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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拍卖情况汇报

地区 清盘率 拍卖成交 非拍卖成交

维州 53% 10 755 
新州 81% 376 1777 
昆州 46% 34 1286 
南澳 84% 36 380 
西澳 50% 2 512 
北领地 67% 2 26 
首都领地 95% 36 87 
塔州 0% 0 181 

截止时间

9 月 27 日下午 11:54 

Source: 

https://www.realestate.com.au/auction-results 

地产最新资讯

高端市场保持强劲，住宅市场回弹

在最近召开的《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房地产峰会上，行业内的专家们纷纷对目

前疫情下的房地产市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专家们认为，受到强劲的需求和政

府支持的作用，住房市场有望在这场疫情当中毫发无伤。



 

联实集团（Lendlease）的房地产首席执行官 Kylie Rampa 女士表示，迄今为

止，住宅房地产市场已证实了其具备着良好的韧性。她说，尽管该行业面临挑

战，但政府的刺激措施仍将支持市场。 

 

Rampa 女士说：“住宅市场的高端市场总体上仍然非常强劲。随着移民返回，在

疫情期间有很多高端物业一直在出售。由于我们的政府对当下疫情的处理，希望

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海外人士也要支付溢价。”  

 

黑石集团（Blackstone）澳大利亚房地产总监 Chris Tynan 则表示，商业领域仍

在需求旺盛。他说，“我认为，无论您在谈论哪种资产类别，从资本角度来看，

对于定位良好且管理良好的资产，需求仍然非常强劲。尽管发生了危机，但我

们募集的基金确实发现，有大量的资本在寻求部署他们的资金并且寻求在房地

产领域进行部署。” 

 

23 年 BTR 每年完成量将达一万间 

瑞银报告称，在 2023 年，建后出租（ Bui ld- to -rent， BTR）部门

可能将达到每年开发出 10,000 个公寓，但前提是政府提供围绕

着税务和开发规划的扶持政策。  



 

瑞银分析师 Tom Bodor 和 Grant McCasker 表示：“有五家大型机构正在迅速扩

张，且很多的中小型机构也正在考虑加入 BTR 市场。” 

 

瑞银（UBS）表示，该行业还受到持续低利率，租后销售（Build to sell）市场

供应减少以及资本需求低风险租金收入来源的支撑。 

 

Bodor 表示：“我们认为，当前的股市低估了 BTR 领域，许多投资者对此持谨

慎态度，认为回报率低且该领域迅速扩展的潜力有限。” 

 

改变规划以增加新房供给 

澳大利亚房地产委员会称，如果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未来 12 个月内通过一系

列“快速致胜”的措施，以减轻繁琐的手续并加快开发速度，澳大利亚每年可以

再多建造约 15,400 套新房屋。 

 

咨询公司 Urbis 向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新报告称，通过履行建议的政策变更，可

以实现每年额外在新州建造 10,600 套房屋，维多利亚 2200 套，西澳大利亚州



1400 套，塔斯马尼亚 15 套，昆士兰州 800 套，南澳大利亚州 200 套和首都地

区 190 套。 

 

“快速致胜”策略——在 12 个月内实施快速有效的规划变更——是高优先级，高

影响力的干预措施，可以减少规划的低效率和不确定性，这将有助于政府快速

跟踪项目以帮助其经济从疫情当中恢复过来。 

 

本月早些时候来自 Urbis 的另一组数据显示，新的住房项目正在迅速收缩，6 月

季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的新项目总数仅为 23 个，低于去年同期的 60 个。 

 

攒下 20%的首付需要 6 年  

根据 Domain.com.au 的最新报告显示，悉尼和墨尔本的首次购房者将需要存六

年半的钱才足以支付入门级独立屋。 

 

Domain 的《首次购房者报告》给出了每个首府城市 25 至 34 岁之间的中等收入

的家庭，为入门级独立屋和公寓攒下 20％首付所需的时间。 



 

大悉尼地区的入门级独立屋价格为$ 680,000。Domain 发现，一对中等收入的夫

妇在悉尼平均需要六年半的时间来攒下 20％的首付。那些希望离市区更近一点

的人会发现，Auburn, Parramatta, Merrylands-Guildford 和 Canterbury 的入

门级公寓价格已经提高。 

 

在墨尔本，入门级公寓需要花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存下足够的首付，入门

级独立屋则要花六年的时间。Domain 的分析师表示，墨尔本的增值走廊是可负

担能力的关键区域，其中包括 Melton-Bacchus Marsh, Wyndham 或是 Sunbury
等地的入门级独立屋。 

 

