省钱，并给您机

会实现个人目标。但是，也有些时候再贷款

在财务上的意义不大。 

下文详细说明了一些建议您继续使用原贷款机构的情况。

旧贷款产生高昂违约金

如果是这种情况，您的最佳选择或许就是耐心等待，直到

您的贷款无须再缴纳退出费。这可能意味着需要至少坚持

使用五年原贷款，不过，您还是应该向当前贷款机构确认

一下期限。

房屋资产净值不足

如果房屋资产净值没有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通常至少为

房屋当前市场价值的 20%），您可能需要支付贷款机构抵押

贷款保险费 (LMI)。根据您希望借出的房屋价值，这笔费用

可能非常高。

提高房屋资产净值是避免支付贷款机构抵押贷款保险费的

好方法，而提高净值的方式有很多种。首先是等待房屋升

值，让资产净值高出 20% 临界值。您也可以采取措施提高

您的房屋价值，比如翻新房屋。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额外还款提升房屋资产净值。这种方法

可以减少贷款余额，让房屋资产净值达到一个对您有利的

水平。

您的境况发生了改变

即使您已经还了几年贷款，贷款机构在考虑是否同意再贷

款申请时，您的“履约”能力（或者说偿还新贷款的能

力）仍然是贷款机构最为看重的因素之一。

如果您的信用档案中有一些不良记录（比如欠款未还或逾

期账单），您会发现您很难通过新贷款机构的贷款审批。

在不良信用记录消除之前，继续使用原贷款可能更省钱。

此外，您还可能在取得当前住房贷款之后变成了自雇人

士，或者您的收入下降了。无论上述哪种情况，您都可能

会被某些贷款机构视为高信用风险人士，也就是说，您选

择的贷款可能无法通过审批，或者您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

利率。

需要坚持使用原贷款吗？ 

与您当地的  

Mortgage Choice 经纪人聊聊

您当地的 Mortgage Choice 经纪人可以了解您当

前的情况，并帮助您计算出继续坚持当前的贷款

是否更有利于您。



我们的住房贷款服务不向客户收
取任何费用，
因为贷款机构会在贷款交割之后向 Mortgage 
Choice 支付佣金。

这不会影响您从贷款机构
那里获得贷款。

不向您收取

任何费用 $

也就是说，您可以
免费借助您的经纪
人的专业知识，
并节省了寻找合适房贷方案
的时间和精力。

无论您向我们众多的
贷款机构申请哪一种
住房贷款，
Mortgage Choice 都会向您的经纪
人支付相同的佣金。

1

43
?

之后 Mortgage Choice 
向经纪人支付佣金。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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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最符合您需求的住房贷款可能很难。 

我们可以向您讲解可供选择的再贷款方案。这样您就能准

确知道自己适合哪种贷款方案，然后自由地专注于对您而

言重要的事情。

您当地的 Mortgage Choice 房贷专家正好可以向您提供这方

面的帮助。我们会比较许多银行和贷款机构提供的几百种

贷款方案，希望能找到满足您需求的贷款。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住房贷款服务不向您收取任何费用。

