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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过一百万新西兰人租房居住。不论是房东和租客都应了解并遵守他们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这很重要。优质的租赁房和融洽的租赁关系会让大家多多受益！ 

这份指南概述了这些权利和义务，并针对您在租赁过程的每一个阶段有可能会询问到的问题提
供了备忘清单，内容从房东着手开始办理房屋出租或租客为租房做准备开始，一直到租赁结束
为止。您还将知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该如何获取帮助。 

我们的《租赁与您》指南就《住屋租赁法》（下称“法案”）的规定以及房东与租客的权利和
义务提供了更多的详尽的信息。 

您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tenancy.govt.nz 来获取更多有用的帮助，包括您为了保护自己
避免遇到麻烦以及为了顺顺利利地租房而可能需要的所有表格、协议和信函样本。 

2016年7月1日对租赁法的修订旨在使出租屋更温暖、干燥、安全。不论是房东还是租客
都需要知晓其在《住屋租赁法》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请阅读本指南并上网了解这些对于
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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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房屋通常是那些在同一个时
间 里 供 至 少 六 名 租 客 居 住 的 房
屋，共同使用厨房和洗手间等公
用设施。租住寄宿房屋不同于其
他住房租赁，规定有所不同。请
访问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权利与责任
当您签租房协议时，您就是在签署一份契约性协议。这种协议赋予房东和租客一些重
要的权利，同时还有一些义务。 

 ƨ总的来说，房东的义务包括：
 › 签署一份租房协议并交一份副本给租客

 › 收到租客缴纳的押金后，在23个工作日
之内将其交到租赁服务处，并向租客提
供一份收到款项的收据 

 › 收取租金并保留准确的租金和押金记录 

 › 保存与房屋租赁有关的所有文件副本作为
记录，并且帮助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 保持房屋安全并且修缮良好 

 › 确保租赁房屋符合所有的法律要求 
（例如建筑、卫生和安全规定）

 › 提供租赁协议中所承诺的所有内容（例如
所提到的大件家具或装修事项）

 › 当与租屋一起提供的物品（例如起居室
的取暖设施，锁，抽风机的风扇，烹饪
设施，洗衣设施以及烟雾报警器）因正
常损耗而发生故障时，安排修缮并支付
修缮费用。

 ƨ租客一方的义务包括：
 › 签署租赁协议

 › 及时支付全额房租

 › 保持租屋干净整洁

 › 做个好邻居 

 › 每当有任何东西需要维护或修理时， 
及早联系房东 

 › 允许房东或其代理人进入房屋开展维修，
或者在您即将搬走时让其他潜在租客前
来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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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入门须知

要想让您的出租房带来最大回报，关
键在于注重实效并且专业行事。要记
住您是在经营一个生意，即便您只有
一套出租房，也意味着从一开始就要
精心规划。访问租赁服务处网站，下
载一份专门为初次涉足住屋租赁市场
的房东们设计的全套信息资料。

  让自己做好准备并准备好您的出租
屋——您的房屋看上去越好，您就
越有可能找到那种搬进来之后会好好
爱护房屋的租客。确保在租期开始之
前就完成维护和修缮工作。

 保温隔热层——作为新的租赁协议的
一部分，房东必须提供一份声明，说
明是否有保温隔热层，以及其位置、
类型和状况。租赁服务处网站有很多
关于这些要求的有用信息，包括如何
撰写保温隔热层声明的一份指南。聘
请一位专业人士来做这项工作会更安
全，更容易尽到您的法律义务要求。
如果做得不恰当，这对房东和租客都
可能会有严重的安全风险。我们建议
您现在就着手寻找一位保温隔热层专
业人员——有些人在夏季提供折扣优
惠。一位专业人员还可以帮助您正确
地撰写您的保温隔热层声明。有些房
东可能符合资格通过 “保暖新西兰：

健康住宅” 计划享受补贴来安装保温
隔热层。新西兰一些地区的地方议会
也允许屋主将安装保温隔热层的费用
加到地税中，并用大约9年的时间偿
还。 

 烟雾报警器——房东必须确保在他们
的出租屋内正确地安装了工作状态良
好的烟雾报警器。访问租赁服务处网
站来进一步了解烟雾报警器必须装在
什么位置、使用何种类型的烟雾报警
器、何时更换烟雾报警器和电池，以
及如何购买和安装它们。

