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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国家房市火爆真相

回顾过去三十年美国的房市走势，其各
项数据与经济指标（就业、利率）息息相
关。2019年，美国经济开局乐观，但随着
与贸易伙伴之间裂痕加深，导致关税上

计，销量下降将伴随房价平缓增长，预计
2020年现有房屋销量将下降1.8%，整体
房价将上涨0.8%。

升、企业信心下降，就业速度放慢，整体经
济虽有上涨，但增速放缓。

利率低、租金上涨以及千禧一代人口的
不断增长，使得2019年上半年美国房市
拥有了庞大的需求基础，并在夏季达到顶
峰，极大推动了房屋销量。然而，购房者
的负担能力低和经济不确定性的状况持
续，导致房屋销量失去了动力。据专家预

预计2020年现有房屋
整体房价将上涨0.8%。
“

AMERICA
美 国

买房机遇转移到二线城市
Secondary cities, prime targets.

年轻的千禧一代成为美国房市主力军，并带来新的两大改变。

Millennials have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in the US housing 
market and brought about two new changes.

HI

加利福尼亚州

内华达州

亚利桑那州

得克萨斯州

4



千禧一代将是购房主力军。

亚利桑那州 / Arizona

内华达州 / Nevada

佛罗里达州 / Florida

卡罗莱纳州 / Carolina

“

克罗莱纳州

佛罗里达州

纽约

波士顿

在2019年，年轻的千禧一代成为了美国房市的主力（2019年春季，
千禧一代在房贷中所占份额首次超过50%！）。2020年，年青一代
仍将是购房主力军，并带来两大购房特征的改变:
一、市区的复兴，年轻人对都市便利生活方式的渴望，导致市区住
房需求的上升；
二、涌入二线城市，由于沿海城市房价远超收入水平，购房者只能
转向生活质量不错、设施完善的二线城市。

买家不仅在大都市的附近郊区寻找机会，也在考虑美国其他州，亚
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德克萨斯州，将继续受益于从加州转移而来
的大量买家。而美国东北（纽约、波士顿）的买家，则在卡罗莱纳州、
佛罗里达州寻求更温暖的选择！对于寻找投资机遇的中国买家来
说，这是不容错过的投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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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秋季时，房屋销量已有明显增长，过去持观望态度的买家
正在重返市场，一些房屋需求较高的地区，已有较多高质量房源推
出。温哥华地区失业率很低，借贷成本依然很低，房市前景是积极
的，这将促使更多买家入场。预计2020年房价将上涨1.5%，至每套
$1,125,200，公寓的中位数价格将上涨3.0%，至$666,900。

CANADA
加 拿 大

温哥华 / Vancouver

在经历了2019年的下跌后，预计大温哥华房价将在2020
年保持平稳。



房市复苏  首选蒙特利尔

Ride on Montreal ’s robust 
market rebound.

蒙特利尔拥有强劲的就业市场、稳定的低利率，房价自然
水涨船高。

With a strong job market and stable low interest rates, 
Montreal’s house prices are naturally 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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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房屋库存处于极低水平，在没有新供
应的情况下，有可能在短期内看到价格重
新加速上涨。列治文山和万锦等地区受近
期市场回调影响最为严重，但目前已经显
示出复苏的迹象，而靠近市中心的地区则
在进入2020年之前就显示出明显的增长
势头。预计到2020年，大多伦多地区的房
屋总价将同比上涨4.75%，达到$883,700。

预计未来一年，蒙特利尔和整个魁北克省
经济下滑的可能性极低，大蒙特利尔地区
的房市呈现出积极健康的增长。强劲的需
求继续对卖家有利，随着库存的减少，整
个地区的房屋价格也会水涨船高，预计到
2020年底，大蒙特利尔地区的房屋总体
价格将同比上涨5.5%，达到$457,900，与
2019年的升值速度相当，有望连续第四
年实现超过4%的增长。

根据加拿大最大房产经纪公司Royal LePage房产报告
整理成稿

多伦多 / Toronto

供应不足和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市场
紧张状况，持续影响着多伦多市区和
周边地区的房价。

蒙特利尔  / Montreal

目前，蒙特利尔拥有强劲的就业市
场、稳定的低利率。





多伦多
蒙特利尔

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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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对投资者最
友好的国家，外国买家几乎可以购买任何
类型的房产（泰国、菲律宾禁止外国人购
买带有土地的房产）。此外，作为海外华人
众多的聚集地，在其重要城市，华人人口
数都占有较高比例，这也成为吸引更多中
国买家前去投资的重要因素。

从数据上看，2012年起，马来西亚整体房
价连年上涨。不过，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
的房价数据，最近三年，马来西亚的很多
地方，包括吉隆坡、雪兰莪、槟城的实际房
价其实一直在下跌，主要原因有三个：经
济增长速度放缓，影响了民众收入增长和
购买力；物业供过于求，特别是高端物业
库存较多，导致房价下跌；较高的外国人
最低投资门槛，100万林吉特的门槛把一
些外国买家拒之门外。

预计2020年马来西亚将恢复并开始反
弹，积极因素包括：降低外国买家最低投
资要求（目前门槛已降至60万林吉特），
将吸引更多外国买家；全力应对房市供
过于求的局面，已出台的措施包括严格控
制开工总数、力推“先租再买（RTO）”政策
等。此外，大马新政府和中国关系的改善、
众多“一带一路”工程的开展，都有望提升
大马民众的消费信心，并吸引更多海外买
家的关注。

近年来，MM2H（第二家园计划）申请人数
大幅增加，特别是中国香港地区的申请激
增（每月申请人数由4-5人暴涨至500人），
将为大马房市注入强劲动力。

MALAYSIA 
马 来 西 亚

海外买家利好消息多

Malaysia has bargains to offer 
foreign buyers.

马来西亚将全力吸引外国买家，以应对房市供过于求的局面。

Malaysia lowers price for foreigners to tackle over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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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 年 新 加 坡 房 地 产 投 资 总 额 下 降
31.8%，为2016年来最低。虽然如此，私人
住宅市场仍然乐观，尤其是在接下来稳定
的低利率，贸易紧张局势的缓解，积极的
就业人数和强劲的收入增长的刺激下，买
家的信心将被提振。新加坡私人住宅价格
有望在2020年增加3%。

在连续四个季度增长之后，2019年第四
季度私人住宅房地产指数微升0.3％（第
三季度1.3%和第二季度1.5%）。城市边缘
地区(RCR)正在进行第二波城市建设，中
部外部地区(OCR)今年开始逐步开放的
捷运线(TEL)，还有核心中部地区(CCR)的
扩张，这些新的发展和配备设施创造了周
围房产价值的上升空间。另外，迹象表明
投资者对新加坡资产的兴趣激增，低利率
将进一步刺激外国资本的流入，在2019
年外资注册比例高达31.1%的基础上保
持投资量弹性。

私人豪宅仍然有上升趋势，即便有大幅度
提高的印花税和跨国购买限制等不利影
响——与全球其他主要城市相比，海外富
豪们倾向经济稳定、不受地缘政治影响、
管理良好的新加坡豪宅市场。莱坊的报
告显示，全球大概17%最富有的人希望在
新加坡购房。2018年来，英国首富James 
Dyson，马云等世界亿万富翁都已纷纷在
新加坡购买了豪宅。专业机构RealStar估
计，2019年豪宅(GCB)的价格上涨了5%
至7%，2020年仍将保持活跃。

SINGAPORE
新 加 坡

31.1%0.3%

豪宅市场将持续活跃

Luxury homes demonstrates 
resilience and liquidity.

