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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是三个系列之一，旨在向您介绍准备贷款时的须知。通过这些信息，您可以了解应有的
权利以及在以下几个阶段需要注意的事项：

 签署贷款协议之前；
 贷款期间；以及
 贷款出问题时。

《2003年信贷合同和消费者金融法》(CCCF法)旨在为因为个人或家庭原因需要借钱的个人提
供保护的法案。CCCF法规定了贷款人借钱时必须遵守的规则。这些规则说明:

 您可以了解如何获得最好的贷款条件；
 贷方应查询并确保您获得最合适并能够承担的贷款；
 贷方应确保您了解贷款的协议内容。

1. 货比三家
在确定贷方之前，首先应该货比三家，确保贷款适合您的需求。

根据信用法，贷方必须在其办公场所或网站上免费提供有关贷款的信息。这些信息将方便您对不同
贷方的利率、费用以及其他贷款功能进行比较。

我收到了一家公司的电子邮件，
提出可以借给我一些钱，

我觉得可行。

我倒是有个更好的主意，
不如看看网上有什么
更好的选择。

例如，购买汽车时，您无需从汽车经销商处贷款买车。您可以到别处寻找最适合的贷款方式。

这辆车的贷款太贵了！
其他地方有更优惠的价格。
我们可以在这里买车，
但还是先看看是否可以从
其他的贷款人获得贷款吧。

请谨慎对待那些利用奖励、礼品、奖金、现金返还和其他方式吸引客户的贷款，所提供的是全面实惠
的贷款。例如，您购买某款汽车时，汽车经销商可能会提供$3000纽币的现金返还，或者银行可能会
为您的住房贷款支付$1000纽币的法律费用。

因此，您可能难以对不同的利率和费用进行比较，如果还有奖励的优惠就更困难了。有时，所谓的奖
励其实是贷款条款中的隐性费用，您可能最终需要支付更多的金额。所以应该仔细查看有关奖励以
及贷款条款，并计算出总共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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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签订贷款后看到另一个更优惠的贷款，是否可以转换贷方？
可以，您有权通过偿还贷款提前解除贷款协议，这包括支付因提前偿还贷款所产生的费用。
需注意的是新贷款人也有可能收取签订新贷款协议的费用。更多信息，请查看第6个问题：
是否可以解除贷款协议？

因此，在您转换贷款人之前，应将您当前贷款的总体成本和条款与新贷款进行比较，选择哪个更好。
把所有费用加起来后，您可能会发现转换贷款人并不值得。查阅Sorted网站www.sorted.org.nz,
找到最适合您的办法。

各个贷款人提供的贷款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您应该比较几个不同的贷款
人，找到最适合您的贷款。

2. 您的贷款人应做些什么？ 
贷款人在您的贷款期间应履行一些“贷方责任”。这表示您的贷款人在处理贷款时应始终谨慎负责，
并对您予以合理和尊重的态度。在签订贷款时，最重要的贷方责任是他们必须：
 审查并确保贷款适合您的需求；
 审查并确保您能够负担这笔贷款；
 确保您理解所签订协议的内容；
 确保贷款协议不具有压迫性，而且他们不是在压迫您。(更多相关信息，请查阅本系列
指南之三：贷款问题。)

贷方必须审查贷款是否适合您
贷方应审查贷款是否符合您的需求并且适合您。

贷方可能会向您提出以下问题：
 您需要的信用额度；
 贷款的目的。例如，贷款可能是为了支付突发事件的短期费用(例如机票或医疗费用)或是支付
某笔计划中的长期费用，如购买家用电器或汽车。不同种类的贷款适用于不同情况。

 需要有一定灵活性的贷款(例如，能够更改付款的频率，或再借已还金额)。
 需要在贷款期间能够一次性偿还一定数额的贷款。
 需要包括一些额外的产品的贷款，如贷款保险、延长保修或偿还豁免(见下文方框内容)。

贷方必须审查贷款是否适合您。

http://www.sorted.org.nz
http://www.comcom.govt.nz/consumer-credit/consumer-credit-fact-sheets-post/problems-with-your-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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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或与信用相关的保险是与贷款相关的保险，如果担保的物品或财产(见第9页的方框内对
担保的解释)被损坏或丢失，或出现了会影响您偿还贷款能力的改变，这类保险将保护您和贷
款人的利益。
延长保修是指在正常保修期过期后，贷款人同意(在收取费用或保险费后)修理或更换有缺陷
物品的协议。延长保修期可提供《1986年消费者保护法》以外的保护。贷款人有时会对其担保
的物品提供延长保修期。
还款豁免是一种协议，您向贷款人支付额外的金额，条件是如果您失业、受伤、生病、残疾或
死亡，贷方将放弃追回任何未付金额。
请参阅本指南的第5条，了解更多与贷款相关的保险、豁免和保证的信息。

