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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我们第51期的Ray White 实时市场洞察报告。

自2020年4月以来，我们每月发布一次Ray White Now，当时基于广泛的观察和意见，需要持
续的向市场传达信息。

在Ray White，我们销售了全新西兰所有住宅物业的23.49%。这样一来，我们4月份的挂牌量
使Ray White成为整个新西兰第一大挂牌机构。这使我们能够为您提供实时数据。这些数据直
接来自于我们在新西兰的192个办事处的销售。

虽然买卖双方在新西兰进行房地产交易的信心快速的发生了变化，但在过去一个季度，借贷能
力为交易增加了障碍。 当这与利率上升有关时，负担能力重新成为买家和销售率的一个关键
问题。

看看市场的来源，对于许多人来说，必须发生放缓并不奇怪。 一些市场经历了更高的涨幅，
这大大改变了平均价格。 自COVID-19和2020年4月首次封锁以来，过去两年新西兰的房价平
均上涨了41%。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前的房地产市场从未出现过这种房价上涨的动态。 利率降至历史最低
水平，借贷受到鼓励。 这使买家可以进入市场，而卖家则可以感知价格上涨。 新西兰市场信
心满满，房地产成为话题，房地产营销的成功率提高，带来了更高的售价和更低的上市天数。

我们学会了一些新的缩写词，如FOMO（害怕错过），这对在拍卖会上出价过高的买家来说已
经司空见惯，并成为营销的首选方法。2020年4月，在一个阶段，高达75%以上的房产通过拍
卖或招标的方法在市场上出售。鉴于当时变化的大环境，我们大部分房产也是通过远程方式进
行销售的。

快进到2021年10月，储备银行建议自2014年以来首次上调利率。在25次逐步稳定或降低利率
的声明之后，这是市场第一次经历向上提升。虽然这只是25个基点，但这足以表明更多的利率
上升是可以预期的。

从那时起，我们又经历了三次加息：2021年11月，25个基点；2022年2月，再加25个基点
；2022年4月，提升50个基点。这使得官方现金利率从六个月前的0.25个基点升至1.5个基
点。从数量上看，这可能不是一个高水平的增长，但从实际情况看，提升的幅度是五倍，而且
预计将继续增加。

尊敬的业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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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住房价格被认为是一个因素，但由于供求关系和对商品的限制，通胀率迅速上升，通胀率
突然提升到新西兰有通胀率记录以来的新纪录水平。据储备银行称 6.9%的新纪录水平是不可
持续的。这是在过去20年中经历的最高水平。鉴于通货膨胀是整个经济中价格的平均值，它意
味着货币正在贬值。储备银行将根本原因描述为有太多的钱来购买商品，以及需求继续超过供
应。

再加上石油等商品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是政府的首要目标，以减少回落到1%至3%的目标水
平。

��: RBNZ

April 1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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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房地产市场，这已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过去的市场出现各种放缓的指标后，自2022年
2月以来，已经发生的销售数量迅大量的下滑。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价格在下降，但不
断提高的利率、对高通胀的预期以及围绕经济的担忧都对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产生了复合效应。

卖方预期的变化导致了价格的调整，以满足买方的价格预期。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房产供应量
提升了45%以上；在上一季度，可供购房者选择的房产增加了36%，这一点得到了强调。如果
再加上市场上的销售量较少，这意味着市场上的房产数量创下了纪录，比去年同期高出
70.1%。供应增加，需求下降，导致销售减少，卖家重新调整他们的销售价格预期。

上图显示，目前市场上的房产数量为5432套，而在去年同一时间，我们只有3182套房产。这
让购买者不仅可以慢慢来，还与市场上其他房产进行比较，而12个月前还没有这种情况。

在过去的两年里，市场肯定有所不同。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更加正常化的市场，而不是 12 个
月前的比较。 虽然很容易暗示价格正在下跌且市场供应增加，但大流行之前的定价和库存水平
更加正常化。 虽然价格仍然比两年前高得多，但库存水平的正常化更接近了。 这很可能会在
整个新西兰继续下去； 将有大约 25,000 处房产可供出售，长期平均库存约为 12 周。 这将
表明一个更加平衡的市场有利于那些通过比较寻求价值的人。 那些积极推销其房产的人且房产
的性价比合理可以获得买家的青睐。