即使有印花税大幅上涨和限购等不利因素，
豪宅仍然有上升趋势。

Luxury real estate sustains growth despite 
adversities such as increased ABSD rates 
and purchase restr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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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财经见闻旨在为投资者和决策者们提
供每日不可缺的商业财经新闻、深度分析
以及评论。我们收集遍布全球的丰富报道
资源、秉承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深入
分析对澳洲经济和全球商业具有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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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澳洲财经见闻是一个知识型服
务商，线上订阅专栏包含：澳洲房地产报
告，澳洲股市分析，宏观经济数据，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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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市场都无法在席卷全球的低迷态势
中独善其身。但在经济危机时期，投资者
心中一些根深蒂固的观点（例如，曼哈顿
的公寓属于最安全的资产之一）能发挥重
要的支配作用。正如自证预言一样，这种
坚定的信念反过来促使人们加大对避险
市场的投资。

无论是迅速传播的新冠病毒疫情，还是在
不久的将来由其他突发事件所引发的经
济衰退，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都不太
可能蒙受重大损失，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正
值买入伦敦、纽约和洛杉矶房产的合适
时机。

在动荡时期，全球财富转向房地产市场，
以寻求长线投资机会。某个专注于投资美
国不动产的平台数据显示，新注册的英国
和海外富豪买家数量均出现增长，毫无疑
问，高净值客户对不动产的兴趣有所提
升！而在上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类买
家也有类似的行为。

投资者将目光转向房地产业的同时，全球
富裕阶层也在调整他们2020年的投资配
置。全球房地产咨询公司莱坊国际在上周
发布了年度财富报告，其中包含一项针
对620位私人银行家和理财顾问（管理约
3.3兆美元的资产）的调查。调查显示，五
分之四的高净值人士计划在今年改变他
们的投资策略，以应对全球经济放缓。超
过40%的富豪打算增加房地产投资配置。

特辑：疫情冲击下的全球房市
Coronavirus outbreak: Impact on the global property markets.

富豪抢购房产避险

The rich snap up properties 
for wealth protection.

五分之四的高净值人士打算增加房产投资配
置，以应对当前危机。

80% of HNWIs plan to increase allocation to 
real estate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crisis.

1

莱 坊 国 际 全 球 研 究 部 主 管 贝 利（L i a m 
Bailey）在早先的评论中称，“自上一次全
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地的富裕人
士正以我们前所未见的方式积极应对风
险。”

16 探寻2020海外置业新机遇



1、海外房产交易陷入低谷   

限制跨国出行导致的海外买家交易量暴
跌已不可避免，比如热门投资目的地泰国
就深受其害。由于受突发疫情的影响，中
国暂停了所有赴海外的旅行团，而泰国方
面也暂时取消了包括中国在内18个国家
的落地签证，且即使入境也需要自我隔离
14天，这不仅对当地旅游业，也对房地产
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

泰国房地产信息中心（REIC）代理主任维
拉特卡普（Vichai Viratkapan）预计，今年
上半年来自中国买家的交易量将减少5
成，而全年的交易额将减少70亿泰铢（约
合15亿人民币），约占总额的25%。

泰国FazWaz房地产集团业务发展总监比
穆洪（Marciano Bijmohun）称，当地大量
期房公寓项目正接近完工，但部分中国买

家由于旅行限制而无法完成最后的交易，
因此其中不少人要求退款或者推迟交易。
他认为，未来数月这种情况会持续发生，
并且将给当地开发商带来一定程度上的
财政压力。

为此，居外IQI执行董事长奇米尔（Georg 
Chmiel）表示：受疫情影响，中国和其他
亚洲国家买家的跨境房地产投资被按下
了暂停键。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些国家的房
地产市场受到了负面影响，包括到拍卖现
场的中国买家数量下降，看房数量减少，
以及一些涉及中国买家的交易迟迟停留
在签订合同和正式过户阶段。

不过，短期内，交易数量减少，看房、购房
活动停滞不可避免，但一旦疫情减弱，交
易量的收缩或停滞不会持续太久。奇米尔

（Georg Chmiel）补充说，中国买家在海
外投资房产的驱动力仍将长期存在，疫情
只是暂时抑制了这种需求。

新冠疫情带来3大影响

3 key effects of 
coronavirus outbreak.

本次疫情不会削弱大家对
投资多元化、生活方式、海外教育的向往！

This virus will not weaken Chinese 
aspirations for investment diversification, 

lifestyle and overseas education.

2

GLOBAL
全球房市

当前（3月），新冠病毒肺炎正在全球
肆虐，随着确诊人数的不断猛增，市
场上的恐慌情绪也被推至了高潮，在
这样的大背景下，海外房地产市场又
将何去何从呢？居外网为大家整理业
内专家的观点、列出疫情给海外房产
带来的三大影响。

“

探寻2020海外置业新机遇 17



2、短期对海外房价影响有限

本次新冠疫情引发的交易量下降是否会
给海外市场的房价带来冲击呢？

对 此 ，德 国 德 昇 地 产 有 限 公 司（ S u n 
Immobilien GmbH）总经理孙杨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房地产市场的周期要比股市
长很多，交易量下降并不会马上导致房价
下跌。通常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户主都会
选择持有观望，而不是急于出手。如果疫
情短期内得到控制，且之后经济得以快速

复苏，预计整体房价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当然,他也补充道，万一情况失控，引爆全
球经济危机，那么房地产市场也难以独善
其身。

高纬环球分析师罗基（Rebecca Rockey）
也认为：“现在预测疫情是市场的影响还
太早，商业房地产市场不是股票市场，租
金等基本面因素不会在一两天内就发生
剧烈波动。”

不过，近期疫情在欧洲地区大暴发还是让
房地产市场蒙上了一层阴影。据德国不动
产银行Hypo最新公布的房地产景气指数
下跌了10.5个点，跌至100.5点，低于100
点则表示未来期望为负。

