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州产权与托
管过程  买主购屋指南



您的托管档案编号

您的新地址

城市/州/邮编

产权联系人

产权人员 电邮

助理 电邮

公司 电话

地址 传真

城市/州/邮编

托管联系人

托管专员 电邮

托管助理 电邮

地址 电话

城市/州/邮编 传真

02 快速参考

03 欢迎

04 您需要了解的辞汇用语

05 交易中的主要专业人员

06 托管的整个流程

08 托管过程

10 了解产权保险

11 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12 老鹰业主政策的益处

13 比较我们的老鹰业主政策

14 持有产权的方法

15 解释初级报告

16 交收过程中需要避免的事项

17 交收完毕;交收以后

快速参考

目录



CA Buyers Guide | 3

欢迎来到购屋过程。通过整个过程，您可以寄希望于第一美国产权来指引您的整个交
收过程，和对您的问题提供专业知识。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寄希望于第一美国产权

寄希望于我们的服务

寄希望于我们的稳定性

寄希望于我们的便利

寄希望于满足您的需求

第一美国产权的专业人士很荣幸为您提供产权保险保证一个家的拥有
权。以第一美国产权做后盾，您的交易会根据州政府特定要求的标准和
联邦政府的要求专业的完成。

第一美国产权是第一美国金融公司的主要附属机构，也是美国最大的产
权公司服务机构。自1889年扎根以来，我们为加州多代家庭提供服务。

第一美国产权公司有直接的办公室和经纪人在您附近， 在加州提供便利
的地点。我们也有庞大的互联办公室和经纪人遍布美国和国际。

第一美国金融公司通过附属机构提供除产权和托管更多的服务。我们的
附属机构也可以提供物业信息，产权记录和图像；房屋保修证书；房产和
伤亡保险；还有银行，信托和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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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了解的辞汇用语
估价

基于房屋的实际情况所做分析得出的价值评估。

年利率 （APR）
借款人的期限贷款成本表现为利率。这不是他们的贷款利率。

受益人
利益的获得者，常由信托契约中获得，通常是指贷方。

结算声明 
结算声明的目的在于帮助买家理解交易过程中的所有费用。这份文件
将会在交收前三个工作天交与客户。

买卖交易完成
般来说是指文件记录以及产权从卖方转移到买方的日期。在这一天，
买方成为房屋的合法所有人，产权保险开始生效。

可比销售纪录
可比销售纪录：那些与目标房产有相似特征的销售，用于估价分析。
一般称为「comps」。

生效时间
当借款人的贷款在法律上成立时生效，而不是别的时候，例如跟卖方
签署买卖合约的时候。至于借款人的贷款在法律上什么时候成立就
视乎每个州的独立法例。生效时间跟交收房子日期不一样。

