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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南

本指南提供有关新南威尔士州物业收购流程的信息，包括有关
收购机构与物业业主的权利和义务的常规指导，以及新南威尔
士州总估价师的职责。

本概述指南不能替代专门的物业收购指南，或
其他由收购机构提供给物业业主的更详细的信息。
这些专门指南包括：

�• 物业收购——住宅类业主指南

�• 物业收购——商用物业及企业业主指南

�• 物业收购——住宅租户指南

本指南仅为新南威尔士州的物业收购流程提供常
规指导，必须指出的是，对有些特别收购，例如
土地基质收购，流程可能会有所不同。

受影响的物业和企业业主应该从相关收购机构那
里寻求更多有关物业收购流程的帮助和信息。

本指南并非意在提供法律建议。因可能发生的物
业收购而受影响的物业业主，若觉得对他们会有
帮助，则仍应自行寻求法律建议。

如需获取有关物业收购流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nsw.gov.au/property-acquisition

物业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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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反馈

一旦您完成搬迁，收购机构将邀请您填写问卷调查，
来对收购流程提供反馈。该调查由新南威尔士州
政府委托的一家独立研究公司进行。调查将以保
密且不记名的方式进行。

您的建议将有助于不断改进收购流程。

补偿和协议

在少数情况下，您可能有资格获得补偿。例如，如果您的租
期长于腾空交房的时限数年之久。

在这些情况下，收购机构将说明您可能有资格
获得的补偿类型，包括因搬迁和干扰而造成的
不利影响。

搬迁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只有在被收购的物业是您的主要住处时，我们才
会对由于搬迁而造成的不利影响给予补偿。考
虑因素包括：

	• 你在该物业所持的权益

	• 您已在该物业居住的时长，以及您租约的剩
余时长

	• 可能造成的不便

	• 收购物业后，您可在该物业内居住的时长。

干扰

对干扰的补偿可包括以下任何一项或全部：

	• 合理的法律费用

	• 合理的搬迁费用，例如常规搬迁费、邮件转
寄费、租赁转让费，以及重新开通水电气和
其他相关专业服务的费用

	• 在某些情况下，因提前解除租约而需要支付
的任何合理费用。

请向您的收购支持团队了解关于补偿的更多信息。

谈判和协议

如果您有权获得补偿，您的收购经理会安排会议，
设法就您的补偿金达成协议。这可能包括一次
或多次会议，可以是非正式的，也可以当面或
通过电话进行。会议可以在您家中或另一个对
您来讲方便的地方进行。

为了有助于这一过程顺利进行，我们建议您提
供您当前租赁协议和预计搬迁费用的证明，并
将其提交给您的收购经理。该信息将被用来评
估您是否有资格获得补偿。

一旦达成协议

一旦达成协议，您的收购经理将安排向您提供一
份 Deed of Release and Indemnity（《解除责
任及弥偿契约》）。这是一份正式文件，用来确
认协议中的补偿是唯一需要支付的补偿。同时
也会确认搬迁的时间安排。

Compulsory acquisition 
（强制收购）

强制收购只有在所有合理的谈判努力都未能使
收购在项目时间框架内完成后才会发生。

强制收购是由总估价师参与进行的流程。

有关总估价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valuergeneral.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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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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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租户指南

如需本文件的其他语言版本，请访问 nsw.gov.au/

property-acquisition/publications。您还可以联
系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ervice（口笔译
服务处），电话 131 450，并要求转接 Centre for 

Property Acquisition（物业收购中心）。

nsw.gov.au/property-acquisition

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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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描述了住宅类业主物业的
收购流程。本指南旨在帮助您了
解在此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以及
您可以获取的帮助。本指南并
非意在取代法律或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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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尔士州的物业收购

新南威尔士州拥有许多繁荣的社区，这些社区分布在多个繁
忙的城市以及各类乡村区域。我们同时也是澳大利亚人口增
长速度最快的州，预计到�2041�年人口将增长至超过�1060�万。

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增长的人口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学校、医院、
道路和公共交通来满足当地社区的需求。正因
如此，本州正投资数十亿澳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来为人们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当政府决定构建一个新项目，例如道路或医院时，
它会指示相关机构调查最佳路线或位置。