德 国 H y p o 银 行 C E O 巴 特 纳（S a b i n e 
Barthauer）表示，景气指数下降主要是
受酒店行业的影响，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迫
使德国大量展会取消或延迟，这让当地的
酒店房地产市场跌入了低谷。不过该银行

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写字楼市场的情绪
相对稳定，迄今为止，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似乎并未传导到酒店业之外的房市领域。

3、新变化：线上看房加速+重视健康
房产

这次疫情不会阻碍到中国未来的跨境购
房和投资，不会削弱大家对投资多元化、
生活方式目标、医疗和海外教育的向往。
通过本次疫情，也给海外房产行业带来了
两个意想不到的转变：线上看房增加和大
家对海外健康房产的重视。

I Q I 西 澳 大 利 亚 分 行 董 事 总 经 理 L i l y 
Chong表示，疫情正让互联网和科技在销
售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她提
到，由于澳大利亚现在也对入境的人士做
出了诸多限制，因此她现在主要通过图片
和视频的方式与看房者直接沟通，大大减
少了无法到现场看房所带来的麻烦。毫无
疑问，疫情可能推动房地产行业数字化的
进展，通过网络视频甚至VR看房可能会
成为未来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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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尤其是那些购买海外房产作
为度假屋或养老基金的投资者，可能也会
将当地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医疗资源因
素纳入考察范围。居外网开展的消费者调
查结果表明，对于海外购房者来说，医疗
保健是五大最重要的激励因素之一。对退
休买家更是如此。

本表显示了在中国买家眼中，在医疗保障方面排名前20位的国
家，即预防、发现和快速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病毒爆发）
的能力。这些医疗保障方面的数据来自一份由核威胁倡议组织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和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共同撰写的报告。

中国买家
国家排名 国家名称

医疗保障
国家排名

医疗保障
指数得分

1 泰国 6 73.2

2 澳大利亚 4 75.5

3 日本 21 59.8

4 美国 1 83.5

5 加拿大 5 75.3

6 马来西亚 18 62.2

7 英国 2 77.9

8 阿联酋 56 46.7

9 越南 50 49.1

10 菲律宾 53 47.6

11 新加坡 24 58.7

12 希腊 37 53.8

13 柬埔寨 89 39.2

14 德国 14 66

15 西班牙 15 65.9

16 新西兰 35 54

17 法国 11 68.2

18 印度尼西亚 30 56.6

19 土耳其 40 52.4

20 葡萄牙 20 60.3

数据来源：居外网匿名用户数据，不包括香港地区；全球医疗保障指数来自：核威胁
倡议组织，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和经济学人智库。

疫情使得海外房产买家从以投资为主开
始转向了投资加自住的趋势。此前东南亚
房产的海外买家大多青睐一居室的小户
型以便获得较高的租金回报率，但最近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大户型，为了以后遇
到特殊情况可以作为自住之用，因此购房
目的地国家的公共卫生设施条件也被纳
入了买家的考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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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日本国土交通省发布的截至2020年1月1日的公示地价
显示，全国商业、工业和住宅等全部用途的地价平均上涨1.4％，连
续5年上涨！核心城市之外的地方圈也上涨0.1％，时隔28年转为上
涨。不过，由于这些增长主要是受访日游客增加和城市再开发拉
动，如果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的打击长期化，影响将难以避免。
 
在三大都市圈，住宅用地得到坚挺的就业机会和超低利率支撑，上
涨0.8％。商业用地价格上涨3.1％，涨幅分别比上年扩大。驱动地
价上涨的因素主要包括，企业为争取人才更倾向于选择宽敞的办
公室，以及能够减少通勤时间的分部办公室，而访日游客众多的地
区，用于酒店和店铺的土地的交易活跃。

值得注意的是，自二月起，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的影响开始加剧，
这一点，对于带动地价复苏火车头的旅游城市和三大核心城市尤
为明显！由于来自中国的邮轮取消和航班减少，市区各商业设施人
员明显减少，如果这样的影响长期化，势必冲击现在的地价。更多
后续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

JAPAN 
日 本

日本地价
连续5年上涨 

Japan land prices rise for 
5th consecutive year.

三大核心都市圈之外，其他地方的地价时隔
28年再次迎来上涨！

Land prices in regional Japan rose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bubble burst 28 years ago.

全用途 住宅地 商业地

全国 1.4% （1.2） 0.8% （0.6） 3.1% （2.8）

东京圈 2.3 （2.2） 1.4 （1.3） 5.2 （4.7）

大阪圈 1.8 （1.6） 0.4 （0.3） 6.9 （6.4）

名古屋圈 1.9 （2.1） 1.1 （1.2） 4.1 （4.7）

地方圈 0.8 （0.4） 0.5 （0.2） 1.5 （1.0）

核心4城市 7.4 （5.9） 5.9 （4.4） 11.3 （9.4）

地价
涨幅11.3

2020年公示地价的变动率

三大城市圈之外，地方四个核心城市（札幌、仙台、广岛、福冈）的
地价涨幅为11.3％，达到2位数。原因也颇为简单：近年东京等地
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迅猛，导致追求更高投资收益的资金流向地
方。这四个城市的地产开发主要围绕访日游客消费的商业设施和
办公场所上。

注：上年同比。括号内为上年       核心4城市为札幌/仙台/广岛/福冈

东京圈

大阪圈

名古屋圈

仙台

札幌

广岛

福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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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最大房产网站Rightmove的信
息，随着伦敦房价的触底，2020年英国平
均房价将上涨2%，北部地区的表现将比
南部更为强劲！

2019年底的选举结果，为今年的房市发
展铺平了道路。事实表明，保守党占据优
势地位的选举结果对英国房市的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特别高端房产市场——表明
当前的英国政府不会对高端买家的财富
征收惩罚性税款。因此，选举结束没几天，
伦敦市场就出现了复苏的迹象，超级豪宅
交易频出。专家预计，伦敦房市触底反弹
后，英国南部购房需求最旺盛的地区房价
将温和上涨1%。

伦敦触底反弹 北部增长强劲

Northern prices will soar as London 
starts to bottom out.

2020年英国北部地区房市将延续之前的发展势头，并实现强劲增
长。

Northern regions will continue strong growth momentum and lead 
the UK housing market in 2020.