��: Ray White

��- N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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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 White新西兰如何应对市场变化?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传递活跃市场的信息，以及与上
市公司竞争的房地产信息。如今，虽然买家很重要，但大多数竞争来自同类的房产。地段和建
筑质量等因素是买家的首选需求。

拍卖仍是首选的营销方式，但在拍卖现场的当场落锤则更加困难。我们相信，拍卖为买家的交
易提供了透明度，无论是在拍卖前、拍卖中还是拍卖后。虽然成功率随着拍卖结果的改变而改
变，但拍卖这种营销方法仍然是最成功的。即使在市场可能下降的情况下，卖方仍需考虑。

因此，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中，情况是多变的。您当地的Ray White办公室不仅能让您了解
您房产的价值，还能让您了解针对您房产有兴趣潜在买家的相关营销方式。

致敬，

Carey Smith
Ray White新西兰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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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行情持续攀升至2017
年以来的最高点
整个房地产市场受房贷利率与
购房意向的左右而持续波动。

“在此市场环境下，选择合适的房产中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显得重要。采取与买方深度相关的营销策略，给卖家也带

来了不俗的售房业绩。我们与购房者一样敏锐把握市场动

向，因为这样将有助于我们达成理想的交易”

HeatherWalton

企业主, Ray White Matakana & Omaha and Ray White Eps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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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西兰，新近挂牌的活跃度始终呈显著增长之势，这令购房者在房产市场中拥有充分的选择余
地。得益于挂牌数不断上扬，我们有能力在市场上推出完整的房产投资组合。

从realestate.co.nz提供的数据看，新增的房产挂牌数量已升至27,050套，这比2021年4月增长了
70.8%。在过去三个月内，新挂牌的房产数量持续上升。在此期间，新西兰的可售房产数增加了近
10,000套，其增幅略高于40%。

新西兰储备银行于4月13日宣布加息，这是该行自2021年10月以来连续第四次采取加息行动。该行
将于2022年5月25日对货币政策与官方现金利率进行下一次评估。虽然贷款壁垒对房产市场中买家
的购房意向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当前6.9%的年通胀率才是对经济和购买力构成冲击的最主要因
素。

但纵观过去10年，新西兰的平均通胀率仅为2.15%，这符合1%至3%的中期平均通胀目标。通胀加剧
显然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储备银行将在其货币政策中考虑到这一点。

新西兰各地区对此作出的反应仍然不尽相同。虽然总体数量通常视整体销售情况而定，不过我们不
难发现平均出价涨幅最高的地区分别是科罗曼德尔、奥塔哥中部以及怀卡托。

相比之下，丰盛湾、西海岸与北部地区则是平均出价跌幅最大的地区。不管怎样，买卖双方都能从
这些图表中发现利好信息。一方面，在持续的房产牛市中，平均出价体现出房产的价值，这有企稳
房价的作用；另一方面，可能出现的房价回落也许是对过热市场的一种回调，买家会接受更符合实
际价值的价格水平。

房产挂牌数量的上升对房
产价值增长略有不利影
响。

上述情况使市场更趋均
衡，买家拥有更多的选择
空间和机会，他们能够通
过比对市场中其他房产的
情况作出购房决定。

��: www.realestate.co.nz/blog/news



整体销售价格下降了0.8%。销售均价为$1,035,216.虽然在过去12个月的变化中，房产价格上涨了
18.8%，但从下方由CoreLogic提供的图表可以发现，房价目前正处于自2022年2月以来的平稳期
和下降期。

Nick Goodall是CoreLogic新西兰的研究主管，他对新西兰各地区主要城市的房市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购买力仍然是市场中一个制约因素。随着房贷利率的上调，符合条件的贷款人数量以及他们的可
借贷金额都受到了影响。究其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一是CCCFA作出了调整，要求从严审查借款人
的财务状况，进而收紧银根；二是继续实行收紧贷款价值比（LVR）限制。

