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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尊敬的业主

9. 库存水平的提高为买家提供了更多选择

14. 房产市场的现状如何？

18. 新西兰富裕人士移民为净流入

20. 考虑出售？
将您的房屋放到市场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22. 我们是如何为您的物业创造最大竞争优势的?

•市场曝光

• 创造买家咨询

• 无与伦比的品牌和媒体形象

• 深度数据

24.

26. 关于Loan Market

27. 关于Ray White

为什么对长期地产投资者来说目前会是一个巨
大的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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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我们又经历了四次加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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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再上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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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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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阅读第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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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泛的观察和意见，持续的向市
场传达信息。这也符合媒体领域的基本特征，因为滞后造成的与实时信息有所偏差。

在Ray White，我们售出了新西兰住宅物业总量的23.48%。这样一来，我们六月份和七月份的
挂牌量让Ray White成为整个新西兰第一大挂牌中介公司。这使我们能够为您提供准确的市场
实时数据。这些销售数据直接来自于我们新西兰的192个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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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过去的一个月贷款门槛有
所降低。新西兰储备银行未来的声明仍会进一步加息。

纵观影响当前市场的起因，对于许多人来说，出现放缓并不奇怪。 一些市场曾经历了非常高的
涨幅，这大大提高了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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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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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 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
平，银行鼓励借贷。 这使买家可以进入市场，而卖家则也明显感知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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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上市天数。

时间倒退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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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上升是可预期的。

尊敬的业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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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NZ | OCR Announcements

��: RBNZ.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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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是家庭支出的驱动因素之一，房产净值（您所欠抵押贷款与房屋价值之间的差额）占家庭
净财富的55%。 房价上涨会导致家庭支出增加，进而影响经济活动、就业和消费品价格通胀。
房价上涨也更直接地影响消费者价格指数的许多组成部分，例如建筑成本和租金。 因此，房价
的上涨或下跌会对总体价格稳定和最大程度的可持续就业产生影响。

����������

当房价远高于可持续水平时，就可能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如果出现突然冲击，就会使银行体
系面临风险。如果房价涨幅过高、过快，可能会导致价格突然回落，这将损害金融体系，减缓
整体经济活动。

此外，房屋价格的上涨往往伴随抵押贷款的比例增加。抵押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62%。新的
住房按揭如果是高风险的，房屋首期少，或者相对于收入来说，借贷金额过大，这就增加了家
庭和金融系统对未来不确定事件的脆弱性风险。

�����������������

2021年3月，有两件将会影响房价的事件需要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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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根据《储备银行法》第68B条就其住房政策目标向储备银行发出指示。储备银行
在执行其维持金融稳定的工作以及货币政策的同时也要考虑政府的住房政策。方向还
包括我们将如何采取行动去抑制投资者对存量住房的需求，这将提高首次购房者的负
担能力。

1.

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或主要职责)被修订，以要求委员会评估其关于利率和其他
货币政策工具的决定对政府的房价可持续性目标造成何种影响。这包括它的决定可能
如何影响投资者对现有住房的需求和首次购房者的负担能力。

2.

虽然房价是一个公认的通胀因素，但由于供需不匹配和大宗商品短缺，使得通胀率迅速上升，通
胀率突然提升到新西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储备银行表示，6.9%的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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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银行将其根本原因描述为有太多的货币来购买商品，而且需求继续超过供给。

再加上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走高，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将通货膨胀率降至1%至3%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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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直接影响。 自2022年2月以来，当过去的市场各种指标出现放缓，销
售数量出现了快速且相当大的下滑。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价格下跌，同时利率上升、高通胀预
期以及对经济的担忧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复合影响。

卖方预期的变化导致了价格的调整，以满足买方的预期。 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房产供应量提高
了45%以上；在上一季度，可供购房者选择的房产增加了36%。再加上市场上的销售量减少，
这意味着市场上的房产数量达到创纪录水平，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0.1%。供应增加了，需求减
少了，导致销售减少，卖家调整了他们的销售价格预期。