ENGLAND 
英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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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2020年英国房市发展最强劲
的增长将出现在北部地区，将延续2019
年的发展势头，预计获取2-4%的涨幅。数
据显示，目前曼彻斯特公寓均价为22.9万
英镑，利物浦的公寓均价仅为13.5万英
镑，远低于伦敦的房价水平。随着英国政
府在北部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重建、振兴，
已有越来越多的海外买家密切关注曼彻
斯特、利物浦这两个北部最重要的区域性
城市。居外网数据表明，2019年第二、三
季度，中国买家对这两个城市的询盘量较
第一季度增长了两倍！

房价低、但增长和收益潜力巨大，这是利
物浦和曼彻斯特的优势，两个城市也一同
入选了“2020英国十大住宅投资城市”行
列。当伦敦成为高端买家的乐园，我们有
理由相信，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将成为学生
和投资者的最佳选择！

曼切斯特 / Manchester

利物浦 / Liverpool



下一届世博会将在迪拜开幕。最新的专家
分析显示，世博会将有效带动阿联酋经济
的发展，但很难给当前低迷的迪拜房产市
场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以往，阿联酋的经济和财政中心集中在提
高供应上，但随着众多基础设施的完工，
阿联酋正在加大力度开发消费需求，签证
政策、企业所有权政策调整、世博会就是
最新的尝试。为期半年的世博会预计将
吸引超过2500万游客访问阿联酋，其中
70%为外国人，这将成为一股持续、强劲
的消费需求。预计本次世博会将促进阿
联酋非石油经济增长率达到3%，带动总
体增长率的短暂回升。

迪拜

DUBAI
迪 拜

为了此次世博会，迪拜在新的基础设施
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例如地铁线路
的扩建，同时还推出了长达10年的长期
签证政策。不过，经济学家普遍表示，迪
拜的酒店业、零售业及高端住宅一直因产
能过剩而低迷，本次盛会能短期刺激消
费，但鉴于未来数月供应仍将明显增长，
因此，迪拜房市在短期内不会出现真正意
义的复苏。

莱坊（Knight Frank）表示，受世博会影

预计吸引超2500万游客

响，预计2020年迪拜房价将仅下降2%，
相对于2019年3.7%的降幅，下跌势头将
放缓，并有望稳定下来。

最新消息：4月4日，迪拜宣布，基于新冠
疫情影响，本次世博会将延期一年举办。
毫无疑问，此举将进一步影响当地房市发
展，更进一步的解读与分析，我们将持续
关注，敬请留意。

世博会效应 房市有望稳定

Expo effect expected to stabilize 
housing market.

世博会将有效带动当地经济，但很难给当前低迷的迪拜房
市带来实质性改变。

Dubai Expo will boost local economy but unlikely to revive 
housing market from current downturn.

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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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年，在买房移民的“黄金签证”热潮下，到葡萄牙买房的外国
买家已占买家总数的三分之一，其最热门城市里斯班的房价上涨迅
猛。因此，2020年想要投资葡萄牙房产，其第二大城市——波尔图是最
佳选择！数据显示，2019年波尔图的房产销量增长了15%，但房价
仍比里斯本低30%。总价低、回报稳定，而且还可收获绿卡，2020
到葡萄牙“买房移民”就看波尔图。

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中心腹地，周围的阿尔卑斯山风景以及温泉
中心举世无双，拥有丰富的冬季运动资源，是全欧洲设立最早且设
施最完备的滑雪度假村。这里还是环法自行车赛的舞台，由此吸引
了众多外国买家的关注。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来自英国的买家
从5%增加到15%，而瑞士买家从20%上升到25%。目前，当地两居
室木屋式公寓的价格在50万美元左右。

地中海最著名的海滨旅游城市之一，历史悠久、风光美丽、气候温
暖，被称为“阳光和快乐之城”。作为意大利南部最大城市（仅次于
米兰、罗马的第三大城市），那不勒斯以往被国际买家所忽略。不
过，过去一年来，那不勒斯的房地产销量增加了15%，代表了海外
买家开始关注这个南部城市。数据显示，当前其房价仅为200美元
每平方英尺(约￥15000元/平方米)，正是适合入场的好时机。

EUROPE
欧 洲

法国梅杰夫 / Megèv, France

葡萄牙波尔图 / Porto, Portugal

意大利那不勒斯 / Naples, Italy





3大最佳房产投资城市

The 3 best cities for property 
investment.

2019年波尔图的房产销量增长了15%，但房价仍
比里斯本低30%。

Sales in Porto increased by 15% in 2019, but house 
prices are still 30% lower than Lisbon.



葡萄牙
法国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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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居外网的数据，连续两年，泰国成为最受中国买家欢迎的海外
置业目的地。自2018年初以来，中国买家对泰国住宅的需求激增。
尽管最近一个季度与近四季度的峰值相比，中国买家的需求（按
询盘次数计算）有所减弱，但需求总数依然处于高位。2019年第二
季度，中国买家对泰国住宅的询盘量同比增加了74.2%。泰国距离
中国南部多个城市都很近，都在两小时航班范围内。对中国买家
来说，价格是让他们对泰国房产产生兴趣的重要因素：2018年泰
国新房平均价格仅为90146美元，很适合对房产总价很敏感的中
国买家。

获取高质量、低成本的医疗服务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置业动机。在
泰国可以轻易享受到高品质且价格实惠的护理服务，这也让泰国
成为了一个理想的居住地。按照国际标准，泰国当地的医疗水平很
高，但价格低廉。 

中国买家最爱的
海外购房目的地

World’s top destination 
for Chinese home buyers.

中国买家对泰国房产询盘数据

数据来源：居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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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年，泰国成为最受中国买家欢迎的海外
置业目的地。

Thailand remains most popular among 
Chinese property buyers for 2 years in a row. 

数据显示，与选择其他国家的中国买家相比，最终在泰国置业的
中国买家需求如下：
投资 以实现投资目标而购房的比例要高21%
度假 用作“第二住宅”或“度假房”的比例要高148%
退休 以“退休养老”为目的的比例要高189%

中国买家在泰国的购房需求往往与旅游业有直接关联。过去两年
里，在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海外旅游目的地榜单上，泰国始终名
列榜首——2018年赴泰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首次突破1000万，达
1054万人次，而2019年的赴泰旅游的人数继续增长，达1098万人
次。毫无疑问，泰国，不仅是中国人境外游的第一选择，也是中国
买家到海外买房的首选地！

1

投 资 度 假 退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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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泰国教育部门正致力于将泰国打造成东南亚优质私立教育
中心。中泰两国的国际学校都拥有同等的欧美标准课程设置、设施
和师资，但泰国的学费要比中国大陆的同类学校要低。与在中国大
陆学习的儿童相比，在泰国学习的儿童还可以受益于高品质的生
活，较低的生活成本和更理想的环境条件。在泰国的外国学生群体
中，中国学生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泰国现在有200多所英文教育的国际学校，总数在东南亚排名第
三，在全世界排名第九。泰国的国际学校每年招收约7.3万名学生，
雇佣8000多名教师，并创造8.45亿美元的收入。曼谷和清迈是泰国
最大的国际学校集中地（数据来源：ISC Research）。 

即使考虑到在泰国购买并维护“第二住宅”的费用，中国孩子在泰
国国际学校中接受优质教育的费用也低于在国内接受同等教育
的费用。

目前，在泰国越来越多地出现这样现象：一些来自国内大城市的买
家通过早期买房投资完成了财富积累，他们随后在泰国购买多处
能产生现金流的投资物业。然后，这些中国买家可以自由选择国际
学校周边的别墅（根据泰国法律，外国买家不能直接拥有带土地的
别墅），用租金支付生活费用，做到“投资、教育”两不误！

新潮流
投资留学两不误

Haven for investment 
and education.