“CCCFA正计划作出调整，
这可能让问题有所缓解。新
西兰储备银行（RBNZ）的
最新数据显示，各家银行仍
然保持着远低于高LVR警戒
线（10%）的借贷水平（3
月份为3%）。所以，信贷
流动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得以
放开。针对债务收入比的限
制措施同样将推迟出台（详
见下页）。”

��: www.corelogic.co.nz/news/

��: www.realestate.co.nz

11

平均出价

�2022�3���
-0.1%

2022�4�������
$967,161

����

�� ��

�����������������������
������

��XI5 ARIMA����������



Godall先生表示：“ 事实上，
克赖斯特彻奇显示出持续增长
态势（尽管有回落），而但尼
丁的价值则在下降，这两座南
岛城市的平均价值已经开始渐
行渐远。就在2021年9月，但
尼丁的平均价值还高于克莱斯
特切奇，所以这一变化令人深
思”。

但尼丁的价值在过去3个月下
跌了2.9%，这创下了13年来最
大的季度跌幅——当初的市场
在全球金融危机（GFC）过后
仍处于衰退之中。Goodall先生
认为，

根据房价指数计算的CoreLogic平均价值

��: www.corelogic.co.nz/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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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承受力在“南方的爱丁堡”尤其变得岌岌可危。根据价值收入比、存款年数和支付抵押贷款所需
要的收入比例判断，但尼丁已经在无力购房的主要城市名单中位列第三。

同样，惠灵顿地区的房价在过去三个月下降了2.0%，这也是自GFC以来的最高记录。下赫特和上
赫特都是房市萧条的重灾区，二者在当月分别下降了3.0%和2.6%。

但是，所有五个主要惠灵顿住宅区的平均价值在4月份和上个季度都有所下降。经济放缓显然对整个
首都的房市造成了沉重打击，这或许反映出收紧信贷对首次购房者的影响，与其他主要中心相比，惠
灵顿的首次购房者在销售交易中所占的比例通常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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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市场的现状如何
房地产市场是由多种因素驱动的; 然而，供给

(出售的物业总数量) 和需求 (活跃在市场上的买

家数量) 这两个基本因素在形成有利于卖方市场

还是有利于买方市场条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般来说，当供应量大，需求量小的时候，条

件对买家是有利的，因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

喘息的空间。让买家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查

看，并对他们未来的房产做出明智的决定。

14



供给

整个4月，我们看到有1,730个 "新房源 "进入市场，同比下降
12.89%。4月份的销售量为1449件，同比减少26.4%。4月
份，市场上共有5166个房源供买家选择，同比大幅增长
65.05%。

需求

我们最初考虑的买家指标是在线查看房产的买家数量。在整
个4月，我们看到424.8万的浏览量在我们的 我们的Ray
White网站有424.8万次浏览，导致了超过42500次查询。

新西兰Ray White 公司4月份安排拍卖810处房产，与去年同
期相比下降23.8%。导致全部售出的清仓率为44.5%，平均
有3个注册竞标者和2个活跃竞标者。

我们看到在好地点的高质量房子，会出现多个竞标登记和活
跃的竞标者。

在衡量市场的需求量时，我们考虑的最后一个因素，也可以
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获得贷款预批的人数。预批是
买方信心的一个关键指标，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购买房产的
经济能力。尽管《信用合同和消费者金融法》在2021年12月1
日开始生效。我们还是在合作伙伴Loan Market那里看到全了
国各地创纪录的预批数量，比去年这个时候多16.64%（请参
阅第17页）

我们继续分析关键买家指标的数据，这些指标清楚地表明了
市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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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房源总量

此图表显示了
2019、2020 和 2021 日
历年的实时挂牌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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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 White Online Analytics

月投标注册人数

该图表显示了过去六个月
每次拍卖的平均注册投标
人数量。

D
ec

20
22 Fe
b

M
ar Ap
r

M
ay Ju
n

#�
�
�
�
/2
8
�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Act. Bidders Reg. Bidders

房屋估价

此图表比较了Ray White
房产销售人员在
2019、2020和2021历年
所做的房屋评估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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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 White Online Analytics

20
22

Act. Bidders Reg. Bid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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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利率 - 是房屋负担能力的驱动因素。预计未来12至18个月将继续加息。据预测，到2022
年12月，一年期固定利率折现率将接近5%。这是一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利率跃升，尤其
是对那些刚刚脱离2%低利率的国家而言。