决定需要收购哪些物业

在开发大型项目的过程中，通常会与社区进行
协商。

在决定项目的首选设计、路线或地点时，责任
机构（即收购机构）可能会确定为了交付项目
而需要收购的物业。

除非物业以公开形式出售，收购流程必须遵守 

Land Acquisition (Just Terms Compensation) 

Act 1991 NSW （《新南威尔士州 1991 年土地收
购（公平补偿）�法》，以下简称为《公平法案》）。

如果您的物业会被收购，有哪
些后续流程？

收购机构会逐门逐户访问会被收购的物业。如
果拟定需要收购您的物业，收购机构的代表将
与您联系。

该代表将安排一次会议，以便更详细地讨论
这一流程。您也可能会收到一封情况介绍信

（Introductory Letter），来通知您关于收购您
的物业的提议。

这封信将包括有关收购流程的信息。

在之后的流程中，您还将收到一封启动通知函
（Commencement Letter）（亦被称为开启通

知函（Opening Letter）），通常来讲这标志着
您与收购机构为期至少六个月的谈判期正式开始。

物业收购和您的关系

受影响的物业业主和租户在他们拥有或使用的物
业需要被收购时，务必要了解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物业业主应该去熟悉《公平法案》，并自行寻求
建议以确保他们的权益得到保护。

收购机构提供收购支持团队来帮助物业业主和承
租人了解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收购流程中任
何其他方面的问题。

该团队可能包括：

�• 一位收购经理（Acquisition Manager），启
动并管理对项目所需物业的收购流程；

�• 一位个人事务经理（Personal Manager），在
整个收购和搬迁过程中为您提供支持；以及

�• 在某些项目中，将有一位社区渠道经理
（Community Place Manager），来协调项目
团队和社区之间的关系。

收购机构将无偿提供这支团队。

对大多数收购来讲，我们建议物业业主自行聘请
独立的估价师和律师。在此过程中，您必须随时
了解情况并掌控自己的决策。

当一个收购机构确定
有必要收购您的物业
时，该机构会与您取得
联系来启动沟通流程。 

获取您所需的帮助和支持

有时候物业收购过程非常复杂，而且会给您带来
很大压力。

为了能够更好的为您提供支持，新南威尔士州政
府通过 Property Acquisition Support Line（物
业收购支持热线）提供免费且保密的精神和情感
支持服务。该服务面向所有受到物业收购影响
的人开放，包括物业业主及其家人、承租人、商
用物业和企业业主及雇员。所进行的心理辅导将
得到严格保密，并由独立于项目团队或收购机构、
且资质完备的心理学家和社工提供。

您无需转介即可拨打物业收购支持热线。只需拨
打�1300 089 551，即可�24�小时全天候与热线团
队成员联系。

如需了解此项服务的更多特色，以及如何约
定会谈时间，请致电�1300 029 146�或访问�
nsw.gov.au/property-acquisition，来下载一
份物业收购支持热线的说明书。

搬迁安置支持

如果您在搬迁时需要支持和指导，请告诉您的收
购支持团队。

达成协议后腾出被收购物业

如果您需要腾出被收购物业，您的协议书中将会
包括一个双方同意的腾空日期。

收购机构会在物业腾空之日进行检查，以确保物
业处于可以接受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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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收购政策框架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为受影响的业主和承租人提供支持，帮助
他们更好地了解物业收购流程。该流程受《公平法案》制
约，且必须符合《物业收购规范》（Property Acquisition 
Standards）（以下简称为《规范》），该规范包含了机构在收
购物业时必须遵守的五项指导原则。

《规范》以成果为中心，而这些成果侧重于公平性、
获取信息和帮助的便利性、一贯性和透明度。

《规范》指出：

1. 物业业主将得到公平对待、设身处地的体谅
以及尊重

2. 物业业主将获得有关他们权利的明确信息

3. 物业业主将在整个收购过程中得到支持，并
获取视个人情况而定的帮助

4. 不同项目和不同收购机构的收购流程将保持
一致

5.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监管并公开报告物业收
购流程的有效性。

《规范》详情请访问
nsw.gov.au/property-acquisition

谁有权收购私有物业？

为了公共目的，政府机构需要行使一系列职能，
例如修建道路或改善基础设施。有时候，他们
需要收购私有物业来交付这些项目。

在新南威尔士州，包括政府机构、某些州立企
业和当地市政府在内的收购机构有权收购私有
物业用于公共用途。收购范围可能包括某处物
业的全部或部分，或某处物业的某些权益，例
如为电线、下水道或供水而设的地役权。