在泰国的外国学生群体中，
中国学生人数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Chinese children making up the fastest 
growing segment of Thailand’s cross-border 

student population. 

教育
泰国教育部门正致
力于将泰国打造成
东南亚优质私立教

育中心

医疗
在泰国可以享受到

高质量、低成本的护
理服务

旅遊
最受中国游客欢

迎的海外旅游
目的地

退休养老

2

学校 学费（单位：美元）

普吉岛英国国际学校* $ 14,109.63 

上海英国国际学校（浦西校区）** $ 45,715.24 

*包含住宿费
**含全部预付款项，已扣除折扣部分（3%），不含住宿费。

投资物业

THAILAND
泰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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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最新房市概况

Thailand property 
market outlook 2020.

经济疲软及库存过多，预计2020年泰国
住宅房地产市场将保持疲软。

With a sluggish economy and condo surplus, 

the Thai residential market is expected to 

stagnate in 2020.

3

由于经济疲软以及开发商库存过多，预计整个2020年泰国住宅房
地产市场将保持疲软。泰国政府于2019年4月推出了更严格的贷
款政策，降低了LTV比率，此外，一直保持强劲的泰铢也对房市产生
了负面影响，导致部分外国退休人士和投资者转向价格更低的邻
国。因此，许多分析家预测泰国公寓市场将放缓。

核心数据看泰国

国内生产总值
（GDP）

5050亿美元
2024年预计
GDP增长率

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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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买家最喜欢的
5个泰国城市

到泰国买房的
中国买家分布

排名 地区

1 曼谷

2 芭提雅

3 清迈

4 普吉岛

5 苏梅岛

排名 地区

1 北京

2 广东

3 上海

4 浙江

5 山东

当前，泰国政府出台了数千亿泰铢的刺激计划，以刺激当地经济。
同时，众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大城市开展，尤其是首都曼谷，
不断兴建的BTS轨道线路将拉近城市各区域的联系，加速扩充城
市规模。考虑到曼谷在“泛亚高铁”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有重要
的枢纽作用，以及目前泰国房价仍处于较低水平（与买家所在地相
比），今后曼谷仍将成为国际买家重点关注的市场！

人 口

6950万

营商便利指数

全球第27位
（共211个国家）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18

居外网
海外买房排行榜泰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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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澳洲房市
随时反弹

Australia’s property 
market is making a strong 
comeback!

亲商型政府、最低利率、澳元汇率，
这是房市有望反弹的三大要素

Record low interest rates, investor-friendly 

government and weak AUD fuel market 

rebound.

1

自2017年中期开始便热度渐退的澳洲
楼市最近似乎出现了回暖迹象。数据表
明，2018年第四季度以来，买家通过居外
网对澳洲房产进行咨询的数量出现了明
显回升。询盘量增加并不能就此说明需求
强劲，但至少意味着市场在大跌后有回暖
迹象。

在 交 易 层 面，C o r e l o g i c 的 数 据 显 示， 
2019年8月第三周，悉尼进行了500套房
屋的拍卖，录得84.7%的初步清盘率，为
2017年2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期墨尔
本进行了665套房屋拍卖，初步清盘率为
79.7%，已连续5周超过70%。CoreLogic
研究部门负责人劳乐斯（Tim Lawless）
表示，澳洲房价可能已在2019年7月份触
底，不仅悉尼和墨尔本，包括布里斯班、霍
巴特、达尔文的房价均出现了微幅上涨。
不过，房市的复苏将会“相当温和”，而不
会是“一个快速的阶段”。西太平洋银行的
消费者信心指数也显示，投资者的“购房

时间”和“房价预期”指数均出现了明显
反弹。

促使澳洲房市出现回暖的因素大致有以
下三个：一、亲商型政府，联盟党在大选中
获胜，从而使工党倡议的“负扣税”、“资本
利得税折扣”等不利于房东的措施没有机
会实行；二、史上最低利率，过去数月内澳
联储连续两次降息，并且银行监管机构对
贷款的限制也在放宽；三、澳元处于低位，
当前澳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处于近十年来
的新低，一年内的跌幅超过10%。汇率的
下跌抵消了各州额外税费对外国买家带
来的影响。

!

房市反弹三大要素！

亲商型政府

最低利率

澳元汇率

38 2分钟看懂买家最爱房产市场



澳洲在财富、经济前景、生活
质量、教育资源等方面均处于
世界前列,除了投资者，吸引
而来自的还有留学生、游客、
移民。一起了解澳洲最引以为
傲的三大优势：

发达富裕  
澳洲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群体，人均财富
在全球排名第一，个人资产净值中位数高
达191453美元（高于瑞士的183339美元）。
澳洲矿产资源丰富、财富、收入和房价的
增长速度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在安全、
医疗保健、社会服务方面，澳洲的排名高
于美国。

生活品质
在经济学人智库“世界全球最宜居城市”
名单中，有三座澳洲城市位列前十，整个
欧洲仅有2座城市跻身前十。这样的优越
表现，凸显了澳洲的卓越生活品质，也足
以说明买家将澳洲作为移民、旅游和受
教育目的地的重要原因，让越来越多中国

买家到澳洲买房、移民、留学和旅游。此
外，由于投资者们认为宜居城市的房产
在中长期内拥有较强的增值潜力，因此
这一排名还直接促进了澳洲房产投资的
发展。

优质教育
澳洲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有报道称，澳洲将很快超过英国成为位
居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热门留学国家。虽
然澳洲不像美国和英国那样拥有哈佛和
剑桥这样国际公认的知名权威大学，但
澳洲对中国留学生依然有强烈吸引力，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选择多样，录取率高
• 可申请2至4年的毕业生工作签证
• 与中国大陆的时差小
• 生活环境对中国留学生友好 
• 品质保障，口碑认证

到澳洲买房的
3大理由

3 reasons to buy a 
house in Australia.

除了投资者，吸引而来的,
还有留学生、游客、移民。

On top of investors, foreign 
students, tourists and immigrants 

are attracted.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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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bourne

Brisbane

$ 973,664 悉尼 $ 746,017 

$ 778,649 墨尔本 $ 576,475 

$ 546,781 布里斯班 $ 386,023 

澳洲最新房市概况

Australia property 
market outlook 2020.

假设房价增长保持稳定，那么到今年中
期，房价将超过先前的峰值！

House price growth has accelerated and set 

to reclaim 2017 peak around mid-2020.

