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监管措施以来，新增自住型房贷下滑了
19%。同期，投资型房贷则下滑了45%。整体而
言，所有新增房贷较2017年峰值时期已经下滑
了25%。
为此，鉴于悉尼和墨尔本等地房价跌幅已
经超过10%，并且丝毫没有出现缓解的迹象。为
此，市场分析人士指出APRA的灭火举措有些过
度。目前APRA已经取消了“只付息贷款占新增
贷款比例不得超过30%”的限制。

文章来源：ACB News

CLSA 观点：
住宅市场虽不景气,
但并未走向崩盘

澳储行政策“失误”
房价出现泡沫，APRA 灭火过度！
自2013年以来，澳储行（RBA）官方现金利
率已经从4.75％下调至1.5%。当时的央行并不认
为自己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房价会产生“泡沫
鼓吹”的作用。
如今看来，澳储行的预测明显失误。在过
去几年间，澳储行现金利率处于历史低位，澳
洲房价快速上涨，五年间澳洲住房价格大幅增
长50%，居民家庭负债也是“水涨船高”，位于
全球首位。
对于自己的预测失误，澳储行行长却一再
表示2012-2017年间的房价上涨应归咎于住房供
应不足和人口增长过快。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澳储行（RBA）于近期公布的一份最新文件
显示，利率变化才是澳洲住房价格大幅上涨的
“主要推手”。这一点和澳储行行长Philip
Lowe近期的发言截然不同。Philip Lowe曾在多
个场合表示，住房供需矛盾才是导致住房价格
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
据悉，澳储行分析师Trent Saunders 和
Peter Tulip撰写的一份分析报告，即“澳洲住
房市场的A模式（A Model of the Australian
Housing Market）”指出，影响住房价格和建筑
业活动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是利率。
相比之下，其他因素，如经济增长、人口
增长、建筑成本、折旧成本、空置土地的价
格、租金等影响相对较小。
报告指出，住房建设对利率变化的反应不
仅明确而且强烈。由此可见，货币政策可对住
房市场产生巨大的调控作用。
两位分析师说道：“利率对建筑活动产生
了重大的直接影响。我们发现，历史低利率水
平是对过去几年房价和建筑业的快速增长原因
的最好诠释。”
￼我们看到自2012年开始，新增住房贷款
呈现陡直上升状态，期间正逢澳储行大幅降低
官方现金利率，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4年-2016年期间，新增投资住房贷款出
现下降则是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的出
手干预。
为了防范住房市场投资过热，导致金融系
统风险，2014年底，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出台
了“投资住房贷款年增速不得超过10%上限”的
规定。2017年初，APRA又出台了“只付息贷款占
新增贷款比例不得超过30%”的规定。
我们看到每次APRA出手干预，投资住房贷
款就会出现大幅下跌。而中间停止下跌的原因
正是澳洲联储（RBA）宣布将利率从2%再次下降
至1.5%的时期。
除了投资住房贷款外，自住型房贷也呈现
出同样的走势，只是规模相对较小。相关数据
显示，自APRA于2017年年初引入更为严格的宏观