��: Stats.govt.nz

��: Ray White

����

CPI% Change

� - 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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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显示，目前市场上的房产数量为5175套，而在去年同一时间，还只有2971套房产。这让购
买者可以与市场上其他房产进行对比，慢慢挑选心仪的房屋，而12个月前这种情况是不存在
的。

市场在过去的两年里肯定有所不同。 与12个月前相比，今天我们处于一个更加正常化的市场。
尽管人们很容易认为价格在下降，市场供应在增加，但疫情之前的定价和库存水平要正常得
多。 房产价格仍然比两年前高得多，但库存水平更接近正常化了。 这很可能会在整个新西兰
持续下去； 大约有30,000处房产待售，长期平均库存约为14周。 这表明一个更加平衡的市场
会有利于那些通过比较寻求性价比的人。 那些积极营销其房产的人且房产的性价比合理将更获
买家的青睐。

Ray White新西兰如何应对市场变化? 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为客户传递当下正确的市场信
息，以及竞争物业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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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质量等因素也是买家的首先需求。

拍卖仍是优先考虑的营销方式，但想在拍卖现场落锤成交则更加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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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之中还是拍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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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虑这种销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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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店不仅能让您了解您房
产的价格，还能让您了解对您房产有兴趣潜在买家的有效营销方式。

致敬，

Carey Smith
Ray White新西兰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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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的卖家正在观察他们在统一市场的购买情况，以评估他们出售

自己房产的信心。 将作为买家的卖家能够及早进入市场，以了解房产

需求的升级或改变选择”

Vanessa McKenzie
��� RayWhite Whangarei and Ray White Tutak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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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西兰，新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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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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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2套，这比2021年6月增长了
8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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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宣布加息，这是该行自2021年10月以来连续第五次采取加息行动。该行
将于2022年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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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评论说，"然而，阻力非常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和通货膨胀率的提高正在抑制全球和国
内消费者的信心。资产价格，特别是房价也有所下降，部分反映了抵押贷款利率的提高和住房供应
的增加。

但纵观过去10年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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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兰各地区对房产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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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anaki, Southland, West Coast 和 Marlborough.

相比之下，Auckland, Coromandel and the Bay of Plen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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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利好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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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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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问什么时候应该购买房产？ 我现在购买的房产在5年、10年甚至2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在不
同的经济周期中有多少次上升和下降，是否有一个关键的潜在趋势表明与抵押贷款利率或更宽松的信
贷环境相关的任何长期下降？什么决定房价上涨，什么决定下跌？

CoreLogic发布了涵盖所有住宅物业和过去20年平均物业价值的房价指数。

自2003年12月以来，全国物业平均价值已由263,562纽币上升至1,027,121纽币，平均上升76,3559纽
币，即累计上升290%。对于那些一直投资房地产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房价平
均每年上涨7.5%。

��: www.corelogic.co.nz/news/

Source: www.realestate.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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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出价

2022年6月房产平均出价

$961,512

与2022年5月相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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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要问应该何时在
何地购买房产；尽管主要
中心地区存在一些差异，
并且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
一些改变住房供应的事
件，但无论外部因素如
何，大部分房地产市场都
保持一致。



自2003年以来，在主要中心中，汉密尔顿的平均房产价值增幅最大，达到330%，其次是但尼丁，增
幅为298%，奥克兰为287%，惠灵顿为282%，陶朗加为277%，基督城为236%。 由于地震后新住
房供应激增，后者的增长放缓，但有迹象表明这种供应反应正在放缓，基督城在未来几年可能会表现
出色（这可能仅意味着短期内跌幅较小）。

CoreLogic的另一份价格指数显示了新西兰各个主要市场的年度变化，在最高点显示基督城高于
24%，但尼丁目前约为4%。大多数市场的月度变化幅度为1%，惠灵顿地区6月份的跌幅最大，约为
4.5%。这些指标清楚地显示了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带来的变化，这是市场未来的关键因素。在同一市
场销售和购买的时间上是一致的。我们可以让买卖双方对供应充满信心，并在价值确立时创造需求。

��: www.corelogic.co.nz/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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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 22,528 个新西兰家庭出售房屋