• 借贷环境 - 一个重大的市场阻力是不断变化的贷款环境。不仅利率在上升，信贷供应也
变得更加困难。贷款价值比已经恢复，新的信贷合同和消费者金融法案规定—这些规定使
得获得贷款更加困难—已经到位，而且储备银行正在就债务收入比进行磋商。

• 可负担能力 - 根据realeaste.co.nz的数据，19个地区中有8个地区在上个月创下了历史
叫价的新高。

• 住房供应 - 与去年同期相比，全国的总库存水平上升了32.0%，并反映在3月份全国大
部分地区。这说明市场上有更多的房产可供买家选择。

• 净移民 - 新西兰边境的重新开放，可能会让更多的移民到来，MIQ已经实际上取消。同
时，在2022年和2023年期间，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人才可能会寻求移居海外以寻求就业机
会，他们已经耐心地等待了两年时间。

贷款预批

此图表比较了过去三年通
过Loan Market经纪商提
交的贷款预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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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 White Online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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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影响市场情绪的因素有哪些？

利率继续支撑着购买者的购买力。目前，OCR为1.50%，下一次货币政策审查将于2022年5
月25日公布。



考虑出售？
将您的房屋放到市场时应该
考虑哪些因素？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审视最近的媒体炒作，围绕未

来一段时间内价格涨跌的矛盾预测，以及如何屏蔽噪

音，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何时是出售房屋的正确

时机？

在整个新西兰，我们在2020年和2021年的大部分时

间里都看到了显著的价格上涨。在低利率、旅行限制

和新西兰人对住宅物业的基本热爱的推动下，大多数

地区的两位数百分比增长支撑了更广泛的经济信心和

支出。最近，这些价格涨幅已经放缓，甚至在一些地

区略有回落，导致许多人猜测市场是否有可能看到中

位价格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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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人来说，听到房价从去年的峰值下降了几个百分点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想法。不过，这还是
应该考虑到自新冠开始以来中位数价格的空前增长情况。虽然你今天能卖到的价格可能没有去年10
月那么高，但它有可能会比今年10月的价格高。

去年10月，恰逢许多专家称之为本周期内市场的高峰期，新西兰储备银行宣布自2014年以来首次提
高官方现金利率。这向市场发出了贷款环境开始收紧的信号，效果立竿见影。这一点，再加上《消
费者信贷和金融法》的引入限制，意味着获取资金的难度被认为是 是控制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许多卖家现在问的问题是，如果借贷成本继续增加，这对潜在购买者的负担水平有什么影响。从实
际情况来看，如果钱的借贷成本增加，某人能够偿还的金额就会减少。储备银行已经发出信号，在
短期到中期内，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利率。

当您决定现在是否是列出待售房产的合适时机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并且以下所有因素
都可以共同影响结果。

•销售方式

•经济大环境

•待售物业的数量（同类物业）

•出售房产所需的时间

自新冠开始以来，妥协的重担大部分都落在了买方身上。需求多于供应，这意味着那些想要购买的人
不一定能够在他们的清单上勾选每一个方框。现在，随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加平衡的市场，买家有更
多的房产选择，妥协的责任开始转向卖家，对于房产所有者来说，改变卧室的数量、房屋的位置或房
产的结构仍然是不可改变的。然而，买家希望业主妥协的，是价格。

根据市场条件和你的个人需求选择最合适的销售方式仍然很重要。我们知道，市场上最活跃的购买者
通常会在早期询问房产，并被进入市场的 "新上市"房屋所吸引。这意味着，大多数房产在上市初期
会产生较高的兴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兴趣水平开始减弱。这意味着，所选择的销售方式应该是将
整个过程浓缩在有限的时间内，并有可能将对上述妥协的需要降到最低。

随着经济从过去几年的限制性贸易形式中走出来，几乎每天都有关于技能和劳动力短缺的评论，这可
能会阻碍新西兰更广泛的经济复苏，并且在未来一年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认为，在经济复苏出现之前，情况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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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曝光

