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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语开篇语开篇语开篇语 

 

《澳洲买房宝典》由澳洲家居网联合旺运堂共同编辑，目的为大家提供较为全

面的澳洲买房相关资讯，为大家在澳洲买房的过程中提供一些帮助。 

本电子书将会慢慢充实，故以后将会有不同更新版本。因此本电子书暂定为第

一版本。 

由于买房相关知识实在太多，故本电子书很难收集到很完善的知识，推荐大家

可以上澳洲家居网（Http://www.JiaJu.com.au）查看更多有关买房资讯。 

有关房屋风水资讯，欢迎访问旺运堂（Http://www.ZhouYi.com.au）网站查看。 

本电子书不少文章采编于网络，不少文章由于不清楚原创作者是谁，如果您是

原创作者，并且不同意本电子书采编您的文章，敬请跟我联系，我会立即删除

您的文章。Email： OZJiaju@gmail.com 

由于本宝典编辑时间仓促，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还请各位多多斧正！ 

再次感谢您的下载和阅读！ 

澳洲家居网 

Http://www.JiaJu.com.au  

Email： OZJiaj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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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买房可以参看的网站和数据澳洲买房可以参看的网站和数据澳洲买房可以参看的网站和数据澳洲买房可以参看的网站和数据 

 

买房对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件大事，大家可能会对想买房子所在区进行更透彻得

了解，本文小编整理了几个工具，大家可以参考。 

 

1. Realestate.com.au查看区租售的需求量查看区租售的需求量查看区租售的需求量查看区租售的需求量, 列年价格趋势等信息列年价格趋势等信息列年价格趋势等信息列年价格趋势等信息： 

查询网址：http://www.realestate.com.au/neighbourhoods/box%20hill-3128-vic 

 

2. Domain.com.au查询区的人口组成，出生国家，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婚姻查询区的人口组成，出生国家，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婚姻查询区的人口组成，出生国家，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婚姻查询区的人口组成，出生国家，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婚姻

状态等状态等状态等状态等: 

查询网址：

http://apm.domain.com.au/Research/Demographic.aspx?AddressLine=box%20hill,%

20vic&LocationType=Suburb&State=VIC&SuburbId=5477 

 

3. 查房价走势，周边学校，周边区等因素查房价走势，周边学校，周边区等因素查房价走势，周边学校，周边区等因素查房价走势，周边学校，周边区等因素：：：： 

查询网址：http://house.ksou.cn/profile.php?q=Box+Hill%2C+VIC 

注：如果您购买二手房或者投资房，该网站还能查历史房价以及历史租金。 

 

4. 如果你对宏观经济数据感兴趣，还可以到这里查看澳洲历史通货膨胀数据。如果你对宏观经济数据感兴趣，还可以到这里查看澳洲历史通货膨胀数据。如果你对宏观经济数据感兴趣，还可以到这里查看澳洲历史通货膨胀数据。如果你对宏观经济数据感兴趣，还可以到这里查看澳洲历史通货膨胀数据。 

：：：： 

http://www.rateinflation.com/inflation-rate/australia-historical-inflation-rate?start-

year=1985&end-year=2014 

 

5.银行利率历史数据：银行利率历史数据：银行利率历史数据：银行利率历史数据： 

查询网址：http://www.loansense.com.au/historical-rates.html 

 

从页面内容可以看出，当前利息已经和上个世纪 60年代差不多了，买房的朋友

需要做好经济强劲时利息不断上涨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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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线贷款能力计算器：在线贷款能力计算器：在线贷款能力计算器：在线贷款能力计算器： 

http://www.jiaju.com.au/home/3.html 

 

7. 买房风水知识网站：买房风水知识网站：买房风水知识网站：买房风水知识网站： 

http://www.zhouyi.com.au 

 

其实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工具，大家可以自行探索。 

 

十个理由让你非选择投资澳洲房产不可！十个理由让你非选择投资澳洲房产不可！十个理由让你非选择投资澳洲房产不可！十个理由让你非选择投资澳洲房产不可！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拥有宜人的气候、独特而舒适的

生活环境、高质量的社会与文化的基础建设。澳大利亚房产市场已经成为中国

富人海外置业的黄金市场，让我们来看看澳洲房地产市场前景良好的 10 大理由： 

1、澳洲经济状态良好、澳洲经济状态良好、澳洲经济状态良好、澳洲经济状态良好 

澳大利亚已有二十二年没有出现经济衰退。根据澳洲储备银行的预计，这种情

况在未来几年也不可能出现。事实上，储备银行认为澳洲出口将增加，将重现

强劲的经济增长。 

2、人口在增长、人口在增长、人口在增长、人口在增长 

有关"大澳洲"与"小澳洲"的讨论已沉寂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我们的政治家认识到

了强劲的人口增长对滋养经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安置退休的婴儿潮一代人

的重要性。去年，澳洲的人口增加了近 40万，如同添加了另一个堪培拉或纽卡

斯尔。当然，由于工作的原因，其中大部份人都是来到了我们的四大省会城市。 

3、澳洲是个富裕的国家、澳洲是个富裕的国家、澳洲是个富裕的国家、澳洲是个富裕的国家 

按照许多衡量标准，我们都是很富有的，这一点在瑞士信贷 2012年全球财富报

告中得到证实。该报告显示，澳洲人现在足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口，每

个成人的财富中位数为 19.4万美元。有趣的是，报告称澳洲有约 157.1万人属

于这个星球上占 1%的最富有的人。要成为世界上仅占 1%的顶尖级富有者，你

需要有 71万美元的净财富。 

4、家庭经济状况良好、家庭经济状况良好、家庭经济状况良好、家庭经济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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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中，大多数澳洲人一直在积攒自己的现金，而不是花钱。许多人

都减少了他们的信用卡债务，其他一些人已在存钱，一些人利用低利率的优势，

偿还他们的住房抵押贷款。由于澳洲证券交易所的股价上涨，以及澳洲人住房

的增值，澳洲家庭的财富也有了强劲的增长。强健的资产负债表，将让许多澳

洲人得以提升借贷并在未来几年进入房产市场。 

5、低失业率、低失业率、低失业率、低失业率 

诚然，一些职位已经消失，在未来几个月内失业率可能会上升，但新的就业机

会正在出现，整体水平保持在适当的 5.7%左右。 

6、澳洲通货膨胀率处于低水平、澳洲通货膨胀率处于低水平、澳洲通货膨胀率处于低水平、澳洲通货膨胀率处于低水平 

我们的低通货膨胀率让储备银行在需要刺激经济时拥有保持低利率或考虑进一

步降低利率的空间。 

7、利低率可保续一段时间、利低率可保续一段时间、利低率可保续一段时间、利低率可保续一段时间 

低利率让我们的房主可以更快的还清抵押，让一些还贷超负荷的人有额外的喘

息空间。 

8、住房负担能力高、住房负担能力高、住房负担能力高、住房负担能力高 

尽管有很多抱怨，但按多项衡量尺度显示，现在的住房负担能力是较过去二十

年来的最高水平。 

9、消费者信心指数回升、消费者信心指数回升、消费者信心指数回升、消费者信心指数回升 

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消费者情感依然脆弱（这是过去几年缺失很大的部

份）。头一个月，我们可能会消费情绪高涨，接下来一个月我们可能会丧失情

绪，但根据西太平洋银行墨尔本研究所（Westpac Melbourne Institute ）有关消

费者信心的最新数据表示，总体来说，我们更多的是较为乐观而非悲观。 

10、世界各地的坏消息正在减少、世界各地的坏消息正在减少、世界各地的坏消息正在减少、世界各地的坏消息正在减少 

虽然世界上的很多问题并没有消失，但在过去几年中，许多一直困扰我们的问

题正在消退。 

现在澳洲房地产的现状是：有些人将会重新装修或改善他们的房子；有些人将

会升级到新的住房或更大的房子；更多的首次购房者将会在高租金和低利率的

情况推动下踏入房地产市场；而寻找下一阶段房地产周期的投资者将会充分利

用房地产市场为他们提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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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买房须知澳洲买房须知澳洲买房须知澳洲买房须知 

 

1. 为什么要在澳洲投资为什么要在澳洲投资为什么要在澳洲投资为什么要在澳洲投资? 

澳洲被认为是世界上政治稳定, 风险最低的国家, 以及经济弹性最好的国家.她的

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保持超越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 以及她的产品在不同领域

市场都有需求量.以及在法律方面, 澳洲的法律体系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中澳房产

现状对比-购买澳洲房产必读 

 

2. 房地产投资为何是中长期投资房地产投资为何是中长期投资房地产投资为何是中长期投资房地产投资为何是中长期投资? 

澳大利亚的房地产投资不是投机生意, 经过 45年的房地产市场化的发展, 澳洲房

地产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最佳的低风险投资地区, 和稳定增值及租金回报的投资目

的地. 

 

3. 澳洲房地产市场的特点如何澳洲房地产市场的特点如何澳洲房地产市场的特点如何澳洲房地产市场的特点如何? 

社会稳定, 政策完善, 法制健全, 市场成熟, 升值稳定, 租赁市场活跃, 空置率低. 

 

4. 澳洲房地产增值前景如何澳洲房地产增值前景如何澳洲房地产增值前景如何澳洲房地产增值前景如何? 

澳洲地产经济专家们分析认为:促进升值因素将长期存在, 从未来几年的走势来

看, 澳洲房屋交房总量低于新移民人数的总量, 所以房产供不应求的态势还将持

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而这时使得澳洲房产呈上涨趋势的一个主要因素. 

 

5. 澳洲房地产会不会贬值澳洲房地产会不会贬值澳洲房地产会不会贬值澳洲房地产会不会贬值? 

有澳洲房产协会的详细数据做参考, 过去的 45年里, 澳洲房地产平均每七到十年

翻一番, 所以从长期来看, 出现贬值的几率是非常之低的. 

 

6. 投资澳洲房地产的理由投资澳洲房地产的理由投资澳洲房地产的理由投资澳洲房地产的理由? 

稳定的升值与投资回报, 分散投资, 降低风险; 

充分利用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可以只还利息不还本金 澳洲房产贷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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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房产购买手续简便, 可靠.更主要的是, 澳洲房产的永久产权和无遗产税; 

7. 如何选择最具投资价值的如何选择最具投资价值的如何选择最具投资价值的如何选择最具投资价值的房地产房地产房地产房地产? 

你需要确定你购买投资的澳洲房产项目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最具投资潜力的澳

洲项目(包括从位置, 质量, 规模, 环境和配套设施等各方面), 你需要自己根据以上

因素帮您做出最佳选择或者咨询澳洲房产中介或你的澳洲房产投资顾问. 

 

8. 如何解决看房和房产交易的问题如何解决看房和房产交易的问题如何解决看房和房产交易的问题如何解决看房和房产交易的问题? 

地产投资取决于市场环境, 买投资房不同于自住房, 投资房产只考虑"投资回报”

和"风险”两个因素, 应减少感情因素;房产交易的安全问题你不用担心, 在澳洲

买房的话, 由澳洲持牌律师为你做全程服务, 比如签定合同, 完成交割, 土地过户

等. 

 

9. 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怎么办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怎么办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怎么办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怎么办? 

从澳洲的历史来分析, 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因为一个百年历史的房地产市场供需

关系是十分成熟的, 即使供需比例出现差距也会是暂时的, 因为在完全市场化的

国家, 发展商也会视市场情况进行适时调整, 不会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过量开发.另

外, 澳洲政府对每年的房产供应量有总得调控权, 所以, 很少出现供大于求的问题. 

 

10. 谁来保证投资者的资产安全谁来保证投资者的资产安全谁来保证投资者的资产安全谁来保证投资者的资产安全? 

澳洲健全的法律制度(澳洲房产法律相关)可以充分保障投资人的权益和资产不受

侵犯. 

 

11. 可以由子女继承房地产吗可以由子女继承房地产吗可以由子女继承房地产吗可以由子女继承房地产吗? 

法律规定是可以由子女继承的, 并且没有遗产税. 

 

12. 什么样身份的人可以在澳洲购买物业进行投资什么样身份的人可以在澳洲购买物业进行投资什么样身份的人可以在澳洲购买物业进行投资什么样身份的人可以在澳洲购买物业进行投资? 

澳洲或新西兰籍公民, 澳洲拥有永久居住证或临时居住证者, 不是澳洲的居民海

外投资者也可以购买房地产, 但只限于购买全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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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澳洲投资购买的住宅性物业有哪几种澳洲投资购买的住宅性物业有哪几种澳洲投资购买的住宅性物业有哪几种澳洲投资购买的住宅性物业有哪几种? 

"预售楼" 或者我们也叫楼花 - (按照平面图购买物业).该工程平面图经由当地计

划当局设计并审批(通常是当地市政厅或区县当局).该工程项目仍未施工. 

市场二手房.注:一般来说这些楼盘已经有租客或业主入住, 这些楼盘就不能卖给

海外买家, 但如果拥有 FIRB资格认证的房屋则可以对海外销售. 

 

14. 在澳洲一次性可以买多少物业在澳洲一次性可以买多少物业在澳洲一次性可以买多少物业在澳洲一次性可以买多少物业? 

原则上政府在数量上并没有特殊的规定.也取决于该楼盘是否有政府所颁发的海

外买家许可. 

 

15. 澳洲房产按什么方式持有所购置的物业澳洲房产按什么方式持有所购置的物业澳洲房产按什么方式持有所购置的物业澳洲房产按什么方式持有所购置的物业? 

澳洲的房产属于永久产权, 世代相传, 相比国内 70年的产权时间, 更具私人化. 

 

16. 如果购买房产如果购买房产如果购买房产如果购买房产, 如何将房款汇入澳洲如何将房款汇入澳洲如何将房款汇入澳洲如何将房款汇入澳洲? 

如果您在国内, 一般国内中资或外资银行都具有外汇业务(如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汇丰银行, ANZ银行等), 但是每人每年只能汇相当于 5万美元的金额汇至澳洲银

行帐户, 当然国内也有类似于昆仑国际等高端换汇公司提供此类服务. 

海外付款方式有电汇和海外汇票等.具体的可以向各地银行进行咨询. 

 

17. 购买房后购买房后购买房后购买房后, 物业出租后带来的租金收入是否要交相关税金物业出租后带来的租金收入是否要交相关税金物业出租后带来的租金收入是否要交相关税金物业出租后带来的租金收入是否要交相关税金? 

需要.根据澳洲当地法律, 任何人在澳洲所赚取的收入都必须交付税金.但是, 在出

租物业时, 您同时可以享有物业的各项开支抵税的优惠, 您可以雇佣当地的注册

会计师帮您进行税收抵扣.如果是全新房地话, 您可以享受房屋折旧所带来的税

务优惠.所以绝大部分客人到最后都不需要付税. 

 

18. 购买澳洲房屋可购买澳洲房屋可购买澳洲房屋可购买澳洲房屋可以进行贷款吗以进行贷款吗以进行贷款吗以进行贷款吗?如何贷款如何贷款如何贷款如何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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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您可以将在澳洲的物业去澳洲的银行进行贷款抵押, 您所想收到的利率

与条款与澳洲当地人一样.同时澳洲多家国家级银行在中国国内就可以办理澳洲

房产贷款业务. 

在澳洲银行中有多种贷款方式可以选择:如等额本息, 前 10年只还利息.依据客户

的条件不同, 最低首付为 20%, 一般建议客户首付 30-40%, 这样租金就足够还贷

款, 不必再贴钱供房了, 

 

19. 如果有看中的物业后如果有看中的物业后如果有看中的物业后如果有看中的物业后, 想购买是否需要支付订金或其他费用想购买是否需要支付订金或其他费用想购买是否需要支付订金或其他费用想购买是否需要支付订金或其他费用? 

从国内代理中介处看中房屋后一般支付 1-2万元 RMB将房屋预订(订金一般在首

付后都会归还), 同时在律师从澳洲飞往国内讲解合同后, 首付 10%后需要支付律

师费用的 50%(近期行情, 澳洲律师代理费用在 1200元澳币) 

 

20. 在购买澳洲物业后在购买澳洲物业后在购买澳洲物业后在购买澳洲物业后, 首付完成后首付完成后首付完成后首付完成后, 剩余尾款或其他什么时候需要交付或剩余尾款或其他什么时候需要交付或剩余尾款或其他什么时候需要交付或剩余尾款或其他什么时候需要交付或? 

在澳大利亚如果购买的是期房, 一般在开发商通知购房者交房日期前规定时间内

将尾款支付至律师的信托帐号内完成, 或提前办理贷款合同(澳洲贷款合同最长

有效期为 6个月)如果是现房, 则在开发商指定的期限内(一般为 42个工作日内), 

将尾款或房屋贷款合同付到相关律师的信托帐号内即可.此外, 律师费, 一般为首

付 10%时先行支付一半代理费用给律师, 交房时将剩余部分支付给代理律师. 

物业印花税, 澳洲买房需要交物业印花税(相当于中国的契税), 新南威尔士州为房

屋总额的 4.5%, 维多利亚省为 5.5%(期房可以根据开发商优惠减免, 仅限维州). 

 

21. 在国内购买澳洲物业在国内购买澳洲物业在国内购买澳洲物业在国内购买澳洲物业, 是否需要亲自去澳洲看房吗是否需要亲自去澳洲看房吗是否需要亲自去澳洲看房吗是否需要亲自去澳洲看房吗? 

答案是介乎 2者之间的. 

未看房, 如果您作为投资, 为孩子考虑买房或新移民, 而选择的区域是市中心的, 

那只需对所买区域有所了解, 及开发商和国内代理企业进行相关的了解即可, 此

类房屋区域位置好, 适合学生或当地人租用, 因此作为投资能得到满意的回报和

服务. 