 计算出您应该收取多少租金并开立一
个单独的银行账户为此做好准备。租
赁服务处有一个有用的在线工具可以
帮助您了解您所在地区的物业租金行
情。 

 确保您购买了合适的保险并且您理解
您的保险单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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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齐您需要的所有表格 
 访问租赁服务处网站来下载您的租赁

前申请表、租赁协议表，以及押金寄
存表。

 建立一个保存租赁记录的系统 
 按规定，房东必须将租金和押金记录

在相关税务年度之后保存7年。房东
和租客都应当在租赁期间以及在租赁
结束之后的12个月，保留与出租房屋
有关的所有文件的副本。这些记录包
括：租赁协议以及任何变更或续租记
录，任何物业检查报告，水费单，在
该物业开展的任何工作（例如维护或
清洁工作）的发票或报告，以及与另
一方的信函和电子邮件往来的副本。 

 收齐您需要的联系人的联系方式 
 当您需要帮助时最好知道该给谁打电

话。提前把联系人的事情安排好就会
省时省力。有用的联系人包括：工匠
（为了维修）、信用调查机构（为了
检查租客是否信誉良好）、本地物业
投资者协会（为了与其他房东们交往
联系），以及租赁服务处的房东通讯
简报，以便了解您应当知道的最新事
情。 

 选对租客 
 您希望找的租客是能够爱护您的出租

屋并尽到他们的义务的租客。访问租
赁服务处网站来获取信息，了解如何
面试潜在租客以及如何向介绍人查询
他们的情况和检查他们的信用历史。 

 让租赁有一个好的开始 

 从一开始就与您的租客建立起良好的
关系。共同对房屋进行检查是一个很
好的机会，可以借这个机会谈谈您的
出租屋的状况以及今后有什么房屋装
修计划。作为一项额外的预防措施，
确保您用一个数码相机把房屋的状况
以及租房所包括的任何家具或设备都
记录下来。确保您的租客有您的联系
方式以及/或您的代理中介的联系方
式，以便你们能够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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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房客为租房做准备

使用这一备忘清单来帮助您在去看您
可能希望租来居住的房屋之前先有个
准备。租赁服务处网站有更多的有用
提示和小建议，告诉您如何选择对
您、您的预算和您的生活方式最合适
的出租屋。

  您希望租多久？ 不定期租赁——这
种方式的租赁一直持续到租客或房东
发出必要的停租通知为止。定期租
赁——这种方式的租赁一直持续到
您的租房协议中所写明的日期为止。
到那个时候您可以延长协议、签署新
的租房协议，或者您的房东或您都可
以发出必要的书面通知来表明不希望
再继续租赁。如果双方都未发出必要
的书面停租通知，那么租赁将在租期
结束时自动转为不定期租赁。请访问
租赁服务处网站来了解进一步的关于
发出必要的停租通知的信息。

 您能够承担多高的房租？ 考虑一下您
能够承担多高的房租——很多人能够
承担的最高房租是实际拿到手的收入
的35%，但这要取决于您有什么其它
支出，例如，您是否有子女。如果您
支付房租或其它费用觉得很吃力，您
可能能够获取经济救助。针对低收入
人群，工作与收入局、长者服务处和
StudyLink可提供数种类型的经济救
助。访问社会发展部网站了解更多信
息。 

 您希望住在哪里？ 想好您希望住在哪
里，以及您如何寻找出租房。您愿意
考虑的地区范围越大，您找到合适住
房的机会就越多。访问租赁服务处网
站来了解您所在地区的房租行情以及
关于选择合适住房的更多建议。

 准备好您的文件 
 房东和中介将会希望确认您的身份、

信用历史，可能还要向以前的房东做
背景调查，以确信您有能力尽到您的
租客义务。

 如果您是通过一个租房中介来租房，
了解一下其费用是多少。这通常是一
个星期的租金加G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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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与潜在房东或中介谈话时，询问一下：

