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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拍卖情况汇报

地区 清盘率 去年同期 售出

墨尔本 64% 80% 222

悉尼 65% 88% 468

布里斯班 53% 72% 56

阿德莱德 78% 90% 58

堪培拉 76% 94% 22

截止时间

03 月 16 日下午 17:11

Source:

https://www.domain.com.au/auction-results/canberra/

本周最新资讯

香 格 里 拉 酒 店 进 入 墨 尔 本 市 场

马来西亚开发商已经将在建的拥有 500 间客房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以约

5 亿澳元的要价推向市场。

Colliers 的经纪人 Gus Moors 表示，这座 60 层楼的酒店将于 2024

年初完工，他预计国际和国内的投资者都会对该资产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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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rs 先生说：“我认为该行业正在注入新的资本，我们在 2021 年看

到国内投资者状态比之前来的更强，我们也认为这种状态将会持续下

去。

昆士兰建筑商 Condev 进入资产清算

昆士兰商业建筑商 Condev Construction 由于建筑成本飙升，且客户

也不愿意在无法继续交易的情况下向这家私营建筑商提供任何进一步

资金，该建筑公司在周三被指定正式清算。



Condev Construction 是一家拥有 18 个项目的公司（其中 14 个

在黄金海岸），公司在周一向其开发商客户提出约 2500 万澳元的请

求，用于继续运营公司并摆脱公司在 18 个月内成本飙升 25%后面临

的紧缩，但遭到拒绝。

Condev 由董事兼总经理 Steve Marais、他的妻子 Tracy Marais

和建筑总监 Neal Moores 一起经营，公司本身并没有受到东海岸商

业建筑巨头 Probuild 倒闭的直接打击，这家自 2009 年就获得了一

系列行业奖项的 Condev 公司因成本飙升而陷入困境。但据 AFR 报道，

其部分问题还包括 Condev 合作的一些公司因 Probuild 倒闭无法交易，

而他们不得不以更高的成本去寻找替代供应商和分包商。

通胀上升，利率尚未对全球房地产构成威胁

据 Dexus 房地产证券投资组合部门经理 David Kruth 称，尽管俄罗

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波动加剧，但全球房地产行业

已做好准备应对通胀和利率上升。

Kruth 先生现居纽约并管理 APN 全球 REIT 收益基金，他表示，房

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将受到年度指数增长的影响，而工业等行业的租金

上涨将在未来缓冲影响。



Kruth 先生说：“我们目前处于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都在努力应对通胀

问题，同时也在努力控制定价。”

他说，世界正在为最近高于“异常低”的 2-3% 水平做准备。

“如果你是一名房地产投资者，好消息是所有租赁通常都与指数挂钩，

因此它们在通胀增长中占据了 50% 至 75% 的份额。”

“除此之外，您将看到具有定价权的行业将在整个周期内实现租金增

长。”

他预测，全球主要市场的工业部门租金将上涨 50%，原因与澳洲的情

况相同——人口密集地区租户需求旺盛，供应短缺。

Source（根据文章出现顺序）:



https://www.afr.com/property/commercial/sky-high-pricing-as-sh

angri-la-melbourne-hits-the-market-20220314-p5a4gg

https://www.afr.com/property/commercial/queensland-builder

-condev-goes-into-liquidation-20220315-p5a4ym

https://www.afr.com/property/commercial/rising-inflation-interest

-rates-no-threat-yet-to-global-property-20220315-p5a4qu

聊聊投资那些事儿

本周澳洲房地产市场各个州最新数据更新

连续大雨、待售物业数量的急剧增加以及乌克兰战争的持续消息并没

有减缓我们上周的房地产市场。

上个月，悉尼和墨尔本的房地产价格保持平稳。

在其他大型首府城市中，价格以与最近几周明显相比去年同期速度上

涨。

过去一周，布里斯班-黄金海岸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了 0.6%，阿德莱德

上涨了 0.4%，珀斯上涨了 0.3%。

然而，各州府城市的待售新房源数量继续呈上升趋势，CoreLogic 报

告称，澳洲各地每卖出一处待售新房源，就有 1.2 处房产在售，这也

显示出买家真正的需求。



以下是房地产价格正在进行时.....

1.悉尼房地产价格上周下跌 0.2%，3 月份迄今下跌 0.1%，在过去

12 个月上涨 20.5%。

2.墨尔本房地产价格上周下跌 0.1%，3 月份迄今持平，过去 12 个

月上涨 11.7%。

3.布里斯班房价较上周上涨 0.4%，3 月第一周上涨 0.9%，较去年上

涨 30.5%。

澳洲待售物业数量仍供不应求

尽管去年底有许多房产进入市场，但待售房产的供应却跟不上需求。

去年年底，在澳洲大部分地区，每有新房产上市销售，就有 1.4 处房

产售出。

很可能在 2022 年出现大量买家——自住业主、投资者和首次置业者

——此时可用供应难以跟上。



请记住，买家是卖家，卖家亦是买家，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每次出

售房产时，都会有另一个买家在市场上寻找新房。

下表显示了所有首府城市的广告物业存量远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与此同时，“上市时间”继续下降。