- 帮助五分之一的新西兰买家找到他们的梦想家园

- 有11,758名当地客户评价我们的服务为10/10

- 每天帮助61名新西兰人卖掉他们的房子

- 帮助超过19,600名投资者管理他们在新西兰的财产

上个年度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是：

PROUDLY RAYW H I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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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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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

贯穿整个6月，我们看到有1679个 "新房源 "进入市场，同比
上升13.95%。6月份的销售量为1249间，同比减少
36.63%。6月份，市场上共有5239个房源供买家选择，同比
大幅增长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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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我们的Ray White网站有402.6万次浏览，导致了
超过40,520次查询。

新西兰Ray White公司5月份安排拍卖536处房产进行拍卖，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5.7%。全部售出的清仓率为43.3%，
平均每间物业有2个注册竞标者和1.5个活跃竞标者。

我们看到在优质地点的高质量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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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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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请参阅第
17页）。尽管《信用合同和消费者金融法》在2021年12月1日
开始生效以及利率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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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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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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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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
�
�

/2
8
�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20 2021 2022

��: Ray White Online Analytics

20
22

Act. Bidders Reg. Bidders

��: Ray White Online Analytic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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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下一次货币政策审查将于2022年7月13日
公布。

• 利率 - 是房屋负担能力的驱动因素。未来12个月利率将继续上涨，预计未来一年所有抵
押贷款利率将超过6%。这将使利率远高于一年前的两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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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比2021年，大多数地区的同比增长仍然强劲。根据realestate.co.nz的
数据，与2021年6月相比，所有地区的平均要价都在上涨，19个地区中有14个录得两位数
的增长。

• 住房供应 - 与去年同期相比，全国的总库存水平上升了89.5%，这说明市场上有更多的
房产可供买家选择。

• 净移民——新西兰重新开放边境可能会恢复更高水平的移民入境。 与此同时，新西兰人才
的积累可能会在 2022 年和 2023 年期间移居海外寻求就业机会，他们已经耐心等待了
两年的机会。

• 通胀 - 目前为6.9%。 一般来说，当经济中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超过供应时，就会发生通
货膨胀。这导致劳动力和材料普遍短缺。例如，当很多人想要盖房子时，很难找到材料
和建筑工人，因此建筑成本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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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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流行以来，新西兰房地产出现了狂热的高点，目前

增长有所放缓。 Dairy Flat 等郊区的房价中位数翻了一

番，虽然郊区通勤时间更长，但因为很多公司实施了远程

工作的安排，就使得曾经不那么受欢迎的郊区更具吸引

力。 新西兰总体上被视为一个管理良好且稳定的经济体，

允许外国投资，更增强了富裕人士对该国更大的信心，高

净值个人 (HNWI) 的净流入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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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因素推动了这种规模的国际移民。 虽然许多国家（如阿联酋）、新加坡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商
业中心，为企业搬迁总部提供税收优惠和友好的商业环境，但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则提
供特拉维夫和悉尼等国际城市，用生活方式和文化吸引高水平的移民。 在俄罗斯、香港和乌克兰
等富裕人士移民流出的国家，政治和经济不稳定似乎造成了许多富有的公民的离开。

英国和美国也失去了许多较富裕的居民，这可能是由于选举的不稳定和英国脱欧导致的政治和经
济不稳定更加温和。

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并驾齐驱，
它不是为企业或个人提供慷慨
的激励措施，而是为居民提供
理想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国际
动荡的情况下，其经济稳定的
特征很明显。

由于这些移民为新西兰带来了
充足的资源，这些类型的移民
净流入的结果是豪宅销售的上
升趋势加强。它们带来了对商
品和服务的大量需求，这导致
了供应可以跟上的经济高速增
长，以及供应无法跟上的价格
增长。新建筑以满足对豪华房
产的新需求对经济来说是一件
好事，而移民的增加有力地证
明了新西兰作为国际理想居住
国的地位。

��: Henley & Partners, Visualcapitalist.com

��: Ray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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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出售？
将您的房屋放到市场时应该
考虑哪些因素？