新西兰最具创新性的营销房地产业务�

我们令人羡慕的地位来自于我们对市场营销和拍卖坚定不移的承诺——无论在现场还是室内。

4月，新西兰Ray White公司有1730个活体房源，比去年下降12.89%，而销售数量同比下降26.4%

上个月，新西兰Ray White公司有810处房产计划进行拍卖，导致全部售出的清仓率为44.5%。

投标及独家上市

我们的投标和排他性的方法与我们的营销方法一致，在买家之间创造竞争环境，为选择我们服务的客
户创造最好的结果。

我们充满信心，相信我们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营销手段，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下持续为我们
的用户带来价值。如果您选择出售，我们将建议在市场营销方面进行投入，因为我们相信这将使我们
的竞争力最大化，并清楚地说明您的销售意图，从而吸引真正的买家。我们也理解一些客户愿意使用
投标，或暗盘出售，虽然我们通常不建议这样做，但也愿意与您讨论所有的可能性，让您把物业放心
上市。
2. 创造买家咨询

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产公司，对我们的卖家有直接的优势。

我们的优势是有能力锁定最多的潜在买家，你对我们的信心也有助于我们为你带来最好的结果。在当
前的市场环境下，有效地针对最广泛的目标受众和对潜在买家定制合适的信息至关重要。总之，我们
的重点是为你的房产寻找比其他人愿意支付更多的买家。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与当今市场上更多的买家建立联系。结合人与技术的支持，我们可以在最大程
度上与买家进行接触，以确保我们能够为你的房产找到优质买家。

除了我们精准的定位能力，Ray White Concierge，我们的沟通专家可以针对最有影响力的受众，我
们的社区。 我们120年的房地产经验使我们明白，发掘潜在买家创造竞争的催化剂是利用当地社
区。我们的数据显示，在某些情况下，高达60%的购房者来自周围的邻居和朋友。

Ray White Concierge可以与周围街道的业主沟通，定位您的房产以确保它成为我们社区关注的中
心。由100多位Ray White Concierge专业人员，配合我们指定的代理，使用多维度的社区沟通方

我们是如何为您的物业
创造最大竞争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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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包括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 在您出售房产时能够让我们的当地社区提前得到通知。

3. 无与伦比的品牌和媒体形象

作为澳大拉西亚最大的房地产集团，我们拥有一支敬业且经验丰富的公关团队，他们每周七天无休工
作。这支团队擅长“口碑媒体”，即金钱买不到的曝光率，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

在传播方面，我们的媒体曝光率领先于其他所有品牌—这是常常超出客户预期的甜蜜点。我们的在报
纸和网络上发布的广告量也是巨大的 - 如: oneroof.co.nz, realestate.co.nz 和 trademe.co.nz/
property。

根据我们的媒体分析机构iSentia的数据，今年3月，Ray White New Zealand在纸媒、网络、广播和
电视上获得的媒体提及价值超过2118915纽币，潜在受众为9,885,578 人，大约是新西兰人口的两
倍。这是对该集团及其所有成员的免费宣传。

这是对集团及其所有成员的用金钱都无法衡量的免费宣传。

当一处房产在Ray White上市，我们就会把客户就介绍给我们的国家公关服务部; 这是一个与新西兰媒
体密切相关的团队，唯一的目标是让我们出售的地产在最重要的受众群体面前获得更多的曝光率。

4. 深度数据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卖家需要基于事实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不是根据媒体的猜测做为判断的依
据。无论你是决定将你的房产上市出售，还是单纯的想了解一下当前的市场情况。通过数据和证明对
做出好的决策至关重要。

作为澳大拉西亚最成功的房地产集团，我们拥有最全最即时的信息资源及经验, 基于对相关数据分析
来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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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储备银行（RBNZ）已经连续第四次提高利

率，以戏剧性的方式试图控制快速上升的通货膨

胀。

0.5%的增长旨在试图阻止通货膨胀率突破7%的障

碍，并可能使经济停滞。这是22年来的最大增幅，

使官方现金利率（OCR）达到1.5%，是2019年6月

以来的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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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预计新西兰央行将把利率提高0.25%，但表示其更强力的举措是为了防止高通胀持续下去--现
在处于三十年来的最高水平。目前通胀率比目标值高出3%。