看房, 澳洲当地也很欢迎海外购房者进行当地考察, 那对所购买的物业增加一些

把握, 有些国内信誉较好的代理公司也可以为客户安排看房的旅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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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澳洲房地产比较中国与澳洲房地产比较中国与澳洲房地产比较中国与澳洲房地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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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运哥喊你来澳洲买房旺运哥喊你来澳洲买房旺运哥喊你来澳洲买房旺运哥喊你来澳洲买房 

 

今天旺运哥来跟大家说说一些周易上的宏观问题。大家最好当我闲聊，可以为

大家在茶余饭后添加一点佐料，也是挺不错的。但是是不是真的毫无意义的闲

聊，大家最好认真看看。其实这是我以前说过的东西，这次再次在微信中整理

出来罢了。 

 

中国历史上，唐宋元明清。唐五行属土， 宋五行属木， 元五行属金， 明五行

属火， 清五行属水。  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都是后一个朝代五

行上克前一个朝代的五行。这是巧合？还是当时的立国者受到了周易思想的影

响，故意设计的国号？ 也就是说，是天意，还是人意，这不是旺运哥想要讨论

的问题，下面我们继续聊一些跟我们有关的闲聊。 

 

清之后，国号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以“中”引势。  

 

“中”，位居中央，五行属土。土，克“清”朝之水，正符合“相克而继”的国运大

势。  

 

这里多说一句，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朝代兴替的角度，由于其都是

以土主运，类似于兄弟轮流主事，目前中共和国民党也都还共同存在，故不属

于两个朝代。 

 

再多说一句，关于国共之争，国民党必败的原因。  

 

朝代兴替，相克而继。清，以水主运，只有土，才能克水，故以土主运的中华

民国能够终结清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  

 

但是，国民党的旗帜是青天白日旗，青属木，白属金，木克土，先自伤了根本，

金泄土之气，又金生水，助纣为虐，加速了它的失败。相反，共产党用的是红

旗，红军，红区，红色江山，红色政权，五星红旗，红属火，火能生土，从而

护住了根本。不仅如此，由于火能克金，木能生火。 故国民党来帮助共产党，

最后反而给共产党克制住了。因此，共产党能够以弱胜强，傲视天下，而国民

党只能在小岛上，过着“有主无土”的日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 1949年，按三元九运的理论，当时正处于中元五运，

五黄当令，五行属土，新中国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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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附上所谓的三元九运表给大家看看） 

 

五运 1944年--1963年(甲申年至癸卯年)  土 

六运 1964年--1983年(甲辰年至癸亥年)  金 

七运 1984年--2003年(甲子年至癸未年)  金 

八运 2004年--2023年(甲申年至癸卯年)  土 

九运 2024年--2043年(甲辰年至癸亥年)   火 

 

毛主席在 1976年逝世，当时的大运已走到了中元六运。1984年，进入下三元

七运。六运和七运，都是金主运。中国，在地理上属木，金主运，意味着木受

克，国运为土，遇到金主运，意味着削弱自己补贴别人，在这种情况下，主政

之人，名字中带水，就能起到缓和金木之间矛盾的作用。所以，在这一时期，

名字中不带水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都只能是过渡性的人物，一到江泽

民成了气候，就纷纷退位。2002年，当时仍属于七运，胡锦涛顺利接班。自

2004年起，进入下三元八运。当今习（水）近（木）平（水），名字同样是水

为主。 

 

八白星当令，五行属土，土旺，而中国也是属于土，则国运兴旺，中国现在已

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明证。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

中国，真的是强国之一了。 

 

而 2004 年开始的八白土运，我国的房地产腾飞，是不是大约在那个时候开始？ 

 

之前的六运，七运，代表是西方和西北方，世界上来说，是不是西方和西北方

发展的更好？ 而从 2004年开始的八运，代表的是东北方，是不是中国为代表

的地区发展更好？ 

 

大家可能更加关心的是，那么九运呢？ 

 

这个旺运哥有些东西就不能公开说了，免得给请喝茶，请大家多多包涵。 

 

但是可以普及一些东西，或许对大家的长期规划有所帮助。 

 

九运为火，为南方，为中年女性。故从 2024年开始，南方会发展更好，女性

会发展更强势（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到女性总统越来越多），属于火的行业会发

展更好。 而中国属于土，火生土， 我国仍然发展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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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澳洲的朋友呢，由于澳洲位于世界的南方，属于火（澳洲虽然四周有海，但而澳洲的朋友呢，由于澳洲位于世界的南方，属于火（澳洲虽然四周有海，但而澳洲的朋友呢，由于澳洲位于世界的南方，属于火（澳洲虽然四周有海，但而澳洲的朋友呢，由于澳洲位于世界的南方，属于火（澳洲虽然四周有海，但

是中部主要是沙漠，而且在世界南方，故还是属于火土为主，可惜澳洲这个国是中部主要是沙漠，而且在世界南方，故还是属于火土为主，可惜澳洲这个国是中部主要是沙漠，而且在世界南方，故还是属于火土为主，可惜澳洲这个国是中部主要是沙漠，而且在世界南方，故还是属于火土为主，可惜澳洲这个国

家的名字为水，故不够配合），故澳洲将在家的名字为水，故不够配合），故澳洲将在家的名字为水，故不够配合），故澳洲将在家的名字为水，故不够配合），故澳洲将在 2024 年之后，发展的很好。中国年之后，发展的很好。中国年之后，发展的很好。中国年之后，发展的很好。中国

的朋友如果想要移民，可能需要考虑考虑澳洲为好了。的朋友如果想要移民，可能需要考虑考虑澳洲为好了。的朋友如果想要移民，可能需要考虑考虑澳洲为好了。的朋友如果想要移民，可能需要考虑考虑澳洲为好了。 

 

============================ 

旺运堂小广告：人生规划，除了了解自己的长处短处，要从自己的八字中找出

适合自己的行业，并且结合大时空的三元九运，大环境的五行属性，才能更好

的规划好自己的人生道路，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辉煌！ 

 

 

微信扫一扫，添加旺运哥微信微信扫一扫，添加旺运哥微信微信扫一扫，添加旺运哥微信微信扫一扫，添加旺运哥微信，阅读旺运哥最新旺运文章，阅读旺运哥最新旺运文章，阅读旺运哥最新旺运文章，阅读旺运哥最新旺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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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钟澳洲看房宝典分钟澳洲看房宝典分钟澳洲看房宝典分钟澳洲看房宝典 

 

 

春季到了，又是忙碌的看房时节。如果你只有十分钟时间，你该看什么？ 

“快跑、快跑、快跑”……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春季忙忙碌碌的看房时节，对

每一套要看的房子来说，可能都只有十分钟的停留时间，因为他们往往会一早

上安排至少看三套房。 

那么，从你在要看的房子外面停下来开始，如何最好的运用你所拥有的每一分

钟？厨房的状况更重要？还是睡房的大小？先看卫浴，还是先检查房顶？ 

通常来说，聪明的人总能买到好房子。如果你太情绪化了，因为喜欢某个区而

忽略房子质量的话，那么你所购买的“珠宝”可能到头来是只是一块石头，而

不是一颗钻石。 

当然，你也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 

许多人都认为直觉很重要。有专家说：“你看完房以后，应该问自己一声：这

个地方感觉象是我的家吗？这种感觉跟所谓‘客观’的判断和检查一样重要！” 

那么下面就是专家所建议的十分钟之内你应该做的事情： 

 

第一分钟：第一分钟：第一分钟：第一分钟： 看位置看位置看位置看位置 

专家们永远都在说，买房子，最重要的三件事就是：“位置、位置、位置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对于房子的许多东西，你都能做改动，你甚

至可以把房子推倒重来。但你唯一改变不了的就是：位置。 

因此，看房子的时候，也应该同时看一看房子的周遭。如果你的房子的前面、

后面或侧面有座公寓，那么很可能就会在一天当中的某一个时段挡住你的阳光。

或者，你的邻居能直接看到你的卧房，或者是后花园。 

另外，如果你看的这套房子的窗户，或你的邻居家的窗户上装了栅栏，那么就

可能说明这里出过什么问题。 

同样的，如果房子的外面有涂鸦，被画的乱七八糟的，那么这里的情况可能也

不太妙。 

如果房子后面还有一条路的话，不妨绕到后面看看。如果你看到涂鸦、注射器、

排泄物、空饮料瓶等等，那么就说明这周围的环境很差，说不定有不少社会

“混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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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钟：看朝向第二分钟：看朝向第二分钟：看朝向第二分钟：看朝向 

在售房广吿中，人们往往看到“有景（having views）”的字样，但你去看房子

的时候，就得看看从哪里看出有景。是从起居室里看有景呢，还是从楼上的卧

室里看有景？抑或是从卫浴、甚至是衣柜顶上看出去有景？ 

所以，专家建议， 一定要检查房屋的朝向。朝北的房屋当然是最好的了。所以

理想的情况是房屋的主要部分，特别是起居室是应该朝北的，这样光线才会好。 

另外，看房的时间也不要光听物业代理的建议：他肯定会在最好的时间带你去。

而你恰恰需要在“最坏”的时间去，才能看全这套房的“眞实面目”。 

另外，如果房屋所在地的地势是有坡度的，你当然应该选地势较高，而不是地

势较低的房屋，以免成为别人家的“排水沟”。俗话说，“站的高，看的远”，

处于高处的房子当然视线也更好。 

当然，如果这套房是水边屋，那就另当别论了。能够直接挨着水，当然就可以

牺牲其它许多了！ 

 

第三分钟：看大小第三分钟：看大小第三分钟：看大小第三分钟：看大小 

一般来说，房屋广吿不会吿诉你房屋的具体长宽等数据，所以你就要仔细看看

卧室是不是够大，有没有足够的空间再建一个入墙柜，起居室能不能容纳下你

们一家人，等等。 

另外，房屋的宽度，以及天花板的高度、房屋本身的面积和它带的地的面积之

间的比例等等，也很关键。如果房子几乎已经把地占完了，那么你当然就不会

有一个象样的后花园了。 

房屋之外的地也很关键。比如，它是平的，还是有坡度的？如果没有游泳池，

还能自建一个吗？有足够大的地方吗？ 

 

第四分钟：看车位第四分钟：看车位第四分钟：看车位第四分钟：看车位/车库车库车库车库 

看房的同时，当然得看车位/车库。车库里有两个车位，还是一个？或者是只有

车位？从车库里是不是可以直接进到房间？这样你大包小包买了东西回来时，

就不必一趟趟的非得从前门搬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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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分钟：看房屋外部的保养状况第五分钟：看房屋外部的保养状况第五分钟：看房屋外部的保养状况第五分钟：看房屋外部的保养状况 

看一看屋檐下的水槽，是不是已经生锈了？跟下水沟是不是连上的？如果排水

槽已经坏掉了，那就很麻烦。 

另外，外墙上有没有裂痕？有没有凹凸不平之处？窗户把手有没有问题？能不

能关严？地面看上去是不是很潮湿？要知道，潮湿的地会招来白蚁。 

十分钟的时间太短，不太可能去检查房屋下面，或房顶的内部结构。但从外面，

应该可以看到屋面瓦（roof tile）的状况。比如，它们有无裂纹，或屋顶结构中

的金属部分有无生锈的痕迹，等等。 

当然，如果能请专家来做建筑和虫害检查是最好的了。如果是木地板，那么有

虫害的危险性就更高。 

 

第六分钟：看房屋内部的保养状况第六分钟：看房屋内部的保养状况第六分钟：看房屋内部的保养状况第六分钟：看房屋内部的保养状况 

如果设计不佳，房间地下室部分的潮湿问题就会让人很头疼。如果露台漏水的

话，那它下面的房间也会很成问题。所以，这些都是一定要检查的项目。 

在老式的排屋里，有一点潮气是正常的。只要房间里的家具、设施等没有发生

问题就好。许多人能够接受这一点。 

但是，如果你看到房屋的墙面的油漆或涂料有起泡、出现盐渍、水流过的痕迹

等现象，那么你就得警惕了——这个房间里肯定是潮气太大了。 

另外，气味也是个重要的信号！房主可能会将墙重新漆过来掩盖问题，也可能

在屋里点香、点蜡烛来掩盖潮湿的气味。所以这些都是你需要多长个心眼的地

方。 

另外，电源控制板（electrical switchboard）也是该查一查的地方。看一看它，

可能就能看出这套房是否最后刚刚经过翻新，或装修。否则的话，电线看起来

应该是旧的。 

还需要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加建的很不合时宜的东西，因为这很可能是由没有经

验 handyman建的，或房主自己非法加建的。比如已经塌下去的结构，或者根

本没弄平整的东西，一看就是偷工减料之辈整出来的档次低下的东西。 

与此同时，也要看看是否有很复杂，或很昂贵的东西，比如玻璃屋顶、玻璃拱

线、六边形装饰品、没建好的游泳池、水控门（hydraulic gate）、码头，等等。 

如果整个房屋之中只有一个门关不上，那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门个个都关

不上，那问题就大了，说不定房屋整个已经开始倾斜了，这就太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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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分钟：房屋的平面结构第七分钟：房屋的平面结构第七分钟：房屋的平面结构第七分钟：房屋的平面结构（（（（floor plan）））） 

这套房的平面结构设计的很合理吗？房间跟房间之关的关系，看起来很顺畅吗？

卫生间够多吗？有没有带浴室的套间（ensuite）？ 

房间够大的话，你才有可能有自己独处的空间，尤其是家里有孩子时。否则大

家都得成天挤在一起。 

另外，如果房屋不止一层的话，那就更得小心了。比如说，你不想让洗手间直

接就通向客厅，因为这样的话，如果洗手间的门开着，那你岂不就直接看到厕

所里去了？ 

如果家中有十几岁的少年，让他们在房屋的另一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会更

好。 

如果你的孩子很小，那么大家住同一层楼比较好，这样便于你晩上去看看孩子

们睡的怎样、有没有把被子蹬掉，等等。另外，这一层上当然也得有卫生间才

好，这样孩子们晩上上洗手间才方便。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分钟：看分钟：看分钟：看分钟：看卫卫卫卫生间生间生间生间 

这部分也必须看潮湿的情况（参看前面第六分钟内容）。看一看浴室里的帘子

有没有裂纹，再看看装着淋浴头的那面墙的另一面。这通常是卫生间的一堵墙。

要仔细的检查它是否潮，尤其是当里面有衣柜的时候，因为墙的情况通常会被

挂在里面的衣服啊、盒子啊之类的东西盖住。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分钟：看分钟：看分钟：看分钟：看厨厨厨厨房房房房 

令人吃惊的是，专家会建议你，不必花太多时间在这里。原因呢，“厨房很容

易就全部换掉的。因为厨房很容易更换，所以看房时就不是要点。 

要看的话，检查一下烤箱、炉灶等是否工作正常，水管子漏不漏，排风管是否

通向外面，还是只在屋内循环。 

如果你发现了有任何毛病，大可要求主业在你购买之前把它们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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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十十十十分钟：看分钟：看分钟：看分钟：看潜潜潜潜力力力力 

对你所看的房子，别过分挑剔。看问题要全面。一套房屋可能有很大的再装修

或改造的潜力。比如很多排屋（terrace）中的楼梯完全可以改个方向，而使房

间的空间变得更大。 

你也可以把狭小的客厅中的墙打掉，让它变成一个更大的开放式客厅。 

不过呢，如果你发现了任何房屋的缺点，当然首先可以利用它们把价钱压下来。 

 

附附附附：：：：估估估估算算算算师师师师能能能能做做做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如果一套房你已经看得差不多了，也可以请估算师帮忙看看这套房值多少钱。 

那么估算师是如何工作的呢？ 

估算是一个介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技巧，能够正确的估算出一栋摩天大楼、一

所大厦或一块空地的价值，你至少需要四年的高等敎育，才能有资格涉猎这一

领域。比如在维省有 1750名非常繁忙的估算师，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对估算

师这样的地产专业人士将有持续的需求。 

对于估算毕业生来说，在银行、养老金和房贷领域都有工作机会，以确保物业

价值与贷款数量相匹配，从而控制贷款风险。估算师的用武之地还包括市政府、

离婚夫妇、陷入遗产纠纷的家庭和开发商们，他们需要听取估算师的意见来决

定在哪个地段开发投资是否值得。 

估算师能很好的推算出物业的现在价值和潜在价值。他们责任重大，要过滤掉

市场上的不确定因素，把它们转变成实实在在的价格。老百姓的房子价值要得

到他们的确认，他们是房地产市场的监督者。 

一栋房屋为什么比隔壁的房子贵，其实无论在估算师还是地产代理的眼里，衡

量的指标都是相同的，主要包括（重要性依次递减）地点、土地大小、房屋的

质量和类型、卧室数量、浴室数量以及厨房和客厅结构。 

其它的一些因素会为房屋加分，但它们不起决定性作用，包括：房屋外观、花

园、平台、游泳池、车库以及环保设施等。这些会影响购买者的决定，但是它

们不是最基本的因素。 

估算师对物业的估价都是个案分析的，但是他们会采用同样的技巧，"这套房子

是什么状况？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类似的房子最近卖了什么价钱？" 

估算师不会过度陷入房子的细节中去，比如说注意到灯或水龙头是什么样的，

但他们会考虑一些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比如说有一大块地本来可以盖两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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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但由于现有的这套房子位置不好，使这块地不能够再分割盖两套房子了，

那么这块地的价值会相对降低。 

再有就是斜坡，虽然景致好，但会增加建房成本，估算师在估价时都会考虑这

些因素，然后给出一个合理的价格。 

根据估算师的经验，房屋的建筑特色与位置和土地大小同样重要。 保养的好的

50 年以上的老房子非常保值，特别是当地有不少这样的老房子的时候。 

房屋估价的服务大致在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银行和贷款经纪人在贷款前都会

使用这项服务，因为他们知道估算师了解行情。 

 

附：房子的风水重要性附：房子的风水重要性附：房子的风水重要性附：房子的风水重要性 

我们大家都知道，房子的风水对居住在里面的人的运气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故

我们看房的时候，房子的风水不可不看。而南半球的风水跟北半球是有所不同

的，南半球的朋友，可以联系旺运堂查看房屋风水。(http://www.ZhouYi.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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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六种房屋产权证种类介绍澳洲六种房屋产权证种类介绍澳洲六种房屋产权证种类介绍澳洲六种房屋产权证种类介绍 

 

澳洲的房屋类型多种多样，有别墅、联排别墅、公寓、酒店公寓、学生公寓等，

产权证形式也颇复杂。下面就由我们为大家简单介绍几种产权证形式： 

 

一、一、一、一、Sole Ownership（独立（独立（独立（独立产产产产权权权权证证证证）））） 

产权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代表只有这个人拥有此物业的产权 100％的份额。 

 

二、二、二、二、Joint Tenancy（共（共（共（共有产有产有产有产权权权权证证证证）））） 

产权证上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名，物业产权平均分配。比如某个产权证有

夫妻两人的名字，那么夫妻两人共同拥有此物业产权，且平均的拥有此物业。

当丈夫过世后，丈夫名下的产权将由妻子继承。 

 

三、三、三、三、Tenancy in common（联名（联名（联名（联名产产产产权权权权证证证证）））） 

两个人或几个人购买一个物业，但是在产权证上明确标明每个人所占业权份额。

如其中一人离世，他名下的产权留给他的继承人。 

 

四、四、四、四、Tenancy in partnership（合作股（合作股（合作股（合作股份产份产份产份产权权权权证证证证）））） 

多个人购买一个物业，在产权证上注明每个人所占此物业产权份额的多少，以

及在解散时如何分配等详细情况，多用于购买写字楼。 

 

五、五、五、五、Co－－－－ownership（企（企（企（企业产业产业产业产权权权权证证证证）））） 

以公司的名义购买物业，产权证上属的是公司的名字。如果公司不是在所购房

产的国家注册的，那么此公司要提供营业执照等相关证明。 

 

六、六、六、六、Trust and Family Trust（（（（信信信信托托托托会和家庭信会和家庭信会和家庭信会和家庭信托托托托会会会会）））） 

公司、个人或家庭财产的拥有者可将资产交由信托会管理。家庭信托会的具体

运作方式是先制定一信托书（Trust Deed），规定信托会的指定收益人，然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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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逐步转至信托会名下。从法律上来说，信托会的资产已经不再属于资产的