贷方必须审查您是否能承担得起这笔贷款
贷方必须审查您是否可以在没有遭受严重困境的情况下偿还贷款。

“没有遭遇严重困境”是什么意思？ 
审查您是否有能力在没有遭遇意外困难的情况下偿还贷款，同时能支付所有生活必需费用
以及其他应付的费用。
生活必须费用包括住宿、食物、电力、电话、交通和所需的医疗费用。其他应付费用可能包括
偿还现有的债务或子女抚养费等。
贷款人还需要审查您在签订贷款时是否需要出售个人物品才具有偿还贷款的能力。

贷方可能会向您提出以下问题：
 您的收入(例如，收入多少、收工资的频率以及工龄等)；
 您的开支(例如，用于住宿的费用、食物、儿童保育费用以及债务等)；
 您的信用记录以及您是否有偿还贷款的能力。

贷方还需要查看能证明您财务状况的文件。与贷方见面商谈新的贷款时，他们可能会要求您提供所
有相关的财务文件(如工资单、银行对账单、抵押文件、现有的贷款合同以及保险单等)。即便没有要
求，向他们提供这些文件也是可行的。这些文件能帮助您回答贷方提出的问题，并帮助贷方了解您
当前的财务状况。

您还可以考虑向财务顾问咨询，确保您有偿还贷款的能力。

贷方必须审查您是否在没有遭受重大困难的情况下具有偿还贷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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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方应确保您了解贷款的内容
在您签订贷款之前，贷方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供有关贷款的关键信息。这称为披露文件(更多相关信
息，请参阅第6页的方框内容)。贷方还应与您商讨披露文件中的关键信息并回答您提出的问题，确
保您在签订贷款之前了解您的责任。

为确保您了解贷款内容，贷方应：
 清楚强调协议的主要特点(例如，在解释协议时向您提供一份协议的副本并划出关键点，或确
保网上贷款申请中明确显示了这些特点)。您应注意的主要部分包括贷款的期限、利率、费用、
应还款金额以及是否还有其他财物也被作为担保。

 给您足够的时间充分考虑贷款(例如，给您一些可带回家查阅的资料，或允许足够时间找其他
人协商)。

 如果您不能很好地理解英语内容，应建议使用口译员或者提供中文版的文件。

贷方也可建议您咨询法律意见。向律师咨询可以帮助您了解贷款中您应尽的责任。

如果您对贷款有任何疑问，请务必询问清楚。如果贷款人发现您对协议的某些方面不是很了解，
他们有责任向您解释并确保您能够理解。

还没有完全明了协议内容时，请不要急于签署协议。

贷方有责任确保您在签订贷款之前完全理解协议的关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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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贷款总费用是多少？
贷方有责任以书面形式通过“披露文件”向您提供关键的信息。贷方必须在签订协议之前与您商讨
这些关键信息，包括贷款的所有费用。

在签订贷款之前收到的文件称为披露文件。这些文件包含了所有您需要
了解的关键贷款信息。请仔细阅读这些信息，如有任何不理解的内容应
要求贷方解释。

两笔主要的费用包括：
 贷款期限内需支付的利息；
 在整个贷款过程中收取的所有费用以及因不同情况可能收取的费用。

请记住，贷款中可能还含有其他的机动费用，这会增加需偿还的贷款总金额(例如，您如果想提前偿
还一部分贷款，这将产生额外的费用)。

如果认为利息和费用过高，您可选择不签署协议，并要求贷方澄清相关信息，或者继
续考虑、寻找别的选择，或听取其他人的意见。 

利息 
利息是因使用贷款人的资金而向您收取的费用。您应考虑的两个重要方面是利率以及贷款期限内
须支付的利息总额。

利率
贷方必须在贷款文件中明确说明年利率-即每年收取的利率。这通常以“每年(‘perannum’、‘pa’
或‘peryear’)”为单位。
有时，贷方会提到每月、每周或每日的利率，这可能让人产生混淆。因此，他们同时也应该显示年利
率。当您比较贷款成本时，请确保比较的是同类的利率。年利息是最佳的可比利率。如果不确定所列
的利率是否为年利率，请询问贷方。

关于利率的广告：某贷款人公布了8％的利息。有些借款
人可能认为这指的是年利率，而实际上这是每周利率，在
8％后面使用小字体印着“每周(PW)”。那么，年利率实际
上是416％。