收购机构的物业收购权由有关这些机构的特定
立法赋予。

如何收购私有物业

根据《公平法案》的规定，且在签发正式启动通
知函之后，物业可以通过以下两种形式被收购：

1. 通过物业业主和收购机构达成的协议被收购；
或

2. 由收购机构强制收购。

根据《公平法案》，收购机构通常需要花至少六
个月的时间作出真诚的努力，通过与业主达成协
议来收购物业。该时长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缩短，
但需通过与业主达成协议或遵循《公平法案》的
规定。

如果收购机构和物业业主无法达成协议，收购机
构可以通过强制收购流程来收购物业。收购机构
和物业业主在强制收购流程开始之后仍然有可能
达成协议。

当物业被强制收购，总估价师（Valuer General）
会决定需付给业主的补偿金额。总估价师是一位
独立于收购机构和物业业主的法定官员。物业业

主可以向新南威尔士州土地与环境法院（Land 

and Environment Court）就总估价师的决定提
出申诉。

有关总估价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valuergeneral.nsw.gov.au

如果收购机构与物业业主在补偿金额上已经达成
协议，就无需总估价师介入。

无论物业是以强制还是协议的形式收购，决定补
偿金额时所考虑的因素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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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收购支持团队会在
整个过程中帮助您。

如何决定补偿金额 

您必须持有被收购物业的法
定权益，才有资格获得补偿。

任何持有被收购物业内法定权益的个人都可能
有资格根据《公平法案》得到基于公平原则的补偿。
《公平法案》概述了根据公平原则决定补偿时�
必须考虑在内的因素。

可能适用的补偿有以下几种不同类型：

市场价值，指如果该物业在公开市场上出售，
而拟建的项目或公共用途并不存在，购买该物
业本应支付的金额。

特别价值，适用于物业在市场价值外还存在经
济价值的情况。

土地分割补偿，它通常适用于物业收购分割了一
部分物业，从而导致剩余物业的市场价值可能
有所下降。

对干扰的补偿可能包括以下任何一项或全部：

�• 合理的法律费用

�• 合理的估价费用

�• 合理的搬迁费用

�• 印花税费用（如适用），通过参考被收购物业
的市场价值来估算

�• 与解除抵押贷款和签订新的抵押贷款有关的
合理财务费用

�• 因收购物业而造成的、与实际使用该物业有
关的其他合理财务费用。

对由于搬迁所造成的不利因素的补偿只适用被
收购的物业为自住房屋的情况。确定该补偿时
会考虑到：

�• 你在该物业所持的权益；

�• 您在该物业已居住的时长；

�• 可能造成的不便；以及

�• 收购完成后您已经或将被允许继续在该物业
居住的时长。

对任何其他物业贬值所作出的赔偿，会考虑到
同个业主持有的其他任何与被收购土地毗邻或
被分割出去的土地是否会因为被收购土地将用
作公共用途而产生价值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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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该在�PAN�中所阐述的时限内填妥一份�
Section 39 Claim for Compensation form（《第�
39�条索偿表》），并将您希望总估价师在决定您
的补偿时可以考虑在内的所有信息都包括进去。
您在�PAN�通知书发出后至少有�60�天的时间来
完成《索偿表》。您可以将填完的表格发送给总
估价师或收购机构。您务必全面地陈述您的申诉，
并为其提供正当理由，同时将您希望总估价师考
虑在内的所有问题都包括在内。

我们建议您尽早提交填妥的《索偿表》，以帮助
总估价师来评估您的申诉。

如果仍未能达成协议，收购机构将在 NSW 

Government Gazette（《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公报》）
上刊登收购通知。刊登收购通知就意味着：

�• 新南威尔士州总督已批准了该项物业收购；

�• 物业所有权转至收购机构名下；而且

�• 必须由总估价师来决定补偿金额。

您可以在�legislation.nsw.gov.au 查阅政府公报

后续流程

如果在�PAN�规定的时限内无法完成经双方同意
的收购，收购机构将安排在�《新南威尔士州政府
公报》中刊登一份�Acquisition Notice（《收购通
知书》）。这通常被称为刊登公告。