 房屋何时可以入住？ 

 房屋是否温暖干燥，是否有充足的阳
光和良好的通风？健康的房屋能减少
疾病的发生，并且好租客更有可能会
住得久一些。

 宠物与吸烟——是否有这方面的相
关规定，以及关于其他一些事项的规
定，例如垃圾处理和回收？

 谁负责支付账单，例如电、煤气、
水、电话、互联网和有线连接等费用
账单。房东还是租客？通常由租客支
付这些费用。

 屋内固定设施和配件——检查一下对
于提供的电器以及任何家具陈设等是
否满意，因为一旦您搬进去之后，房
东不大可能会同意做改变。

 烟雾报警器会救人一命，所有出租房
屋内都强制要求安装。检查一下每间
卧室，或距离每间卧室的门三米之内
的地方，以及在房屋的每一层，都至
少安装了一个状况良好的烟雾报警
器。在任何住宿房车、主宅之外的附
属小屋或类似的地方都必须安装了至
少一个状态良好的烟雾报警器。 

 保温隔热层——作为新的租赁协议
的一部分，房东必须提供一份声明，
说明是否安装了保温隔热层，以及其
位置、类型和状况。检查保温隔热层
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只需看一下能
够进得去的屋顶以及地板下面的空
间——但是要确保先关闭总电闸，
并且要小心，不要触碰任何箔制保温
隔热层或裸露的电线。

街区邻里怎么样？ 
该地区安全情况如何？

是否有停放汽车的地方？ 
附近有公共交通吗？

谁来打理花园和草坪？

我能否对房屋做些改变， 
例如粉刷或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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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手续 

房东和租客都需要填写好各自的文件
并保存与租赁有关的记录。

  确保您有一份书面的租房协议并且
仔细阅读以了解双方各自的权利和
义务。很多房东使用的是租赁服务处
提供的协议。在房东填写好他们的声
明部分之后，租客应填写好表格并签
字。住在房屋内的每个人是否都需要
在租赁协议上签字由房东和租客来决
定。如果每个人都签字的话，他们通
常都要承担责任。这意味着如果有一
位租客不支付他那份房租，或给房屋
造成损坏，房东可以向任何租客或所
有租客索要欠款，不论是哪个租客未
付房租或造成的损坏。不要让自己在
别人的催促下仓促签署一份有法律约
束力的文件。

 一份完善的房屋检查报告会很有用，
以防以后有麻烦。如果损坏是在租赁
开始的时候就存在，不能在租客搬走
时归咎于租客。房东和租客从一开始
就共同填写好一份报告更有助于查明
在租赁期间发生的损坏。很多房东使
用租赁服务处的租房协议后面所附的
房屋检查报告。

 针对物品清单达成一致，即那些随租
赁所提供的全部物品，特别是如果它
们不属于通常包括在内的物品，例如
冰箱或干衣机。作为一项额外的预防
措施，要确保你们双方都拍有照片。
这样的话，如果在租赁结束时出现纠
纷，事情就更容易解决。一旦你们双
方都认为物品清单已核对无误，房东
和租客都应当在上面签字并保留一份
副本。

 针对押金事宜达成一致——押金是房
东可以要求租客支付的一笔款项，以
此来为房屋租金、照顾房屋以及与租
房相关的其他费用提供保证。一般情
况下，押金数额为四周房租。房东要
求押金的话，必须在收到押金的23个
工作日之内将其交给租赁服务处来保
管。租赁结束时，一旦房东认为房租
已全额支付并且不存在损害索赔或其
它未支付的费用，则押金款将会退还
给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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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记下水电煤气等的抄表数字 
以免前租客的账单被无意中算到您
的头上。

 安排接通天然气、电和电话以及其它
一些虽然小但却重要的事项，例如配
几把额外的钥匙（如果需要的话），
以及更换接收信件的地址。

 联系方式——租客和房东都必须记
下彼此的和房东的代理人（如果有的
话）的当前联系方式，包括手机号码
和电子邮件地址，包括万一出现紧急
情况时使用的电话号码。如果房东和
房客的联系方式有变，务必要通知对
方。

 保存记录——房东和租客都需要在租
赁期间以及租赁结束之后的12个月之
内保留所有与出租房有关的文件的副
本，此外房东还必须将房租和押金记
录自相关的那个税务年度起，保留7
年。

万一发生纠纷，有书面记录很重要 

2月1日星期一
给物业经理打电话告诉他们炉子的
加热元件坏了。与John Smith通
了电话，他告诉我他要标在他的维
修工作日志上。

2月4日星期四
关于炉子的加热元件需要修理之
事，仍未有人与我联系。给租赁服
务处打电话询问修理工作要走的程
序。部里告诉我说，我可以发出一
份限期14天纠正问题的通知书。

2月5日星期五
从www.tenancy.govt.nz网站上下
载了限期14天纠正问题的通知书，
填写好，在下午2.45分交到了物业
经理办公室。

2月8日星期一
物业经理来电话说，他已经安排了
他自己和一位修理工白天的时候一
起过来修理炉子的加热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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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租住的房屋里生活 

租客必须......