2018人均GDP

58,940美元

世界排名第10

2019“人类发展指数”排名

NO.2

10强

3个

2019“全球最宜居城市”

数据来源：CoreLogic

墨尔本

布里斯班

城市入选

主要城市房价数据
 (2019年12月)

独立屋 公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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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sbane

根据CoreLogic的数据，澳洲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在
2019年都创下了新高，全年平均住房价格在12月
期间上涨了1.1％，在一年中上涨了2.3％。不过，澳
洲八大首府城市中，除霍巴特和堪培拉外，其他首
府城市的房价均仍低于历史最高纪录（2017年10
月创下）。

专家分析，如果当前的季度增长率保持不变，那
么随着房屋价值升至新的历史高位，整个澳洲
房屋市场将在3月份出现名义上的复苏。这也意
味着，悉尼房价中位数将回升至100万澳元以
上——2019年12月，悉尼地产独立住宅的中位数
为973,664澳元（公寓为746,017澳元）。

尽管当前澳洲利率已处于0.75%的历史新低，但
澳洲储备银行仍打算在2月和6月再次降息！与此
同时，澳洲人口增长继续强劲，住房基本需求旺
盛。这都将成为支撑2020年澳洲房市反弹的重要
依据。假设房价增长保持稳定，那么到2020年中
期，房价将超过其先前的峰值！

中国买家最喜欢的
5个澳洲城市

排名 地区

1 墨尔本

2 悉尼

3 布里斯班

4 阿德莱德

5 珀斯

居外网
海外买房排行榜澳大利亚

Sydney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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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观资讯 · 官微

2020年4月17号,        中国 · 上海“Creative, Extraordinary/大会介绍
随着中国资管新规的落地后，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经历了重大变革，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新的市场和监管环境，确保健康合规稳健发展成为

私人银行与财富管理机构迈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课题。

『启程上海，新时代的突破与融合』

本次活动注重学习与交流，以“新机遇、新挑战、新未来”为主题，共同探讨新时代的财富管理变革、理财子公司崛起，重塑大资管格局、三方资管裂变与重生

、海外房地产的投资分析等热点话题；

2020 2nd Annual Conferenceon Global Wealth Finance&“JinGe Prize”Selection

2020第二届全球财富金融年会及金革奖评选

飞羽商务 · 官微

主办方/Organizer

1、新时代的财富管理变革

2、理财子公司崛起，重塑大资管格局

3、私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应对策略？

4、贸易局势波动下，如何平衡财富？

5、信托与保险再续前缘

6、家族信托法律架构中的“避雷指南

7、“三方资管”裂变与重生

8、海外房地产市场投资分析

9、乘风破浪，地产投资的价值机遇？

10、投资于REITs及相关证券化产品

Hot topic/热点话题

Tel：021-52868135   ·   赞助合作联系人：taylor.zhong@feiyubc.com   ·   商务合作联系人：nick.lee@ebcbio.com

私人银行

财富管理公司/家族办公室

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

资管机构：银行资管/保险资管

/基金管理/另类投资管理

资管公司/律所/税务师所

地产商/移民机构/高端生活服务供应商

金融科技公司 %

%

%
%

%
%
%

%

Participating Group/参会群体





2019年全球投资移民行业
要闻联播

Global investment immigration 
2019 in review.

盘点过去一年投资移民行业最值得关注的大事件。

Immigration industry over the past year.

塞浦路斯拟取消26个2018年以前签发的
投资入籍公民身份
据传，在4000多宗的申请案中，有26人即
将失去塞浦路斯公民身份。

点评：塞浦路斯投资入籍计划在过
去几年收到了来自全球富豪的追
捧，但受到欧洲议会及多方的监管
压力，合规要求不断提升的同时，
也将重点放在了梳理过去已经获
得审批的投资申请者中。

1

土耳其投资入籍计划备受青睐  申请人数令人
惊讶 
土耳其“买房移民”入籍计划令人眼前一亮：内
政部表示过去12个月里有近10,000名投资入
籍公民。

点评：该政策于2018年9月18日进
行改革，将投资房产的门槛从原先
100万美金下调到了25万美金，再
加上土耳其护照的高含金量（快速
前往英、美的跳板），因此短期内吸
引了大批申请者，成为2019最火的
移民政策。 

2

3
希腊黄金签证涨价 加强居留要求 
关于希腊投资入籍计划的传言浮出水
面——希腊政府正在考虑将黄金签证价格
翻番，且提出强制居留要求。

点评：经历了POS机刷卡支付购房款风波之
后，希腊黄金签证仍在2019年表现强劲，或
批准超过2000个申请个人或家庭，在欧洲
黄金签证中独占鳌头。作为一个新兴的项
目，在一片大好行情背后，也加速了希腊政
府去完善和调整该计划的进度。

撰稿：陆琦Luc LU
投资移民知情者（IMI Daily）区域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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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道”前往北美  美加两国忠实粉丝多 
2019年底，EB-5“升级”终于落地，最低投资额从
50万美元（区域中心）分别涨至90万美元和180万美元。

点评：美国投资移民一度在中国市场占有绝对的统治权，尽管随着排
期，项目欺诈案等一系列问题，但仍占据了非常高的关注度。另一个同
样在北美老牌投资移民项目——加拿大投资居留计划，仍拥有一批忠
实的“粉丝”。短期来看，大量申请者可能绕道来解决问题，例如利用E2
签证来达到到美国定居的目的，通过技术类别方式移民到加拿大等。

5

4
爱尔兰绿卡成为“黑马” 审核有待加速  
得益于英国脱欧，爱尔兰投资居留计划以欧洲和英国
之间的“桥梁” 的概念在一跃成为市场“黑马”，同样市
场的火热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审理速度。

点评：随着日益明朗的脱欧局势，英国投资居留的前景
也会更加明朗，那些与英国有教育和商业联系的申请
者将会是市场主力人群。这样尴尬的局面也在2019年
集中爆发了，提速将是未来该项目不得不放在首要去
解决的问题。

4个欧洲国家计划推出投资入籍计划
4个欧洲国家计划推出投资入籍计划
在过去12个月里，又有2个国家摩尔多瓦和黑山决定推出自
己的投资入籍计划来获得振兴经济的机会。

点评：欧洲各国已经从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的投资入籍计划中发现了
投资移民给各国带来的好处，在2020年中，不光有已经尝到“甜头”
的希腊，同为欧盟候选国的阿尔巴尼亚，波黑，北马其顿都有意通过
开发计划来吸引更多海外投资，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7

2019葡萄牙西班牙“买房移民”表现不佳 
数据显示，2018下半年起，西班牙黄金签证批准量
下降34%，中国人兴趣大减。此外，去年年底，美国众
议院通过法案，葡萄牙成为E1和E2条约签约国。