刊登公告通常会在�PAN�时限结束之后，且在�
PAN�发出后�120�天内尽早进行。

收购机构自《收购通知书》刊登在《新南威尔士
州政府公报》之日起正式拥有该物业。

您对该物业所持的权益即转变为获得补偿的权利。

您将有权在强制收购后的三个月内继续使用该物
业（如果您在收购之前已经在使用该物业），除
非担负相关责任的部长决定该物业必须立即腾空。

您可与您的收购经理讨论进一步细节。

谁来决定应付的补偿金额？

总估价师在公告刊登后会决定补偿金额。总估价
师是一位独立于收购机构和物业业主的法定官员。
业主可以向新南威尔士州土地与环境法院就总估
价师的决定提出申诉。

总估价师办公室将：

�• 根据《公平法案》自行进行独立估价

�• 与您和收购机构沟通，且可能向您寻求更多信
息

�• 与您或您的代理人会谈来讨论有关估价的问题

�• 与所有相关方分享在准备估价报告时考虑在内
的所有信息——包括由物业业主和收购机构提
供给总估价师的信息

�• 为您签发�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初步
决定），内容包括对应付补偿金额的待定提议
草案，并阐述该提议是如何达成的。在总估价
师作出最终决定前，您通常有十个工作日的时
间来提供反馈

�• 签发补偿决定，其中包括一份物业报告来向您
和收购机构诠释所作出的决定。

收购机构将向您发出补偿通知书，在通知书里必
须以由总估价师确定的补偿金额向您提出要约。

如需了解有关总估价师职责的更多信
息，以及对初步决定作出回应的步骤，请访问�
valuergeneral.nsw.gov.au

收购类别

（Acquisition by agreement）
协议收购

收购物业或物业中任何权益的首选方式是让双
方都能够就补偿金额达成协议。新南威尔士州
的大部分物业都是通过此类方式收购的。

双方沟通的过程包括业主收到一封正式的启动
通知函（亦称开启通知函），来向业主说明物业
收购的过程。这标志着通常至少为六个月的商
谈期开始。在此期间，收购机构必须作出真诚
的努力，通过与业主达成协议来收购物业。该
时长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缩短，但需通过与
业主达成协议或遵循《公平法案》的规定。

在发出物业收购通知后，收购机构会聘请一位
具备资格的估价师来对物业进行估价并提供估
价报告。业主有权自行聘请独立估价师和律师。
期间产生的合理估价、法律和其他相关费用将
作为补偿的一部分支付给业主。我们建议您在
产生这些费用之前先与收购机构讨论一下。

收购机构将签发一份正式的补偿要约。随后双
方会讨论该要约和业主自行获得的估价之间的
差异，并尝试就补偿金额达成协议。

如果收购机构和物业业主就补偿金额达成协议，
该物业所有权转让的流程与公开市场上的标准
交易相似。双方会交换土地销售合同，并同意
交割日期，该物业所有权将转至收购机构名下。
补偿金将会在交割之日支付。

Compulsory acquisition（强
制收购）

如果您无法与收购机构就补偿金额达成协议，
该物业可以根据《公平法案》被强制收购。届
时将由总估价师来决定补偿金额，但是如果您
不愿接受最终的估价决定，您有权向土地与环
境法院提出申诉。

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通常从启动通知函之日
起至少六个月），强制收购流程的第一个正式
步骤是由收购机构向业主发出一份 Proposed 

Acquisition Notice（《拟收购通知书》，简称 
PAN）。

PAN�会阐明收购机构有意向在一段时间（通常
为�90�天）后对物业或物业的部分权益进行强制
收购。根据《公平法案》，该时限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被缩短。

在�PAN�签发后，您仍然可以继续与收购机构商谈，
并同意任何可支付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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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补偿通知书

如果您同意补偿通知书的内容，则必须将�Deed 

of Release and Indemnity form（《解除责任及
弥偿契约表》）�填妥并将其递交给收购机构。

收购机构将在收到《解除责任及弥偿契约表》及
任何其他所需文件后的�28�天内向您支付补偿。

不同意补偿金额

如果您不同意补偿通知书的内容，您有权向
NSW Land and Environment Court（新南威尔
士州土地与环境法院）提出异议。我们强烈建议
您寻求法律建议。