该银行还坚持其先前的预测，即到明年年底OCR将达到3.35%的峰值。

新西兰一直是提高现金利率最积极的国家之一，用它来帮助平息失控的通货膨胀、飞涨的房价和新冠
病造成的供应链问题。

新西兰央行表示，它认为新的现金利率仍足够低，足以刺激经济活动，同时抑制激进的价格设定，并
为屡破纪录的房地产行业降温。

作为一名房主，这条消息意味着现在可能是考虑如何应对经济逆风的好时机。如果你面临越来越多的
抵押贷款，有一些选择可以帮助你将这些决定的影响降到最低。

一种选择是考虑将你的全部或部分贷款转为固定利率。即使在过去四次加息之后，利率仍保持在历史
低位，但可能还会有更多加息，现在可能是锁定利率的好时机。

Loan Market的贷款顾问可以指导你的选择，或帮助你进行按揭健康检查，以帮助你度过当前的风
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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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贷款利率连续第四次上调，但在房价连续两年以

全球领先的速度增长之后，人们对房地产市场未来的

信心仍处于创纪录水平。

根据新西兰统计局的数据，截至今年2月的12个月

里，获得的建筑许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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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统计局表示，新西兰的居住许可同比增长25%，达到49733件。在截至2月底的12个月中，每
周有近1000人申请批准。

被批准的退休村和联排别墅的数量也大幅增加。

建筑活动的增加将增加住房供应，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首次购房者进入市场。

这也有利于寻求升级的业主，让他们有更多的住房选择。对于那些寻求缩小规模但又苦于找不到合
适住所的人来说，关注退休年龄的单位也很有意思。

新西兰统计局(New Zealand Statistics)表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批准率上升了10%，与1月份下降
8.7%的数据相比出现了重大逆转。

如果你认为当官方现金利率(OCR)开始上升时，这些年度数据开始减少，那你就错了。

2月份，约4195套新住宅获批，较2021年2月增长34.1%。

以下是这些数字:

25518套独立住宅，增长15.6%•

• 成交公寓数为3910套，仅比去年减少20套

• 退休村有2942个单位，是最新数据中增幅最大的，较12个月前增长64%。
• 1842栋联排别墅，增长45.8%

按地区划分，截至2022年2月的一年与2021年同期相比，新住宅的批准数量为:

20,786 in Auckland: +22个百分比
•

•

5,094 in Waikato: +23个百分比
• 3,687 in Wellington: +24个百分比
• 7,695 in the rest of North Island: +22个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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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Loan Market

我们很自然的想让家里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对于我们的物业贷款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合作伙伴Loan Market可以帮到您。无论是对首次购房者，投资者还是自住业主，Loan
Market的贷款顾问会比较20多家银行的利率和服务，帮助潜在买家获得合适的贷款，以及确保他们获
得喜欢的房产。

在销售的过程中，您的Ray White销售人员会为准买家介绍当地的贷款顾问。该贷款顾问会迅速的为
他们提供购买房屋所需要的相关信息。

如果您的房产的潜在买家群体是已经获得预批的，了解购买流程，准备好出价的买家。将使您的房屋
更容易以一个好的价格成功售出和按时交割。

您当地的Loan Market贷款顾问可以帮助您选择自己的房屋融资方案。

作为澳大拉西亚最大的金融顾问网络之一，Loan Market与行业内各方有着很紧密的联系，这意味着
他们可以更好地代表您与主要银行和安全贷方进行谈判。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您自己的银行为您找到更
好的交易。

loanmarket.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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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 White’s first auction house, ‘The Shed’ Crows Nest, Queensland.

关于RayWhite

RayWhite是一家四代家族企业。它于1902年在昆士兰州的Crows Nest成立，现已发展成为澳大拉西
亚最成功的房地产公司，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香港拥有930个独立办事处。

Ray White如今的业务范围涵盖住宅、商业、乡村地产以及海事和其他业务。澳大拉西亚最大的房地
产集团拥有前所未有的丰富经验和广度，为我们的客户带来无与伦比的价值。一个穿越多个市场牛熊
周期依然蓬勃发展的地产集团，为其客户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持并做出最好的房地产决策。

raywhite.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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