 及时支付房租——如果您不这样做，
您可能会失去住的地方，因为您违反
了租房协议。如果您遇到了问题，立
即与您的房东谈一谈，试着找出办法
来解决问题。 

 照顾好房屋，但是在做任何装修或添
加任何固定设施之前，先要征求您的
房东的许可，最好是以书面形式。最
好也为您的财产购买财产保险，因为
房东的保险不包括您的物品。

 要为邻居着想 
 如果您破坏了邻里间的宁静、隐私或

舒适，房东可能会终止您的租约。

此外......

 确保您知道如何操作电器和各种设
施、关闭水源开关和操作水泵，还有
总电闸开关和各种仪表都在哪里。

 经常性地检测您的烟雾报警器——最
好每月一次或者按照制造商指示的频
率来进行。损坏、拆除或切断烟雾报
警器电源都是违法的，这包括取出电
池——除非您是在检查有效日期或更
换电池。

 将任何需要修理的事项报告给您的房
东。如果因为您没有报告而使得一个
您知道的小修理变成了一个大问题，
您的押金就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要清楚地了解您的房屋的安全设
施——确保您的房屋有很好的门锁。
检查窗户，确保它们能严实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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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您的出租房 

房东必须......

 维护房屋结构和外观，并确保房屋在
所有时候都符合建筑、卫生和安全要
求，特别是在任何整修期间。

 解决任何供水、供电和供气问题。如
果租客告诉您有问题，而您没有采取
任何措施去解决，那么您可能要为增
加的费用支出负责。

 维护在租约中包含的任何家用电器
和家具，并确保其安全性。不要提供
老旧的电器，除非您对其安全性有信
心，如果有疑虑，找一位电工检查一
下，或者用新电器替换。

 修理工作要尽快地去做。

 登门访问要适当地提前通知
 房东不能随时想进去就进去。您必须

至少提前24小时通知您的租客，然后
才能前去从事任何维修工作或者获取
他们的协议书，并且要在早8点至晚
7点的时间段做这些工作。

 尊重租客的安宁、舒适和隐私（这叫
做“quiet enjoyment”） 在给出
通知要检查房屋之前，先给租客打个
电话，看看您提议的时间对他们是否
方便。虽然您的租客不能拒绝房屋检
查，但如果您表现出一些灵活性并愿
意在需要的情况下变更检查时间会是
个好主意。在检查房屋时您的租客不
必在场，但您应当询问他们是否希望
在场。

 门锁与保安房东必须为其房屋提供门
锁或保安设施。房东和租客不可以未
经另一方同意就拆除或者更换任何锁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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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确保您的房屋能够很好地取暖——  
房东不必为每个房间都提供供暖设
施，但他们必须为每个起居室都提供
某种形式的取暖器。如果有一个可用
的壁炉或固体燃料取暖器，那么您有
责任确保其安全并且定期清洁（查看
您的保险条款）。无烟道的燃气取暖
器对健康是个威胁，有些房东在租约
中规定禁止使用移动式LPG取暖器，
因为它们在燃烧时向室内空气中释放
潮气和污染物。确保您的房屋有充足
的电源插座供您的租客插线使用他们
自备的取暖器，通过这个办法您也可
以帮助他们拥有一个温暖、舒适的住
宅。 

 通风不足会导致生成霉菌和潮气 
确保您的房屋能够保持良好的空气流
通，同时还要保证安全。窗户风撑对
此会很有用。在浴室和厨房这种屋内
的潮湿区域安装往室外排风的排风
扇，也是一个减少房屋内潮气散布的
好办法。

 使用潮气 “Energywise” 检查清单
来评估您的出租房的温暖、干燥和舒
适度——打的勾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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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的出租房保持健康、安全 

健康的住宅是居住时感到温暖、干燥
和安全的住宅。2016年7月1日起生
效的对住屋租赁法所做的变更，意味
着房东们和居住在出租房（包括寄宿
房屋、出租的住宿拖车、主房外的附
属小屋以及类似的地方）的租客们有
了额外的权利和义务。访问租赁服务
处网站获取更详尽的信息。