您必须在发出补偿通知书后的�90�天内提出异议，
以确保法院能够听审申诉并确定需要支付的补偿
金额。作为一个申请人，您必须通过将诉讼申请
送达给收购机构来告知该机构您已经开始向新南
威尔士州土地与环境法院提起诉讼。

在法庭诉讼进行期间的预付款项

如果您不同意总估价师的补偿决定并开始了法庭
诉讼，您有资格在法庭诉讼开始后的�28�天内收
到总估价师决定的赔偿金额的�90%（这被称为
预付款）。接受预付款将不会影响到您就总估价
师的决定提出的异议，也就是说接受了预付款并
不意味着您已经接受了总估价师的补偿决定。

收购机构还将从《收购通知书》刊登在《新南威
尔士州政府公报》之日起至预付款支付之日止来
计算并支付预付款的利息。

如果您不接受预付款，在等待法院判决期间，预
付款和利息将被存入一个法定信托帐户。

NSW Land and Environment Court（新
南威尔士州土地与环境法院）

前土地所有人如果对由总估价师决定、并由收购
机构提出要约的补偿金额不满意，可以向土地与
环境法庭提出异议。

《公平法案》规定，如果一个人未收到补偿通知
书，或者该个人的索偿被拒（或认为被拒），该个
人可以就索偿被拒向土地与环境法庭提起申诉。

以困难为由申请被收购

收购机构可能会指定一块土地作为将来为公共用
途而收购的对象，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并不需要
这块土地。该物业业主可能可以根据《公平法案》
的第�23�条来申请提前收购。

如需申请提前收购，业主必须能够证明如果延迟
收购该土地，会为业主造成困难。

业主必须确保有关困难的声明是真实且可以得到
证实的。

有关如何决定业主是否有困难的详情可
以参见《在有困难的情况下由业主自行
发起收购的说明书》，该说明书可以在�
nsw.gov.au/property-acquisition 找到。

在做出有关补偿金额的决定时，收购机构必须将
业主的自身情况考虑在内。如果决定不支付任何
一类补偿，收购机构必须说明为何这个决定在考
虑到业主情况后仍是公平合理的。

对绝大多数收购来说，我们
建议物业业主聘请他们自
己的独立估价师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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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物业收购

根据项目需求，收购机构可能需要收购整个物
业（称为“整体”收购）或只收购物业的一部
分（“部分”收购）。

如果一个项目只需某物业的一部分，收购机
构将提供部分收购的详情，包括拟定的新地界，
以及物业需要作出哪些调整，例如调整私家车
道或围栏。

土地基质收购

有些项目，例如地下道路或铁路隧道、供水管
或电缆，需要收购地面以下的物业。此类收购
被称之为土地基质收购。

土地基质收购不会支付补偿，一些极少数的情
况除外，例如覆盖在土地基质上的土壤表面受
到干扰。

如果业主认为他们有资格为土地基质收购而申
请补偿，应与相关收购机构就此进行讨论。

强制收购前的六个月谈判期通常不适用于土地
基质收购，因为通常不用支付补偿。

地役及其他权益的收购

收购机构可能需要收购私有物业的地役权或其
他进行建造或改善基础设施的权利。收购机构
会尽早与业主取得联系，来为他们提供拟议路
线或其他设计方案的信息，同时告知他们可能
产生的影响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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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收购流程的重要阶段