恒易提交计划建 1.6 亿澳元退休所 

中资背景的高层建筑开发商恒易澳洲提交了在莫宁顿半岛（Mornington 
Peninsula）历史悠久的 Beachleigh Estate 医院旧址打造一个 1.6 亿澳元的退休

社区的开发计划。 

 

新开发项目被称为 Beachleigh，它将包括一个健康中心，健身房，图书馆，电

影院，餐厅，酒吧和休息室，室内温水游泳池，水疗中心和礼宾服务。作为提

案的一部分，将保留并恢复现场已获遗产保护的现有建筑物。 



 

恒易亚太总经理 Simon Manley 表示，该提议是开发商多元化战略的一部分。他

们以擅长改造复杂开发场地而闻名  

 

该开发商处于完成墨尔本中央商务区 72 层高的 Swanston Central 开发项目的最

后阶段，该开发项目拥有 1000 多个公寓，最近还于今年年初启动了其 31 
Coventry Street 项目。 

 

 

Source（根据文章出现顺序）: 

 

https://www.afr.com/property/residential/high-end-home-sales-strong-as-property-
market-emerges-unscathed-20200922-p55xzi 

 

https://www.afr.com/property/residential/build-to-rent-completions-could-hit-10-000-
annually-by-2023-20200923-p55ycl 

 



https://www.afr.com/property/residential/planning-changes-could-mean-15-400-new-
homes-each-year-20200923-p55ycu 

 

https://theurbandeveloper.com/articles/six-years-to-save-20pc-house-deposit 

 

https://theurbandeveloper.com/articles/hengyi-retirement-village-mornington-
peninsula 

聊聊投资那些事儿 

近期信贷政策变动解读 

联邦财政部长 Josh Frydenberg 宣布，政府将通过取消《2009 年国家消费者信贷

保护法》（National Consumer Credit Protection Act 2009，NCCP）中的负责

贷款义务来简化信贷程序，小额信贷合同（small amount credit contracts，
SACC）和消费者租赁（consumer leases）除外。 

 

提交的改革方案还涉及从“贷款方谨慎”模式向“借款人负责”模式的转变，允许

贷款方仅依靠借款人所提供的信息。 

 

这些更改实际上取消了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的负责贷款职权，监

管机构不再被授权行使该执行权力。  

 

然而，政府一直强调，贷款方仍然会受到来自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APRA）的监管，该机构将继续制定关于健全的

信用评估和审批标准的指导方针。  



 

APRA 指导方针中的关键内容也将适用于目前由 ASIC 通过澳大利亚信贷执照

（Australian Credit Licence，ACL）和 NCCP 强制约束的非银行机构。 

 

财政部长 Frydenberg 说：“信贷是澳大利亚经济的命脉，每月有数十亿澳元的新

信贷发放给澳大利亚的家庭和企业。”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

消除获取信贷的不必要的障碍，以便消费者可以继续消费，企业可以投资并创

造就业机会。” 

 

“开始于十年前的以规范消费者信贷为原则的框架如今已演变成一种对消费者而

言过于规范，复杂且不必要的繁琐程序。” 财政部长 Frydenberg 总结道：“现在

这些变化将使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和小型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减少繁文缛节，

改善竞争并确保最强有力的消费者保护作用在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澳大利亚人身

上。” 政府现在将开始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公共意见征询，然后最终确定实施改

革所需的立法措施。 

 

如果获得通过，这些提案将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开始生效。 



 

此外，在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对即将到来的回扣安排的变化作进一步的澄清之

后，联邦政府现在发布了针对贷款经纪人关于新的回扣要求和冲突薪酬的最终

法规。 

 

《2020 年金融部门改革（Hayne 皇家委员会的回应–保护消费者）（贷款经纪

人）条例》以该条例草案为基础，草案于 2019 年 8 月发布以征询公众意见。 

 

尽管最终法规包含了在向公众和“针对性”意见进行征询过后所作的更新，但它

们并没有任何对回扣条款草案的实质性更改。该法规旨在通过约束回扣协议，

以防止转换贷款产品的成本间接性增加和阻碍贷款经纪人和消费者去寻找新

的、更好的贷款，从而有效促进贷款方竞争，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Source: 

 

https://www.theadviser.com.au/breaking-news/40834-responsible-lending-laws-to-be-scrapp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