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拍卖情况 

 

地区 清盘率 拍卖成交 非拍卖成交 

维州 87% 842 1485 

新州 93% 629 1744 

昆州 77% 95 1412 

南澳 93% 43 357 

西澳 75% 4 614 

北领地 75% 4 17 

首都领地 97% 60 80 

塔州 No data yet 0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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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alestate.com.au/auction-results/ 

 

 地产最新咨询 

 

1. 澳洲议员敦促政府放开外国劳工入境限制 

 
近日，多位国会议员敦促政府让熟练的技术工人马上进入澳大利亚，以解决某些领域劳动力短缺的紧急问题，称人

手不足严重阻碍了这些领域的企业的发展。 

 
Federal Joint Committee 的报告敦促莫里森政府不要一再强求企业“优先雇佣澳洲籍本地劳工”，而要积极从海外寻

找工人以填补职位。 

 
该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自由党议员的 Julian Leeser 表示，澳大利亚的熟练技术工人数量大幅度下降，使企业

为寻求特定技能而大声疾呼，这些特定技能随后会为澳大利亚人创造其他的工作。例如海外补充而来的厨师可以配

合澳洲本地餐厅服务员来经营餐厅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墨尔本 Highly Multicultural Electorate of Bruce 机构的工党成员 Julian Hill 说，他坚决支持移民。他说：“当数以百

万计的澳大利亚人正在寻找工作时，国会议员的首要任务是使澳大利亚人排在后面，而为企业创造更便利的条件，

使企业更容易引进外国工人。”  



 

 
厨师、兽医、咖啡厅和餐馆管理人员以及海员将被添加到优先获得签证的职业清单中。 

 
内政部的数据显示，与 2020 年 3 月相比，今年 2 月澳大利亚的签证持有人减少了 50 万以上。 

 
该委员会说：“澳大利亚需要替换由于疫情而离开澳洲的技术移民。” “如果没有熟练技术移民的返回，澳大利亚的

经济复苏将受到严重阻碍，为澳大利亚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将更加困难。”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coalition-mps-urge-government-to-fast-track-foreign-workers-into-

australia-20210318-p57bue.html 
 

2. 气象局报道新州遭遇“60 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新南威尔士州受到一场“创纪录的降雨事件”的冲击，水位预计将激增至 50 年来未曾见过的位置，州长 Gladys 

Bredjiklian 声称加强水坝管理可以减少毁灭性的水位上升威胁。将近 800 毫米的雨水席卷了整个州的很多地区，当

局警告此次自然灾害可能会引发发送威胁生命的事故。 

 
气象局透露，他们将重点关注对 Nepean 谷的洪水特别关注，由于悉尼西部的水位持续上升，Warragamba 大坝于

周六开始溢流。 

 
“在 Penrith，我们预计河流水位将接近 1961 年的洪水。”气象局部门经理 Justin Robinson 上周日说。“让我来为您

提供一些背景信息。这次洪水大于 2020 年 2 月的洪水，大于 1988 年的洪水，大于 1990 年的洪水，大于 1964 年

的洪水。比 2020 年，1990 年，1988 年甚至 1964 年的任何一次洪水都要大“然后，Penrith 的那条洪水有望见更

有可能向下游移动，并影响 North Richmond 和 Windsor 等社区。” 

 



 

 
州紧急事务助理专员（State Emergency Service Assistant Commissioner）Dean Storey 表示，有多达 1500 名志

愿者和协助人员奋战在洪水最为严重的几个社区的第一线，敦促全州居民立即时刻关注、做好准备。 

 
他在星期天对记者说：“正如气象局所概述的那样，这是一个动态的天气情况，并且正在迅速变化。” “这很大程度

上是全州范围的天气灾害，需要全州范围的迅速响应。” 

 
Berejiklian 女士否决了大坝应该在上周大雨之前释放水的提议，并坚称“我们不能低估洪水的凶猛性”。她在周日下

午告诉记者，过去一个月已经放水了，但是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控制悉尼西部目前的水涨船高。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breaking-news/bureau-of-meteorology-says-flooding-at-penrith-to-eclipse-1961-

flood/news-story/ad053be2ecfbec503ace7aac25162100 
 

3. 澳洲与新西兰双向互通或于 4 月底开启 

 
新西兰副总理周四表示，该国即将允许澳大利亚旅客入境而无需检疫，这将是期待已久的“跨塔斯曼海旅行方案

（作者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隔着塔斯曼海）”。 

 
自从去年 10 月以来，澳大利亚的边境已经向新西兰人开放，只是在奥克兰新冠疫情爆发后的有几次短暂的暂停。 

 
但是，新西兰却由于澳大利亚疫情多发而没有向澳大利亚开放边境。所以，之前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间的通航主要

是单向的。 

 
新西兰副总理 Grant Robertson 告诉新西兰广播电台：“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联合框架、一套联合协议，创建与

澳大利亚版本相匹配的新西兰版本边境开通方案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他说，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包括在爆发

新疫情时如何管理旅客等。 



 

 
新西兰广播电台报道说，一项安排有望在四月底开始运作。新西兰的皇后镇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并且在六月

至十月的滑雪季节期间非常依赖澳大利亚游客的光顾。 

 
澳大利亚总理斯 Scott Morrison 上周表示，新西兰将进行双向旅行安排。他对记者说：“如果新西兰政府不希望澳

大利亚人来新西兰旅游，并且在皇后镇、惠灵顿或该国其他地区消费，那将是他们的麻烦事。” 

 

https://themarketherald.com.au/new-zealand-australia-travel-bubble-possible-by-end-of-april-2021-03-18/ 