原始拥有人了。通常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家庭财产，避免遗产、婚前财产纠纷。 

 

澳大利亚置业投资澳大利亚置业投资澳大利亚置业投资澳大利亚置业投资 100 问问问问 

 

1111、、、、海海海海外人外人外人外人士士士士是否可以投资是否可以投资是否可以投资是否可以投资及及及及购买澳洲的房地产购买澳洲的房地产购买澳洲的房地产购买澳洲的房地产？？？？ 

答：是的，可以。澳洲政府鼓励外国人投资本国的房地产。 

（1）对于住宅地产而言，外国人只能购买全新的住宅项目，而对于商业地产，

工业地产等没有新旧的限制； 

（2）海外投资者的利益由澳洲健全的法律体系保护，随着中澳关系的发展以及

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加强，中国各项法规会更加开放，使中国公民海外房

产投资更加便利。 

     

2222、投资澳洲房地产的、投资澳洲房地产的、投资澳洲房地产的、投资澳洲房地产的项目项目项目项目种种种种类类类类有哪有哪有哪有哪些？些？些？些？ 

（1）住宅项目有：公寓，单元房，独栋别墅，联排别墅，双拼及多拼别墅，以

及住宅土地； 

（2）商业项目有：写字间，商铺，产权仓库，产权停泊码头，以及商业土地； 

（3）工业项目有：工业厂房，工业仓库，以及工业土地； 

（4）房地产股票类：土地开发类股票，住宅开发类股票，商业及工业开发类股

票； 

（5）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股权型基金，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 

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喜好，资金规模自己选择适合的投资类型和项目。 

 

3.3.3.3.海海海海外人外人外人外人士士士士投资投资投资投资及及及及购买澳洲房地产是否有数量购买澳洲房地产是否有数量购买澳洲房地产是否有数量购买澳洲房地产是否有数量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答：没有限制。澳洲相关的规定，不限制海外人士投资及购买本地房产的数量。 

如果投资者需要贷款购买澳洲房地产，银行会评估投资人的收入状况来决定贷

款比例和贷款金额。 

如果投资人的多套物业需要贷款，相应的收入要求也就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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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每栋楼盘每次销售的房屋数量，目前只有 20%—30%能对海外销售，

另外 70%—80%需要保留给当地居民或永居人士购买。（每个州的要求有所不同） 

 

4.4.4.4.澳洲房地产的产澳洲房地产的产澳洲房地产的产澳洲房地产的产权权权权是如何是如何是如何是如何规定规定规定规定的的的的？？？？ 

答：澳洲的房地产，除堪培拉首都地区是 99 年产权外，其它地区都是永久产权，

可以世代相传，留给后代是宝贵的，不可复制的土地资源类资产。相比国内 70

年的土地使用权，30年的房屋建筑寿命而言，更有价值，更加保值和增值。 

 

5.5.5.5.如果在国内购买澳洲房地产，如何将房款汇入澳洲如果在国内购买澳洲房地产，如何将房款汇入澳洲如果在国内购买澳洲房地产，如何将房款汇入澳洲如果在国内购买澳洲房地产，如何将房款汇入澳洲???? 

答：如果您在国内，一般国内中资或外资银行都具有外汇业务（如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汇丰银行、ANZ银行等）。 

每人每年能汇相当于 5万美元的金额汇至澳洲银行帐户。 

如果需要汇出更多资金，可以用不同家庭成员的身份证换汇即可。 

同时，也可以从澳洲驻中国的金融公司来换取澳元外汇。 

 

6.6.6.6.投资者购买澳洲房产后，物业出租后带来的租金收入是否要交相关税金投资者购买澳洲房产后，物业出租后带来的租金收入是否要交相关税金投资者购买澳洲房产后，物业出租后带来的租金收入是否要交相关税金投资者购买澳洲房产后，物业出租后带来的租金收入是否要交相关税金？？？？ 

答：需要。 

根据澳洲当地法律，任何人在澳洲所赚取的收入都必须交付税金。 

但是，该收入是出租后的净收入。 

所以建议投资人购买澳洲房产时从澳洲银行贷款投资，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

抵扣了租金收入，同时，澳洲的会计师会把物业的各项开支用于抵税，您可以

最大限度的获得投资收益。 

 

7.7.7.7.外国人购买澳洲房屋可以进行贷款吗外国人购买澳洲房屋可以进行贷款吗外国人购买澳洲房屋可以进行贷款吗外国人购买澳洲房屋可以进行贷款吗？？？？如何贷款如何贷款如何贷款如何贷款？？？？ 

答：可以。美嘉出国可以帮您代办 

澳洲政府鼓励外国人投资本国房地产，因此银行对海外人士提出的房屋贷款申

请是等同国民待遇的。 

您可以将在澳洲的物业去澳洲的银行进行贷款抵押，您所得到的利率与条款与

澳洲当地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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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澳洲多家国家级银行在中国国内就可以办理澳洲房产贷款业务。 

在澳洲银行中有多种贷款方式可以选择：如等额本息、前 5年只还利息等灵活

产品供投资人选择。 

 

8.8.8.8.如果看中澳洲房产想购买，是否需要支付订金或其他费用如果看中澳洲房产想购买，是否需要支付订金或其他费用如果看中澳洲房产想购买，是否需要支付订金或其他费用如果看中澳洲房产想购买，是否需要支付订金或其他费用？？？？ 

答：是的。 

不管是在澳洲境内，还是通过海外代理公司，看中房屋后一般支付 5000 -1

万澳元将房屋预订（订金一般在首付后都会归还）。 

同时悦洋律师会帮你讲解合同，合同签订 3天之内支付 10%的首付款。 

除此之外，涉及律师费用（近期行情，澳洲律师代理费用在 1500 元澳币左右）。 

在澳大利亚如果购买的是期房，一般在开发商通知购房者交房日期前规定时间

内将尾款支付至律师的信托帐号，或提前办理贷款合同（澳洲贷款合同最长有

效期为 6个月） 

如果是现房，则在开发商指定的期限内（一般为 60个工作日内），将尾款或房

屋贷款支付到相关律师的信托帐号内即可。 

而在昆士兰州，所有其他费用都在交付日（settlement date)支付。律师费，

一般为首付 10%时先行支付一半代理费用给律师，交房时将剩余部分再支付。 

物业印花税，澳洲买房需要交物业印花税（相当于中国的契税），新南威尔士

州为房屋总额的 4.5%，维多利亚省为 5.5%（期房可以根据开发商优惠减免，仅

限维州）。 

 

9.9.9.9.在国内购买澳洲房产，是否需要亲自去澳洲看房吗在国内购买澳洲房产，是否需要亲自去澳洲看房吗在国内购买澳洲房产，是否需要亲自去澳洲看房吗在国内购买澳洲房产，是否需要亲自去澳洲看房吗？？？？ 

答：这完全取决于投资人对项目的认知程度及是否有可接受的替代方式。 

由于澳洲的房产是预售制度，所以大部分的物业是在没有建好的状态下就售出

了。所以购买者并不能够亲身走到房间里去感受，只能对周边环境，及样板间

做考察。 

而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美嘉出国，及子女及朋友通过拍照，视频等方式获得，就

避免了登陆察看的麻烦了，等房子建好后再亲自验房更合适。 

 

10.10.10.10.如果投资购买如果投资购买如果投资购买如果投资购买了了了了澳洲的物业，如何澳洲的物业，如何澳洲的物业，如何澳洲的物业，如何打打打打理理理理该该该该投资物业投资物业投资物业投资物业呢？呢？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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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澳洲的房屋中介公司会提供此类服务。 

在澳洲有相当多专业、优秀的二手房中介提供中文服务可以为购房者提供租赁

服务，为客户收缴租金，支付市政费，排污费及物业管理费等和房屋相关费用

及服务。 

租金交易方式为月结，每个月汇入购买者在澳洲的帐户，业主通常需要支付年

租金的 6.6%—8.8%给澳洲当地房产中介作为管理费。 

 

11111111．．．．投资人购买澳洲的房产，如果出租，是否投资人购买澳洲的房产，如果出租，是否投资人购买澳洲的房产，如果出租，是否投资人购买澳洲的房产，如果出租，是否容容容容易易易易找找找找到租到租到租到租客呢？客呢？客呢？客呢？ 

答：在澳洲只要不是非常偏及陈旧的房产，通常都是能够租出去的。澳洲现在

空置率非常低，在近市区范围内的房屋，墨尔本地空置率低于 2%，悉尼低于 3%，

也就是说一百套房屋里只有 2-3套租不出去。只要您的物业租金价格合理，就

会比较抢手。 

 

12121212．．．．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投资澳洲的房地产有哪投资澳洲的房地产有哪投资澳洲的房地产有哪投资澳洲的房地产有哪些些些些费用费用费用费用开开开开支支支支？？？？ 

答： 

（1）物业管理费根据开方商建造后楼盘的档次、设施、物业服务及区域范围内

的基础设施定价，通常费用介于$700—$1,500/每个季度；（1房—3房的费用

也根据面积不同而相应不同）。 

（2）市政管理费（Council Rate）通常为$1,200/每年。 

（3）排污费（Water Rate），一般在$1,000-$1,200之间，在澳洲排污费由房

东支付的，水电使用费则有租客支付。 

（4）土地税（Land Tax）根据土地的评估价的不同而不同，通常费用为几百澳

元。州与州之间的税费也不同，举例：在昆士兰地区土地价值 160,000澳元和

在墨尔本 240，000澳元以下是不需要缴土地税的。 

（5）房屋保险费，公寓的物业管理费当中已经包含房屋的保险费，而别墅的保

险费则需要业主自行购买，通常在$500—$1,000/每年不等。 

 

13.13.13.13.若若若若投资人将房产用投资人将房产用投资人将房产用投资人将房产用作作作作短短短短期出租是否可行期出租是否可行期出租是否可行期出租是否可行？？？？收费收费收费收费标准标准标准标准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答：是可行的。 

一般可以委托专业短期及假期的租赁公司来管理自己的物业，通常该物业是坐

落在繁华市中心和旅游胜地等地方；通常的管理费用是租金收入的 10%—12%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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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时还有一些额外的费用，例如：电费，床上用品，家具和家电的租金等

等（租客只支付租金并不支付电费等费用）。 

 

14.14.14.14.在澳洲在澳洲在澳洲在澳洲做做做做房产投资，房产投资，房产投资，房产投资，听说听说听说听说有保有保有保有保险公司险公司险公司险公司有可以为投资人承担出租风有可以为投资人承担出租风有可以为投资人承担出租风有可以为投资人承担出租风险险险险的保的保的保的保险险险险

品品品品种，费用是多少种，费用是多少种，费用是多少种，费用是多少？？？？是如何保是如何保是如何保是如何保障障障障投资人的利投资人的利投资人的利投资人的利益益益益和和和和权益权益权益权益的的的的？？？？ 

答：澳洲主要的几大保险公司都有为投资人提供租金及租客保障的险种，通常

收费为 1个月的租金收入，但保险公司会对承保的物业作评估和认定，确认是

能够接受的房屋类型，同时投资人的承保要求是基本符合市场现状的。以下是

可以保障的相关条款和意外情况: 

（1）未到期离开的租客━最多可以保障客户离开 6个星期的房租； 

（2）拖欠房租━最多 15个星期 

（3）租客签约但拒绝入住━保险赔付最多 26个星期 

（4）未能出租━52个星期 

（5）法律费用支出━最多承担 5,000澳元 

（6）房租损失承担━每周最多 1,000澳元 

 

15151515．．．．投资人在澳洲购买房产后，是否需要为租投资人在澳洲购买房产后，是否需要为租投资人在澳洲购买房产后，是否需要为租投资人在澳洲购买房产后，是否需要为租客添客添客添客添置家具等生置家具等生置家具等生置家具等生活设施？活设施？活设施？活设施？ 

答：通常状况下，不需要为租客准备生活设施，家具等用品；除非客户有特别

要求，愿意支付更高的租金来满足他们对生活设施的需求。如果投资人为租客

提供家具和家电等设施的情况下，建议投资人购买室内物品的保险，保险条例

为您的物业中租客使用的家俱和设施提供保障，部分保障内容如:因租户或者租

户来访者引起任意的恶意损坏或偷窃行为,保险为你提供多达 5万澳元赔偿；该

类型的保险费用为每年每处物业大约 225澳元。这种保险是以防万一的必备策

略。 

 

16.16.16.16.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海海海海外投资者在澳洲的房产增值后，将房产外投资者在澳洲的房产增值后，将房产外投资者在澳洲的房产增值后，将房产外投资者在澳洲的房产增值后，将房产抛抛抛抛售后是否需要支付增值税售后是否需要支付增值税售后是否需要支付增值税售后是否需要支付增值税？？？？ 

答：需要支付。 

在澳洲投资房产，政府认为是一种投资行为，虽然澳洲房产可以随买随卖，但

是澳洲政府不支持投机行为，因此政府规定，在购买一年内抛售的房地产，物

业增值部分须缴增值税 50%，但在 12月以后，则只要缴 25%即可（同时可以抵

扣任何可以抵扣的税费如律师费、会计师费、房屋折旧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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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17.17.投资者投资者投资者投资者把把把把在澳洲的房产在澳洲的房产在澳洲的房产在澳洲的房产卖卖卖卖出后，哪出后，哪出后，哪出后，哪些开些开些开些开支可以支可以支可以支可以作作作作为房产增值税收减为房产增值税收减为房产增值税收减为房产增值税收减免免免免，用，用，用，用

以以以以冲冲冲冲减所减所减所减所得得得得税税税税开开开开支支支支？？？？ 

答：在澳洲除了购房的物业印花税以外,所有投资者在澳洲的一切开支都可以作

为税收减免。因此持有澳洲房产的海外投资者要保留好一切和房产相关所发生

费用的发票和收据（如飞机票、出租车票、水费、物业费、律师费及房屋折旧

等费用）。 

    

18181818、如果投资者将房产、如果投资者将房产、如果投资者将房产、如果投资者将房产卖卖卖卖出，是否需要出，是否需要出，是否需要出，是否需要聘请专聘请专聘请专聘请专业会计业会计业会计业会计师？师？师？师？ 

答：投资者如果获利很多，需要聘请一个专业的、了解自己状况的会计师帮助

投资人合理规避税收，使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 

 

19191919．．．．澳洲的会计澳洲的会计澳洲的会计澳洲的会计师师师师是如何收费的是如何收费的是如何收费的是如何收费的？？？？ 

答：会计师一般按为投资者花费多长的工作时间而定。通常平均每年 500-

1,000澳元左右。 

 

20202020．海．海．海．海外投资者中的高外投资者中的高外投资者中的高外投资者中的高龄龄龄龄人人人人士士士士投资购买澳洲房产可贷款吗投资购买澳洲房产可贷款吗投资购买澳洲房产可贷款吗投资购买澳洲房产可贷款吗？？？？ 

答：高龄人士可以贷款，其贷款年限也是最长为 30年。但未成年人士是不能贷

款的，如年满 18岁以下人士不能单独贷款。如果未满 18周岁的人士，可以与

成年人共同购买房子，可以由成年人出面贷款。 

 

21212121．．．．澳洲房产投资哪种房产回澳洲房产投资哪种房产回澳洲房产投资哪种房产回澳洲房产投资哪种房产回报报报报率最高率最高率最高率最高？？？？ 

答：首先，投资者应该先清楚自己期望的投资目的是什么?是资本增长，还是租

金回报；通常来说，资本增值和租金回报是鱼与熊掌的关系—即较高的资本增

长往往意味着较低的房租回报，反之亦然。土地的增值是驱使房产资本增长的

原动力。土地增值时，房屋本身却会因为破损和折旧等多种原因而折损价值。

所以，对于一处房产来说，其所拥有土地面积（Land Component）越大，其资

本增长的潜力也就越大；这也就意味着房屋本身的租金收入不会太可观。而对

于高密集住宅区的公寓而言则不同，一个土地所有面积较小的公寓房虽然可以

带来较高的租金收入，但资本增长的潜力就比较一般。 

 

22.22.22.22.如何选择如何选择如何选择如何选择海海海海外投资人的自住房产外投资人的自住房产外投资人的自住房产外投资人的自住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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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遵循“10分钟”的选择标准便可，即购买公寓要 10分钟走路可以抵达孩

子就读学校，工作单位，或商业中心，购物中心，银行，医疗设施，地铁站，

公交站等设施区域；如果投资人购买的是别墅，即 10分钟开车抵达以上描述的

设施即可。 

 

23.23.23.23.对于澳洲住宅对于澳洲住宅对于澳洲住宅对于澳洲住宅类类类类房产可以房产可以房产可以房产可以细细细细分几分几分几分几类？类？类？类？ 

答： 

（1）Unit/Apartment公寓：一般靠近火车站，Unit基本是三、四层，没什么

附加设施；Apartment,通常为居民提供泳池，健身房等服务设施，相应的物业

管理费也较高。该类型的房产土地地契为共享地契。 

（2）Townhouse/Villa联体别墅：是在一块较大的土地盖上几栋房子，一般中

间都有一堵或几堵公共墙，Townhouse多为双层和多层建筑，Villa多为单层建

筑。该类型的房产土地地契为共享地契。 

（3）Terrace：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常见一整排的 terrace，前面有个小庭院，

后面可能有个较大的庭院。比 house来说，面积小很多。 

（4）Duplex/semi：Duplex是在一块较大的地上，盖起两栋相连的房子,土地

占有面积较大，其地契通常和独栋别墅的地契一样，是独立地契。 

（5）House别墅：平常所说的 house就是前面一个小花园，然后房子，然后后

面一个大花园，该类型的房产的土地地契多为独立地契，因此业主对土地的自

住安排性很高，更有投资价值。 

 

24.24.24.24.澳洲房产的中位价和中间价是如何澳洲房产的中位价和中间价是如何澳洲房产的中位价和中间价是如何澳洲房产的中位价和中间价是如何定义定义定义定义的的的的？？？？ 

答：在参考物业报告的时候，很多时会看到房屋“中位价”（MedianPrice）和

平均价（AveragePrice）这两个名词。 

房屋平均价即是在一段时间内，所出售物业价格的总和，再除以转手物业的数

目； 

中位价就是把售出物业的价格由低至高顺序排列，中间的销售价位就是中位价。 

举例说，某个城区在某段时间里售出 11套住宅，成交价分别为 30万、32万、

34万、36万、40万、42万、45万、50万、62万、70万和 80万，其平均房价

是 47.4万元，而中位房价就是 42万元。通常而言，中位价更具有参考意义，

它所体现的是该区域的集中成交价格。在澳洲每个城市，城镇都有自己的中位

价格供投资者和自住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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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25.25.在澳洲买在澳洲买在澳洲买在澳洲买楼花楼花楼花楼花((((期房期房期房期房))))的的的的优优优优势有势有势有势有那些？那些？那些？那些？ 