在最近举办的一场活动中, 金融业内的知
名咨询顾问公司CLSA 受邀出席分享自己关于澳
大利亚住宅市场的研究分析结果，在CLSA澳洲
办公室地产部门的主管Sholto Maconochie看
来，尽管目前住宅市场出现持续的衰退，但是
过去一年发生的变化趋势证明住宅市场动态仍
是有序和在预期之内的，因此并不太可能出现
突然崩盘的情况。
先来看看目前住房市场的现状：
在前几年的繁荣期里，由于宽松的借贷标
准，低利率和移民数量剧增产生的住房短缺，
住宅市场需求旺盛，吸引了大批国内国外的投
资者，而地产开发行业也因此迎来一阵繁荣
期。
而随着供应量激增以及贷款政策收紧，大
批投资者退出观望，从2017年起住房市场持续
降温。其中悉尼墨尔本作为早前住房需求最旺
盛的地区，在遭受双重打击后，同时出现大幅
衰退，并将影响辐射至全国。
贷款收紧作为住宅市场降温的重要因素之
一，其源于APRA (审慎投资监管局）新推行的
住房贷款收紧政策，目的在于通过更严格的贷
款审核程序，降低过多借贷人违约进而导致大
量烂账出现的动荡情况。自APRA决定严管住房
贷快起，相继向贷款机构实施了“每年房贷发
放数量增幅不得超过10%”以及“利息贷款占新
增贷款比重不得超过30%”这两个限制。结合印
花税改革及海外投资审查委员会对于海外买家
投资欲望的打击，活跃在澳洲住宅市场上的投
资者数量骤减。此外对现状仍具有影响的因素
还包括工党一直承诺要推行的印花税改革以及
给移民增长速度“踩刹车”。
大环境下的多重打击逼退了大部分投机行
为，但出于工资增长速度慢，住房贷款利率升
高，及家庭杠杆率高等原因，剩下的刚需买家
们也并没有马上占得优势。Sholto Maconochie
认为，因为APRA对银行业的监管，目前开发商
和买家所面临的资金困境将因此而持续，在这
样的情况下，“弹药”比较充足的大型开发商
在竞争中将更容易占据上风。而实力没有那么
雄厚的中小开发商们则可能在即将到来的一波
公寓交房高峰期中面临资金方面的挑战，根据
CLSA数据分析结果，尽管相比于2016年繁荣期，
随后获批修建的住房项目数量正在逐渐减少，
但是早前积累下的大量获批项目在经历了施工
期后相继交房，交房数量在2019年迎来巅峰。
尽管住宅价格不断缩水，但是 Sholto
Maconochie 强调到，过去一段时间发生的缩水
状况事实上都符合预测，也体现出了有节奏的
变动，因此并不是一种灾难性的，毫无征兆和
无法应对的“垮塌”。
而对以下几方面因素的知悉，确保了研究
人员们目前任然能清晰预判出价格走势。
由于几年前失业率下降而且移民势头强
劲，悉尼和墨尔本住房市场早前存在泡沫，因
此在回归理性后如期迎来8%和6%的价格下降。
而目前虽然移民势头减弱，但是人口仍保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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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失业率及工作机会没有明显增加，通货膨
胀稳定，因此两年内住宅市场可能重新恢复供
应不足的状况。
在公寓市场上，由于大量项目相继完工，
市面上出现大批新房，买家却因为各种因素而
无法交接，因此短期内公寓市场将持续供过于
求。
而这也正是政策上宏观调控所希望的结
果，金管局在对住房信贷施加了一系列限制之
后，因为已达到了控制住房信贷失控的目标，
于2018年末金管局相继解除了此前的两条限
制。而对于已经开始的住宅市场下跌期，各机
构可以采取的应对政策除了金管局放松信贷限
制外，还包括了澳洲央行降低现金利率，以及
政府推出的首次置业者印花税政策。但目前为
止，各重要部门还未采取应对行动，因此政策
变动仍因为被视为影响住宅价格走势的重要因
素而随时纳入考量。
清盘率的变化也一直在CLSA的研究范围之
内，Sholto Maconochie称，过去的六个月中，
悉尼墨尔本清盘率的变化一直都引领着价格变
动的趋势，正是因为如此，根据清盘率的变
化，CLSA预测，悉尼墨尔本的住房价格在接下
来6个月里将会出现4%的跌幅。
而预计截止到2019年3月，悉尼墨尔本房价
的降幅将达到11.4% 和8.7%,和房价巅峰相比，
跌幅为12.9%和9.1%。但由于现在贷款发放任然
受政策影响收紧，预计未来住宅价格仍有下跌
的可能。
对于住宅投资方面的情况，CLSA也通过数
据进行了研究，并点出了一个事实：在澳洲投
资住宅的投资者们，对于目前状况下纳税后不
仅无法从物业投资上获利，而且还要承受亏损
（俗称post tax negative carry） 这一事实心
知肚明，但大多数人选择默默承受，并寄希望
于未来通过出售房产而回本获利。也正是这种
风气，将澳洲住房价格不断推上新高，以至于
政府和相关机构不得不出手打压“炒房行
为”。
而自从“严打”之后，虽然由人口产生的
住房需求仍然强劲，但是投机性购房需求已经
基本消失，由于预计未来两年全澳过量供应的
公寓将达总价199亿澳元，因此开发商也相继放
慢了项目开发速度，CLSA预计未来两年公寓交
房数量将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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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房市继续调整
超过 80 万套物业
将跌穿买入价