  保持您的房屋温暖舒适——优质的保
温隔热层有助于在冬天将热气留在室
内，而在夏天将其挡在室外。

 保持您的房屋干燥健康——干燥和通
风良好的房屋会减少对您的房屋造成
损毁，也会降低每个住在里面的人健
康受损的风险。当潮气侵入室内而未
被排出，会导致产生黑霉。霉菌会对
健康产生严重的威胁，特别当您家里
的成员患有哮喘或过敏症的话。

 保持您的房屋安全无忧——房东需要
在其所有的出租屋里面都安装有工作
状态良好的烟雾报警器。新西兰消防
局网站上提供了很多关于烟雾报警器
以及一般性防火安全的有用信息。确
保您的房屋有坚固的门锁，并且永远
要保持警惕，不要随便让陌生人进入
您的房屋。 

小建议：
 › 学会如何使用“关闭鸣叫”功能，

在万一您的烟雾报警器发生误报时
用的上。做饭的油烟、各种烟气，
以及如果有灰尘进入报警器的话，
会发生这种情况。

 › 您可以使用浴室和厨房排气扇，或
者买一个除湿机来控制湿度。 

 › 滋生的霉菌通常看起来像绒毛或粉
末状，并且通常呈现出淡绿到黑的
颜色。在霉菌一出现就尽快清除
掉，使用稀释的家用漂白剂（一份
漂白剂兑三份水混合在一起），或
使用像苹果醋这样磨擦力不很强的
清洁剂。您在超市里也能找到很多
环保型清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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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期结束时 

如果租客希望续租

许多租客都签有固定租期的协议，例
如一年租期。在那个租期结束之后，
租期可以从一年变为不定期。不定期
租赁房屋的租客仍然受到保护，不能
被非法赶出，但是只要提前足够的时
间给出书面通知并遵守恰当的步骤，
租客或房东结束租赁时都会更容易一
些。

 您是否希望签一个固定租期的新租
约？ 如果您的租房协议里列有续租
或延期的权利，您必须不迟于租约结
束日之前21天书面通知您的房东，告
诉他们您希望继续租住。房东如果没
有收到正确的通知，他们就无须接受
续租或延期租约。

 转为不定期租赁？ 房东有权提高租
金，但是他们必须提前60天给出书
面通知，并且租金不能在租约开始之
后的180天之内，也不能在上次涨租
金之后的180天之内上涨。 

 如果只有一位租客要搬走， 另外的租
客经同意可以接手与房东签订的租房
协议。如果留下来的租客要接手那个
离开的租客的那份押金的话，您需要
给租赁服务处送交一份租客变更表。

如果租客或房东希望结束租赁

房东和租客在希望终止租赁时都有一
些义务需要履行。

 在固定租期的租约下发出停租通
知——固定租期的租约除非经房东和
租客双方都同意，或者有租赁仲裁庭
的命令做依据，否则不能提前终止。
在固定租期的租赁终止之日，租约自
动变成不定期的租约，其条款与已失
效的租约相同，除非：

 › 租客与房东签署一份新的租赁协
议，或延长现有的租赁协议，或

 › 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向另外一方发出
书面通知，表明要终止租赁。房东
或租客可以发出这种终止租赁通知
的时间段是在租约结束日之前的21
天到90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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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定期租约项下发出停租通知 
租客必须提前至少21天给出书面通
知来终止其不定期的租约，除非房东
同意一个更短的时间。房东要终止租
赁的话，必须至少提前90天给出书
面通知，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前更
短一些时间（但至少提前42天）给
出通知，例如房主或其家人要搬进去
住、房东自己的雇员需要那栋房屋 
（并且这一点在租赁协议中有明确说
明），或者房屋被无条件卖出，而屋
主按要求需要向卖主交付空屋。 

 如果房东向租客发出终止租赁通知，
而租客希望更早一点搬出去，那么租
客仍旧需要提前至少21天向房东发出
书面通知。如果租赁协议中列有多名
租客，而其中一名或几名租客向房东
发出终止租赁的通知，则除非另有约
定，否则该行动会终止他们所有人的
租约。 