答：楼花，是地产物业市场的一个名词，最早源自香港，是一种投资工具相当

于不动产期货，也称为“预售房屋”。比较买现房，买楼花有几大优势： 

（1）是能在印花税上省下一笔钱；澳洲（部分地区）法律规定印花税是按售房

合同签订之日的房产价值征收的。而如果买楼花，通常是在房产开工前就签订

了合同，所以印花税只需按地皮价征收。 

（2）买楼花，客户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像楼层户型等。因为在澳洲，

特别是公寓多为楼花销售，客户在开盘之际有更多的选择余地，等到现房或接

近现房时期，可供选择的物业已经为数不多了。 

（3）价格优势；通常发展商在开盘之际，为了尽快的销售过半，获得银行贷款，

会把价格定位较低，从而投资人能够以相对低的价格购买。 

（4）首付低；买楼花签合同时，只需要交纳 10%的定金，而余额要等到房子全

部建成后才一并付清，或者是贷款（最高可贷款 70%）。这当中可能有几个月

甚至 1-2年的时间来准备余款。但是房屋的增值却可以享受到。 

 

26.26.26.26.什么是房产的什么是房产的什么是房产的什么是房产的折旧折旧折旧折旧，以，以，以，以及跟及跟及跟及跟房产投资者有什么关房产投资者有什么关房产投资者有什么关房产投资者有什么关系呢？系呢？系呢？系呢？ 

答：根据所得税评估法（1997 年），澳洲房产建筑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房产折旧是基于其“使用寿命”。房产的折旧年限可达 40年之久。不管是澳洲

还是海外的房产投资者都可以根据房屋的折旧金额来减免其它项的投资收入，

进而减少了税费的支出。 

 

27.27.27.27.对于对于对于对于海海海海外投资人外投资人外投资人外投资人而言而言而言而言，可，可，可，可折旧折旧折旧折旧资产资产资产资产都包括都包括都包括都包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如何能最大如何能最大如何能最大如何能最大化折旧免化折旧免化折旧免化折旧免税税税税额额额额，，，，

从而降从而降从而降从而降低低低低缴缴缴缴税税税税额？额？额？额？ 

答：所有投资及购买的物业，根据使用年限以折旧形式定义为贬值资产。 

例如：地毯、烘炉、电视机机顶盒、洗碗机、干衣机、百叶窗和窗帘、空调、

加热器、热水系统等设施，以及建筑物本身，都是可以计算折旧的，从而减免

了投资人的纳税金额。请注意：购置房产金额和建筑折旧金额是不同的。例如：

投资人支付 50万澳币购买别墅，期中土地的价值部分占 27.5万澳元，土地上

的房产的建筑成本 22.5万澳元。而这 22.5万的建筑价值是计算贬值折旧的。

贬值折旧幅度从 2.5%至 4%之间。此外，澳洲一般商业住宅的计算折旧率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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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8.28.28.澳洲澳洲澳洲澳洲房屋房屋房屋房屋抵押抵押抵押抵押贷款贷款贷款贷款都都都都需要需要需要需要准备准备准备准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答：虽然澳洲的贷款机构不同，贷款金融产品不同，但所需要准备的材料差别

不大，贷款机构要求提供，材料主要是分析海外投资人的财务状况以保证自己

贷款资金的安全，不管银行要求什么材料，主要是需要购房人提供的四个方面

的信息： 

（1）资产部分：原有房产，存款，汽车，财物等； 

（2）债务部分：其它贷款情况，其它负债情况； 

（3）收入部分：包括单位或公司的年收入证明信及工资单，其它投资收入，如

房租，股息分红等； 

（4）支出部分：生活开支，抚养子女支出，旅游及娱乐支出等，这部分一般是

不做书面要求的，只需要填表告知即可； 

此外，投资人还需要提供身份证明，也就是 100pointsID。目前银行的新政策

规定：贷款申请人需要提供护照（70分），驾驶证（40分）。 

 

29.29.29.29.    澳洲为什么澳洲为什么澳洲为什么澳洲为什么没没没没有有有有像像像像中国一样的中国一样的中国一样的中国一样的本制本制本制本制式的房产证和式的房产证和式的房产证和式的房产证和土土土土地证地证地证地证???? 

答：澳洲是地契证明。他们的证件只是一张印有公章的纸，上米有相应的编码

在澳洲的房地产管理局都能查的到房子的信息来证明业主的身份。 

    

30.30.30.30.澳洲银行澳洲银行澳洲银行澳洲银行与非与非与非与非银行金银行金银行金银行金融融融融组组组组织织织织————————信贷信贷信贷信贷基基基基金的区金的区金的区金的区别别别别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答：在中国，房屋贷款一般是由银行放出；澳大利亚金融市场则有很大不同，

除了银行之外，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其它的金融组织，也就是 non-banklender，

具有放出贷款的权限。这些机构的资金来源并非是银行，也不是储蓄，而是通

过基金，信托等手段募集资金、如养老金等。澳洲的华人客户往往更希望选择

银行，而澳大利亚本土人中有部分人群对银行怀有很抵触的情绪而选择从基金

公司来贷款。对于贷款人来说，更多应该注重产品而不是机构。关键看哪个金

融贷款产品更适合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哪个机构更有名。而且相对于名气等指

标，衡量一家金融组织稳定与否的标准是查看该金融组织的信用评级，有不少

非银行金融组织的信用评级甚至高于银行。 

 

31.31.31.31.海海海海外投资人在澳洲买房的贷款金外投资人在澳洲买房的贷款金外投资人在澳洲买房的贷款金外投资人在澳洲买房的贷款金额额额额，银行是如何，银行是如何，银行是如何，银行是如何评估评估评估评估的的的的？？？？ 

答：银行可以提供给贷款人的贷款金额跟贷款人提供的收入证明有直接的关系，

贷款最多金额通常为年收入的 5—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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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如果贷款人年收入为 36万人民币（相当于 6万澳元），则银行可以最多

贷款 36万澳元给贷款人。 

 

32.32.32.32.对于对于对于对于海海海海外房产投资人外房产投资人外房产投资人外房产投资人而言而言而言而言，不，不，不，不同同同同的贷款利率对贷款人的的贷款利率对贷款人的的贷款利率对贷款人的的贷款利率对贷款人的影响影响影响影响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答:房屋贷款各个产品一般都分为可变利率(variable rate)和固定利率

(fixed rate） 

    

32.32.32.32.对于对于对于对于海海海海外房产投资人外房产投资人外房产投资人外房产投资人而言而言而言而言，不，不，不，不同同同同的贷款利率对贷款人的的贷款利率对贷款人的的贷款利率对贷款人的的贷款利率对贷款人的影响影响影响影响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答:房屋贷款各个产品一般都分为可变利率(variable rate)和固定利率(fixed 

rate)。 

（1）固定利率一般要比可变利率高一些。如可变利率为 6%，那么它的固定利

率就可能为 6.5%；您选择固定利率就等于给自己的未来利率买了个保险，放贷

人可能要多收取您费用作为自己资金自由度损失的回报。 

（2）关于固定利率投资人需要注意两点： 

（a）固定利率有年限，通常为 1-5 年的锁定期；而且选择固定利率的贷款产品，

投资人通常不可以提前还贷，没有对冲账户的功能选择。 

（b）其实固定利率并不是一定”固定”的，您的固定利率是可以变动的，这个

变动由您的贷款人来定，他们往往是根据不断更新的金融信息来调整自己的固

定利率. 

 

33.33.33.33.澳洲所澳洲所澳洲所澳洲所得得得得税的税的税的税的征征征征收对收对收对收对象象象象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对对对对海海海海外投资人的收入是否进行外投资人的收入是否进行外投资人的收入是否进行外投资人的收入是否进行征征征征税税税税？？？？ 

答：根据澳大利亚税法规定，凡为澳洲税法上所认定的居民，所谓澳洲税法上

认定的居民，一般说来只要住所在澳大利亚境内，就算你不在澳洲或在澳大利

亚居留满 183天以上者（海外投资人）便有可能被认定为澳洲税法上的居民而

负有纳税的义务，不论其所得来自澳洲境内或海外，均需向澳洲国税局申报所

得税。 

 

34.34.34.34.澳洲所澳洲所澳洲所澳洲所得得得得税的计算周期是多少税的计算周期是多少税的计算周期是多少税的计算周期是多少？？？？ 

答：澳洲财务年度从每年 7月 1日至次年 6月 30日，个人在该财务年度所得若

超过个人免税额（澳币 AUS$18200）时，便需申报个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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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5.35.35.澳洲所澳洲所澳洲所澳洲所得得得得税的计算税的计算税的计算税的计算项目项目项目项目有有有有那些？那些？那些？那些？ 

答：1.经营事业所得；2.资本增值所得；3.个人薪资所得；4.投资所得：银行

存款利息、股票、股利、租赁所得、权利金收入等均需申报；5.其他所得：包

括养老金、退休年金、助学金（Austudy）、失业、救济金等各项政府津贴均得

申报；以上各项收入在扣除可扣抵费用及支出后即为可课税所得。应缴纳之税

款在扣除免税额 AUS$18200及可应用之宽减额后，即按当年度政府所公佈之个

人所得累进税率来计算个人所得税。对于国际投资者，需交个人所得累进纯利

润的 32.5%的税率。纯利润是扣除了可抵费用和所有支出后的个人所得。 

 

36.36.36.36.对于澳洲的银行对于澳洲的银行对于澳洲的银行对于澳洲的银行而言而言而言而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提提提提供供供供给海给海给海给海外人外人外人外人士士士士贷款的银行有哪几家贷款的银行有哪几家贷款的银行有哪几家贷款的银行有哪几家？？？？ 

答：目前对海外人士提供贷款的主要银行有：圣乔治银行（St George Bank），

澳洲联邦银行(commonwealthbank of Australia)，澳盛银行（ANZ Bank）,西

太银行（WestpacBank）这四家银行。而在澳洲的中国银行，及刚刚开立分行的

中国建设银行等中资银行却没有对海外人士在澳洲买房提供贷款业务。 

 

37.37.37.37.海海海海外人外人外人外人士士士士在澳洲买房子，在澳洲买房子，在澳洲买房子，在澳洲买房子，室室室室内内内内装饰及社装饰及社装饰及社装饰及社区区区区配套娱乐配套娱乐配套娱乐配套娱乐和和和和健健健健身身身身设施重设施重设施重设施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重重重重要要要要？？？？ 

答：投资人购买的物业是否靠近交通、购物、学校、医疗、娱乐等设施，这才

是决定投资人自身及租客未来生活是否方便舒适的决定性条件，也是支撑该房

产价值的有力保证。 

同时，室内的装饰越奢华，健身，桑拿，网球场等社区服务越多，相应的投资

人支付的物业费也就越多。同时和投资人的购房目的也有很大关系：如果投资，

可以不必选择奢华的房产项目；如果自己住，同时对多余的费用支出不敏感，

享受此类设施的投资人而言却是不错的选择。 

 

38.38.38.38.在澳洲在澳洲在澳洲在澳洲做做做做房地产投资，为何要房地产投资，为何要房地产投资，为何要房地产投资，为何要秉秉秉秉承中长期投资承中长期投资承中长期投资承中长期投资？？？？ 

答：在澳洲，经过 45 年的房地产的商业化的市场发展，把投机者淘汰出市场了。

澳大利亚的房地产投资不是投机生意，澳洲房地产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最佳的低

风险投资地区，和稳定增值及租金回报的投资目的地。 

 

39.39.39.39.海海海海外人外人外人外人士士士士投资或购买澳洲房产，投资或购买澳洲房产，投资或购买澳洲房产，投资或购买澳洲房产，除了除了除了除了房屋价格房屋价格房屋价格房屋价格之之之之外还有外还有外还有外还有那些那些那些那些费用支出费用支出费用支出费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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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购房成本费用还包括：政府印花税，律师费，房屋保险费，银行及基金的

贷款费用，搬家费用，房屋租赁的代理费用，产权转让费，按揭保险费，房屋

估价费等等，约占房价 5%的费用支出。 

 

40.40.40.40.对于对于对于对于尚无尚无尚无尚无收入的收入的收入的收入的留留留留学生，是否可以在澳洲买房自住或者投资学生，是否可以在澳洲买房自住或者投资学生，是否可以在澳洲买房自住或者投资学生，是否可以在澳洲买房自住或者投资？？？？能在澳大利能在澳大利能在澳大利能在澳大利

亚亚亚亚贷款买房吗贷款买房吗贷款买房吗贷款买房吗？听说？听说？听说？听说澳大利澳大利澳大利澳大利亚亚亚亚贷款需要出具贷款需要出具贷款需要出具贷款需要出具详细详细详细详细的收入证的收入证的收入证的收入证明明明明，，，，留留留留学生需要出具学生需要出具学生需要出具学生需要出具

收入证收入证收入证收入证明明明明吗吗吗吗？？？？ 

答：以留学生身份是可以在澳大利亚买房的。如果需要贷款购房，由于留学生

没有收入来源，通常不会单独获得银行贷款，但是可以以父母为担保人，以担

保人的收入来担保留学生的贷款。对于有稳定收入能力的海外人士，在澳大利

亚购房，最高可以申请到房产价格 70%的贷款。 

 

41.41.41.41.在澳大利在澳大利在澳大利在澳大利亚亚亚亚贷款买房的交易周期需要多长时间贷款买房的交易周期需要多长时间贷款买房的交易周期需要多长时间贷款买房的交易周期需要多长时间？？？？ 

答：通常情况下，卖方律师要求买方在合同交换后的第 42天付清所有房款。澳

大利亚本地购房者通常会对银行贷款做一个预先审批，该预先审批通常 3个月

内有效。3个月内买到房子，预先审批贷款就可以顺利使用。 

 

42.42.42.42.购房者购房者购房者购房者签签签签订购房订购房订购房订购房合同合同合同合同后，如何向澳洲银行贷款后，如何向澳洲银行贷款后，如何向澳洲银行贷款后，如何向澳洲银行贷款？？？？ 

答：一般而言，签订合同后 42天之内就必须完成贷款的申请，审批，放款，和

交割的全过程。澳洲发展商不会帮助客户申请房屋贷款，而是需要投资人自行

安排房产的贷款事宜。目前市场上的房产中介，及地产投资公司为了更好的服

务与客户，也会协助国内投资人申请银行贷款。 

 

43434343．．．．投资人购买澳洲房产可选择哪投资人购买澳洲房产可选择哪投资人购买澳洲房产可选择哪投资人购买澳洲房产可选择哪些些些些银行银行银行银行及基及基及基及基金的贷款产金的贷款产金的贷款产金的贷款产品？品？品？品？ 

答：目前澳洲银行及基金信贷市场上有几十种不同的房屋贷款产品。每种产品

都有略微不同的费用，产品特点和贷款利率。了解每种产品优缺点，可以帮助

投资人作出适合自己财务状况的产品选择。投资人通常会选择以下几种贷款种

类：标准浮动利率贷款，1-10年固定利率贷款，1-5年的只还利息，不还本金

的浮动利率贷款，及有对冲账户的浮动利率只还利息贷款等。 

 

44444444．．．．对于对于对于对于海海海海外外外外投资人投资人投资人投资人而言而言而言而言，澳洲房贷是选择，澳洲房贷是选择，澳洲房贷是选择，澳洲房贷是选择固定固定固定固定利率好还是利率好还是利率好还是利率好还是浮动浮动浮动浮动利率的产利率的产利率的产利率的产品品品品好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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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同的贷款产品适合不同的贷款人群，跟贷款人的风险承担能力，收入状

况，消费习惯以及对未来市场的预期不同而不同。举例而言：风险承受能力弱，

收入相对稳定和平均的人士适合在未来利息上涨的预期下选择固定贷款利率产

品；风险承受能力强，收入高但不平均，有额外收入的人士适合选择浮动利率

的贷款产品；通常，固定利率产品比浮动利率产品都会高 0.5%。 

 

45.45.45.45.在澳洲购买或投资房产，是在澳洲购买或投资房产，是在澳洲购买或投资房产，是在澳洲购买或投资房产，是应该先应该先应该先应该先贷款还是贷款还是贷款还是贷款还是先先先先看房看房看房看房？？？？ 

答： 

情况 1：对于在澳洲有工作收入的外国人，如工作签证者，学生签证者在准备

买房时，应该先咨询一下银行的贷款经理或者贷款机构的经纪人，按照自己的

收入评估能够贷款数额是多少，让后再根据自有资金的数额决定买什么价位的

房产。 

情况 2：对于不在澳洲境内和没有澳洲收入的外国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承担能

力，自有资金占到房产价格的 30%—40%，就可以相对安全的看房和交付定金了。 

 

46.46.46.46.哪哪哪哪些些些些因素会因素会因素会因素会影响影响影响影响房产贷款人房产贷款人房产贷款人房产贷款人申请申请申请申请到澳洲房产贷款到澳洲房产贷款到澳洲房产贷款到澳洲房产贷款？？？？ 

答： 

（1）房产的评估价值；购房人提出贷款申请后，银行会委托独立第三方的估价

公司对贷款人要购买的房产进行评估，该评估值可能低于或高于合同上的购房

价格。而银行只会提供评估值的 60%—80%，而不是合同价的 60%—80%； 

（2）购房人的收入凭证；例如：工作的年限，工作职务，工作性质等方面； 

（3）购房人的信用记录。如果购房人在过去五年内在澳洲有不良信誉记录，如：

拖欠房租，电话费，信用卡等，澳洲银行及基金贷款公司将不会批准该贷款申

请。 

    

47.47.47.47.海海海海外投资人可以外投资人可以外投资人可以外投资人可以开发土开发土开发土开发土地吗地吗地吗地吗？？？？ 

答：澳洲政府虽然不批准外国人购买二手房产﹐但却欢迎外国人投资发展住宅

地产。方法是先向政府机构申请计划。举例：一种方法是购买一块地﹐然后在

十二个月内动工建房。审批的标准是最少支出地价的五成花费在此开发上。完

工后﹐物业可用作自住、出租或转手。另一种方法是重建住宅物业：投资人可

以在房产的经济寿命末期重建并增加房屋的数量。同样，政府也规定重建费用

要超过旧屋买入价的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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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8.48.48.海海海海外人外人外人外人士士士士在澳洲进行房产投资，如何在澳洲进行房产投资，如何在澳洲进行房产投资，如何在澳洲进行房产投资，如何规避规避规避规避对澳洲房产市场的对澳洲房产市场的对澳洲房产市场的对澳洲房产市场的认认认认知风知风知风知风险？险？险？险？ 

答： 

（1）作为投资澳洲房产角度而言，第一是区域选择，然后紧盯该区域的中位成

交价格，这样的地区，物业房价合理，其升值空间较高，性价比最好。最后是

看该区域的租金回报和空置率数据。 

（2）澳洲的主要城市沿海的较多，所以要注意防范不可抗拒的天灾，虽然澳洲

灾害性天气较少。对付这类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保险。国人在国内对买保险

不太重视，一旦投资海外，切记一定要重视澳洲房产的保险作用。国外的保险

费率很低，保障面却很广，理赔到给付都有严格规范，且以保障保险人的权益

为重。 

 

购房前切记三大招： 

a、委托律师审核物业买卖合同； 

b、办理查楼收楼等买卖交易手续； 

c、透过律师信托账户或者受政府监管的物业代理信托账户付款。通过以上几点

的干预，可以减少在海外投资的风险，使您的投资真正做到“心里有底”。再

说一句：“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3）咨询买方的房产投资咨询公司或投资公司，从中立角度分析和了解当地市

场，切莫以国内房产投资习惯和思路进行澳洲的房产投资，需要得到专业公司

的信息支持和投资指导。 

 

49.49.49.49.政府提政府提政府提政府提供租金供租金供租金供租金补贴补贴补贴补贴的房屋是否是特的房屋是否是特的房屋是否是特的房屋是否是特别挑别挑别挑别挑选的地选的地选的地选的地块呢？块呢？块呢？块呢？ 

答：每个地区都可能会有作政府提供租金补贴的住房，根据当地情况随机选择。 

 

50.50.50.50.目目目目前澳洲前澳洲前澳洲前澳洲紧缺紧缺紧缺紧缺哪方面的哪方面的哪方面的哪方面的技术技术技术技术人人人人才才才才，哪种，哪种，哪种，哪种技技技技术移民术移民术移民术移民办理方办理方办理方办理方便？便？便？便？ 

答： 

（1）工科专业：工程、IT、会计等； 

（2）技工专业：电工、瓷砖工、瓦工、汽车修理工、木工、锁匠、牙医等； 

（3）技术移民办理都比较方便。（但有雅思全 7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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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51.51.澳洲房子澳洲房子澳洲房子澳洲房子都都都都是什么结构的是什么结构的是什么结构的是什么结构的？？？？ 

答：澳洲有纯砖结构，纯木结构，及钢筋水泥混合结构，砖木混合结构。从实

用程度、维护成本、建造成本、节能减排等方面综合评定，单层房屋采用砖木

混合是最适合的结构。 

 

52.52.52.52.除移民除移民除移民除移民外还有外还有外还有外还有没没没没有其他方有其他方有其他方有其他方法法法法可在澳洲可在澳洲可在澳洲可在澳洲获得永久居获得永久居获得永久居获得永久居住住住住权？权？权？权？ 

答： 

（1）在澳洲嫁娶可直接获得永居。 

（2）理论上对澳洲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也可获得永居。 

（3）请登陆澳洲移民局网站 www.immi.gov.au 获得更多信息。 

 

53.53.53.53.    政府提政府提政府提政府提供租金供租金供租金供租金补贴补贴补贴补贴房所面向的出租人房所面向的出租人房所面向的出租人房所面向的出租人群群群群是哪是哪是哪是哪些些些些???? 