这在实例中会是什么情况呢？比如您贷款$100纽币，并希望通过每月等额还款在一年内
还清：

根据每周8%的利率计算，您需要支付
$428纽币(包括$328纽币的利息)

来偿还这笔贷款。

根据每年8%的利率计算，您需要支付
$108纽币(包括$8纽币的利息)

来偿还这笔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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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人之间会在利率方面相互竞争，因此贷款人、贷款类型和信用记录等方面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
异。所以，请仔细查阅贷款人提供的信息，并用这些信息与其他贷款人进行比较。

应付利息总额
贷款人还应在签订贷款之前向您说明，根据合同规定，您应支付的利息总额，在与您商谈过程中以
及在签订贷款之前收到的披露文件中都应注明。利息总额是指贷款期满时，您将支付的利息总额。

贷款期限(持续的时间)不同，您支付的利息总额会相应有很大的差别。

只有在利率未知的情况下贷款人才不必告知您的利息总额是多少。例如，信用卡合同允许您重新借
入已偿还的金额；或者有一笔需要7年以上才能还清的贷款，大多住房贷款都是这种情况。

如果您不确定贷款的利息总额是多少，那么在签订贷款之前，应要求贷方说明并在披露文件中
指出。

贷方是否可以收取额外产品(如保险)的利息？ 
可以。例如，贷款开始时，保险费可能添加到贷款的总余额中，那么，整个贷款期间您将支付这笔保
险费用的利息。在决定贷款和/或购买保险时，请务必考虑这些额外的费用。

即使每周的利率可能非常低，长期贷款所支付的利息会大幅增加贷款总额。检查年
利率以及贷款期限内需要支付的利息总额。 

偿还贷款的时间越长，支付的利息就越多，因此贷款最终会变得很昂贵。如果您通过较长时
间偿还贷款，最后结果可能会让您感到惊讶。
案例：您贷款买了一辆$5000纽币的汽车。贷款人收取20％的利息。

如果在2年内以每月等额还款付清这笔贷
款，您将支付
$6107

其中包括$1107纽币的利息

如果在3年内以每月等额还款付清这笔贷
款，您将支付
$6689

其中包括$1689纽币的利息

每增加一年的还贷时间，将增加近$600纽币的额外费用(约为汽车费用的10％)。
注：此案例不包括任何手续费用。
如需了解贷款的总共费用，您可以使用www.sorted.org.nz/tools/debt-calculator上的债
务计算器计算。

https://www.sorted.org.nz/calculators/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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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 

我应该注意哪些收费？
贷款人可以收取许多不同的收费，大致分为三大类：
 信用费：包括设立贷款需支付的费用(称为“设立费”)和提前偿还贷款的费用。
 违约费用：因违反贷款条款而须支付的费用，如错过一笔或多笔还款而产生的费用。
 第三方费用：由其他人或公司产生并由您支付的费用，例如信用检查或登记“担保权益”的费
用(请参阅第9页的方框，了解担保权益的含义)。

以下是关于贷方可以收取哪些费用的重要规则：
 在您签订贷款之前，贷款人应在披露文件中以书面方式说明您必须支付的所有费用，以及如
果贷款期间出现不同情况时，还可能支付的费用。

 信用费和违约费用必须合理；贷方向您收取由第三方产生的费用时不应添加任何额外费用。

查阅在设立贷款、错过还款或提前偿还贷款时可能需要支付的所有费用。在签订贷
款之前，贷方必须向您说明这些费用。

贷方有义务向您提供关于在贷款或与贷方出现问题时的处理办法，以及如何联系贷方的争议解决
方案等信息。此信息也必须包含在签订贷款之前向您提供的贷款披露文件中。

所有贷款人都应在金融服务商注册处登记，并且是争议解决方案的成员之一，这是一项免费服务，
如果贷方有问题，您可以使用该方案处理争议。(更多相关信息，请查阅本系列指南之三：贷款问题)。

https://comcom.govt.nz/consumers/dealing-with-typical-situations/borrowing-money-and-buying-on-credit/what-to-do-if-you-are-struggling-with-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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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或担保权益是什么意思？ 
贷款方可能会要求用您拥有的或者正在偿还的物品作为担保，即“担保权益”。如果您错过还
贷或以其他形式违反了贷款合同条款，他们可以拿走并出售这些物品。例如，贷方可能会把
您正在偿还的汽车作为担保。如果您错过了支付汽车的还贷，贷款人可以收回您的汽车并将
其出售(除非您即刻偿还拖欠的付款并支付所有违约费用和拖欠的利息)。
但某些特定的消费品，贷方可能不会用作担保物或采取收回措施。

