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房之旅

以下是购房的 18 个重要步骤
1. 选择房产中介。
2. 选择贷款方（了解抵押贷款的不同类型和资格预审流程）。
3. 选择房子（确定户型、房价和地段）。
4. 报价（找到楼盘后，通过房产中介出具一份书面报价）。
5. 第三方托管过程（与卖方达成协议后，向第三方托管代表支付首笔诚意金，届时购房流程开始）。
6. 抵押贷款（需要抵押贷款时，填写合适的表格）。
7. 审查并接受初步报告或产权承诺书。
8. 检查和信息披露（在合同指定时间内对房产进行检查，并对卖方就该房产所作的所有信息披露进行审
查）。
9. 评估（房产价值由贷款方决定）。
10. 贷款审批（贷款方联系第三方托管中介）。
11. 房屋保险（买方向第三方托管中介告知签发保单的保险公司）。
12. 条件（第三方托管中介确保所有条件都满足）。
13. 最后参观房产（在过户之前，买方与房产中介一同对房产进行检查）。
14. 签订文件（买方签订贷款文件和第三方托管指示，并向产权公司支付首付款）。
15. 第三方托管中介将文件归还给贷款方。
16. 贷款方的资金以电子方式汇给产权公司（资金交易发生在贷款方和产权公司之间）。
17. 向国家房产局进行契约记录（由此将产权转移给买方），并完成交易。
18. 将钥匙转交给新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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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获得贷款？哪些方式最适合我？
尊敬的购房者：
祝贺您即将开始购房之旅！本指南由我们的多文化业务解决方案团队编写，旨在协助您完成整个购房过程。
能为您提供该文件，我们倍感荣幸。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Chicago Title 产权公司的当地办事处。
感谢您给予机会让我们为您服务！

纳税申报单和其它财务文件。请将以下财
务因素牢记于心：

Chicago Title 产权公司

· 您是否有钱支付购房首付？
· 您是否有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在过去 2-3 年内
工作稳定？
· 在支付账单方面，您是否具有良好的记录？
· 您能否每月定期支付房贷和其他费用？
· 您未支付长期负债（如购车款）的情况是否极少？

让我们从解决您可能存在的疑问开始...

我需要房产中介吗？如何找到合适的房产
中介？

为何购房？

当然需要。购房是一件劳心劳财的事情。选择经验丰
富的专业合格房产中介或代理人，能帮助您顺利完成
复杂的购房流程，您的房产中介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会
以您的利益为出发点进行洽谈。同时，房产中介在获
得交易融资和寻找合适房源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美国，大多数人在购房时都会选择房地产专业人士
。

除了作为有房一族的自豪感和享受房子带来的乐趣之
外，
·
·
·
·

要达成这一重大的购买活动，您的财务状况必须相当
不错。您必须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在过去七年内，
不曾有过破产记录。在购房过程中，您必须能够出具

随着房产的升值，您的财富将得到积累
可免除财产税和贷款利息税。
通常，与租房相比，购房后住房消费的涨幅较小
您可更为自由地使用、装修以及/或改造您的房子

如何购买一套房子?
您下定决心购买房子后，请联系当地房地产专业人士
，以协助您完成购房过程。他/她将协助您决定您的购
买能力，确定您想购买的户型，为您寻找合适的街坊
，进行购房洽谈，安排验房事项，并为您在第三方托
管和贷款过程中提供指导。

通常，房产中介或代理人的中介费或提成由房产购卖
方支付。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交易完成后，才向
房产中介支付费用。为了找到合适的中介，请
· 联系当地地产经纪商协会®，或其他专门促进房
产交易的组织
· 向亲朋好友咨询，或致电我们的当地办事处。

同时，请您自问以下问题，以便确定最适
合您的贷款：
· 您打算在这套房子里住多久？
·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您的财务状况是否会发生重大
变化？
· 您想何时付清房贷？在退休前？
· 房贷金额发生变化时，您能否应付？或您是否更愿
意在贷款期内支付相同的金额？
您的房产中介会帮您寻找合适的贷款方，以便根据上
述因素确定最适合您的贷款。

第三方托管和产权保险是指什么？
第三方托管仅限审核与财产转让有关的所有资金和文
件的期间。这里涉及到 Chicago Title 产权公司，该公
司作为买卖双方的独立第三方，执行双方的指示，负
责资金的分配，办理各类书面材料，并记录为了将产
权转让给您（买方）而签订的契约。
托管公司会保管交易所需的所有资金和文件，并遵守
相关指示，向各方发放合适的金额，并处理各种细节
问题，如记录新契约。
产权保险是一种保险契约，旨在防范买方在产权搜索
时面临的潜在风险。这些风险也称之为“隐患”，可
能在几年后才会出现。例如：继承人未披露或失踪，
真正的业主另有其人，契约上的签名是伪造的，或契
约或房贷合同由神志不清者、未成年人或谎称单身的
已婚人士签订。

何谓过户费？是否由我支付？
有两种过户费：一次性（只需支付一次）和经常性费
用（隔一段时间就会再次出现的费用）一次性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费用：评估费、信用报告费、积分或
贷款发放费、房产检查费、产权保险费和第三方托管
费、文件编制费、税款、公证费、记录费、邮寄费、
汇款手续费和印花费。经常性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费用：财产保险费、财产税以及 PMI（私人贷款保险
费）（如适用）。根据购房合同协商结果或财产所在
国海关的规定，这些费用大多数由买方和卖方共同支
付。

您的贷款方和房产中介/代理人会提供一份预期过户费
的“贷款估价”，而实际费用将由第三方托管方根据
贷款人的指示进行计算，并在签约时向您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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