 
4. 悉尼房地产价值再创新高 

 
CoreLogic 公司今天宣布，悉尼的房地产价格已经恢复到 2017 年初的峰值以上。 

 
最近，CoreLogic 的执行研究总监 Tim Lawless 表示，他对极为丰厚的资本利得导致悉尼的房屋价值升至历史新高

并不感到惊讶。   

 
 “从 2017 年 7 月到 2019 年 5 月房屋价值下降 15.3％之后，悉尼楼市开始复苏，但此复苏的趋势随后又被新冠疫

情中断，在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房屋价值下降了 3.0％。” 

 

 



 “自从去年 10 月房屋价格跌至最低水平以来，悉尼房屋价格已上涨 5.7％，达到今天的新高。刷新纪录的新高房价

对悉尼的业主来说是个好消息，但也凸显了想要购房的人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巨大困难，因为其房价增长速度快于工

薪阶层收入的增长。” 

 
根据 CoreLogic’s 的 Daily Hedonic Home Value 指数，墨尔本的房屋价格仍比其疫情爆发之前的高点低 1.3％，而

西澳首府珀斯的房价仍比 2014 年的峰值低 16.9％。 

 

https://www.corelogic.com.au/news/sydney-property-values-reach-new-record-high 

 
 聊聊投资那些事儿 

 
楼市上涨时如何估算房屋价值 

 

对于首次购房者，评估房产的价值可能会充满挑战。 尤其，当市场发生变化，房价中位数上涨并且房地产在拍卖

中的价格远高于基准价格时，这将变得更加棘手。 

 
当买家渴望购买的房产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时，可能会感到困惑，尤其是当类似的房屋先前价格在预算之内时。

那么，买家如何才能准确地估算出房产的价值，从而避免失望呢？ 

 
1、为什么有些物业的价格超出均价 

 
将房屋投放市场后，房产中介会使用可比较的近期销售额来形成其售价的估算值，该估算值包含在与卖方签订的代

理协议中。该物业的销售价格不能低于其估计的售价。 

 
在维多利亚州，信息声明（Statement of Information）中必须包括近期可比较的同类物业。而在新南威尔士州，通

常会在营销材料中包含近期本地情况的详细信息。 

 

 

 
随着拍卖活动的继续，代理商可以根据买家的反馈和卖家拒绝的报价来调整房屋的指导价。在上升的市场中，指导

价通常会增加。 

 

https://www.corelogic.com.au/research/back-series
https://www.corelogic.com.au/research/back-series


当销售价格飞速上涨时，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房产中介依赖于昨天的数据来估计明天的价值。 

 
 “最准确的方法是查看可比房地产的近期销售情况，” Belle Property Albert Park 拍卖师 David Wood 说。“但是，

当市场逐渐看跌时，很难做到准确。”  

 
如果近期的销售很少，并且不同寻常的房屋或具有特定功能的房屋可能难以定价，那么真正可比结果准确性就会降

低。 

 
伍德 Wood 说：“当房屋具有独特的属性时，就很难用常规的方法对其进行准确的评估。”  

 
拍卖房屋的卖方通常会以较低的价格推出其物业，因为如果指导价过高将会使对于售价超出指导价习以为常的购房

者望而却步。而直到拍卖之前，才需要缴付储备金定金。 

 
2、货比三家 

 
除非买家定期密切关注市场，否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充分了解价值。但是当价格上涨时，研究需要变得更加专

注、集中。 

 
 “您需要确保您正在查看最新出售的商品物业，”墨尔本房产中介 Cate Bakos 说。 “我们甚至无法放心地使用去年

11 月份的数据来进行可比的销售比较。” 

 
在线调查有很大的局限性。通过对房屋进行实地考察，买家可以了解除了房屋大小和卧室数量以外的其他因素对房

屋价值的有利与不利影响。其中，包括周围的物业、观感、街景、朝向和噪音水平等。 

 
 “这跟考察的物业数量有关，”悉尼房产中介 Nick Viner 说。“您需要不断看房，多看多问，货比三家，以便更好地

了解房地产的最新情况。” 

 
Viner 说，查看那些永远不会超出预算的房屋可能会浪费时间，并使购买者失望。“当您意识到房屋价格超出指导价

范围时，可能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左右，而且价格仍在持续上涨。” 

Viner 说，看那些永远不会在预算之内的房子可能是浪费时间，还会让买家望而却步。“当你意识到房地产销售超出

了指导价时，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可能已经过去了，价格一直在上涨。” 

 

https://www.domain.com.au/news/claims-of-underquoting-in-sydneys-property-market-emerge-again-as-auction-market-strengthens-875709/
https://www.domain.com.au/advice/what-is-the-best-way-to-sell-a-unique-or-unusual-property-20180514-h100yu/
https://www.domain.com.au/advice/what-is-the-best-way-to-sell-a-unique-or-unusual-property-20180514-h100yu/


 
看房人在评估房屋价值时，需要考虑领先指标（例如拍卖清算率）和落后指标（例如中位数销售价格）。 

 
“如果您正在寻找过时查看最近一个月或两个月的交易，那么该交易类似的数字将有助于推断销售价格。” 

 
买家面对均价以下的房屋，需要在投入资金购买特定财产之前进行更切合实际的思考。如果遇到估价过低的情况，

需要在付定金前做更慎重的考虑。 

 
Viner 说：“不幸的是，您只需要只能接受它，而不必过于依赖不是过多纠结于指导价。” “实际上，该物业将以某人

将要提供的最佳价格出售最高价出售。” 

 
通常，当多个拥有充足预算的购房者爱上一个极其理想的房产并准备竞争以得到它时，卖家便可以实现最高的价格

以最高的售价出手。 

 

https://www.domain.com.au/advice/how-to-value-a-home-in-a-rising-market-102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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