1 2 3 4 5 6

收购机构将与您联系

如果您会受到收购的直接影响，
收购部门将尽量派人与您会面，
来介绍他们自己并向您解释收
购流程。如果他们无法与您当
面联系，他们会发送电子邮件
或信件给您。

这会在项目即将公布之前或公
布之后立即开始。

届时将会有一个收购支持团队
为您服务，该团队可能包括一
位个人事务经理和一位收购经
理。

他们会安排面谈来帮助你了解
收购流程并讨论后续步骤。

他们会提供更多有关收购流程
的信息并回答任何问题。

您应该列出您想问的问题，内
容可以是有关项目本身和您应
该采取的行动。

您收到一封启动通知
函

收购支持团队将向您发出启动
通知函，亦称开启通知函。

通知函通常会：

�• 向您解释您的权利和义务

�• 说明收购机构将寻求向您协
议收购您的物业

�• 说明收购机构将安排一位独
立估价师对该物业进行估价

�• 鼓励您自行聘请一位合格的
估价师来获得估价，并获取
独立法律建议

�• 表明合理的法律和估价费用
将作为您补偿金额的一部分
支付给您。

双方获得估价报告

一位独立估价师将代表收购机
构查看您的物业或企业，以决
定您有权获得的补偿。

您自行聘请的估价师也应该进
行估价并起草一份估价报告。

估价报告会说明您可能有资格
获得的补偿类型，以及补偿金
额是如何计算的。

如果您需要使用其他服务，例
如会计师、城市规划师或测量
师的服务，我们建议您先与收
购机构沟通一下。

收购机构通常会在双方都已收
到各自的最终估价，而且物业
业主愿意的情况下，在可行时
尽早与业主交换估价报告。

您收到一份要约

一旦收购机构完成估价工作，就
会向您提供一份要约书。

要约书将包含为您开出的补偿金
额。

该要约将基于收购机构的估价报
告信息和你们的商谈情况。

如觉得有必要，您可以就要约的
详情寻求独立法律建议。

努力达成协议

收购机构将尽可能安排双方的估
价师会面，从而试着就补偿达成
协议。

这可能会需要召开一次或多次会
议，届时每位估价师将提供他们
的估价依据。欢迎您前来参加这
些会议。

对于绝大多数的收购来讲，收购
机构必须在启动通知函发出后至
少六个月内作出真诚的努力来协
议收购您的物业。该时长在某些
特定情况下可以缩短，但需通过
与您达成协议或遵循《公平法案》
的规定。

您可能希望在正式接受要约之前
寻求法律建议。

如果您和收购机构无法达成协
议，收购机构将启动强制收购流
程。

协议达成并完成

一旦有关补偿的协议达成，或者
强制收购完成，而且交割日期也
已决定，收购机构将安排起草合
同，并将其送交给您或您的律师。

如果收购的是您物业的全部，您
将需要在约定的时限内腾空该物
业。您的收购支持团队将会帮助
您搬迁。

如果是部分收购，则需要与收购
支持团队沟通，讨论有关物业必
须作出的调整。

收购机构将邀请您填写一份问卷
调查，对收购流程提供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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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收购流程的重要阶段

1 2 3 4 5 6

您收到一份 《拟收购
通知书》

如果您未能与收购机构就补偿
达成协议，您将会收到一份《拟
收购通知书》（简称�PAN）。

该通知书将阐明收购机构在一
段时间后会强制收购该物业的
意图。

您将有机会向收购机构提出您
自己的索偿要求，该索偿要求
也会同时递交给总估价师。

自收到�PAN�之日起，您通
常有至少�60�天的时间提交
您的《第�39�条索偿表》，该
表格可以从�nsw.gov.au/

property-acquisition 获取

该表格能够确保您提出的补偿
申请和问题被记录在案，而且
在强制收购流程启动后，总估
价师会将您的申请考虑在内。
因此，我们建议您尽早提交填
妥的表格。

谈判继续，总估价师
介入

在�PAN�签发后，您和收购机构
之间的商谈可以继续进行，而
且仍然可以达成协议。

如果启动了强制收购流程，总
估价师将给您发函来说明他们
的职责，并且告知您他们将着
手作出独立决定。

为了决定您应获得的补偿金额，
一位独立估价师将代表总估价
师作出新的估价。

您应该留意总估价师给您的信
中所提到的时间表，并及时提
供任何要求您提供的信息。

您的物业将被收购

如果仍未达成协议，收购机构
将强制收购您的物业。

收购机构将在《新南威尔士州
政府公报》上刊登通知，意味
着新南威尔士州总督已经批准
收购。总估价师将决定需向您
支付的补偿金额（见下一个步
骤），同时收购机构成为该物业
的业主。

如果您名下的物业被强制收购，
而此物业为您的自住房或开展
业务的地方，您有权继续使用
该物业达三个月之久。

如果您持所有权的物业是您的
自住房，您在此期间无需支付
租金。根据《公平法案》的规定，
您可以继续使用该物业的时长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缩短。