不可作为担保权益的消费品包括：
 床和床上用品
 烹饪设备，包括炉灶
 医用器材
 便携式加热器
 洗衣机
 冰箱

唯一例外是如果您是用贷款购买其中某件家居用品。比如您贷款购买了一张床，贷款
人则可以使用这张床作为贷款的担保。因此，当您拖延并且错过了还款时，床可以被收
回。在本系列的第三篇指南中，更多有关出现这类情况时的解决办法：贷款问题)。
不受担保权益影响的文件包括：

 旅行证件
 身份证明文件
 银行卡

合同需要清楚地列明您给贷方作为担保的物品。在无法偿还贷款时，贷方只能收回列
入清单的物品。您应清楚考虑有哪些可以作为担保的物品，因为您无法偿还贷款时，这
些物品可能被收走。

4. 何时需要担保人？
有时贷款人会要求您提供担保人。担保人是在您无法偿还贷款时，准备为您还贷款的人。他们与您
的贷款人签署的协议称为保证。有保证时，贷款人更有可能获得贷款。

贷方对担保人的责任与对您的责任是基本相同的(请参阅第3页中您的贷款人应做些什么？)。

综上所述：
 贷款人还必须在签订贷款之前向您的担保人提供有关贷款的重要信息。担保条款必须
清晰简明。

 贷款人应确保您的担保人在签署担保之前了解他们的责任。例如，如果您的担保人收入较低
但拥有房产，他们必须在签署担保书之前做出决定，当您无法偿还贷款时，他们是否可以出售
房屋。

 贷款人必须审查您的担保人是否可以在没有遭受严重困境的情况下偿还您的贷款。请参阅第
4页的方框，了解“没有遭受严重困境”的含义。

CCCF法案包含了对担保人的这类保护，因为作为担保人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您停止偿还贷
款，您的担保人有责任支付您的贷款。

http://www.comcom.govt.nz/consumer-credit/consumer-credit-fact-sheets-post/problems-with-your-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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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购买保险、还款豁免或保修之前，您应该了解
哪些事项？

贷款时，贷方可能会建议或要求您购买保险、还款豁免或保修。有关这些产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页的方框。

有时候，贷方可能要求您根据贷款条款购买保险、还款豁免或担保。例如，贷方如果对您拥有的某些
财产有担保权益，(请参阅第9页的方框，了解担保权益的含义)，例如汽车、房屋或用信用卡购买的家
电等，他们可能会要求您为这些物品购买保险。如果有充分的理由，贷款人甚至可以要求您购买特
定的保险。请注意，如果不想购买保险、还款豁免或保修，您随时可以寻找其他贷方的贷款。

当然，作为负责任的贷方，您的贷款人需要确保任何向您出售的保险、担保或还款豁免都能满足您
的需求和目标。他们应询问您有哪些需求，可能会问您是否已经购买了保险。他们还应说明这些产
品具有哪些主要的特点，哪些内容不包含，以及在提出索赔时必须满足哪些条件。贷款人还必须确
保您有能力负担这些产品，并且不会给您带来严重的财务困难。当然，这些都是在贷款费用以外的
额外收费。

贷款人有责任向您清楚说明任何保险、保修或还款豁免所包含及不包含的内容，以及相应的条件。

比如，有些贷款人提供机械故障保险，在您偿还汽车贷款期间，这可以承保因机械问题而产生的费
用。但是，合同可能会声明您的车辆应通过年检、注册并近期维修过才能就机械故障保险提出索赔。
因此，您应清楚了解所保险涵盖和不涵盖的内容。如果不明白，应告知您的贷款人。您可以要求他们
取消保险，并与财务顾问或您信任的人联系，帮助您理解这些内容。

这些产品是强制购买的吗？
这取决于各个贷款。但是，某些贷款要求强制购买保险、保证或还款豁免也属于合理的做法。所以请
清楚了解贷款人是否要求您必须购买产品(才能获得他们的贷款)，或者可以选择是否购买。如果您
有购买产品的选择，应考虑成本、产品的优点和提供的保证，以及您在签订贷款前是否需要购买这
些产品。

如果您用贷款购买了物品，并考虑要为物品购买保修，请注意，如果物品有缺陷，那么您的贷款人可
能对此已局有一定的法律义务。

大多数情况下，出售此商品及保修的个人或商家有责任告知除了根据《消费者保护法》您应有的权
利以外，这类保修还能提供哪些额外的保护。更多信息，请查阅我们关于《延长保修》的简介。