 租赁服务处网站上有更多的信息告诉
您如何送达通知以及您应该给送达通
知预留出多长时间。

 返还押金——租客和房东最好能约个
时间会面，一起再检查一次房屋（使
用他们当初的房屋检查报告）。房东
不能要求他们的租客为房屋、家具和
家用电器的正常损耗支付费用，但是
对于像搞清洁和倒掉垃圾这种本应由
租客来完成的事，房东可能有权扣除
做这些工作的费用。一旦你们双方就
退还押金一事达成一致，房东和所有
租客都需要填写一份押金返还表格，
并送交给租赁服务处。有时候一个租
客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住，所以更
简单的办法是他们请租赁服务处将他
们的押金从他们原来的住处直接转到
新的地方去。为此您需要一份押金转
递表格，原房东、租客以及新房东都
需要填写该表。 

 房租——确保房租已经全部付清。

 账单——不要留下未付的账单。这会
对租客今后寻找证明人来证明其良好
租房记录以及对其信用有不良影响。

 记下水、电、煤气表的最后读数并通
知服务商和房东。

 打扫干净——搬走您的物品，打扫房
屋，运走垃圾，归还所有的钥匙和门
卡，并留下一个接收信件的新地址。
如果租客不完成所有这些事项，房东
可以向租赁服务处索要部分或全部押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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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现问题 

有些法律程序可以用来帮助解决房东
与租客之间产生的租赁纠纷，但是第
一步要做的是彼此把问题谈一谈，尝
试一下自己解决问题。 

在谈话之前

 确保您清楚地知晓您的担忧。有时候
把问题写下来会有助于您向另一方清
楚地解释问题。

 准备好一个解决方案。仔细说清楚问
题，给出合理的时间让对方去解决问
题。

写一封——“纠正问题通知书”
租客和房东都可以发出纠正问题通知
书，给对方14天时间来解决问题。请记
住，当您给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时，您
需要考虑到额外的寄送时间。在租赁服
务处网站上有示例和进一步的信息。 

报复性通知
如果一个房东发出终止租赁通知，而这
么做的原因是由于其租客向房东或租赁
服务处反映了一个问题或行使了租客的
权利，那么这有可能就是报复性通知。
《1986年住房租赁法》禁止房东发出这
种类型的通知，租客如果确信收到了报
复性通知的话，可以向租赁仲裁庭申请
推翻并且可寻求高达$4,000的惩罚性损
害赔偿金。仲裁庭将裁决该通知是否合
法。如果该通知被裁决为非法，就会被
推翻。租客必须在接到其房东的通知的
28个工作日之内向租赁仲裁庭提交申
请。

快速通道四步骤
快速通道解决方式是对于房东与租客之
间达成的协议进行确认的一种快速而又
不昂贵的办法，它将双方都解放出来，
使他们在不需要调解的情况下，无须去
参加一个预先安排的调解会。请访问租
赁服务处网站进一步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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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则参加租赁
服务处的调解。
租赁服务处提供调解服务，使房东和租
客有机会与调解员坐在一起共同商讨解
决分歧。调解员的工作是帮助找出问题
并达成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调解员了
解很多租赁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们不偏
向任何一方，并且他们不为您做决定。
这一过程是保密的。 

租赁仲裁庭
如果无法通过调解来对纠纷的解决方案
达成一致，租客和房东可以请求租赁仲
裁庭进行审理。仲裁庭是司法部的一个
机构。仲裁人倾听每一方的意见，聆听
证人证词，审阅房东或租客提交的任何
证据，然后做出仲裁决定。仲裁决定具
有约束力，双方都会收到一份副本，并
且双方都必须遵守。 

租赁合规与调查组
绝大多数的房东和租客都希望规规矩矩
地行事，遵守其义务。但是，如果有房
东选择不遵守其义务，或者严重违反
《1986年住房租赁法》，租赁合规与调
查组将采取适当的合规与强制措施，使
这些房东为其行为负责。 

您可以打电话与租赁合规与调查组联
系：0800 TENANCY (0800 836 262)
也可以发电子邮件： 
rta.compliance@mbie.govt.nz 

请访问 www.tenancy.govt.nz 了解更
多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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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RS

MOVERS

Carpenter/ plumber

《开心租赁小指南》的目的是为租客与房东提供一个基本的情况介绍。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的信息并不包含房屋租赁的方方面面，不可将其等同
于获取法律咨询建议。在依据这些一般性信息行事之前，您应当访问我们
的网站www.tenancy.govt.nz或使用免费电话服务来获取针对您的具体
情况的更详尽的信息或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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