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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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14 801 
新州 76% 180 1620 
昆州 48% 31 1215 
南澳 76% 19 312 
西澳 50% 4 478 
北领地 0% 0 23 
首都领地 81% 30 65 
塔州 0% 0 177 

截止时间

10 月 4 日下午 11:36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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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产最新资讯

购房者近期反应良好

买方中介称，自从上周一放宽了部分封城限制之后，墨尔本的买家仍然较为紧

张，但是自住购房者已经开始重返市场。



 

墨尔本的拍卖清盘率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 63％，但是拍卖数量对比去年同期

760 场的拍卖数量还是显得相形见绌。成交价最高的是位于墨尔本以东约 30 公

里的 Vermont 的一栋四居室房屋，以 110 万澳元拍下。监测房地产市场的

CoreLogic 网站分析称：“随着墨尔本各地限制的放松，我们预计拍卖数量将大

幅增加。” 

 

悉尼的拍卖清盘率约为 72％，高于上周修正后的数字 64％，原因是由于公共假

期，周末延长，所提供的拍卖数量减少了一半，到了 350 左右。 

 

买方中介 Patrick Bright 表示：“清盘率稳定，业主对房屋的信心正在提高。”
成交价最高的是位于城市东南部约 9 公里处 Coogee 的三居室，价格为 430 万澳

元。在中央商务区通勤距离之内的区域中心的需求仍然强劲。 

 

墨尔本开发商重新开放展房 

上周为应对疫情而严禁看房的限制措施得以取消之后，墨尔本开发商重新开放

了展房，两个不同市场或将面临截然不同的形势 ——受到

HomeBui lder 刺激计划提振的土地和房屋市场和即便是靠着精美

的展房都恐怕很难以复兴的公寓市场。  



 

截至上周四，私人开发商 Pace 已经与客户约了 28 场 15 分钟的看房。而

Hamton Property 与这周返回到展房的客户在其总面积 9 公顷的开发项目 Moonee 
Valley Park 住宅区完成了两笔交易（合计 280 万澳元）。 

 

在春季市场起步推迟之后，开发行业现在正在追赶进度，展房至关重要。住房

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维州通常占全澳所有展房访问量的三分之一，但在八月

和九月期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不足所有访问量的 1％。 

 

财富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在符合联邦政府 25,000 澳元 HomeBuilder 刺激计划

的土地和公寓之间进行分配，这将继续受到向内移民人数下降和投资者流失的

困扰。 

 

Mirvac 继续押注建后出租 

Mirvac 在加快了为租户提供优质稳定住房的项目进程，老板 Susan Lloyd-
Hurwitz 希望从现在起的五年内，管理 5000 套建后出租公寓。 



 

Lloyd-Hurwitz 女士说：“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已经拥有了四栋建筑，一栋刚

刚完工，三栋在墨尔本开始动工。该集团正在筹备约 1700 套公寓。她希望更多

的公司进行效仿。” 

 

她说：“需要一个行业，而不仅仅是一个公司在这方面进行努力。”“在美国，这

是唯一最有价值的收入来源，并且受到投资者的追捧。我希望在五年的时间

里，我们能够证明不仅租户喜欢它，而且投资者也喜欢它。” 

 

不仅如此，Mirvac 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建后出租”在澳大利亚市场有投资潜力

的公司。瑞银（UBS）分析师认为，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大约有 10,000 套建后

出租公寓将完工，这意味着大型的参与者每年将建造两到三个公寓楼。 

 

首套房贷款首付计划名额增加  

建筑业对联邦政府首套房贷款首付计划的扩大表示欢迎，但专家警告称，借款

人承担更多的债务风险。 

 



这一扩大将使额外的 10,000 名满足条件的新房的购买者以低至 5％的首付进入

房地产市场，同时避免了支付贷款方抵押保险（LMI），联邦政府将充当贷款

的担保人。 

 

该计划适用的房产价格上限将被提高，使得悉尼符合条件的购房者可以以仅

47,500 澳元的首付购买 95 万澳元的房屋。而之前的限额是$70 万，而且不限制

买家购买新房。墨尔本的上限将从$ 60 万提高到$ 85 万，布里斯班则从$ 47 万

提高到$ 65 万。 

 

房屋部长兼助理财政部长 Michael Sukkar 在周六的一份声明中说，随着经济从

疫情的衰退当中复苏，这一计划将推动更多建筑和就业岗位。 

 

房地产市场升温苗头初现 

Finder 对澳大利亚统计局住房金融数据的分析显示，抵押贷款批复数量实际上

在 7 月份达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自住房购买总额在 6 月至 7 月之间达到了 12
亿澳元。 

 

批准的抵押贷款从 6 月份的 25,713 增至 7 月份的 28,322，这是自疫情以来最大

的月度增加之一。Finder 的前瞻经理 Graham Cooke 说：“从活动的激增来看，

大量的澳洲人再次加入了炒房活动。” 



 

住房市场也得益于因限制措施释放而增长的需求。“疫情的全部经济影响尚未实

现，但澳大利亚人对买房的热爱不可动摇。”Cooke 补充说，澳大利亚房地产市

场即将释放出更多被压抑的需求。 

 