答：情况因地区不同而不同。如昆士兰州，主要出租对象是政府公务员、警察、

消防员、幼师及教师等。 

 

54.54.54.54.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现现现现有房有房有房有房源源源源地地地地块都块都块都块都不在一个地方不在一个地方不在一个地方不在一个地方？？？？ 

答：澳洲的地产市场非常稳定健康，没有绝对的垄断，每个开发的项目都会云

集数个品牌知名度较高的发展商，共同开发一个区域，所以每个公司的可售地

块也是分散开的。 

 

55.55.55.55.移民移民移民移民澳洲会有哪方面的澳洲会有哪方面的澳洲会有哪方面的澳洲会有哪方面的福福福福利利利利？？？？ 

答：澳洲各种福利伴随居民从摇篮到坟墓的漫长一生，福利如下： 

（1）养老金，失业金 

（2）孩子助养费：一个有孩子的家庭收入不超过 65,000澳元便可以领取，每

两周约 50—300澳元/人。儿童早期教育津贴 100澳元/人/两周。 

（3）特别救济金：发给生活困难的人，每两周 330澳元/人。 

（4）失业救济金：凡在工作年龄有工作能力愿意工作而找不到工作的人均可领

取。330澳元/人/两周。 

（5）养老金：65岁可以开始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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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娩津贴：每分娩一个孩子时，可得到 3，000—5，000澳元的一次性分

娩津贴。 

 

56.56.56.56.拿绿卡拿绿卡拿绿卡拿绿卡和和和和拿拿拿拿到澳洲国到澳洲国到澳洲国到澳洲国籍籍籍籍有什么区有什么区有什么区有什么区别？别？别？别？ 

答： 

（1）绿卡只是永久居留权，通常称 PR。可以在澳洲永远居住下去，并在许多

方面与该国公民享受同等待遇。可以在 5年时间内自由的、无限次的往返于澳

洲。同时，可以自由地到新西兰定居，享有新西兰绿卡的所有权利。 

（2）从福利政策的角度来说，新的永久居留签证持有者在最初 2年内不得申请

失业救济、紧急综合救济和学生津贴，其他福利都一样，如免费中小学教育、

学生贷款、免费医疗等。在持有绿卡 2年后，就可以享受所有澳洲福利。 

（3）永久居民与公民权利有不同，澳洲永久居民与公民享受权利的不同主要体

现在五方面：一是选举权，二是被选举权，三是参军，四是被选为陪审团成员，

五是从事政府的某些特殊工作（如情报人员）。这五项权利或义务，永久居民

没有，公民才有。 

 

57.57.57.57.澳洲房地产市场的特点如何澳洲房地产市场的特点如何澳洲房地产市场的特点如何澳洲房地产市场的特点如何？？？？ 

答：社会稳定、政策完善、法制健全、市场成熟、升值稳定、租赁市场活跃、

空置率低、房屋供给长期短缺等特点。 

 

58.58.58.58.澳洲房地产增值前景如何澳洲房地产增值前景如何澳洲房地产增值前景如何澳洲房地产增值前景如何？？？？ 

答：澳洲地产经济专家们分析认为：促进升值因素将长期存在，如：人口高速

增长，土地供应短缺，GDP良性增长，失业率及控制率都维持在较低水平。从

投资市场的发展规律而言，虽不能拿过去的增长数据来保证未来的成长，但成

熟的房产投资者可以从过去的增长中分析澳洲房产的增长因素，只要这些增长

因素在，就可以相对的确保市场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 

 

59.59.59.59.如何选择最具投资价值的房地产如何选择最具投资价值的房地产如何选择最具投资价值的房地产如何选择最具投资价值的房地产？？？？ 

答：澳洲的房产投资市场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不同的房产类型的历史增值数

据是可以追溯和分析的，投资人需要确定要购买的澳洲房产项目都是经过精心

挑选的最具投资潜力的澳洲项目（包括从位置、质量、规模、环境和配套设施

等各方面）。 



澳洲买房宝典     澳洲家居网联合旺运堂荣誉出品 

 

澳洲家居网 http://www.JiaJu.com.au  旺运堂 http://www.ZhouYi.com.au  Page 39 

 

最佳选择是：咨询澳洲具有资质的房产投资理财专家，协助投资人认识澳洲投

资市场，筛选适合的投资产品； 

最差选择：不了解澳洲本土投资经验和投资理论下，以国内投资方式，认知习

惯来投资澳洲房地产。从以往经验来看，国内投资人认为是不错的项目，在澳

洲却是被当地人所放弃的投资品种。 

 

60.60.60.60.澳洲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澳洲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澳洲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澳洲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系系系是怎样的是怎样的是怎样的是怎样的？？？？ 

答：从澳洲的历史来分析，一个百年历史的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是十分成熟

的，(联邦储备银行根据地产市场状况和经济状况，通过利率来宏观调节市场；

银行根据自身的风险系数和市场状况来决定房产信贷数量，放贷规模，贷款比

例等手段把握市场；开发商根据市场需求来把握土地开发规模和进度；地方市

政厅根据本地区的人口规模和市政要求来发放适当的土地用于住宅开发；总而

言之，这个市场愈发成熟，投资的风险系数也越低，)从目前来看，澳洲的住宅

开发是远远落后于市场需求的，预计截止到 2014年，澳洲短缺住宅 20-30万套。 

 

61.61.61.61.澳洲什么朝向的房子好澳洲什么朝向的房子好澳洲什么朝向的房子好澳洲什么朝向的房子好？？？？ 

答：澳洲人本身对房子的朝向没有明确的要求，只要采光性好、通透性好，就

是澳洲人认可的最好的房子！ 

 

62.62.62.62.现现现现在澳在澳在澳在澳币币币币汇率不汇率不汇率不汇率不稳定稳定稳定稳定，是否，是否，是否，是否造造造造成成交成成交成成交成成交困难？困难？困难？困难？ 

答：我们海外的投资看到的是更远的一个长线投资，而不是短期内汇率的波动。

况且持有单一的货币就是最大的风险。 

 

63.63.63.63.可否自可否自可否自可否自己划己划己划己划地，自地，自地，自地，自己设己设己设己设计房屋计房屋计房屋计房屋？？？？ 

答：首先，澳洲是有社区规划的，为了保持社区的统一性，会按照统一的建筑

标准设计，其次我们推荐的房屋都是澳洲最常用，最好的户型和房型。当然也

可以在这个房型的基础上，把稍加改动，但是需要额外付款的。 

 

64.64.64.64.你你你你们把们把们把们把房子房子房子房子说说说说的的的的那那那那么好，么好，么好，么好，那那那那风风风风险险险险是哪是哪是哪是哪些呢？些呢？些呢？些呢？ 

答： 

（1）每年的贷款利率会随澳联储利率的变化而波动（平均利率在 5%-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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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澳洲汇率可能随市场变化而相应波动； 

（3）市场的价格会有波动； 

（4）项目选择可能会有误区，因此更要咨询专业人士； 

（5）市场认知可能会有误区，因此更要遵循本地市场的规律行事； 

 

65.65.65.65.澳洲房地产澳洲房地产澳洲房地产澳洲房地产 10101010年以后会年以后会年以后会年以后会发发发发生什么生什么生什么生什么事情？事情？事情？事情？ 

答:澳洲房产市场经过了 50年的商业发展变化，根据悉尼中位别墅价格七年到

十年房价翻一番的数据体现及每年移民，留学数量的增长，需求量不断增大，

周围配套的不断完善，可以理性推演：在供需趋于紧张的状况下，租售比，收

入比，失业率等指标相对处于安全范围值内的情况下，澳洲房价将会以过去的

历史增长率持续发展。 

 

66.66.66.66.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别墅都别墅都别墅都别墅都是一是一是一是一层层层层的的的的？？？？ 

答： 

（1）澳洲别墅有单层，也有双层的，可以供客户选择。 

（2）从投资回报率而言，单层的租金回报率更高，而双层更适合自己居住。至

于是单层还是双层，可以根据客户的选择来定制。 

 

67.67.67.67.购房后，国内购房后，国内购房后，国内购房后，国内客户客户客户客户以什么以什么以什么以什么签签签签证到澳洲证到澳洲证到澳洲证到澳洲？？？？ 

答： 

（1）客户申请的是一年往返的 676签证； 

（2）中介可以依据澳洲签证的申请要求协助客户办理签证，但不是保证签证，

签证事宜是澳洲移民局来审核的；到目前为止，国内投资者投资澳洲房产的申

请都是获得批准的。 

（3）业主和其直系新属都可办理申请办理澳洲签证事宜。 

 

68.68.68.68.房子的价格不是房子的价格不是房子的价格不是房子的价格不是 7777年年年年翻倍翻倍翻倍翻倍吗吗吗吗？？？？可否可否可否可否写写写写个保值个保值个保值个保值协议？协议？协议？协议？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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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数据是以悉尼别墅均价在过去 50年的房价增长来解读的，从而说明澳

洲房产市场的稳定性，但并不是代表所有类型的房产及所有的首府城市都适用

于该数据。 

（2）发展商不对未来市场的发展趋势做任何保证，投资者需要根据正确的市场

数据进行分析和判断；请问国内发展商对您的未来的投资收益做保证吗？但澳

洲比中国更加稳健和成熟是不争的事实。不对投资者做出超出我们能力范围之

外的承诺，恰恰是我们专业和诚实的体现。 

 

69.69.69.69.澳洲人为什么不自澳洲人为什么不自澳洲人为什么不自澳洲人为什么不自己己己己投资置业投资置业投资置业投资置业呢？呢？呢？呢？ 

答：澳洲人当然同时也安家和投资的，因此对于稀缺的房源和项目，就更应该

即使把握机会. 

 

70.70.70.70.澳洲的房子高度澳洲的房子高度澳洲的房子高度澳洲的房子高度标准标准标准标准是多少是多少是多少是多少？？？？ 

答：澳洲标准房屋层高是 2.44 米，便于节能减排，客户可以要求增加层高，需

要额外支付费用。 

 

71.71.71.71.既然既然既然既然澳洲澳洲澳洲澳洲那儿空那儿空那儿空那儿空置率置率置率置率那那那那么低，为什么不多么低，为什么不多么低，为什么不多么低，为什么不多盖盖盖盖点房点房点房点房？？？？ 

答：首先澳大利亚政府对土地开发有着严格的监管制度。严格控制土地的开发

数量，另外由于劳动力和技术工人短期，造成人口增长和住房需求的差距越来

越大。截至到 2013年底，房屋数量短缺达到 20万套，到 2014年底估计会到

30万套。市场房屋的需求量是动态变化的，比如，2013年，澳洲的移民数高达

24万多人，而此前年份的平均值在 18万左右。约三分之一的移民会选择新州

及悉尼作为他们首选落脚点。移民不一定落地就买房，但肯定会租房，每多一

位移民对房市就多一分压力。不管缺房多少，供不应求是不争的事实。房价与

此则息息相关。 

 

72.72.72.72.律师律师律师律师和中和中和中和中介都介都介都介都是你是你是你是你们帮我们帮我们帮我们帮我安安安安排排排排的，值的，值的，值的，值得得得得信信信信任任任任吗吗吗吗？？？？ 

答：律师在澳大利亚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行业，在网上可以查到每个律师的编号，

在澳大利亚买卖房屋、必须通过律师进行产权调查。交易资金是在政府的监管

账户下，律师来行使权利和义务的。 

    

73.73.73.73.澳洲房产澳洲房产澳洲房产澳洲房产仅仅仅仅保保保保修修修修 7777年，年，年，年，7777年年年年之之之之后怎么办后怎么办后怎么办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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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七年之后可以购买房屋保险来承担房屋损坏造成的损失。对于国内的房产

而言，维修费是由谁来承担的呢？中介打理维修，换地毯、保险公司理赔等相

关事务，服务内容的多样性和便利性，远远优于国内房屋管理市场和维修机制。 

 

74747474、澳洲、澳洲、澳洲、澳洲当当当当地的人地的人地的人地的人都都都都住在哪里，市中心还是住在哪里，市中心还是住在哪里，市中心还是住在哪里，市中心还是郊郊郊郊外外外外？？？？ 

答：在澳洲，大多数澳洲本地人不是住在市中心的，而是根据子女教育需要，

工作需要来安排居住地点，跟到市中心的远近关系不大。 

 

75757575．．．．澳洲澳洲澳洲澳洲目目目目前贷款利率高吗前贷款利率高吗前贷款利率高吗前贷款利率高吗？？？？ 

答：自从 2008 年底到现在, 澳洲银行贷款利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 随

着 RBA 连续多次降息, 2013 年 7 月 2 日 2 年期定期贷款利息率

最低为 4.5% 左右. 

     

76.76.76.76.    澳洲人口增长率是多少澳洲人口增长率是多少澳洲人口增长率是多少澳洲人口增长率是多少 

答:澳洲维持在高人口增长率. 自 2009 年起, 澳洲人口增长率维持

在 2.1% 左右 (澳洲统计局数据) , 其中 7 成是海外移民. 这个比率

已经超过中国, 美国, 加拿大, 印尼和大多数其他国家.更多的人口意味着

更多的住宅需求或者说住宅短缺. 有需求 / 短缺就自然会有价格增长. 

     

77.77.77.77.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海海海海外投资者在房产市场外投资者在房产市场外投资者在房产市场外投资者在房产市场情情情情况如何况如何况如何况如何？？？？ 

答: 2011-2012 年度, 获得 FIRB 批准的对澳洲地产市场投资的金额

为 591 亿澳元. 2010-2011 年度为 $415 亿澳元(数据来源, 

FIRB2012 年报). 按金额的国家排名依次为, 美国, 中国，新加坡, 英国

和加拿大. 由此可见, 美国和中国是海外最大的澳洲住宅地产投资国、同时

这也与美国的次贷危机有关，因此想投资美国房产的朋友需要再三考虑了. 

    

78787878：澳：澳：澳：澳币币币币对人对人对人对人民币民币民币民币汇率如何汇率如何汇率如何汇率如何？？？？ 

答：中国的投资者都知道, 最近的澳元兑人民币汇率降低至 5.3 （与 2014

年 3月 1号为准）.这就更加刺激了国内投资者的积极性. 

 

79797979．．．．澳洲房产的租金市场如何澳洲房产的租金市场如何澳洲房产的租金市场如何澳洲房产的租金市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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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处于高租金产出率. 目前悉尼的平均租金产出率为 5% (年租金收入占房

价的比例)(数据来源 RP-DATA Rismark). 只要您购买的是投资型房产 (季

度物业管理费与周租金大体相同). 那么租金产出率自然高于 5%. 这样您的

租金收入大体上能够与您持有该房产的费用持平. 有些甚至有纯现金流收入. 