省时省力

作为您的房贷专家，我们可以为您节省时间和精力，让您

无需前往多家银行了解情况。我们甚至还负责处理贷款申

请的文书工作，并和您选择的贷款机构联络，直至完成交

割，而且随时告知您最新情况。  

我需要支付房贷预付费用吗？

有些贷款机构会收取与贷款申请和/或房产估价有关的预付

费用。作为您的住房贷款专家，我们会计算所有数字，向

您提供一份潜在费用的详细计划。 

Mortgage Choice 经纪人如何 
收费？

对 Mortgage Choice 而言，帮助您选择合适的住房贷款是我

们唯一重要的事情。无论您向我们众多的贷款机构申请哪一

种住房贷款，作为您的 Mortgage Choice 经纪人，我们获得

的佣金都是相同的。 

如果我不符合资格，无法获取我想
要的贷款额怎么办？

与您当地的 Mortgage Choice 房贷专家合作，这样做的一

个主要好处是，我们可以告诉您您能从每家贷款机构贷出

多少资金，如果您想借更多钱，我们还可以帮助您制定 

方案。

保护您辛苦得来的房产

除了代您管理贷款过程之外，我们还将与您合作，为您选

择合适的保险，确保在发生意外时，您能保护好自己、您

的家人和您的资产。

我们坚持的基本原则是，我们专注于资金问题，以便让您

专注于对您而言重要的事情——寻找房屋。

我们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我们的住房贷款服务不向客户收
取任何费用，
因为贷款机构会在贷款交割之后向 Mortgage 
Choice 支付佣金。

这不会影响您从贷款机构
那里获得贷款。

不向您收取

任何费用 $

也就是说，您可以
免费借助您的经纪
人的专业知识，
并节省了寻找合适房贷方案
的时间和精力。

无论您向我们众多的
贷款机构申请哪一种
住房贷款，
Mortgage Choice 都会向您的经纪
人支付相同的佣金。

1

43
?

之后 Mortgage Choice 
向经纪人支付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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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gage Choice 经纪人负责什么工作？

并提供专家建议帮您选择合适的
住房贷款。

4

我们会处理所有的文书工作并与贷款机构完
成整个贷款流程，尽量为您免去麻烦。

5

3 $ $ $

$ $ $
$

之后我们会对我们众多的贷款机
构提供的几百种住房贷款产品
进行比较和对比。

2 我们会计算出的贷款能力，这样您
就能知道您买得起的房产价格范围。

1 我们将会和您一起评估您住房贷款
需求。

?

7
已
售

我们提供上述服务时

不向您收取任何费用，因为贷
款机构会将佣金支付给我们。

6
我们甚至可以帮您

获得住房贷款预审批。



Mortgage Choice 经纪人如何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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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我们的住房贷款服务不向客户 
收取任何费用。因为贷款机构会在贷
款交割之后向 Mortgage Choice 支付佣金。

这不会影响您从贷款机构那里获

得贷款。

之后 Mortgage Choice 向经纪
人支付佣金。

无论您向我们众多的 贷款机构申请哪一种 住房贷款， 

Mortgage Choice 都会向您的经纪人 
支付相同的佣金。

也就是说，您可以免费借助您的经纪人

的专业知识，并节省了寻找合适房贷方案的时间
和精力。

$

不会向
您收费

2

3

4
?