文章来源：AFR

瑞银：澳央行降息
不会松动银行房贷
楼市前景仍不乐观
澳统计局本周发布的疲弱的去年四季度经
济数据，促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澳央
行今年将把基准利率降至1％，金融市场定价也
反映了央行会在未来12个月内降息25个基点。
通常央行降息意味着银行会松动房贷，将
房贷利率相应下调。但瑞银认为，如果央行降
息，估计四大银行可能只会将约基准利率一半
的降幅传递给借款人，而且降息也不会导致房
贷增长再度加速，房贷增长会进一步放缓，加
剧房价下跌的风险。
从历史上看，澳央行降息并不一定能保证
浮动抵押贷款利率会下降相同的幅度。实际
上，尽管基准利率自2016年8月以来一直保持
1.5%不变，但近年来银行实际上已经上调了浮
动房贷利率，理由是批发融资成本上升。
如果澳联储今年将利率下调50个基点，房
贷市场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浮动利率会下降同
样的幅度，还是银行为降低净息差压力（NIM）
只将浮动利率下调少于50个基点？
瑞银（UBS）预计，今年央行会将基准利率
降低50个基点，但认为借款人并不能指望房贷
利率会下调同样的幅度，商业银行只会将房贷
利率下调30个基点，或略高于25个基点。
“银行业常见的误解之一是银行的借贷成
本与澳央行基准利率挂钩或高度相关。在较高
的利率环境中这一理论是适用的，但在利率非
常低的时期或当信贷利差扩大时，这种关系可
能并不成立。”
另一个问题在于，如果央行降息可减轻房
贷借款人的压力，但这是否会导致房贷需求上
升，房价回升？瑞银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否定的。
“我们认为APRA引入的最重要措施之一是
利率可负担能力至少为7％。这意味着如果标准
浮动利率或固定利率进一步降低，客户的最大
借贷能力也不会上升。”瑞银说。
利率可负担能力是银行评估借款人偿还贷
款能力的最低利率。
瑞银表示，房贷增长不但不会回升，紧缩
贷款标准和下一次联邦大选的变化，预示信贷
增长将继续放缓。“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变得更
加无序的风险正在上升。”
去年4月，瑞银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一
旦银行执行更严格、更符合真实情况的审核标
准，可以从银行贷款购买房产的借款人数量会
减少30-40％。今年2月初《澳大利亚人》报
道，房贷经纪公司Loan Market董事长兼房产中
介集团Ray White副主席萨姆·怀特（Sam
White）称，由于皇家委员会即将公布的调查建
议的不确定性，澳洲各大银行拒绝了50%的房贷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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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低迷使多达450,000的悉尼和墨尔本
物业价值下跌至低于买家购入时的价格，如果
市场继续下跌，受影响的物业将会翻倍，进一
步令家庭预算承压。
CoreLogic为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周末版所
做的独家分析显示，如果房价从顶峰跌至谷底
的跌幅为25%，这场衰退可能会令悉尼和墨尔
830,000套物业的买家陷入困境。
房地产周期已将悉尼房价拉回到2016年6月
的水平，自2017年7月见顶以来，悉尼房价下跌
了13.2%。在墨尔本，房价已回到2016年11月的
水平，迄今已下跌9.6%。
在珀斯，房地产价格自2014年6月见顶以来
已下跌17.8%，目前已回落至近13年前的2006年5
月水平。
如果两大首府城市的跌幅如一些经济学家
的悲观预测达25%，房价将进一步回落至悉尼在
2014年10月和墨尔本在2015年1月的水平，并将
有深远的影响。
分析人士表示，受房市衰退影响的大量家
庭，将对经济中最大的范畴——消费支出——
产生“重大影响”。
AMP Capital首席经济学家Shane Oliver指
将涉及近100万人，几乎占所有家庭的10%，这
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这还不包括珀斯和达尔
文，这两个城市的房价也在下降。
根据澳央行最近的估计，住房财富增加
10%，“短期内”将使消费水平提高3%至4%”。
Oliver表示，由于很多人感觉自己的财富减
少，将对澳大利亚的消费支出构成 “重大影
响”。
Oliver指出，悉尼房价已经下跌了13%，但
只是一半跌幅。因此，如果房价从顶峰到谷底
的跌幅为25%，消费者支出就会受到冲击，跌幅
为2.5%。
“在澳大利亚，消费者支出约占GDP的
60%，因此这实际上相当于削减了GDP的1.5%。”
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内消
费增长为2%，是2013年以来的最低年增长，情
况令人担忧，恐怕不断下跌的房价已经影响家
庭支出。
摩根大通分析师Ben Jarman表示，"我们认

为房市和消费行为明显互相影响，因此感到担
忧，并预测消费将放缓，因房价下跌，而且要
获得信贷审批越来越困难。"
Jarman表示，决定整体房地产市场和经济
表现的，不是债务与资本的比率，而是借款人
的债务与收入比率偏高。
当收入增长疲弱，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收支平衡，才能支持消费，但这个方式已不再
可行。这就是令人担忧的地方。这可能会产生
一个不好的反馈循环，因为很明显，如果消费
大幅减少，那么劳动力市场就会开始放缓，并
会形成自我加强的循环。”
但投资者Wycee Kohr不相信“财富效应”
的说法。过去两年，Kohr以$920,000在悉尼西区
买下了两套物业，另一套在布里斯班，售价
$400,000。
他笑着说:“我有三个女儿，我们刚买了一
条狗。我想我不会削减开支。”
CoreLogic研究主管Tim Lawless表示，现在
最受打击的将是投资者，尤其是那些在顶峰时
期购买房子的人，以及那些购买了公寓楼花的
人。
Lawless表示:“房市，尤其是楼花市场，
以悉尼和墨尔本为主，投资者数量在2015年达
到顶峰。”
他表示:“未来两年，进入交割阶段的公寓
数量将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其中许多买家将发
现，他们购买的公寓估值将低于合同价格。”
虽然可能有大量家庭会受房市衰退影响，
工党仍计划继续推行他们的改革，即一旦赢得
联邦选举，只有新建物业可获负扣税优惠。
影子财政部发言人Chris Bowen周五表
示:"不少经济学家指出，在现时的房地产市场
环境，许多投资者处于观望状态，所以现在更
适合改革负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折扣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