契约书
一份用在许多州份抵押贷款的工具。

契约限制
关于房地产契约在地块上的限制，用于指明房屋的用途。

放款日期
在买卖交易中，放款给买卖双方的日期，或是在非买卖交易中放款给
借款人或第三方的日期。

保证金存款
房屋购买者用来证明自身信誉的首期付款；一种押金或者部分付款。

使用权
一方在另一方的土地上拥有的具有特定目的的权利或者利益。

额外保障
在产权保险中的额外条款，作为保单的一部分，提供额外的(或限制
的)保障。

灾难保险
房地产保险保护免受火灾、一些自然因素、人为破坏等的影响，具体
情况依据保险单的说明而定。买方通常增加责任保险，并将保险范
围扩大到个人财产。

扣押
贷方建立的一种信托帐户，用于按期收回借款人的税费、分期付款的
保险费及/或将来的保险费用，以此来保障资金的安全。

法定描述
一项根据政府调查，对法律承认的土地的描述，该描述对整块土地
的边界做出了精确说明。这可以清楚的确认一块土地而不与其他土
地混淆。

抵押
指房产用于确保应收帐款的安全性以及免除支付义务的一种债权形
式。比如，判决、税款、分期付款、信托契约。

贷款费用估算
贷款费用估算的目的在于帮助买家理解房屋贷款中的不同细节，费
用和风险等。初步估算必须在借款人递交申请表格内三个工作天内
提供。

抵押贷款
一种以房地产作为贷款偿还保证的工具。

PITI
一笔包括了本金、利息、税款和保险的支付款项。

授权书
向代理人授权的书面工具。以此为前提的代理人有时被称为「代理
律师」。

登记
要求所在郡登记局的记录人员保存关于房地产事项的文件，以此作为
公共记录的事实。

结算账单
提供房地产交易中的所有费用明细。

TRID
是一份综合 TILA 和 RESPA 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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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专业人士
参与您的交收过程
房地产经纪人
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是持牌房地产经纪人和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成员®，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为
房地产行业的一个专业协会。房地产经纪人也属于他们本州或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房产中介
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是由州授权代表在房产交易的各方。每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是一个房产中介，但
不是每一个房产中介是一个专业的房地产经纪人

代理中介
一位代理中介与房主缔结一项法律关系以出售其物业，并将物业置于多重上市服务。

买方中介
买方经纪的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为买方寻找合适的物业并成功的商讨买卖合约。

多重上市服务 (MLS)
MLS 是一个数据资料库，其资料由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一起提供。其资料能供应给数以千计的房
地产经纪人。

产权公司
这些人士提供产权搜索和考查服务，帮助您把您不想要的产权条列去掉，并且为您的房产物业提
供产权保险。

托管专员
托管专员负责您的过户服务，包括预备过户指引，文件，处理托管金额和别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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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流程

选择一个房地产经纪人

从银行先获取预先核准函，
并提供给房地产经纪人。

下单购房。一旦接受，托管开始
和把保证金存入。

与贷款人确定贷款的最终申
请。从贷款人收取贷款费用

估算。

把从第一美国产权送来的文
件包填写并寄回。

预约房子检查和评估结果。复
核产权承诺/初步报告。

提供所有贷款人要求的文件
（银行对账单，税表等）所有
发票和最终批准应当在贷款
圆满前不少于10天的时候送

交贷款人手上。

贷款人（或托管专员）准备结
算单，并在贷款圆满前至少3

天前交付给买方。

托管专员或房地产经纪人跟
买家联系并安排签署会议。

买家贷款圆满，结算文件生
效，并电汇存入余下款项。

文件被记录，钥匙送交买方!

买方

在收到文件和保证金存款后，
安排产权验证。

通过开户文件包从买卖双方取
得需要的资料。

复核产权承诺/最初报告。

在收到开户文件包后，向卖方
银行要求贷款信息。当需要关
于产权承诺/初步报告的附加

信息时联系买家或卖家。

所有的要求，发票和费用必
须在贷款圆满前不少于10天
的时候收集并发送至贷款人

手上。

跟贷款人合作并准备结算
单。

复核所有文件，要求和指示，
并准备结算单和其他所需

文件。

安排签署会议，并通知买家需要
带来的资金。

一旦贷款圆满，发送出资文件
至贷款人手上进行审查。

准备记录指示，并提交需要登
记的文档。

文件记录和资金拨付。发出最
终结算单。

托管专员

选择一个房地产经纪人

接受买方的收购条款。

把从第一美国产权送来的文
件包填写并寄回，信息包括
转发地址，卖方贷款信息和

贷款号码。

根据购买协议安排要做的检
查和/或维修工作。

托管专员或房地产经纪人跟
卖方联系并安排签署会议。

文件被记录，收益送交卖方。

卖方

接受买方的申请表格，并开
始资格审查程序。为买方提

供贷款预算。

为产权承诺/初步报告下单
并审阅，还有物业评估，信
用报告，就业报告和资金验

资等。

收集例如产权承诺/初步报
告，物业评估，信用报告，就
业报告和资金验资等信息。
为最终贷款审批复核并要求

其他额外的信息。

审批专员审查贷款计划的
认可性

与托管专员合作并准备结算
单，这是必须在贷款圆满至

少3天前交付买方的。

送交文件至托管公司。

审查已经签署的贷款文件后，
授权出资。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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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是什么?
托管指的是由第三方负责金钱和物业之间的交易。负
责托管的称为托管专员或过户经纪。买方把款项，卖方
把房契交托给托管专员，并且所有买卖合约中要求的文
件，以符合所有的文件需求。