申请费/开户费
为弥补贷款机构考虑和处理贷款申请时的全部或部分内部成本而收

取的费用。这些费用有时需要预付，除非贷款申请被拒绝，否则通

常不予退还。

资产

个人当前的全部所有物，比如房产、储蓄账户、汽车、家庭财产、

养老金、股票等。

基本可变利率贷款

利率会随着市场规律上下浮动的贷款。此种贷款的利率低于标准可

变利率贷款的利率，但贷款提供的功能也较少。

违约金

在固定利率期到期之前已还清固定利率贷款时，或者提前进行额外

还款时产生的费用。

临时贷款

为填补购买新房和出售当前已有房产之间的资金差距而申请的短期

贷款。

资本收益

当您以高出购买所付金额的价格出售一项资产时获得的金钱收益。

此类收益可能需要纳税。

社区产权（适用于新南威尔士）

如果一个社区内建造了若干房屋，且业主对各自的房屋和土地拥有

永久产权，但共享社区设施，如泳池、烧烤区、网球场等，这种情

况下则为社区产权，所有业主共同支付管理费来保养社区的设施。

公司股票产权

归某家公司所有的某栋建筑中的单元/公寓所具备的一种所有权类

型。买家购买公司特定数量的股票，公司给予买家居住在特定 

单元/公寓中的权利。贷款机构对公司股票产权的房产贷款通常没

有太大兴趣。

比较利率

这种利率包括实际利率和预付及持续的贷款费用，用单一百分比的

形式表示。

建设贷款

专门为新房建设提供资金的一种贷款。也可申请用于重大翻新或 

装修。

日息

根据未清贷款余额或投资账户的未清余额按天计算的利息。

定金

购买房产的第一笔现金开支，通常在交换合同后支付。

定金担保金

保证买家在交割日会全额支付定金的现金定金替代品。提供定金担

保金的机构会充当担保人，保证买方会完成付款。

抵押资产净值

不受任何贷款机构权益规限的资产价值，例如，一栋价值 

$500,000 的房产，若未清抵押债务为 $150,000，则抵押资产净值

为 $350,000。

净值贷款

出于个人目的（包括个人投资）利用房屋资产净值作为抵押申请的

贷款。它的原理类似于透支，借款人有一定的信用额，他们可以支

取这个额度内的资金。净值贷款这个术语通常涉及信贷额度贷款。

首次置业补贴 (FHOG, First Home Owner 
Grant)
许多州政府都向首次置业者提供财政补贴，帮助他们满足购房成本

需求。

固定利率

为某个固定期限设定的利率。固定利率期结束时，大多数贷款机构

都允许您按照现行利率再次固定利率，或者恢复成他们的标准可变

利率。

永久产权

在这种房屋所有权形式中，地块完全归业主所有。

真实存款

在申请贷款前已经积累起来或持有一段时间的资金。

担保人

担保人是贷款第三方，通过提供额外的抵押品帮助借款人获取资

金。担保人通常仅限于配偶或直系亲属。如果借款人违约，担保人

可能需要负责偿还贷款。

只付息贷款 (IO, Interest Only)
在这种贷款中，在某个具体期限内，每次还款时，都只需要支付根

据本金计算的具利息。

先期（蜜月期）利率

规定贷款期限内的折扣利率，通常适用于前 12 个月。

联权共有

两人或两人以上等额持有房产。如果一方过世，其所持份额将转移

给在世者。这通常适用于已婚伴侣。

贷款机构抵押贷款保险 (LMI, Lenders 
Mortgage Insurance)
贷款机构享有的一种保险形式，目的是为了防止贷款遭遇违约时抵

押品被出售导致的经济损失。借款人支付一次性保险费。受保对象

是贷款机构，而非借款人。

负债

个人的债务或经济负担，包括当前的信用卡债务和个人贷款。

信贷额度贷款

一种灵活的贷款形式，使用的具体信用额度由借款人酌情决定。一

些贷款机构也将其称为净值贷款或全合一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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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价值比 (LVR, Loan to Valuation Ration)
住房贷款额与抵押品价值之间的比率。通常被称为 LVR，例如，对

于一笔 $400,000 的住房贷款，如果房屋价值 $500,000，则 LVR = 

$400,000/$500,000，用百分比表示，即 80%。

抵押

一种贷款抵押形式，通常以房产作为抵押。如果抵押人无法偿还贷

款，贷款机构（抵押权人）有权取得房产。

抵押权人

提供资金的贷款机构和抵押的持有者。

抵押人

用房产作为抵押品为贷款提供抵押的借款人。

非标准类抵押贷款

专业贷款机构向不符合主流贷款机构标准资格要求的借款人提供这

些类型的贷款。

对冲账户

与住房贷款关联在一起的交易账户。该账户的余额可以冲抵住房贷

款余额，帮助减少借款人支付的利息和缩短总体贷款期限。

调查官

为客户提供渠道，让客户对他们的贷款顾问或贷款机构进行投诉，

且独立处理投诉的仲裁员。

本金

未偿还的贷款额，是贷款利息的计算依据。

还本付息 (P&I, Principal and Interest)
贷款期内每次还款时，同时偿还本金和利息的一种贷款。

随意取款功能

让您可以额外还款，且必要时可以使用额外还款资金的一种贷款 

功能。

再融资

利用同一家贷款机构或另一家贷款机构的资金取代或续借当前的 

贷款。

抵押品

通常指作为贷款抵押物的房产。

交割日

新业主完成付款并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日期。有时也被称为“支取”