点评：随着申请量下降，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中国2019
年表现不佳，但由于公民身份的路径和
条件逐步明晰以及成为E1和E2条约签约
国，葡萄牙黄金签证的含金量陡然上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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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
关键词：壕

我在美国西北大学的卡塔尔校区读过两年多。这个校区像是美国
教育和中东文化的结合体：因为它使用的是美国本科的教学系统，
但是却融合了一些独特的中东元素。

就如大多数人所想，在中东国家念书，感受到的就是浓浓的土豪气
息。入学的第一周学校就会发放最新款的Mac15寸笔记本电脑，我
所在的新闻系在大一下的时候还会顺带发放一只尼康或者佳能的
单反供新闻拍摄练习使用。

我们的教学楼都是经过高级建筑师精心设计，并可以拿去评世界
大奖的。我们的单身公寓在我搬进去的第一天也只能用目瞪口呆
来形容，大约70平左右，6500美金一个月。

学校的其他福利也很好。比如，学校经常会有免费的五星级酒店的
自助餐；在各个假期学校都会选一群学生，由学校出钱去各个国家
做志愿者。我在大一的时候参加过学校去南非首都开普敦的项目，
在开普敦玩了整整10天，自己几乎没有出钱。在感受当地文化的同
时，也被学校带着吃各种各样当地的海鲜和其他好吃的美食。

在美国留学，大家最感同身受的大概就是deadline了。每次在作业
截止之前都会让自己焦头烂额，压力巨大。尤其是像我这种学新闻
的人，教授有时候会给你一个9个小时的deadline：也就是说，在这
9个小时之内，要找好采访对象，约好采访时间，完成至少3到4个
采访。还要拍摄出相关所有内容，写出脚本，做好剪辑，配好所有文
字音效。如果你有这方面经验的话就会知道，9个小时基本上是在
打仗的状态，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其他专业也是如此。

美国课堂的还有一大特征就是发言吧，在美国，尤其是在seminar
里面，不发言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刚出国的那段时间一度让我压力
非常大，不仅因为当时的语言问题，不习惯发言也经常是让我紧张
好久才能憋出一小句话。

不过，不得不说，如果你是立志要在大学里好好学点东西，美国留

撰稿：蒋清嘉 
(曾留学中东美国英国，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本文根据作者实际留学经历整理而成
供稿：新航道教育

环球留学体验一览

International student 
testimonials.

留学，能让你看到更大的世界，很可能在
不经意间，就能颠覆你的想象。

Studying abroad will widen your horizons and 

even subvert your imagination inadvertently.

SOCIAL 
LIFE

STUDY SLEEP

在美国
关键词：压力山大

我觉得美国的本科教育体制，最明显的特质就
是压力大、作业多。网上最流行的关于美国教
育的3S很好概括了美国大学的压力情况——
Social，Sleep，Study，几乎很难做到三者兼得。想
要社交，又想拿好成绩，那就势必意味着你可能不
会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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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教育体系最不能让人理解的就是考试和一些大论文会放在假
后。也就是说，在你已经辛苦了一个学期想要好好放松一下的时
候，你就会发现，再过20多天就面临着本学期的期末考。这种感觉
是相当沉重的。2015年的圣诞节，当英国人民在欢庆圣诞的时候，
我却在苦苦地准备考试。

不过可能是英国的学制短（本科三年，研究生一年），学费也相对
美国低一些，我到英国来之后就明显发现中国留学生比在美国要
多得多。走到大街小巷甚至图书馆都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中国留
学生。

来英国留学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去欧洲各个国家走走转转。因为离
欧洲其他国家都很近，签证也相对好拿。放假时，去别的欧洲国家
旅游绝对是在英国留学的一大优点。当然美国的同学也可以去美
国境内或者南美国家旅游。

总结：留学，能让你看到更大的世界，很可能在不经意间，
就能颠覆你的想象。

学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因为课业压力大，难度高，很多时候不是
你想学，是你会不得不学。

在英国
关键词：辛苦

英国的教育系统没有美国的压力如此之大，不过如果想要好好学，
也绝对不轻松。我现在研究生学的政治专业一个学期3门课，但是
每门课每个礼拜的必读书目有时候会达到四本之多。除非你没日
没夜地读，要不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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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看房



本文摘自“澳洲财经见闻”
原标题：澳洲对待华裔“爱恨交加”，下一个故事是什么？

澳洲社会怎样看待华人？
Welcome to Australia,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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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的华裔人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
过，中澳两国的经济关系也从未如此紧
密。但是，还是有很多澳洲人难以克服对
中国的恐惧。从澳洲人的角度，看看当前
当地民众对华裔的态度。

歧视减少，但不意味着“受欢迎”
如今，在澳洲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跨种族
的年轻夫妻。绝大部分澳洲人开始认可中
国对澳洲繁荣作出的贡献。过去20年，澳
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澳洲的华
裔人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过，两个国
家的经济关系也从未如此紧密。在澳的中
国留学生有大约15万，在2011年人口调
查中，普通话超过意大利语成为继英语后
使用最广泛的语言。 

由Scanlon Foundation完成的2015社会
凝聚力调查表发现，所有移民团体中，报
告遭遇过歧视的受访者比例均出现显著
下降。2015年为14.5%，而2014年是18%
，2013年是19%。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
人在澳洲总是受到欢迎。事实上，该报告
也发现25%出生在中国的移民曾经在工
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体育场、街道、聚
会、学校或者外出购物时受到过歧视。两
国文化和历史的差异、以及外貌上的明
显不同，意味着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
复杂的。

职场中的“竹子天花板”
尽管澳洲华人的比例是西方国家中最高
的。但是，澳洲在种族融合方面似乎还是
落后于加拿大和美国。亚洲人，特别是华

裔后代，在各级政府、法律系统以及各类
商业中所占比例都偏低。这些都是现代澳
洲需要解决的问题，用时髦的术语来说，
就是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 

横亘在华裔乃至亚裔移民与主流社会之
间的“竹子天花板”（因不同种族而形成
的职场升职障碍）眼看着有越来越厚的
趋势。根据澳洲国立大学的一项就业调查
显示，在就业保护政策影响下，华裔平均
要比本地的申请人多提交68%以上的工
作申请，才能得到就业机会。而即便是被
录用进入公司，要想得到提拔升为高管也
是“难如登天”。

这主要因为澳洲华人在主流社会的影响
力还是太小。澳洲过去的老华侨人数不
多，第二代第三代如果没有什么家庭背
景，语言能力差，当个白领已是不易。而如
今一代新移民华人学历高，英语好，当白
领的不少，可是由于短期无法跻身主流社
会，进入更高层的人就少之又少了。