托管是怎么开始的呢? 
当各方签署买卖合约后，付款方的经纪会把文件送到他
们选择的托管公司，并且把订金交于托管专员。从这刻
开始，托管专员将会按照双方签署的指引，以中立的角
度处理文件，以防任何一方有不公平优势。托管专员同
时会根据买方的贷款银行，卖方的欠款银行，并双方的
经纪的指引行事。托管专员保证交易程序的透明度，但
同时小心保障客户资料的隐密性。

托管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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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指示后开始托管程序，在一个独立托管账户上接受订金

  进行产权调查，以确定物业的所有权和状态

  提供基本报告，并开始把您不想要的产权条例去掉

 收集卖方的现有贷款，其他债权，业主委员会费用等。

   跟卖方的银行交流，预备结算声明

  按比例分摊的费用，如房产税，根据合同规定准备结算单

 跟买卖双方分别联系，签署文件和收集款项

  审查文件，确保所有的条件和法律要求都达到了;从贷款人要求出资

   当所有的资金都到位了，将会在县政府记录部门登记文件，把产权转移给您

    收到登记确认后，把款项发送出去，包括卖方的贷款余额，卖方的收益等。

  准备和发送最终文件给各方

您的托管专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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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0年代还没有产权业务的年代，购房者收到的

是设保人担保，律师对产权的意见，或一份简单证书

来保证房屋所有权。买方依赖让与人，律师，或证书的

发出人的财务状况来提供保障。今天，产权保险公司

由州法律规定。他们必须购买财务担保，以确保任何

索赔要求会及时支付。他们还必须保持自己的“产权

数据库”把以往处理过的契约，抵押，地图，以及其他

相关县财产记录保存起来。

了解产权保险 产权界和产权保险简介

产权保险提供产权缺失导致损失时候的保障，大部分这些缺失都是在您拥有这物业前发生的。产
权保险的保障包括诈骗和伪造文件等情况，这些可能在您拥有了物业之后才发现，而且会影响您
的拥有权和投资价值。

什么是产权保险？

产权保险保障卖方，防止从卖方接收了不能贩卖的产权。产权保险的主要设计是减少过去产权缺
失所导致的损失。贷款产权保险保障贷款银行的权益，业主产权贷款保障您作为买方的权益，只
要您一直拥有房产，这份保险能保障您，在某些保单里甚至您的后代，的产权。

为什么需要产权保险?

业主产权保险只需要在托管程序时付一次保险金。至于谁来支付业主或贷款产权保险则因各州传
统而异。

保险金什么时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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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其中一部分能产生的问题:

 房契显示是单身，但却秘密的有配偶了

 在受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回收房契

 没有在法律上确定的离婚下配偶享有的婚姻权利

 冒充物业主人

 未成年人签署的房契

 头脑不健全的人签署的房契

 已经解散的公司签署的房契

 公证人的错误

 在受威迫下签署的文件

 税务专员提供的错误报告

 伪造的房契等文件 。

 登记法律文件时的错误

 在遗嘱上遗漏了的在世孩子

 在世但不在场的遗产管理人

 在签署遗嘱后出手或领养的孩子

 后代或授权人出售物业后出现的物业债权人

 本应是共同物业却谎称是独立物业的房契

 外国人士签署的房契

跟别的保险不同，产权保险着重预防损失。产权专员在地
址产权搜索上花上大量时间来寻找和处理会对您的产权
有威胁的问题。这前期调查为您，受保人，提供了产权风
险最低化的一支强心针。相比的，预测损失发生机率的保
险(如汽车，房屋保险) 要求很少前期工作，因为损失是不
能猜想或预防的，保金也是发生意外后才需要。这些保险
也需要每年交付保金，跟产权保险只需要在购房或重新贷
款时一次性付款不同。

产权保险跟别
的保险的不同
之处

有很多产权衍生的问题能导致您失去您的物业，或贷款投资。即使是最仔细的产
权调查也有可能发现不到最危险的威胁：隐藏风险。这些问题可能多年后才被发
现。如果没有一家有信誉而且资金充裕的产权公司的话，您的产业拥有权可能会
受威胁。

产权保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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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鹰业主保单
第一美国产权公司的猎鹰产权保单和普通 ALTA 业主保单的分别