日，因为这一天贷款通常被全部取出。

印花税

贷款购买房屋时可能需要支付的过户印花税（或合同印花税）。印

花税依据房屋购买价格采用浮动计算法计算。 

标准可变利率贷款

利率会随着市场规律上下浮动的贷款。这种贷款通常具有全面的功

能，比如对冲和随意取款。 

分层所有权

这种房屋所有权形式通常与单元、公寓和排屋有关，在这种所有权

中，业主对特定单元持有产权，物业规划图中称此为一地块。 

勘测图

显示地块边界和地块上的建筑位置的规划图。

分权共有

多人对某一栋房产持有独立、明确的份额。如果其中一人过世，则

相关份额成为已故者的遗产，而不是像联权共有一样转移给其他房产

所有者。每位所有者都持有具体的所有权份额，并且有权处置各自

的权益。

期限

贷款持续时间或贷款期的特定组成部分。

产权调查

向相关政府机构提出针对特定房屋以及可能记录于产权中的产权负

担、契约和地役权进行认定的请求。

托伦斯产权

托伦斯产权是澳大利亚最常见的房产所有权形式。托伦斯产权的运

作受《不动产法》(RPA) 的规管。房屋所有权通过相关政府机构登

记，并以产权证书作为证明，产权证书上显示当前所有者的姓名及

该房产上存在的任何其他权益，比如抵押。

无限制房产

不受产权负担（抵押）规约，也无任何限制的房产。

估价报告

详细记录专业人员针对房产价值提供的专业意见的报告（贷款机构

通常要求提供）。

可变利率

在贷款期内上下浮动的利率，随市场规律而变化。

请注意： 
*下文列出了您所属的州或领地内能帮助您完成产权调查的机构：

•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Access Canberra（堪培拉信息服务中心）

• 新南威尔士州：Land and Property Information  

(LPI, 土地和房地产信息部）

• 北领地、塔斯马尼亚州：Land Title Office (土地所有权办公室）

• 昆士兰州：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Mines  

(自然资源与矿产部）

• 南澳大利亚州：Land Services office (土地服务办公室）

• 维多利亚州：Land Victoria (维多利亚土地局）

• 西澳大利亚州：Landgate (土地局）

17



18

设备 

融资和 

企业贷款
信用卡

车贷和 

个人贷款

保险

房产 

投资贷款

住房贷款

财务规划

credit

1234 5
 678  

91011  
1213

John p. cit
izen

为什么选择 Mortgage Choice？

因为我们致力于帮助澳大利亚人承担起他们想过的生活。Mortgage 

Choice 的资深专家们（贷款经纪人和财务顾问）提供专业服务，我们可

以利用这些服务帮您管理财务，让您投身到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事情中去。



• 适合您的贷款。对 Mortgage Choice 而言，帮助您选择合适的住房贷款是我们唯一重要的事情。因此，无论您向我们众多

的贷款机构申请哪一种住房贷款，作为您的 Mortgage Choice 经纪人，我们得到的报酬都是一样的。

• 选择众多。我们可以将众多贷款机构（包括大型银行）提供的几百种优势贷款方案进行比较。

• 压力更小。从贷款到交割，我们帮您准备相关文件，递交申请，向贷款机构跟进情况，让您享受更多轻松与便利。

• 无任何费用。我们提供的住房贷款服务不会向您收取任何费用，因为贷款机构会在您的贷款交割之后将报酬支付给我们。

• 产品多样。我们还提供财务规划、商业贷款、车贷、个人贷款、资产融资、一般保险和信用卡相关服务。

为什么选择 Mortgage Choice？

立刻联系我们
电话 13 77 62   网址 MortgageChoice.com.au
本宣传册包含的信息仅涉及我们的贷款机构提供的贷款，Mortgage Choice Ltd 已与各贷款机构达成协议，依据协议收取佣金和其他费用。并非所有经纪人都会出售所有贷款机构的产品。 
Mortgage Choice Pty Ltd 澳大利亚公司编号 (ACN) 009 161 979。澳大利亚信贷许可证 382869。Mortgage Choice Financial Planning Pty Limited ACN 158 645 624。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 (AFSL) 
4228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