 

80.80.80.80.如果产如果产如果产如果产权共权共权共权共有者要进行有者要进行有者要进行有者要进行财财财财产分产分产分产分割割割割，，，，手手手手续如何办理续如何办理续如何办理续如何办理？？？？收收收收益益益益人人人人受影响受影响受影响受影响吗吗吗吗？？？？ 

可以由律师负责办理，合同中可以表明产权共有人每人各占多少比例。 

 

81.81.81.81.如何选择最具投资价值的房地产如何选择最具投资价值的房地产如何选择最具投资价值的房地产如何选择最具投资价值的房地产？？？？ 

你需要确定你购买投资的澳洲房产项目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最具投资潜力的澳

洲项目（包括从位置、质量、规模、环境和配套设施等各方面），你需要自己

根据以上因素帮您做出最佳选择或者咨询澳洲房产中介或你的澳洲房产投资顾

问。 

    

82828282、如何解决看房和房产交易的问题、如何解决看房和房产交易的问题、如何解决看房和房产交易的问题、如何解决看房和房产交易的问题？？？？ 

地产投资取决于市场环境，买投资房不同于自住房，投资房产只考虑“投资回

报”和“风险”两个因素，应减少感情因素；自住房投入的感情因素较多，注

意理性分析，在投资前或投资后要考虑清楚。房产交易的安全问题你不用担心，

在澳洲买房的话，由澳洲持牌律师为你做全程服务，比如签定合同，完成交割，

土地过户等。 

    

83.83.83.83.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怎么办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怎么办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怎么办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怎么办？？？？ 

从澳洲的历史来分析，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因为一个百年历史的房地产市场供

需关系是十分成熟的，即使供需比例出现差距也会是暂时的，因为在完全市场

化的国家，发展商也会视市场情况进行适时调整，不会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过量

开发。另外，澳洲政府对每年的房产供应量有总的调控权，所以，很少出现供

大于求的问题。 

    

84.84.84.84.在不在不在不在不同城同城同城同城市投资有什么区市投资有什么区市投资有什么区市投资有什么区别？别？别？别？ 

总体相差不大，只是不同城市房价、租赁市场等方面略有区域差异，而每个州

的购房成本比如印花税也各有不同，所以要具体分析。一般来说，悉尼、布里

斯班和黄金海岸及墨尔本升值潜力相对其他城市而言会更大一些。 



澳洲买房宝典     澳洲家居网联合旺运堂荣誉出品 

 

澳洲家居网 http://www.JiaJu.com.au  旺运堂 http://www.ZhouYi.com.au  Page 44 

 

85.85.85.85.谁来保证投资者的资产安全谁来保证投资者的资产安全谁来保证投资者的资产安全谁来保证投资者的资产安全？？？？ 

澳洲健全的法律制度可以充分保障投资人的权益和资产不受侵犯。 

    

86.86.86.86.投资房地产对办理投资房地产对办理投资房地产对办理投资房地产对办理移民移民移民移民有有有有帮助帮助帮助帮助吗吗吗吗？？？？ 

通常有投资能力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会具备相关的移民条件，在澳洲投资拥有资

产是商业移民和退休移民类别的必要条件，具体情况应由注册移民代理进行个

案评估。 

    

87.87.87.87.可以由子女继承房地产吗可以由子女继承房地产吗可以由子女继承房地产吗可以由子女继承房地产吗？？？？ 

法律规定是可以由子女继承的，并且没有遗产税。 

    

88.88.88.88.海海海海外投资者向银行的贷款外投资者向银行的贷款外投资者向银行的贷款外投资者向银行的贷款比例比例比例比例是多少是多少是多少是多少？ 

依据客户的条件不同，最低首付为 20%，一般建议客户首付 30-40%，这样租金

就足够还贷款，不必再贴钱供房了。 

    

89.89.89.89.如果将来如果将来如果将来如果将来我我我我要出售要出售要出售要出售我我我我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我我我我将如何处理将如何处理将如何处理将如何处理？？？？ 

答：您可以委托任何一家地产中介出售您的房子。您也可以委托本公司为您服

务。我们除了收取一定的佣金，所有利润都是您的。您自己本人不必亲自来澳

洲. 

 

90.90.90.90.我我我我不不不不懂英文懂英文懂英文懂英文，看不，看不，看不，看不懂懂懂懂有关的有关的有关的有关的法律文件法律文件法律文件法律文件。。。。我我我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才才才才知知知知道我道我道我道我的的的的法律权法律权法律权法律权利是利是利是利是受受受受到到到到

保保保保护护护护的的的的呢？呢？呢？呢？ 

答：根据澳洲法律规定，在您买房时，必须聘用当地的律师。您的律师是完全

独立的，且完全为您服务。我们会为您介绍懂中文的律师。您的律师会详细地

为您解释所有的法律条文，包括在购房中您的权利和义务。 

 

91.91.91.91.海海海海外人外人外人外人士士士士在澳买房后的在澳买房后的在澳买房后的在澳买房后的法律权法律权法律权法律权利能否利能否利能否利能否得得得得到保到保到保到保护？护？护？护？ 

答：是。您在澳洲的财产完全受到同当地人士一样的法律保护。按照澳洲法律，

您对房产的拥有权是终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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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2.92.92.在在在在海海海海外投资是否可行外投资是否可行外投资是否可行外投资是否可行？？？？ 

首先，澳洲政府鼓励外国人投资；澳洲的健全法律体系保护海外投资者的利益；

其次，随着中澳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加强，有可行的技术

手段支持；再有，中国的各项法规会更加开放，使中国公民海外投资更加便利，

而且有调查显示，已有大批华人在澳洲成功投资置业；业主拥有地产永久的所

有权，而中国是 70年使用权。 

 

93.93.93.93.买房交费的大买房交费的大买房交费的大买房交费的大致致致致程程程程序序序序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客户在购房过程中交费和汇款共 3次： 

a、交订金预定房产，提供个人的身份证明或护照； 

b、首次汇房款的 10%； 

c、结账清单中列明的首付尾款＋律师费＋其他应收款项。 

客户在购房过程中共涉及 3个帐户：a、买方律师信用账户；b、卖方律师信用

账户；c、贷款机构为购房者个人开立的结转房贷差额的银行账户。 

 

94.94.94.94.    投资后如何产生利投资后如何产生利投资后如何产生利投资后如何产生利润？润？润？润？ 

主要是依靠所购房地产升值和租金回报两部分产生升值。 

 

95.95.95.95.房屋出房屋出房屋出房屋出现质现质现质现质量问题怎么办量问题怎么办量问题怎么办量问题怎么办？？？？ 

A、房地产开发商会有 7年的结构担保； 

B、同时，澳洲规定房地产开发商都要先行交纳关于房屋质量方面的保险，保期

7年。如有问题，保险公司会负责赔偿； 

C、澳大利亚有一套严格的房屋交付使用的标准法规和严格程序，地方政府专员

要对交工的房产检验，买卖双方律师及房屋经纪公司共同验收合格后签字。 

 

96.96.96.96.付全款可否付全款可否付全款可否付全款可否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澳洲发展商推出的新楼盘全部是无折扣销售，销售代理商是不可以擅自加减价

格，在这方面澳洲法律有严格并且细致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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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7.97.97.如何证如何证如何证如何证明该明该明该明该房产可以房产可以房产可以房产可以销销销销售到售到售到售到海海海海外外外外？？？？ 

会有澳大利亚外资审理局出示的文件证明，售房合同中会有标注。 

 

98.98.98.98.产产产产权权权权可几人可几人可几人可几人共共共共有吗有吗有吗有吗？？？？ 

没有限制。 

 

99.99.99.99.澳大利澳大利澳大利澳大利亚亚亚亚有哪有哪有哪有哪些优些优些优些优势势势势？？？？ 

答：有几点明显的优势： 

1，澳洲经济状态良好 

澳大利亚已有二十二年没有出现经济衰退，根据澳洲储备银行的预计，这种情

况在未来几年也不可能出现。事实上，储备银行认为澳洲出口将增加，将重现

强劲的经济增长。 

2，人口在增长 

有关“大澳洲”与“小澳洲”的讨论已沉寂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我们的政治家

认识到了强劲的人口增长对滋养经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安置退休的婴儿潮

一代人的重要性。去年，澳洲的人口增加了近 40万，如同添加了另一个堪培拉

或纽卡斯尔。当然，由于工作的原因，其中大部份人都是来到了我们的四大省

会城市。 

3，澳洲是个富裕的国家 

按照许多衡量标准，我们都是很富有的，这一点在瑞士信贷 2012年全球财富报

告中得到证实。该报告显示，澳洲人现在足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口，每

个成人的财富中位数为 19.4万美元。有趣的是，报告称澳洲有约 157.1万人属

于这个星球上占 1％的最富有的人。 

    

100. 100. 100. 100. 还有问题怎么办还有问题怎么办还有问题怎么办还有问题怎么办？？？？ 

请联系资深房产中介；或者上澳洲家居网了解更多买房卖房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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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房产购买及贷款流程介绍澳洲房产购买及贷款流程介绍澳洲房产购买及贷款流程介绍澳洲房产购买及贷款流程介绍 

 

1. 选定自己喜欢的房型和房号，支付定金 2000-5000澳币不等，向开发商申请

保留； 

2. 开发商收到定金后，向购买者的律师提供购房合同； 

3. 客户根据律师的解释签定合同，同时在 5个工作日内支付房款的 10%; 

4. 如果贷款的话，客户需要准备贷款材料，海外人士基本可以获得房产评估价

的 70%的贷款； 

5. 银行放贷后，客户支付余款，律师会持合同和房款与开发商办理房产最后的

交割。 

何时进入贷款程何时进入贷款程何时进入贷款程何时进入贷款程序序序序 

贷款所需时间一般为六-八周的时间，包括评估所需时间和审订合同所需时间。

所以强烈建议您如果准备买房之际首先联系贷款机构，让他们根据您的资信情

况帮您做一个"预审",告诉您可以贷出多少钱，多长时间内能贷出，这样可以帮

您免除上面所述的危险。而且大多数贷款机构都有自己的合作房产中介，从他

们那里您也许就同一块澳洲房产得到更优惠的价格。 

如果购买的是现房，在支付房款 10%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申请贷款材料向银行申

请贷款； 

如果购买的是期房，则在交房前 2个月左右开始准备贷款材料。 

澳洲房产贷款所需资澳洲房产贷款所需资澳洲房产贷款所需资澳洲房产贷款所需资料料料料：：：： 

根据贷款机构不同，金融产品不同，所需材料各有不同，对于海外人士而言，

实际上操作手续也很简单，主要提供以下材料：护照 驾照 银行卡以及最近 6

个月的流水账单 信用卡 收入证明。 

澳洲银行澳洲银行澳洲银行澳洲银行及非及非及非及非银行金银行金银行金银行金融融融融贷款贷款贷款贷款机机机机构区构区构区构区别别别别 

在中国房屋贷款一般是由银行放出 .澳大利亚金融市场则有很大不同，除了银

行之外，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其它的金融组织，也就是 non- bank lender, 具有



澳洲买房宝典     澳洲家居网联合旺运堂荣誉出品 

 

澳洲家居网 http://www.JiaJu.com.au  旺运堂 http://www.ZhouYi.com.au  Page 48 

 

放出贷款的权限。 这些机构的资金来源并非是银行，也不是储蓄，而是通过基

金，信托等手段募集资金 、如养老金等 . 

华人客户往往更希望选择银行，而澳大利亚本土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对银行

怀有很抵触的情绪。对于贷款人来说 , 更多的应该注意产品而不是机构。关键

在于哪个金融产品更适合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哪个机构更有名。而且相对于名

气等指标，衡量一家金融组织稳定与否的标准，最好的办法还是查看一下该金

融组织的信用评级比较可靠，有不少非银行金融组织的信用评级并不低，甚至

高于银行。 

贷款的贷款的贷款的贷款的初初初初期费用期费用期费用期费用 

主要包括律师费，评估费，申请费。一般银行的做法是将律师、评估、申请三

个费用打包后作一个申请费。有的金融机构也会免除申请费，但是律师和评估

费还是照收的，即使有差别，也不是很大。律师费是贷款机构在审订合同的时

候，您将合同给您的律师审核的时候，需要付的费用。 

澳洲房产贷款利率澳洲房产贷款利率澳洲房产贷款利率澳洲房产贷款利率 

房屋贷款各个产品一般可以分为可变利率 （variable rate） 和固定利率 

（fixed rate）。根据上升趋势固定利率一般要比可变利率高一些。如可变利

率为 5.99%,固定利率就会高于可变利率。您选择固定利率就等于给自己的未来

利率买了个保险，放贷人可能要多收取您一点钱作为自己资金自由度损失的回

报。一般地说，如果您比较担心将来利率会升高，您更可能会选择固定利率， 

可是实际上您并不是进了保险箱。关于固定利率您需要注意两点，一就是固定

利率并不是在您的贷款年限内一直就这么固定下去，一般现在给出的固定利率

只能最多维持 5年，也就是说，您只可以在一年到五年之内固定您的利率，当

这个期限结束之后，您需要自己再去根据当时的利率和您的贷款机构谈判一个

新的利率。 

另外就是其实固定利率并不是一定"固定"的，在 settlement 之前，您的固定

利率是可以变动的，这个变动由您的贷款人来定，他们往往是根据不断更新的

金融信息来调整自己的固定利率，如果您申请了固定利率贷款，而且希望自己

能在 settlement之后还享受自己看中的那个固定利率，那么您往往还需要付出

一个"锁定费用".所以不太推荐客户做固定利率的贷款，因为首先这个利率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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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高一点，其次所有金融组织的可变利率都是盯紧联储银行 （reserve bank）

的，联储银行的利率变动代表了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所以，另外一个

有趣的现象就出现了，一些客户会说，为什么固定利率老是变动，而可变利率

却老是不变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因为可变利率是盯紧联储的，而过于频繁

的变动不利于国家经济和消费者信心，所以联储变动利率的时候总是要经过多

方考虑详细论证的，而固定利率的变化，则可以归因于金融市场风向瞬息万变，

金融机构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作出相应的调整也是情理之中了。 

购买澳洲房产费用购买澳洲房产费用购买澳洲房产费用购买澳洲房产费用清单清单清单清单 

澳洲购房过程中，税金、杂费、印花税和搬家费会把入住新房的成本抬高很多。

许多第一次购房的人在设计他们的购买计划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些费用。对这些

费用有所了解将帮助您节省存款并避免将来为应付这些费用措手不及。 

购房成购房成购房成购房成本包括本包括本包括本包括：：：： 

❤ 贷款机构的费用 

❤ 印花税 

❤  保险费 

❤ 律师费 

❤ 物业费 

❤ 市政费 

❤ 排污管理费 

❤ 杂费 

1. 1. 1. 1. 澳洲房产贷款澳洲房产贷款澳洲房产贷款澳洲房产贷款机机机机构费用：构费用：构费用：构费用： 

几乎所有的贷款机构都会向新房屋贷款人收取一次性的开户费用。而有一些贷

款机构为了争取业务会免除该项收费。大多数的银行也收取帐户的年度费用或

月费用。（根据银行不同会收取 200-1000不等的费用） 

2. 2. 2. 2. 评估评估评估评估费费费费    （（（（Valuation FeeValuation FeeValuation FeeValuation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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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贷款机构通常会要求对您的欲购房产作评估，以确定您支付的价格是公平

的。这虽然是为了贷款方的利益，但评估费通常需要您来支付。同样的，评估

费也因不同的机构而异，而有些贷款机构还会因您欲购房产的所在区及类型的

不同而收取不同的费用。 

3. 3. 3. 3. 检检检检查查查查    （（（（IIIInnnnspspspspeeeecccctiontiontiontion））））    费用费用费用费用 

在您买房之前，对房屋和虫害（pest） 进行检查是必要的。这样不仅可以让您

免受不诚实卖主的欺骗，也通常是贷款方发放贷款之前所要求的。小的房子或

公寓的检查费为$250,而大的房产的该种费用将超过$1000.虫害的检查费约为

$100. 

4. 4. 4. 4. 印印印印花花花花税税税税    （（（（SSSStatatatampmpmpmp    DDDDututututyyyy））））    费用费用费用费用 

各省政府都对借款和购买房征收印花税。征收比例因省而异，并依房产的价格

而定。对于 1 笔 15万的贷款，各州的平均税率为$547.除了要为您的按揭付税

外，您还需要对您购买房产的价格缴税。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购买一处 20万

的房产，您要付税约$5490.税收之外，您还需要承担两项州政府的登记费，一

项是按揭登记费，一项是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费。如果您是第一次购房，您通

常有权获得税收折扣或优惠，不同的州，优惠的幅度不同，另外还要看您购买

的房产价格和您的收入状况。 

5. 5. 5. 5. 律师律师律师律师费费费费 

根据律师的服务内容不同收费也不同，客户在购买房产的过程中往往都要请律

师，律师会帮助客户完成房产交割的整个程序。收费在 1000-1500 澳币不等。

对于期房而言，支付 10%的房款的时候，先支付 50%的律师费，等房产交割后再

支付另外的 50%;对于现房而言，可以事先支付，也可以在房产交割时再支付 

6. 6. 6. 6. 物业物业物业物业管管管管理费理费理费理费 

对于单个的别墅而言，没有物业管理内容，所以也没有物业管理费。对于整体

开发的别墅社区而言，则需要缴纳物业管理费。 

7. 7. 7. 7. 市市市市政政政政费费费费 

是每年都要支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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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水费水费水费水费 

分为用水费用和排污费用，也是每年都要支付的。 

 

澳洲买房澳洲买房澳洲买房澳洲买房/澳洲房产相关法律问题澳洲房产相关法律问题澳洲房产相关法律问题澳洲房产相关法律问题 

 

1. 是否有产权证书？ 

有澳大利亚政府审鉴的合法的地契及产权证书。 

 

2. 产权可几人共有吗？ 

没有限制。 

 

3. 超过一位购买人，签订合同时，应注意哪些法律事项？ 

如果购买澳洲房地产是两人以上，首先要考虑这房屋是大家共同拥有（JOINT 

TENANT），还是各自按股份拥有（TENANT IN COMMON）。如果房地产是共同拥

有（JOINT TENANT），即此房产没有全部所有人的签字不可出租或转卖。一个

共同拥有人去世后，其份额自动在法律上归属其他共同拥有人。共同拥有的房

产不可立到遗嘱中去遗留其继承人。如果房产是按股份拥有（TENANT IN 

COMMON），拥有各自的股份可以自由转让，不需经其他股份所有人的同意，其

股份也可以立到遗嘱中去遗留给其继承人。股份所有人去世后，其股份会被其

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所继承。一般情况下，夫妻合伙购买的房地产多以共

同拥有的形式出现。房地产投资合伙人之间则选择股份制的形式购买。 

 

4. 如果财产分割，手续如何办理？收益人受影响吗？ 

可以由律师负责办理，合同中可以表明产权共有几人，每人各占多少比例。 

 

5. 委托买房注意事项？ 

澳洲房产印花税的计算是按房产每过一次户而交纳的。在代人买房产时，一定

要在合同中注明房产的实际受益人。有时房产是在委托人代理的情况下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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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只交一次房产印花税（STAMP DUTY），房产真正受益人的名字一定要

在合同中清楚注明受益人的姓名和住址。否则，会有被罚交双重房产过户印花

税的可能。 

如果委托人在代购房产时没有注明实际受益人的姓名，在实际受益人想把房产

过户到自己名下时，就会被判再交一次印花税。因为印花税是办房产过户手续

中开支比较大的一部分费用，请一定在委托人购买而不是从银行批贷款之日起

才正式生效。 

 

6. 什么是信托帐号（Trust Account）？ 

澳洲的信托帐号（Trust Account）是由澳洲政府负责监督审计的，由开户人托

管客户资金的帐号。其中每一笔资金的来龙去脉受到政府的严格监控，每一个

人的资金都只能被严格限定于用在此人授权的交易。 

 

7. 签订合同后，有考虑变动的期限吗？ 

有的。例如昆士兰州政府规定，所有昆士兰州住宅买家都强制性规定拥有一段

五个工作日长的考虑变动的期限。这段期间内，买家完全有权不用说明任何理

由取消所订合同，甚至可以是因为买家改变主意那么简单。买家取消合同存在

一定的行政费用，0.75%左右。在新州，一般是五个工作日长的冷静期，如果买

家在这个冷静期内取消所定合同，需要损失所谓的小定（一般是 0.25%左右）。 

 

8. 考虑变动的期限从什么时候开始？ 

以购房者和销售商/发展商签订合同并且收到合同当天起计算。 

 