这些迹象表明，房地产价值将继续上涨。

供应商指标

供应商指标证实，尽管挂牌出售的房产数量在增加，作为卖方市场，出售

房产的天数非常低（表明供应紧张的迹象）和供应商折扣（对他们来说更

容易出售）也是非常低的水平。

总体而言，独立屋的销售情况好于公寓，但由于市场上优质房产的短缺，

房产销售迅速且折扣极小。

2022 年 3 月市场指标报告

根据 Proptrack 的 2022 年 3 月住房市场指标报告，房地产市场在新的

一年开始强劲，并且大部分势头一直持续到 2 月。



然而，一些指标开始出现从创纪录高位回落的迹象。

潜在买家需求的持续增长已经失去动力，在新州和悉尼相较其他城市显得

尤为明显。

尽管潜在买家的一些需求指标正在放缓，但总体活动水平仍然较高，需求

仍高于平均水平。

购房者显然仍然保持积极性，买家也正处于多种选择状态，销售量与去年

的数字非常接近。

不过，需求正从 2021 年的极端水平开始放缓。

租赁市场

正如转售市场已经从市场上房地产的增长中重新平衡一样，租赁

市场正在进一步收紧。

1 月份所有州府的出租空置率都进一步下降。



当 国 际 边 界 关 闭 时 ， 悉 尼 和 墨 尔 本 的 租 赁 市 场 受 到 重 创 。 根 据

SQM 数据，2020 年 2 月悉尼的出租空置率为 2.9%。

当大流行来袭时，它跃升至 3.9%。

今年 1 月，出租空置率仅为 2.1%，是自 2018 年 10 月以来

的最低水平。那么，今年租金要价的趋势继续上升也就不足为奇

了。

墨尔本的租赁市场恢复速度要慢得多，这可能反映了封闭的状态、

边境关闭和公寓开发的造成的更大影响。

从疫情爆发时 1.9% 上升之后，墨尔本的空置率一直持续上升到

2020 年，在 2020 年底达到 4.7% 的峰值。

此后有所下降，到今年 1 月降至 2.7%。

继去年持平后，现在租金似乎又开始上涨。

在经历了两年的下滑，墨尔本的公寓房租赁市场也在逐年增长。

租金上涨明 显 的 已 经 正在加剧通胀来源之一。

其他首府城市的租赁市场仍然非常紧张，从 Hobart 的低至 0.3%

到达尔文的仍然紧张 0.9%。

布里斯班的空置率为 1.1%，珀斯为 0.6%，阿德莱德为 0.4%，

堪培拉为 0.7%。业内观察人士表示，低于 3% 的空置率是紧张

的，该物业每年空置 1-2 周。



周末拍卖清盘率墨尔本的长周末和新州的洪水减缓了本周末的拍卖市

场。My Housing Market 的 博士 Andrew Wilson 报告说，阿德莱

德再次表现出色，99 次拍卖的初步拍卖清盘率为 84.1%。其他初步

清盘率（由 Andrew Wilson 博士的拍卖内幕人士报告）：堪培拉 –

78.7%墨尔本 – 70.3%悉尼 – 69.8%布里斯班 – 66.2%



Source:

https://propertyupdate.com.au/australian-property-market/

往期回顾：

星周刊第七十四期：美国冷藏设备巨头将在西悉尼建 2.5 亿的冷藏库

星周刊第七十三期：Dexus 上市公司以 2.5 亿澳元的价格成立医疗地

产基金

星周刊第七十二期：2021 上半年全国工业地产空置率下降到 1.3%

星周刊第七十一期：悉尼办公楼物业市场需求稳步上升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5MDcwMTU3OQ==&mid=2247489687&idx=1&sn=b8d1d17f6806dd80ea0efcef582c5f32&chksm=fe3b6df3c94ce4e5c4e56ecfbeefa216aadbc851ef6008e1ebdd4819407f3a600afaa9e02a78&scene=21


澳星空中课堂系列视频：

<9> 对话律所合伙人

<8> 贷款大比拼之富人区与发展中区域地块分割

<7> 为建筑开发保驾护航之澳大利亚工料测量师

<6> 估价师为您分析房地产价值因疫情所受影响

<5> 史上最易懂的信息备忘录和政府补助全解析

针对在澳洲有现金投资需求的客户

澳星主要提供 2 种产品：

澳星现金宝（Austar CashPlus Fund）：T+7 灵活存取，2.25%年

化，澳星提供全额本息保证；

澳星自选抵押贷款基金（Austar Selective Mortgage Trust）：

100%第一 债权 土地抵 押贷 款项 目， LVR 不高 于 70%，年 化回 报约

6-7.5%，投资周期 6-18 个月。



如果您对相关产品感兴趣

欢迎您直接联系以下金融部

悉尼：

Sean Zhao +61 488 050 603;

Anne Zhu +61 466 585 518；

Nathan Yang +61 411 787 706；

Alina Zhang +61 484322767;

墨尔本：

Joyce Zhao +61 433 987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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