总估价师决定补偿金
额

总估价师将审查您的索偿要求，
并对您有资格获得的补偿金额作
出新的评估。

在最终确定补偿金额之前，总估
价师将把初步决定提供给您和收
购机构以供反馈和考虑。

您收到最终结果

收购机构将向您发送一份补偿通
知书，其中将包含最终决定。

如果您同意补偿通知书，收购机
构会将《解除责任及弥偿契约表》
发给您填妥并交回给收购机构。

收购机构在收到《解除责任及弥
偿契约表》以及任何其他所需文
件后，将在�28�天内向您支付补
偿。

您还将获得因补偿金所得的利
息，其金额自公告刊载于《新南
威尔士州政府公报》之日起计算。

如果您不同意补偿通
知书的内容

如果您不同意总估价师确定的补
偿金额，您可以向新南威尔士州
土地与环境法院提出异议。

您必须在收到收购机构的补偿通
知书后的 90天内提出异议。

法院将在必要的诉讼程序后确定
您应获得的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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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和服务机构

如需了解对新南威尔士州物业收购的全面概述，请访问�nsw.gov.au/property-acquisition

Centre for Property Acquisition 
（物业收购中心）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机构，监督本州的物业收购流程。

nsw.gov.au/property-acquisition 

1300 029 146

NSW Law Society（新南威尔士州律师协会）
为寻找律师提供独立信息。

lawsociety.com.au 

02 9926 0333

Australian Property Institute 
（澳大利亚物业学会）
为寻找合格的估价师提供独立信息。

api.org.au 

1800 111 274

Australian Valuers Institute 
（澳大利亚估价师学会）
为寻找合格的估价师提供独立信息。

valuersinstitute.com.au 

1300 748 506

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
（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
为寻找合格的估价师提供独立信息。

rics.org/oceania 

1300 737 657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ervice 
（口笔译服务处）
通过电话向不会说英语的人提供口译服务。

tisnational.gov.au 

131 450

Valuer General（总估价师）
为强制收购物业提供独立的补偿决定。

valuergeneral.nsw.gov.au 

1800 110 038

NSW Government Gazette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公报》）
刊登由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公布的官方通知。

legislation.nsw.gov.au/gazette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 
（澳大利亚税务局）
为一系列税务相关问题提供建议。

ato.gov.au 

13 28 65

定义

Acquiring authority（收购机构）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机构，拥有收购土地的法定
权力。

Claim for Compensation form（《索偿表》）
业主根据《公平法案》第 39 条提出补偿要求时
应填写的表格。

Commencement Letter ( 或 Opening 
Letter)（启动通知函，亦称开启通知函）
收购机构发出的信函，通常标志着您与收购机
构达成协议所需的至少 6个月的谈判期已开始。
这封信还将包括您的收购支持团队的联系方式
和有关收购流程的信息。

Land Acquisition (Just Terms 
Compensation) Act 1991 （《1991 年土地
收购（公平赔偿）法》，简称《公平法案》）
规定新南威尔士州土地收购流程和界定补偿权
利的立法，在本指南中简称为《公平法案》。

NSW Government Gazette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公报》）
每周出版的官方政府公报，其中的官方公告、命令、
声明及通知刊登于 legislation.nsw.gov.au

NSW Land and Environment Court 
（新南威尔士州土地与环境法院）
新南威尔士州的一类专门法庭，在业主对总估
价师的补偿决定有异议的情况下，有权审理因
物业收购而引起的索赔诉讼。

Property Acquisition Standards 
（《物业收购规范》）
《物业收购规范》是收购机构在根据《公平法案》
收购物业时必须遵守的五项指导原则。

Valuer General（总估价师）

在无法达成协议时，需要总估价师独立确定收
购机构应向业主支付的补偿金额。

Valuation report（估价报告）
一份综合性的文件，用于为收购机构的要约提
供依据。可能包括对被收购物业的修缮、任何
加建的物业特色，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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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本文件的其他语言版本，请访问�nsw.gov.au/

property-acquisition/publications。您还可以联
系�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ervice（口笔译
服务处），电话 131 450，并要求转接�Centre for 

Property Acquisition（物业收购中心）。

nsw.gov.au/property-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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