9. 白蚁条款。 

在标准的房产购买合同中是没有白蚁条款的。有的房地产商在合同有加附件或

附属白蚁条款。在商议白蚁条款中一般会注明如有白蚁发现，卖主应在过户之

前妥善治理白蚁及修补白蚁造成的损失。 

买主还可以加上如有白蚁发现，买主有权终止合同。作为卖主，为了保护自己

的利益，可在白蚁条款中限制白蚁治理及修补的费用，或加上卖主也有权终止

合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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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它附加条款 

购买房地产主及卖主都可以在合同中加上保护自己或共同同意的条款，法律对

此没有详尽规定。只要买卖双方协商同意，合同生效后双方就受法律的制约了。 

 

澳洲买房常见问题澳洲买房常见问题澳洲买房常见问题澳洲买房常见问题 FAQ 

 

在澳大利亚的物业买卖过程中，买家和卖家自然很难避免会涉及一些与法律相

关的事宜。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与法律有关的内容，希望可以对业主们有所帮助，

更好地处理自己的物业买卖: 

在澳大利亚的物业买卖过程中，买家和卖家自然很难避免会涉及一些与法律相

关的事宜。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与法律有关的内容，希望可以对业主们有所帮助，

更好地处理自己的物业买卖和租赁，澳洲法律咨询。 

 

一、地产物业买卖： 

1、何谓物业卖家申明书（SECTION 32 VENDOR STATEMENT）？ 

法例规定，凡买物业前，卖家一定要给予买家该份档，并要买家签署后才可签

署买卖合同。这申明书目的是要保护买家利益，确保他们知道所购买物业的情

况。业主须在这文件上公开有关物业的：按揭情况﹑城市规划﹑建筑许可证﹑

水费﹑政府通告﹑通往物业公路的状况﹑土地限制或禁止某些用途的说明﹑电

﹑煤气﹑水﹑电话的接驳﹑地契等等。列出这些内容的目的在于：买家要从这

些资料中确定该物业是否适合将来使用。例如﹐买家想将一间商业楼宇改为住

宅用途。他应该确定现在的城市规划是否准许商业用途﹐更重要的是这个规划

在未来会否有所改变。另一例子是，该物业是否在污染的土地上﹐申明书不可

能会指出这一点﹐但买家应该找律师作调查。 

 

●若发现申明书内容有错误﹐该如何处理？ 

 

如果这些错误是违反法律的﹐卖家和他的律师都会受到制裁﹐买家亦可因此退

出买卖合同﹐收回所有的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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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卖家可否售卖违例建筑？ 

法例不禁止该类建筑物的销售，因此买家自己要小心，在签署买卖合同之前应

查清该建筑是否违例。例如﹐市政府有否发给该物业建筑批准﹐而这些建筑完

工后有否得到市政府的合格检查。若没有合格检查﹐则有可能将来市政府不接

受该建筑的合法性﹐也会下令让业主修改建筑﹐直到合格为止。调查建筑合法

与否﹐一定要在签署合同之前进行。否则﹐买家便自动承担责任。所以﹐若没

有做这项调查便签约﹐以后才去调查有关的建筑批准﹐有可能导致市政府去调

查该物业的建筑﹐要是不幸真的有问题﹐市政府会下令买家去修改物业直到合

格为止﹐这样更得不偿失。 

 

3、外国人可否在澳洲买住宅楼宇？ 

为了保障国民居住福利﹐澳洲政府制定的"外国收购法"（Foreign Acquisttios 

And Takeovers ACT 1975）管制外国人投资住宅地产。一般，外国人可买到的

住宅物业是在建筑期间或新建成的单位（Strate Unit）或地与产配套

（House/Land Package）。一般情况下﹐这些可从地产发展商（Off The Plan）

那里购买。发展商要预先向政府申请批准﹐最高只可卖五成给外国人。重新发

展的单位如果是由非住宅用途改建成住宅用途的话﹐也可以得到政府批准卖给

外国人。但重新修建的单位则不包括在内。 

 

●外国投资者买了以上的物业可以自住或出租吗？ 

 

两者都可以﹐再转卖亦没有限制。但要留意物业再转手是不是"新建成"或从未

售出过。换言之﹐外国买家不能向你购买此种物业。 

 

●什么情况下外国人不可买整座房屋？ 

 

一般情况下，外国人都不准买整座房屋﹐除非是下列两种情况： 

 

1） 外国人要临时居留在澳洲超过十二个月以上﹐例如﹐在澳洲留学﹐但留学

生的买楼限制在三十万澳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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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国公司在澳洲有业务﹐需要给来澳工作的行政人员提供住宿。 

 

但要注意的是：这两者亦非长久性﹐一旦申请的原因到终止之时﹐物业便须马

上卖出。 

 

●另外，澳洲政府虽然不批准外国人买现成的房屋﹐但却欢迎外国人投资发展

住宅地产。方法是先向政府机构申请提出计画。例如﹐买一块地﹐然后在十二

个月内动工建房。审批的标准是最少支出地价的五成在发展费上发展费上。完

工后﹐物业可用作自住、出租或转手。另一种方法是重建住宅物业。这些物业

要在它的经济寿命末期重建可增加房屋的数量。对此﹐政府也规定发展费用要

超过旧屋买入价的五成。 

●其他非住宅物业的情况： 

 

商用物业：这定义为已经发展的商用物业﹐如：办公楼、工商业大厦，但不包

括空地﹑酒店设施﹑住宅物业（房屋﹑单位﹑小农场）﹑农场地。少于五百万

元的商用物业投资不需政府批准。 

附带购买的商用物业：如投资的工商业需要用这些物业作厂房和店铺之用等等

﹐则也不需政府批准。 

 

4、首次购买新物业可享受减免印花税 

自 2010年 7月 1日起﹐凡首次购价值 60万澳币新房公民均可得享受免全部印

花税﹐而购房价值超过 60万以上的业主也可享受部分印花税减免的福利。 

 

 

 

 

 



澳洲买房宝典     澳洲家居网联合旺运堂荣誉出品 

 

澳洲家居网 http://www.JiaJu.com.au  旺运堂 http://www.ZhouYi.com.au  Page 56 

 

海外人士澳洲买房常见问题海外人士澳洲买房常见问题海外人士澳洲买房常见问题海外人士澳洲买房常见问题 

 

一一一一．．．．    海海海海外人外人外人外人士士士士能否在澳洲买房能否在澳洲买房能否在澳洲买房能否在澳洲买房？？？？    

答： 是。海外人士只要符合如下条件就可在澳洲买房： 

必须是全新的房子; 

向澳洲“海外投资审批委员会”（FIRB）申报并获批。 

(由开发商或律师为你申请) 

  

二二二二．．．．    海海海海外人外人外人外人士士士士在澳买房后的在澳买房后的在澳买房后的在澳买房后的法律权法律权法律权法律权利能否利能否利能否利能否得得得得到保到保到保到保护？护？护？护？    

答： 是。您在澳洲的财产完全受到同当地人士一样的法律保护。按照澳洲法律，

您对房产的拥有权是终身的。 

  

三三三三．．．．    我我我我可否来澳洲看房可否来澳洲看房可否来澳洲看房可否来澳洲看房？？？？    

答： 是。你可以来澳洲看房。 

  

四四四四．．．．    在澳洲购买物业后，在澳洲购买物业后，在澳洲购买物业后，在澳洲购买物业后，我我我我将怎样租将怎样租将怎样租将怎样租赁赁赁赁和和和和管管管管理理理理我我我我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    

答：你可以委托任何地产公司作为你的物业管理者。 

  

五五五五．．．．    在澳洲购买物业后，在澳洲购买物业后，在澳洲购买物业后，在澳洲购买物业后，我我我我可否来澳洲可否来澳洲可否来澳洲可否来澳洲检检检检查查查查我我我我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    

答： 完全可以。 

  

六六六六．．．．    如果在租如果在租如果在租如果在租赁赁赁赁和和和和管管管管理中理中理中理中发发发发生生生生任任任任何何何何纠纷纠纷纠纷纠纷，，，，我我我我将如何处理将如何处理将如何处理将如何处理？？？？    

答：首先，你可以委托地产公司为你服务。如果你仍然不满意，你可以委托律

师，也可以委托任何其他人向澳洲公平交易部（Fair Trading）进行投诉。 

  

七七七七．．．．    如果将来如果将来如果将来如果将来我我我我要出售要出售要出售要出售我我我我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我我我我将如何处理将如何处理将如何处理将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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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您可以委托任何一家地产中介出售您的房子。地产中介除了收取一定的佣

金，所有利润都是您的。您自己本人不必亲自来澳洲. 

  

八．八．八．八．澳洲买房值澳洲买房值澳洲买房值澳洲买房值得得得得吗吗吗吗？？？？    

答： 完全值得。澳洲房地产是一个投资少（只需房价的 30%），回报高（每年

平均 30%，包括运用杠杆原理）及风险低的投资。是全世界最具抗跌性的房产。

（由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证) 

  

九．九．九．九．    在澳在澳在澳在澳州州州州买房，买房，买房，买房，我我我我能贷款吗能贷款吗能贷款吗能贷款吗？？？？    

答： 是。根据您的年收入状况，您可以贷款最多达 80%。 

  

十．十．十．十．    我我我我不不不不懂英文懂英文懂英文懂英文，看不，看不，看不，看不懂懂懂懂有关的有关的有关的有关的法律文件法律文件法律文件法律文件。。。。我我我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才才才才知知知知道我道我道我道我的的的的法律权法律权法律权法律权利是利是利是利是受受受受

到保到保到保到保护护护护的的的的呢？呢？呢？呢？    

答：根据澳洲法律规定，在您买房时，必须聘用当地的律师。您的律师是完全

独立的，且完全为您服务。你可以找一个懂中文的律师。您的律师会详细地为

您解释所有的法律条文，包括在购房中您的权利和义务。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 . . . 在购房在购房在购房在购房及及及及将来将来将来将来卖卖卖卖掉掉掉掉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房子的过过过过程中程中程中程中,,,,    我我我我的资金是如何进出澳洲的资金是如何进出澳洲的资金是如何进出澳洲的资金是如何进出澳洲呢呢呢呢? ? ? ? 安全吗安全吗安全吗安全吗????    

答：你的律师将会同开发商的律师取得联系, 通过中国银行将你的购房资金转

到一个澳洲政府监管的银行帐号, 资金将保存在你的名下, 一直到房屋成交后

才转到开发商的银行账户. 整个资金的运作过程都是在银行间进行, 并且都是

存在你自己的名下. 因此, 是绝对安全的. 

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开放外汇, 因此每个中国公民凭个人身份证每年只能

汇出境外$50,000美金,可以一次性汇出. 假设你要汇出境外$200,000美金, 夫

妇俩可各汇出$50,000, 共$100,000. 而其余的$100,000可通过你的亲友名义

来汇到你在国外的账户. 如果是从境外汇人资金, 则没有任何限制.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地国际化.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这些限制一定会取消. 

将来如果你要出售在澳洲的物业, 在房子成交后, 你的律师将会把钱汇到你指

定的银行账户. 在房子成交时, 根据澳洲的法律, 你的买家必须要用写上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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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的银行本票来支付给你. 而澳洲没有汇出境外资金额度的限制. 因此, 你

可以安全的收到你的资金.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 . . . 买房的费用是多少买房的费用是多少买房的费用是多少买房的费用是多少？？？？    

答：买房的首期为 20%（视个人收入而定）。买房的其他费用包括：印花税，

贷款申请费，律师费。其中，印花税视不同的州而定。在悉尼或墨尔本印花税

大约是房价的 3.45%。昆士兰大约$5000澳币。贷款申请费约$600澳币，律师

费$800至$1500澳币。 

举例来说，在昆士兰买一幢 40万澳币的房子，首期 30%，即 12万澳币。贷款

申请费及律师费为 1400 澳币，印花税约为$5000 澳币。因此，首次投资共计为：

$130,000。但是，若在悉尼或其它城市买房，您的印花税将为约$13800澳币。

因此您的首次投资将变为$150000澳币。大约相差 2万澳币。 

  

十十十十三三三三. . . . 澳洲的银行利息是多少澳洲的银行利息是多少澳洲的银行利息是多少澳洲的银行利息是多少????    

答: 澳洲银行的利率是经常变动的。目前的基本浮动利率为 5%。 

 

十十十十四四四四. . . . 在澳洲贷款所需在澳洲贷款所需在澳洲贷款所需在澳洲贷款所需那些文件那些文件那些文件那些文件????    

答 A. 超过三个月的银行资金存款, 证明你已具有 30%首付的资金. 

B. 能反映出你的工资收入的连续 12个月的银行流水帐目, 或者, 盖有单位公

章的连续 3个月的工资单和单位证明信. 单位证明信必须要有单位的抬头及地

址和电话. 

C. 本人的护照及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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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用养老金买房的九大步骤在澳洲用养老金买房的九大步骤在澳洲用养老金买房的九大步骤在澳洲用养老金买房的九大步骤 

 

从 2007年起，政府允许大家通过养老金买房，使得原本看得见但动不了的养老

金一下子变成了可支配资产。只可惜政府并没有具体说明涉及的步骤，也没对

可能面临的危险发出警告，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还不是那么太普及。 

 

当前澳洲的房价节节升，通过自营退休公积金（SMSF）投资地产，不但可以最

好的节省税款，还可以对你的退休金起到很好的保值作用。不过这项操作因为

手续比较繁琐，要做很多 Paperwork,如果不小心忽略了哪一点就会使你很头痛.

以下九大步骤，也许读起来有些专业，却能在致富的路上助你一臂之力：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一：向一：向一：向一：向专专专专业人业人业人业人士士士士咨咨咨咨询询询询看你是否是看你是否是看你是否是看你是否是合合合合格的格的格的格的申请申请申请申请人人人人    

让你的会计师或贷款经纪人推荐一家专业公司对你进行评估，看看你的条件满

不满足要求。如果你打算投资居民住宅，多数贷款人最多只能贷给你 80%, 如

果你要投资商业住宅，也只能获得 70%的贷款，其中的差额部分就要从你的养

老金中出了。用退休金投资房地产，你的手上要有比较充足的资金才能周转的

过来，至少要准备好第一年的利息、律师费以及买房的相关费用。另外银行的

贷款利率会比一般的房贷款利率高不少，要计划好自己的现金流。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二：贷款的二：贷款的二：贷款的二：贷款的预预预预前前前前批批批批准准准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特别是你还没有设立自营公积金的时候。通常银行需要

你的工资单、完成购买所需要的资金证明（例如雇主为你交的养老金账户余额，

或自营公积金的银行凭证）准备填一些表格，但如果你选用专业代理公司，他

们会为你做很多事情。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三：成三：成三：成三：成立立立立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自的自的自的自营营营营公公公公积积积积金金金金    

当你获得了预先批准，你就需要设置自营公积金账户，你的会计师或其它专业

人士可以帮你做，但他们通常要收费的。 

自营公积金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设置好，下一步就是购买风险保险，要把

亲人都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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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不要忘，养老金中的人寿保险是免税的，所以你必须注意这一点。你的会

计师可以安排或推荐一名好的财务规划者照顾到你的方方面面。 

如果你现在就有自营公积金，你要检查一下你的保险条款，确保即将进行的投

资也在保险的范围之内。 

现在你需要把养老金账户的余额转到自营公积金中去。这可能是非常痛苦的。

有些基金不想失去你的业务，以便往往会设法拖延这一进程，你要尽量提供你

所有的材料。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四：信四：信四：信四：信托公司托公司托公司托公司    

你需要设立信托公司，当你遇到心仪的物业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签合同，要

以信托公司的名义签。信托公司的取名没有什么特别规定，随便你取，并且只

花一天的时间就建立。一旦名字被接受你就有了澳洲公司的编码（ACN ）这样

你就有权利去签合同了。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五：五：五：五：开开开开始寻始寻始寻始寻找找找找    

一旦完成了上述步骤，你就可以开始寻找投资物业！确保金额要在此前贷款银

行批准的数额之内，签署任何合同都要遵守这一限制。合同上的购买方应该是

上面信托公司的名称。 

合同中应该带有融资条款（Subject to finance）。至少允许 14个工作日的审

批时间，但尽量争取再长一点，因为贷款人可能会很慢，你需要提供很多相关

文件。此外，你至少需要 60天的结算，除非你的代理是超人。可以以超人的速

度做所有的事。 

容易产生的问题：：较长的融资条款和结算期是必须的！因为四大银行主导市

场，他们手上积压了一大堆申请。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六：六：六：六：获得获得获得获得有有有有条条条条件限制件限制件限制件限制的的的的批批批批准准准准    

你需要提供额外的文件给抵押经纪人，如资产和负债情况、银行账单、贷款单、

租赁评估，纳税申报，信用卡账单等等。这并不困难，如果你组织好了现存的

这些东西，那将十分容易。你还需要买卖合同、Section 32,如果是一个商业地

产，你还需要租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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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步骤步骤步骤七：不七：不七：不七：不附附附附担保的信担保的信担保的信担保的信托（托（托（托（BBBBaaaarrrre e e e TrTrTrTruuuusssstttt））））    

现在你需要立刻建立 Bare Trust,这可能要花 1天至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信

托的名字是你购买的这套物业的实际地址。 

有关文件需要签好名并尽快交给你的贷款经纪人，他们会把这些文书连同自营

公积金协议递交银行的法律部门审批。这可能要花几天到两周的时间，有时贷

款拖延就是在这上面出了问题。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融资时间长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条件了。 

现在是指派一个过户人的时候了，他们可以开始着手土地转让的有关事宜，为

最后的过户做准备。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八八八八：等：等：等：等待待待待无无无无条条条条件件件件批批批批准准准准    

银行会对房屋进行估价，并且审批购买合同。如果它对提交的文档满意的话，

就会正式批准贷款，并准备好贷款的各种书面文件。 

现在就要跟过户人协商其余的款项如何到位，你可以给贷款银行权限，让它们

从你的公积金账户中取款，或者过户人会做其它的安排。 

容易产生的问题：估价可能要比预计的时间长，这取决于银行。你的贷款经纪

人跟银行打交道应该有足够的经验，他们会告诉你贷款获得批准的时间界限。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九九九九：：：：过过过过户户户户    

你应该与贷款经纪人时常保持联系，确保各个环节不出什么纰漏，万事俱备，

只欠过户了。一旦过户，你会收到调帐说明，现在这套房子就是你的了，以后

贷款机构会定期从你的账上提取利息。现在你已经成功的购买了自营养老公积

金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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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NRAS 的详细介绍（租房补贴法案）的详细介绍（租房补贴法案）的详细介绍（租房补贴法案）的详细介绍（租房补贴法案） 

 

NRAS全称为 National Rental Affordability Scheme，意思是是澳洲房租补贴

法案。 

 