在出售房屋时把握进入市场的时机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因为您不仅难以了解现在的市场状况，而且难以了解

在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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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许多考虑出售房屋的房主都在渴望地回到六个月前的价格。这与房主去年出售房屋时的想法完
全相反，当时大多数人都在想六个月后时房子还会增值多少钱。

对可能未实现的收益感到悔不当初似乎是人类的天性，但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很少静下来考虑，现
在的条件可能比今年晚些时候或明年年初的条件更好。

在7月和8月，我们通常看到进入市场的新房源趋于平稳，因为卖家在等天气条件转好时来出售他们
的房屋。虽然目前Ray White的待售房产比去年这个时候多了78.69%，但进入市场的新房产数量实
际上是 略微下降了3.91%。

然而，通常在春季开始时发生的情况是，因为卖家在冬季的几个月里推迟了上市，使大量房产会在春
季涌入市场。而这也会增加市场上的供给。 目前，一些业主采取的方法是，在春天尚未到来时开始
上市，与市场上的活跃买家互动来占据领先优势。

自新冠开始以来，妥协的重担大部分都落在了买方身上。需求大于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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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选项。

现在，由于我们面临着一个更加平衡的市场，买家有更多的房产选择，妥协的责任就转移到了卖家身
上，由于卖家不能改变他们所出售的东西，他们可以妥协的两件事是出售的条件，或者出售的价格。
这并不意味着在今天的市场上溢价是无法实现的，但它确实意味着卖家在出售房屋时必须更有针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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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会在早期查看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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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引起买家较高的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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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将整个过程缩减在有限的时间内，并有可能将对上述妥协的需要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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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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月份，新西兰Ray White公司有1679个上市房源，比去年下降3.95%，而销售数量同比下降
36.6%。
上个月，新西兰Ray White公司有561处房产计划进行拍卖，导致全部售出的清仓率为43.5%。

拍卖及独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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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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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如何为您的物业
创造最大竞争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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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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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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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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4,580纽币，潜在受众为13,85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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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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长期地产投资者来说
目前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房地产价格下跌，利率上升，所以您可能会问：现在是投资房

地产的好时机吗？

如果你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没有安全的财务缓冲，并且对长

期偿还抵押贷款没有信心，那么答案是否定的。

24



但是，如果您的就业和财务状况良好，就值得考虑房地产投资。

诚然，根据 CoreLogic 的数据，目前房价正在倒退，在截至 5 月的三个月中下跌了 0.9%。 此
外，利率也在上升，新西兰储备银行自 去年10 月以来将官方现金利率提高了 1.75 个百分点。

然而，最成功的房地产投资者往往是那些购买后并持有数十年的人，而不是那些试图通过投机快速买
卖来把握市场时机的人。

请记住，购买房产（产权转让、建筑检查费、抵押贷款安排费、估价费）和出售房产（产权转让、房
地产经纪人佣金）都会产生相关成本。 这会侵蚀你可能赚取的任何短期利润。 此外，房地产市场在
短期内非常难以预测——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价格在任何一年中会上涨、下跌还是横盘整理。 这就
是为什么短期内进行房地产投资很少能盈利的原因。

不过，从长远来看，情况有所不同。 首先，您持有房产的时间越长，这些交易成本就越不显着。 其
次，虽然过去的表现并不能保证未来的表现，但历史表明价格在长期内会强劲上涨。 例如，根据
CoreLogic 的数据，在2003年12月至2022年5月期间，新西兰的房价中值从 263,562 纽币飙升至
1,027,121纽币，尽管在此过程中偶尔会出现调整。

因此，如果您是那种长期投资的投资者，那么假设您的工作和财务状况良好，您现在没有理由不购
买。 事实上，这种低迷甚至可能对你有利，因为你的竞争者会少得多。

想购买投资物业？ Loan Market 可以帮助您比较来自一系列贷方的贷款，因此您可以获得为您量身
定制的优质贷款方案。

如果你需要关于房屋贷款的建议，请今天就打电话给 LOA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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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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