这是否意味着房价会上涨？CoreLogic 住宅研究主管 Eliza Owen 称，所有迹象

都表明，是的。Owen 补充说，如果澳联储确实再次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降

息，那么更多的“房屋猎人”将进入市场。“在进一步降低现金利率的可能性以及

联邦政府宣布放宽贷款政策之间，我们预计需求将会增加，这将对住宅市场产

生影响，要么是今年年底，要么就是明年年初。” 

 



 

Source（根据文章出现顺序）: 

 

https://www.afr.com/property/residential/signs-of-life-as-property-buyers-react-to-
covid-19-easing-20201004-p561tn 

 

https://www.afr.com/property/residential/melbourne-developers-reopen-display-
suites-20201001-p560wc 

 

https://www.afr.com/property/commercial/mirvac-bets-big-on-renters-20200929-
p560gk 

 

https://www.domain.com.au/news/first-home-loan-deposit-scheme-extended-for-new-
builds-price-caps-increased-992809/ 

 

https://au.finance.yahoo.com/news/mortgage-approvals-011741155.html 

聊聊投资那些事儿 

如何比较您的投资选择之商业篇 

选择哪种类型的房地产投资取决于您的资金量，风险偏好以及对收入和现金流

量的要求。在澳大利亚，商业物业的分为了工业物业、零售物业和办公物业三

大类型。 

 

工业物业 

 

工业物业包括了分销，制造和仓储，在澳大利亚，它们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类

型： 

 



仓储和分配型物业用于在目的地之间存储，分配和运输产品。典型的租户可能

是葡萄酒或家具进口商，对办公空间的要求有限。 

 

办公+仓库型物业是办公物业和工业物业的混合体，它的办公空间的比重要比标

准仓库更大。它通常位于工业园区（Business Park）内。租户类型非常广泛。 

 

制造型物业包括了简单的通用型制造物业和为大型重工业制造商专门高度定制

的物业。 

 

零售物业 

 

零售物业可以在很多不同类型的购物中心找到。这样的购物中心主要有以下分

类： 

 

临街店铺中心（Strip centres）：临街的独立商店 

 

自制或大宗商品中心（Homemaker or bulky good centres）：小于 5,000 平方米

的专门类别商品交易市场 

 

邻里中心（Neighbourhood centres）：小于 10,000 平方米并设有一两个大型超

市的购物中心 

 

次级区域中心（Sub-regional centres）：约 20,000 平方米，拥有至少一家大型

折扣百货商店（例如 David Jones）和一两家超级市场 

 

更大的购物中心（Larger shopping centres）：根据规模划分为区域、主要区域

或超级区域购物中心。 



办公物业 

 

办公物业 

 

A 级办公楼（上乘办公物业）通常为全新或已进行了全面翻新。它拥有最先进

的设施和装潢，交通便利，对那些支付高昂费用的高端租户具有吸引力。 

 

B 级办公楼（次级办公物业）是企业租用的常见租赁物业，有进行合理的保养

和维护，并具有充足的设施和可达性，租金水平较为平均。 

 

C 级办公楼（通常在较老的建筑物中）包括为希望支付便宜租金的租户提供的

实用型办公空间。装潢和设施最少，可能难以到达并且年久失修。 

 

如果您要购买超过 2,000 平方米的空间，则需要获得建筑节能证书（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Certificate，BEEC）。这份证书对建筑物的等级和价值有较

大影响。 

 



投资商业物业和投资住宅物业之间存在重要区别。两者不同在潜在收益率、资

产增值、现金流量潜力、价格点和风险等方面。每种类型的投资都有优点和缺

点，投资哪一种取决于您愿意投入的资金量和想要实现的目标。 

 

优点: 

 

收益率：商业物业的收益率通常更高–尽管这根据位置，建筑物的质量和当前的

市场基本情况会有所不同。 

 

现金流量：由于商业物业的租户要支付管理费，保险，维修费和保养，装修和

以及物业管理费，因此您的现金流量更大。 

 

回报：回报主要以持续性的即得收入的形式实现。 

 

租约：更长的租赁期限（可长达 10 年），协议中还可包含续签和租金增长比率

的选项，使业主拥有更高的收入稳定性并降低了空置风险。 

 



时间：由于租期长，需要更少的时间和金钱的持续性投入。 

 

租户：有问题的租户较为少见。 

 

缺点： 

 

定价：定价通常较高：大多数优质办公物业的售价超过 100 万澳元，而优质工

业物业的售价通常超过 200 万澳元。 

 

风险：由于长期空缺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不利的市场条件下）以及您投入了更

多资金的事实，风险更高。 

 

资产增值：资本收益的潜力较低，因为土地在升值的同时，建筑物在贬值，并

且建筑物通常占据商业地产的大部分价值。 

 

押金：由于借款比例通常为物业价值的 30％到 50％，因此需要增加资金占用。

这是因为较低的资产增值潜力使得偿还利息的难度更高。 

 

流动性：商业物业流动性通常较差——由于买家较少，因此通常更难出售。 

 

Source: 

 

https://www.commercialrealestate.com.au/advice/comparing-your-investment-options-819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