“NRAS”是澳洲财政部长和房屋部长 08年联合推出，并且已经形成相应法规。

政府通过 NRAS，提供经过政府审核的投资房的业主巨额投资补贴，连续补贴 10

年，来鼓励投资人投资房产，从而增加房屋供应, 解决澳洲房屋短缺问题。此

补贴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联合提供，并且每年随着通货膨胀率（CPI）增长。根

据政府最新报告，01/05/2012——30/04/2013补贴金额从 房产投资政府补贴

金额从之前的$9,524/年增长到$9,981/年，其中，联邦政府补贴$7,468/年，州

政府补贴$2,495/年。按每年 3%的 通货膨胀率（CPI）逐年增长，连续补贴投

资者 10年，预估总金额将近$120,000。具体数据可见下表： 

 

国家房租国家房租国家房租国家房租控控控控制制制制计计计计划划划划的好处的好处的好处的好处    

 

*NRAS补贴的特点：· 此补贴将根据通货膨胀率逐年增加，预计 10年后，总

补贴将近$120,000。· 此补贴以每套房屋为补贴单位，也就是说每个 NRAS补

贴房产都获得一样的补贴额度，不随房屋价格的多少变动，因此房屋价格越低，

补贴优势越大。· 此补贴不需要缴税。· 接受补贴的物业，政府要求以市场

价的 80%出租（例如：市场租金是$1,200/月的话，一年收入为$14,400,如果按

80%价格出租，该套房 屋将损失$2,880/年,更深一步看，每年$2,880的损失，

政府还可以回税，根据收入不同，回税额度有所不同，绝大部分投资者实际损

失可以控制 在$2,000/年左右，但政府补贴$9,981/年，补贴额度大大超出损

失）。 

 

*NRAS对投资者的强大激励：· 如上所述，投资者将获得长达 10年的稳定收

入保证，获得近$120,000的免税政府补贴，投资者如果选择了合适的物业，将

轻松实现正现金流收入。· 政府对 NRAS补贴物业，从选址、设计及配套设施

的选择都执行严格标准。· NRAS补贴房产，不同于 commission house 等，它

散布在正常居民区内，也就是说，一栋楼里 ，同时存在 NRAS补贴物业和非

NRAS补贴物业，房屋质量完全一致，日后物业升值也是完全一样的。· 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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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利息和房屋折旧可做税务抵扣，可实现比一般物业更高的税务减

免。· 政府指定的专业公司管理和维护，更安全，更规范。 

 

*可否销售 NRAS物业或者退出 NRAS计划，以市场价格出租物业？· 投资者在

10年计划执行期间，销售 NRAS物业或推出 NRAS计划没有任何的限制或罚

金：· NRAS物业可推出 NRAS计划并在市场上销售，没有任何限制。· NRAS

物业可以销售给其他投资者，新的业主可以继续享受 NRAS补贴。· 10年期满

后，NRAS物业可以在市场上出售或者以市场价格出租。 

 

NRASNRASNRASNRAS的的的的基本基本基本基本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An NRAS property must be a NEW property. (NRAS物业必须是新房) 

 

Property must be rented out at maximum of 80% of market value.(物业租

金不能超过市场价的 80%) 

 

Key workers (service industry), over 55's, families etc. 主要租客对象

为（服务业）重要工作人员，年龄超过 55岁的家庭等 

 

The NRAS incentive is paid as a refundable tax offset every July. 

(NRAS 津贴将在每年 7月以可退还税务抵扣形式支付) 

 

The Government will pay the NRAS incentive for 13 weeks if the 

property is vacant. (如物业空置，政府将支付 13周的 NRAS奖励性补贴) 

 

Incentives are TAX FREE (这些奖励性补贴是免税的) 

 

Powerful TAX Impact (能有效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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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ASNRASNRASNRAS补贴政补贴政补贴政补贴政策策策策房房房房？？？？10101010年年年年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2121212万万万万澳澳澳澳币？币？币？币？和和和和普普普普通房屋有什么区通房屋有什么区通房屋有什么区通房屋有什么区别？别？别？别？    

 

1.澳洲国家住房补贴计划是澳洲工党政府 2008年制定的一项法案，不会随着澳

洲政府的更替而发生变化。2.澳洲国家住房补贴计划是为了增加住房供给，缓

解澳洲住房短缺的局面。居澳洲政府预计，到 2013年全澳有 200，000多套住

房短缺。3.参与国家住房补贴计划的投资者对投资物业拥有 100%永久产权。4.

参与国家住房补贴计划的投资者目前享有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连续 10年的年均投

资补贴额为 9524澳币，而且补贴额度会随着 CPI的增长而逐年增加。5.政府补

贴全部是免税收入，投资者无需缴税。6.参与国家住房补贴计划的物业必须以

市场正常租金的 80%对外出租。7.参与投资房管理的房屋管理公司是州政府授

权的专业房屋管理公司，不同于一般的房屋中介。8.参与国家住房补贴计划的

物业在 10年可以随时出售，但必须卖给下一个能参与该计划的投资者；或者出

售后，你投资另外一套参与政府补贴计划的物业，以使您投资政府补贴房的计

划达到 10年。10年后物业您可以自由处置 

 

NARSNARSNARSNARS 常见疑常见疑常见疑常见疑问：问：问：问：    

 

a.都在哪些城市有？ 

 

（各州首府城市如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阿德莱德，黄金海岸都有） 

 

b.是不是经济适用房，房屋品质是不是不好？ 

 

（NRAS只是一项法案和指标，政府要求放到指定的区域即可，和普通房产唯一

的区别就是：投资者 10年内不能自住） 

 

c.租给哪些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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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给澳洲低收入人群，但是租客必须做收入测试，最低工资要求大约是在

$45,000.） 

 

d.需求比例？ 

 

（目前对 NRAS的需求比例为 6个人等一套房） 

 

e.和投资普通房产的差别？ 

 

以投资 1套正常租金为 400澳币/周的房产为例，NRAS政策房的收入为：租金

400*80% 补贴（9524/52周）180/周=500/周 

 

NRASNRASNRASNRAS计计计计划划划划运运运运作作作作的的的的过过过过程是：程是：程是：程是：    

 

如果你愿意将你的房子以市价的 80%出租，而你的租户的年收入要在一定范围

之内，房东将会受到澳洲政府补贴每年$6,855和维多利亚州政府补贴每年

$2,285，可以连续享受 10年。而且这个补贴是不用交税的。 

 

澳洲房产购买者要注意的是：所购的房子一定要是 NRAS批准的，有些楼盘里面

的房子不一定都是 NRAS批准。 一定要问清楚，另外 NRAS 得房子随时可以退

出，卖出你手中的物业。 

 

举个例子说明：如果一个物业的购买价为 35万元，与目前的市场租金每周 350

澳元。 在 NRAS计划下，业主必须降低租金的 20％，租户的租金将减少到每周

280元。但请记住，屋主也会从政府得到津贴。基于对 2012年津贴为 9981澳

元，津贴就是每周 192澳元。 

 



澳洲买房宝典     澳洲家居网联合旺运堂荣誉出品 

 

澳洲家居网 http://www.JiaJu.com.au  旺运堂 http://www.ZhouYi.com.au  Page 66 

 

这房地产的总收入为$ 472一个星期。在这个物业，花费 35万澳元，这是一个

神话般的回报，现金很充足。 

 

应该注意的是，在除了接收 NRAS 津贴，投资者仍然能享受其他租金的税前扣除，

如利息，折旧费，物业管理费和一些维修费用。 

 

买 NRAS批准的物业的投资者还可以享受其他通常的好处，包括节省大量的印花

税等。投资者还可以使用他们的自我管理养老金购买 NRAS批准的财产。 

 

国民租房津贴计划，一方面说明了政府对澳洲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关注，另

一方面也说明了澳洲现在房产市场还是明显供不应求。如果 10年后你将拿到

12万多的补贴，这是个非常划算的投资时机。 

 

澳洲房屋保险费介绍澳洲房屋保险费介绍澳洲房屋保险费介绍澳洲房屋保险费介绍 

 

每个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人都离不开保险，澳大利亚政府同样也为常住居民提供

了各种保险。对于购房的买家来说，房屋保险尤为重要。澳大利亚的服务保险

主要包括 building insurance 和 content insurance 。building insurance 

主要是保建筑的，比如洪水、火灾之类的；content insurance 主要是保你家

里财产的，比如电器之类的；很多银行都有自己的保险公司，也有单独的，比

如 RACV、GIO等。 

房屋保险费用费用根据房屋价值而不同，具体的保险公司也有不同的报价。很

多人都不清楚这点：在你签订合同的那一刻起，你就担负起房屋保险的责任，

而不是说等到成交日。例如说，如果在你签了购买合同之后，即使是在成交日

之前，万一你所要购买的房屋失火被完全烧毁了，从法律上来说，你必须还是

要确保买卖成交的进行（除非是因为合同上所注明的其它条款使得合同不能执

行），因此，如果说你没有购买保险而前房主已经停掉了房屋保险，成交时，

你能得到的只是一个房子被烧毁的废墟。 

 

在大家准备购买房屋保险时要清楚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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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房客应明确，自己所租住的房屋的房东已经对房屋本身进行了投保。如

果房屋遭到非房客所为的异常变动，房客是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由于异常变

动所造成的房屋的损失将有保险公司来承担。  

2. 房屋出租期间，房客的私人财物：如家俱，珠宝，衣物等，通常都不包含在

房东的房屋保险范围之内。如果你愿意或者认为有必要,也可以与房东协商为你

的个人财产进行投保.  

3. 贵重珠宝的损失赔偿通常不包含在房屋保险之内，除非契约中特别加以说明。

其实如果你有些贵重的珠宝和有价证券等小件证明文件可以在银行设立保险箱

来保管。  

4. 保险契约内通常用的 "Comprehensive"(总括性的) 字眼，并不代表含盖所

有一切的风险承担，最简单的，通常门窗的玻璃就不包括在内，车库内的汽车

也不在保险范围之内。  

5. 一些特定风险如战争，自然磨损，和保险人或家属的故意或不当使用造成的

损害都无法获得理赔。所以,在这里我提醒您要到保险公司去办理这些无法得到

索赔的保险，这样您的生活才会得到很好的保障。  

6. 房屋保险契约通常包含房主私人的"疏忽责任险"，这点在签定租房协议（租

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否则事后若产生麻烦就不好了。  

7. 为了防止房屋失窃，房客可以在房屋内加装"防盗报警器"，这样可以降低房

屋失窃的可能性。房屋一旦失窃，那么负责安装"防盗报警器"的公司将有责任

向你支付相应的赔偿金，但不会是全部的损失赔偿，这部分赔偿也只是该公司

支付给你的，能够获得的赔偿将是你在保险公司投保的项目。 

 

购买房屋保险要注意的细节购买房屋保险要注意的细节购买房屋保险要注意的细节购买房屋保险要注意的细节 

 

购买房屋的过程中要时刻把房屋保险放在首位，因为没有保险，抵押贷款商就

不会向你提供贷款。你的保险提供商以及房地产经纪人可以帮你买到合适的房

屋保险。 

进行房屋的比较和选择的时候，记住房屋的各项特征(如位置、建筑材料)可以

决定保险费率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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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屋建筑材料：检查房屋基墙、支撑物、横梁和托梁是否稳固。询问房屋

是否经过大的或结构性的改造、是否由著名建筑商施工、栋房屋里是否使用过

尿素甲醛。车库或车棚也需要做类似检查。你的保险公司需要知道这些信息。 

 

2、房屋年龄：老点的房屋通常都有一些特点，如石灰墙、吊顶以及更换成本昂

贵的木地板。诸如此类的特点会提高你的保费。经过装修，达到现行建筑标准

的老点的房屋，通常保费也比没有做过的低。 

3、 屋顶和房屋外部：检查房顶，注意木瓦，烟囱和屋檐排水管的情况。房屋

外面漆过的地方要特别注意有没有裂痕。 

4、能效：检查加热系统的类型，什么时候安装的，检查窗子，管道和电线。这

些东西都有可能老化，构成房屋隐患。新近装修会使房屋更加安全，发生火灾

或水患的可能性更小。 

5、安全设备：装有烟气，火灾和监控报警系统的房屋的保费也会低很多。门窗

牢固，门栓和窗锁同样能减少保险成本。 

池塘，烧木头的炉子等等：带有这些设施的房屋，需要保险的范围更大。 

6、邻近消防局：在消防局附近或靠近消防栓的房屋，保险成本要低些。 

 

你已经看过许多房子了而且也把目标锁定在了少数几套房子上，现在你需要得

到关于这套房屋以及其可保性的更加细致的信息。 

1、验屋：将房屋彻底检查一番是十分必要的。房屋检验员应该检查房屋的整体

状态，告诉你房屋潜在的问题在哪；检查一些老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掉并提出哪

里应该改造或重置。如果房屋维护的好，获得保险是没有困难的。 

2、联系保险提供商：不要等到最后才想到买保险。联系你的保险提供人，看看

房屋是否能够买保险并要一个报价。 

3、 购买房屋和保险：你终于开始买房了。现在，你需要确保的就是房屋买到

合适的保险。 

4、选择你能承受的最高的自付额(deductible)：这样能降低保费。 

5、确保购买足够保险：预防房屋失火后的完全重建，替换屋里所有东西以及万

一有人在你家里受伤索赔。 

6、 额外保险：珠宝，贵重物品，更换成本，下水道溢流，水管破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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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买房参加澳洲买房参加澳洲买房参加澳洲买房参加 AUCTION 应该注意事项应该注意事项应该注意事项应该注意事项 

 

很多初次买房者，看到自己喜欢的房子在做 Auction（拍卖），那么在悉尼，

如何参加 Auction呢？本文就详细讲解参加 Auction应该注意到问题。 

 

1、我需要带什么参加 Auction？参加时需要登记么？ 

一般带张空白个人支票（Personal Cheque），Auction成功后直接填写 10%的

Deposit。也有先交 500-1000押金，回头再给 10%Deposit的。新州需要登记 

ID 后才能参加 Auction。 

 

2、我英语不够好，能在 Auction上出价么？ 

没问题，只要把数字搞清楚就好。一般会有中介帮你喊价。 

 

3、我对拍卖师的英文数字反应慢，怎么及时出价？ 

如果担心英语反应慢，可以找个中介，专门在旁边及时写出拍卖师喊出的数字，

以便及时反应并出价。 

 

4、Auction开始，拍卖师（Auctioneer）说了些什么？ 

Auction开始，拍卖师（Auctioneer）会介绍一些房产的一些状况，基本就是

做下广告。然后介绍一下关于 Auction的法律责任规定。 

 

5、Auction上怎样和对手叫板、竞争？ 

有人喜欢在对手喊价之后，马上跟，给对方造成势在必得的压力，自动退出； 

也有人愿意慢悠悠，在拍卖师准备拍板时候给价，让对方崩溃。 

个中滋味，还是要多看热闹，找到适合自己和现场气氛的方式。 

 

6、Auction上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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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好预算，把握节奏。不要给现场的气氛影响到。 

 

7、Auction上，我胜出了，合同上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Auction上胜出，意味着合同马上无条件生效，有些特别条款一般拍卖师会在

拍卖开始说明，胜出之后，就没什么好注意的了。所以功课要做在拍卖前。例

如不少朋友在拍卖前先请律师检查合同，律师认为合同没有问题之后，才会去

参加拍卖。 

 

房屋收房检查清单房屋收房检查清单房屋收房检查清单房屋收房检查清单 Final Inspection Checklist 

 

1、警报器（Alarm）：如何使用、开关密码是什么？ 

2、空调（Air Conditioner）：是否能够正常工作、遥控器等配件是否齐全？ 

3、洗碗机（Dish Washer）：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入水和排水在哪里？  

4、干洗机（Dryer ）：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入水和排水在哪里？  

5、热水系统（Hot Water System）：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开关在哪里？ 

6、开关（Switch）：每个房间的开关是否电路正常通电、是否有灯泡损坏？ 

7、电源（Power Point）：检查每个电源是否通电？  

8、电话线/插口（Telephone Port / Line）：统计房屋内所有电话线及网络接

口数量及位置，并确实是否正常工作？ 

9、电源水管总开关（Main Switch- Electric Meter and Water Meter），电

表，水表：确认位置、检查是否正常工作、并了解如何开关？  

10、水龙头和下水管道（Water Tap & Sewage Pipe）：确认位置、检查是否正

常工作、检查是否漏水？  

11、厕所的抽水马桶和洗澡的花洒（Toilet/Shower）：确认位置、检查是否正

常工作、检查是否漏水？  

12、所有门窗钥匙（All Locks & Keys for Windows/ Doors）：确认数量及能

够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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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车库遥控器/锁+钥匙（Garage Doors/Locks &Remote Control）：确认数

量及能够正常使用？ 

14、信箱（Letter Box）：确认数量及能够正常使用？ 

15、垃圾箱（Garbage Bins）：确实数量及分类是否齐全？ 

16、窗帘（Blinds & Curtains）：确认数量及能够正常使用？  

17、煤气炉和抽烟机（Stove & Range Hood）：确认位置及是否正常工作？ 

18、大门的对话装置（Intercom）：确认位置及是否正常工作？ 

19、室外天线（Antenna）：确认位置、是否正常工作、统计插口数量？ 

20、木地板：哪里是坏的，哪里漏水的．  

21、地毯：什么时候洗得，哪里很脏 

22、下水管道： 是怎么走的。电线有没有 re-wire过 

23、电话线 ：家里有几条？都通的？在哪，分别怎么样的？ 

24、中央暖气：用过多少年，清洗过吗？ 大概什么时候洗的？ 坏过吗？ 

修好？ 

25、房顶：是否漏水，水槽在哪里？ 有没有堵过？  

 

买房风买房风买房风买房风水最基本因素水最基本因素水最基本因素水最基本因素 

 

1，周围环境，不要靠近坟地，污水池，垃圾场，医院，养老院，高压线，地铁

隧道，发射塔等等。 

2， 地形必须方正。三角形，不规则形状的地形，风水极端不好。 

3，屋型尽量方正。L型，十字型等不规则形状的房屋，风水容易出问题。房子特别不

能缺西南角或者西北角。 

4， 周围不能有太多的大树靠近房屋，引起房子内部的阳光不足，阳气不足。 

5， 地势不能前高后低，形成风水倒退的格局。 

6， 厨房厕所最好不要在房子中间，最好能够有窗户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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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需要注意房子周围有没有不好的形煞冲煞。 

8， 不能选择路冲房。 

9， 尽量选择旺财旺丁的朝向，有风水助力还是有风水阻力，将会对我们的运气形成较

大的影响。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南半球和北半球，旺财旺丁的朝向，是有所不同的。 

10， 房子龙虎两边最好平衡，不要相差太大。 

11， 留意以前房东的生活情况，如果以前房东生活情况都不妙，请远离为妙。 

12， 条件允许的话，带上 3岁以下的小孩，或者带上狗去看房子，留意孩子或者狗的

反应。 

13， 买房之前最好可以把关好风水，免得买房之后后悔，建议购买旺运堂的买房风水

套餐，让我们助您买到旺财旺丁的旺运屋！ 

 

 

 

想要获取更多的买房资讯？请上澳洲家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