第一美国产权公司的猎鹰保单为投资物业的业主提供更多的保障，也包括公寓在内。猎鹰业
主产权保单为我们加州的业主提供最高的保障。

猎鹰产权保单提供而普通 ALTA 业主保单不能的保障

 保单生效后被冒签

 保单生效后物业界限被侵占

 保单生效后的房产掠夺
-  当别人因为长期占用物业而声称他拥有产权的时候，这也是保单保障的范围之一

 保单生效后的地役权
-  当别人因为长期使用部分物业而声称他拥有地役权的时候，这也是被保障的

 违反建筑许可或用途
-  当业主违反了建筑许可或建筑用途而需要作出更改时，除去了扣除金额以后，拥有$25,000的保

额。如果需要把建筑物拆除，保额可以达到保单的面额。

 延伸了通路权
-  根据法律权利，增加了车辆和行人的通路权

 物业界限侵占了地役权的范围或不能建筑范围

 违反了细分的地界
-  如果房子在购买前违反了细分的地界，业主在除去扣除金额以后，拥有$10,000的保额

 违反了限制性条约
-  如果房产在业主购买前违反了限制性条约，而业主需要更正错误，或是业主因此而失去产权，保

单将提供保障。

 由于矿物质或地役权导致的物业损伤

 围墙或栏杆侵占了物业界限
-  当业主的围墙或栏杆侵占了邻居的物业界限或不能建筑范围时，除去扣除金额以后，拥有$5,000

的保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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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第一美国产权公司的猎鹰保单 猎鹰保单 普通 ALTA 或 
CLTA 保单

提供以下保障

1 别人拥有一部分属于您的产权

2 没有适当签署的文件

3 伪造，诈骗，和受威逼下签署的文件

4 文件的登记出了问题

5 有限制性的合约

6 在您的房产上由于以下情况有留置权：

a) 契约

b) 法院的判决，税或一次性的收费

c) 业主委员会的收费

7 产权不能变卖

8 工人留置权

9 建筑由于以下缘故被强制拆除：

a) 侵占了其他物业或地役权

b) 违反了附表B的限制

c) 违反了物业用途法律

10 由于违反了附表B或物业用途法律而不能把物业用作居
住用途

11 业主委员会没有登记的留置权

12 没有被登记的地役权

13 违反了建筑许可

14 违反了有限制性的合约

15 在保险单生效后被冒签

16 在保险单生效后物业界限被侵占

17 在保险单生效后挖掘矿物或水源带来的破坏

18 缺少行车或行人的通道

19 地图跟法定描述不一致

20 在保险单生效后被占住

比较第一美国产权公司的猎鹰保单 猎鹰保单 普通 ALTA 或 
CLTA 保单

21 在保险单生效后才发现的地役权

22 因违反合约而导致您的产权被送回给以往业主

23 违反建筑空间条例

24 带歧视性的条约

其他益处:

25 为替代土地或设施缴付租金

26 在未记录的租约下的权利

27 简单易明的保险单覆盖范围和限制

28 符合小区地图法

29 保障界限上的墙或围栏被侵占的情况

30 更多的业主保障令房产更容易出售

31 一辈子的保险

32 加州土地产权协会引用的政策(CLTA)

33 保单生效后五年自动增值，达到原来保额的 150%

34 保单生效后给生前信托的保障

受制于免赔额和最大限制。对投资物业不适用。

正如任何保险合同，投保规定表达了产权保险保单提供的保障，也包括例外，不赔付和条件范围而限制或缩小保单提供的保障范
围。此外，由于法律，法规或承销方面的考虑，有些条款对某些地区不适用。请联系美国第一，以了解更多信息。上述的服务是
典型的基本服务。向您提供的服务可能会因为您的交易或涉及不动产所在地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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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产权 联名拥有 共有財产 共有财产未亡人的财产权利

缔约方 兩人或更多人1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 配偶或同居伴侶2 配偶或同居伴侶2