如果您确实想购买这类产品，应购买适合并能满足您需求的产品。

如果贷款人没有充分的理由，您无需购买保险、担保或还款豁免。假如您失业了而且还在待业中，
贷款人不应该让您购买收入保险或裁员保险。

如果您现有的保险涵盖了贷款人想要承保的风险，您可不必购买这些产品。贷款人可能会要求您购
买合适的家庭财物保险，才能贷款给您购买家用物品。如果您已购买了财物保险，应告知贷款人，
这可能足以满足贷款人和您的需求。

如果您认为已经有足够的保险，但贷款人仍要求您购买更多
的保险，可以尝试选择其他的贷款人。您有可能找到一个不要
求购买更多保险的贷款人。

如果您认为已经有足够的保险，请不要被迫购买额外的保险。

https://comcom.govt.nz/business/dealing-with-typical-situations/selling-extended-warra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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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可以解除贷款协议？
可以，您可以退出任何一份贷款合同，当然这样做可能增加成本。
在签订贷款之前，应仔细考虑协议的内容以及您是否有能力负担这笔贷款。签订合同即表示您同意
其中条款以及应尽的责任。

提前偿还贷款
您可以随时通过偿还贷款总额终止贷款合同，这还包括支付提前还款所产生的任何费用。如果有计
划提早偿还贷款，在您签订前与贷方商讨时，就应该仔细查看可能产生的费用。

贷款之初的“冷静期” 
贷款开始时还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允许您改变主意并退出贷款合同。这个短暂的时期称为“冷静期”。

冷静期的长度
允许您取消合同的时间取决于您收到完整贷款合同的方式。使用下面的图表计算允许取消合同的
时间。(注：这些时间从您收到披露文件开始算。)

您可在多长时间内取消新的贷款合同？ 

通过什么途径发送 
合同的？

通过电子邮件或 
传真发送

邮寄

亲自送达

合同发送后7个 
工作日内

寄出后9个工作日内

5个工作日

如果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取消合同，您可能仍需要支付已经贷款期间产生的费用以及贷方的手续费，
但这些费用应低于在冷静期过后须支付的费用。
您应使用书面形式取消合同，便于在出现争议时有记录为证。一般，通过贷款购买的物品，如果已经
取走或者已经送货了，则无法退回这些物品。通常，您必须找到另一种付款方式来支付这些费用。

因此，如果在签订贷款要改变主意，请尽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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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您错过了还款，会出现什么情况？
如果错过了预定的还款，您可能需要支付额外费用。这些额外费用称为违约费用。如果您错过了一
笔或多笔还款(如违约了)，请务必检查需要支付的费用。

您还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利率，这称为违约利率。但是，贷方只能对延迟偿还的那部分金额收取违
约利率，不应对全部贷款收取违利息。任何违约利率必须在初始披露文件中列出，否则不能收取这
些费用。

违约利率通常远高于正常利率，因此在签订贷款之前应清楚违约利率是多少。有关违约利率的更多
信息以及贷方如何收取这些利率，请参阅本系列的第三份指南：贷款问题)。

请查看错过了还款后收取的违约利率。违约利率可能非常高！ 

8. 到哪里寻求更多的建议和信息
您可以到当地的公民咨询局www.cab.org.nz或致电社区法律中心，0800367222，
网站www.communitylaw.org.nz，或预算咨询服务中心(0508283438)咨询。

如果您认为贷款人违反了他们的义务，您或您的顾问也可以向商业委员会投诉。我们无法就每次投
诉进行调查，但可以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调查并采取执法行动。您可以使用投诉表格进行投诉或拨打
电话0800943600与我们联系。

希望了解更多详情?
还有另外两份指南，可以帮助您了解应有的权利以及在以下几个阶段需要注意的事项：
 贷款期间；
 贷款出问题时。

请查阅我们关于CCCF法的简介。

更多关于贷款人对借款人应尽的责任，请查阅贷款责任准则。

https://comcom.govt.nz/consumers/dealing-with-typical-situations/borrowing-money-and-buying-on-credit/what-to-do-if-you-are-struggling-with-debt
http://www.cab.org.nz
http://www.communitylaw.org.nz
http://www.comcom.govt.nz/the-commission/making-a-complaint/online-complaint-form/
https://comcom.govt.nz/consumers/dealing-with-typical-situations/borrowing-money-and-buying-on-credit/when-have-i-entered-into-a-consumer-credit-contract
https://www.consumerprotection.govt.nz/help-product-service/credit-banking-finance/loans-and-credit/lender-responsibility-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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