区分/划分 所有权可分割为任意数量的利
益，均等或不均等皆可 所有权必須均等 所有权必須均等 所有权必須均等

建立 一笔或多笔转让（若无特別註
明，利益依法均等）

单一转让（建立相同利益）；归
属必须指定联名拥有

推定的婚姻或同伴关系，或也可
以依契約指派

单一转让和配偶或同居伴侶，
必须

在契約中标示哪一个可以核准

持有与控制 均等 均等 均等 均等

可转让性 每一位共有人可个別转移或抵押 每一位共有人可个别转移其利
益，但会是共有产权

配偶或同居伴侶必須同意转移或
抵押

配偶或同居伴侶必須同意转移或
抵押

拥有人的抵押权
除非是结婚了，或者是同居关

系，共有人的利益不会被债权人
抵押， 但有可能会被强迫卖房

共有人的利益不会被债权人抵
押，但在其过世前有可能会被强

迫卖房

整个地产可能被迫拍賣，以满足
配偶或同居伴侶的債务

整个地产被迫拍賣，以满足配偶
或同居伴侶的債务

共有人死亡 死者的利益透过遗嘱或无遗嘱转
移給死者的受贈人或继承人

死者的利益自动转移給尚存的联
合持有人（「未亡人财产权」）

死者的二分之一利益转移給未亡
配 偶或同居伴侶，除非依遗嘱

遗贈

依未亡人财产权，死者的二分之
一利

益自动转移給未亡配偶或同居
伴侶

可能的利弊 共有人利益可個別转移 3 未亡人财产权（避免遗嘱认证）
；配偶可能有納稅亏欠

合格的未亡人财产权；需双方同
意转移；未亡配偶或同居伴侶，

可能有納稅利益2

未亡人財產權；需双方同意转
移；未亡配 偶或同居伴侶，可能

有納稅利益

1. 「人」包括自然人、合法成立的公司、有限合伙企业、有限責任公司或普通合伙。信託財产归属于受托人（通常是自然人或公司）。
2. 为了投保产权保险，由已婚者或同居伴侶转让可能需要配偶/伴侶的产权弃权书。
3. 如果共有人結婚或同居伴侶，产权可能会受到「共有财产」的法律推定，要求配偶/伴侶双方同意转移或抵押产权，不论是否归属为「联名拥有」此项资讯仅供一般參考。對於特定的問題或有关財務，税务或遗产规划的指南，我们

建议您联络律师或合法的会计师。

拥有权 登记产权的不同方法



CA Buyers Guide | 15

一份基础报告包括三个重要因素:
1. 有日期的正式报告; 
2. 对您这一块地的独特描述; 
3.  第一美国会在什么情况下提供产权保险

根据法律12340.11条例，基础报告是 “为了申请产权保险而提供的，除了列明的不受保证范
围…”
报告是产权保单的发出邀请。基础报告并不代表物业的产权条件。这纯粹是保险公司会在什
么情况下接受并发出产权保险。

您的基础报告

买方下一步

身份声明
您将会填写一份身份声明，以帮助我们的产权部门能从所有郡记录同名的人中把
您分辨出来。这会为您的托管专员提供基本的资料。

家庭贷款
除非您是付现，接收现有贷款，或由卖方提供贷款，不然您就需要申请家庭贷款。
请尽早申请以求能吻合买卖合约的条款，以免延误过户日期。

给卖方回信
如果合约要求，您可能会收到以下需要您回复的文件：

-  卖方的物业声明，列出卖方已知的问题

- 关于业主委员会，或小区的资讯，例如“条约，条件和限制”等 

- 如果产业在洪水区域的话，洪水危险声明

-  第三方物业检查，例如白蚁，化粪池等，还有要求的维修

基础报告 
当我们完成产权搜索的时候，您将会收到一份基础报告。如您有问题，请与您的
地产经纪或托管专员联系。

请考虑 
托管手续可能包括超过20人，包括房地产专业人士，买方，卖方，托管专员，托管
技术人员，产权专员，贷款专员，贷款处理人员，白蚁研究员，保险经纪，房产维
修代表，承办商，弄房顶的，下水道的，游泳池的等等。而且一个交易可能需要依
赖另外一个交易。

当您考虑到一个交易需要依赖这么多人的时候，您就能想象出延误或犯错的可能
性。虽然您的房产经纪，托管和产权团队不能保证没有问题，但是他们能帮助减
少您的交收过程中的麻烦。

基础报告包括以下的资料：

  首页       其他不受保范围 

  预先印刷好的不受保障条款     您这套房子的不受保范围
在基础报告中的资料显示保险公司将会提供哪一种保单。基础报告将会详细列出不受保障的
条例。基础报告也包括物业的法定描述和物业的前买主们。

基础报告接着解释所有条款均为加州土地产权协会的会员所采用。

有时候在物业上出现的问题是因为有另外的人的名字跟买卖方相似。这是我们要求身份声明
的原因之一，以确定问题是否错误而可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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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管过程中应该避免什么

避免更换工作
工作变动可能会导致您的贷款被拒绝，特别是如果您的新工作薪水比较低或移至不同的领
域。不要以为您已经获得批准就是安全的，银行通常会在发放资金前再次要求雇主重新验
证您的就业资料。

避免转换银行或把您的资金转移到其他机构
在银行核实您的资金后这些钱应该继续保存在帐户里，在有需要时拿出来。

除非您的债主要求，否则尽量别付清现有贷款
如果您的信贷专员建议您还清某些账单，以便获得贷款，那您应该按照意见去办。否则，
直到托管完成前都别动您的账户。

尽量别做大的采购
一份大买卖如果需要从您的验证资金中出资或会增加您的债务的话，会导致您不符合贷
款的条件。银行可以检查您的信用或在最后一分钟重新验证资金，所以要避免可能会影
响您的贷款审批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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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声明
当贷款别批准，所有收据和文件都收到后，银行和托管专员会着手准备结算声明。为
了确保准时过户，所有文件和收据应该在过户前十天收到。贷款方必须在贷款生效前
三天*收到结算声明。(通常是签署文件的日期)托管专员也会预备一份预计过户帐单，
通知买方头款和所有托管过程中的费用。
*工作天指的是除了星期天和联邦公众假期以外的每一天

文件签署会议
托管专员会联系您或您的经纪，预约一个签署会议。在某些州，这就是过户的当天。
在另外一些州，过户是文件被登记的当天或是款项发放的当天。详细答案可以询问您
的托管专员。

您会有机会复核过户帐单和支持文件。这是您问问题和澄清条件的好机会。您应该
仔细复核过户帐单并把不相符的地方告诉托管专员。这包括您付过却没有显示的费
用。就算托管专员错过了一些费用，您仍然是需要支付这些费用的，所以最好在过户
前把不对的地方向他们提出。

法律规定托管专员必须有一定的款项才能放款。如果您有问题或难题，请马上通知
托管专员。

别忘记您的身份证明
在您签署需要被公证的文件时(例如房契)，您需要提供附有图
片的有效身份证明。驾照是最好的。您也需要在报税文件上提
供社会安全卡号码，和地址。

下一步呢?
如果您有一份新的贷款，您的贷款文件将被送回银行审核。托管专员会确定一切无
误，并要求银行放款。如果文件没有问题，银行会直接把支票送往托管专员。收到款
项后，托管专员会确定所有款项已经收集完毕。托管款项会发给卖方和需要收到款
项的人。然后，您就会收到新家的钥匙!

托管结束

我们建议您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保留所有购房记录，其中包括所有购房文件，保险，维
修和改进文档。

房屋保修维修。
如果您有第一美国业主保障的房屋保修的话，请预备保修号码并直接打电话给他
们。

登记了的房契
登记好的房契原件会由郡记录部门邮寄给您，大概需要四至六星期。

产权保险单
第一美国产权公司将把产权保险单邮寄给您，一般两到三周之内到达。

物业税
您可能不会在买房的那年收到税单，但是准时交税仍然是您的责任。情与您的贷款
公司联系，确定物业税是否已经包括在您的房贷中。有关物业税的更多资料，请浏览
您所在的郡的网址。

托管结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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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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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CA BUYERS GUIDE CHINESE 01117540416

JACK  LIN
SALES  &  BUSINESS  CONSULTANT

MOBILE 408.876.0186 
jlin@firstam.com

First American Title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 operating divisions thereof, make no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y respecting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and assume no responsibility for errors or omissions. First American, the eagle logo, First American Title, and 

firstam.com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First American Financial Corporation and/or its affiliates.

©2018 First American Financial Corporation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NYSE: FA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