爱恨交加，企业与个人的不同感受
每一次，中国买下澳洲的矿场或者农业
公司都会引发当地不同的声音。去年年
底，中国乳制品巨头蒙牛以15亿澳币的
价格收购了澳洲婴儿配方奶粉品牌贝拉米

（Bellamy’s），随后又开出6亿澳币的报
价收购乳制品加工商Lion Dairy。

同样，特别惹人关注的还有在澳洲住房
市场一掷千金的中国富豪。数据显示，过
去十年期间，海外买家在新州购买了价

值超过1600亿澳元的物业。不少澳洲居
民直言，中国买家推高了悉尼和墨尔本
的房价。

然而，大部分澳洲人都知道，澳洲最重要
的经济行业都严重依赖中国投资和消费。
澳洲经济四个最重要经济板块对中国越
来越依赖，它们分别是矿业、教育、旅游和
农业，这造成了极端不安和忿恨，而表现
在外的是崇拜。

如果要站队的话，澳洲企业的立场却截然
相反。他们的诉求是扩大同中国的合作和
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根据澳洲贸易和投资
委员会（Austrade）发布的2018/19年度
报告，中国从澳洲采购的商品数量是第二
大贸易伙伴日本的两倍以上。

Austrade高级顾问斯坦·罗奇（Stan 
Roche）说：无论采取哪个衡量标准，中国
有4亿人属于中产阶级。当一个经济体的
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许多神奇的
事情会发生，尤其是对消费品的需求。一
直以来，我们都是中国中产阶级飞速增长
的受益者！

澳洲葡萄酒在中国市场非常受欢迎，目前
占对华总出口的42％。澳洲的健康与生
命科学行业也开始意识到了来自中国的
投资需求。2018年，澳洲肝癌治疗器械生
产商Sirtex被鼎晖投资（CDH Genetech）
和港交所上市公司远大医药以18.7亿
澳元的价格收购，以介入其想要打入的
市场。

欢迎或歧视，今天的澳洲社会怎样看待越来越多的华人？
Is growing Chinese presence embraced by the Australian society?



美国天堂谷智能化超级豪宅 
$800万
位于亚利桑那州天堂谷（Paradise Valley）的超级豪宅，
总占地3英亩，包括住宅群、花园及网球场、泳池等诸
多配套，功能完善、配套奢华，重新定义了豪华度假生
活方式。领先的智能家居系统与室内/户外音频、视频
系统配合使用，让你在全球各地均可轻松掌控豪宅。
 

Russ Lyon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Frank Aazami
       +1 480-266-0240
       Frank.Aazami@sir.com
       PVTimelessDesign.com



 





巴哈马Lyford Cay高尔夫度假豪宅  
$279.5万 
位于巴哈马首都拿骚岛西端的 Lyford Cay 俱乐部被认为
是世界上最富裕、最独特的社区之一，是典型的海滨度
假风格社区。这套3房4.5卫、地中海风格的独栋别墅位
于 Lyford Cay 高尔夫球场内，设计一流、装修精良，主楼
内包括2个卧室套房。 

Lyford Cay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Nick Damianos
       +1 242-376-1841
       Nick.Damianos@SIRbahamas.com
       SIRbahamas.com



 





巴哈马天堂岛海洋俱乐部海景公寓
$365万
位于全球热带度假胜地巴哈马天堂岛的海洋俱乐部（ 
Ocean Club ）内，在4楼，视野开阔，景观良好，还可俯瞰
Montague湾和俱乐部高尔夫球场。公寓内共设3间卧
室、3.5间浴室，还包括超宽敞（50㎡）、带顶棚的景观
露台。

Damianos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Nick Damianos
       +1 242-376-1841
       Nick.Damianos@SIRbahamas.com
       SIRbahams.com



 





巴哈马首都Nassau精致豪宅 
$450万
位于巴哈马首都拿骚（Nassau）的精致豪宅Seranade 
House，建在高出海平面80英尺的位置，不远处便是
蓝宝石般的海面。物业总占地面积1500㎡，装修精良，
共有4个卧室、5间浴室、私人泳池和独立的佣人房。

Damianos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Samira Coleby
       +1 242-376-6248
       Samira.Coleby@SIRbahamas.com
       SIRbahamas.com



 





热带海岛超完美的梦幻别墅  
$729万 
位于特克斯和凯科斯岛（TCI）Sapodilla湾，备受欢迎的
热带海滨胜地！本豪宅位于备受追捧的海岸线上，沿海
而建，因此拥有绵长的私人海滩。超大住宅群内建有网
球场、健身房、泳池、私人影院等诸多配套设施，能提供
完美、充满活力的海滨居住体验！

Turks & Caicos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Nina Siegenthaler
       +1 649-231-0707
       Nina@TCsothebysrealty.com
       turksandcaicosSIR.com



 





西巴哈马温德米尔岛超级海景豪宅  
$1800万
数十年来，巴哈马温德米尔岛（Windermere）一直是
寻求安宁、私密、奢华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岛上的Al-
lamanda超级海景豪宅与外界仅有一条通道相连，占
地13英亩，拥有2000棵棕榈树、750英尺的私人海滩，
不远处便是无边无际的大海！

Damianos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Angelika Bacchus | Joan Braithwaite
       +1 242-470-9091
       Angelika.Baachus@SIRbahamas.com
       SIRbaham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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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马拿骚Cable海滩豪华度假房 
$432.5万
位于巴哈马首都拿骚Cable海滩——加勒比海最迷人、
壮观的度假胜地。这套3房3卫的豪华SLS住宅完全与
周边景观相融合，不仅景观一流，更是美食汇聚、拥有
无与伦比夜生活的优越居住地。

 
Damianos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Samira Coleby
       +1 242-376-6248
       Samira.Coleby@SIRbahamas.com
       SIRbahamas.com



 





独家！巴哈马温德米尔岛海滨别墅 
$499.9万
位于巴哈马温德米尔岛（Windermere Island）东岸私人
海滩，总占地面积2英亩，精心定制的海滨度假豪宅，
拥有独一无二、安全私密的海滨居住体验。

Damianos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Angelika Bacchus | Joan Braithwaite
       +1 242-470-9019
       Angelika.Bacchus@SIRbahamas.com
       SIRbahamas.com



 







美国天堂谷智能化超级豪宅 
$800万
位于亚利桑那州天堂谷（Paradise Valley）的超级豪宅，
总占地3英亩，包括住宅群、花园及网球场、泳池等诸
多配套，功能完善、配套奢华，重新定义了豪华度假生
活方式。领先的智能家居系统与室内/户外音频、视频
系统配合使用，让你在全球各地均可轻松掌控豪宅。
 

Russ Lyon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Frank Aazami
       +1 480-266-0240
       Frank.Aazami@sir.com
       PVTimelessDesign.com



 





巴哈马Lyford Cay高尔夫度假豪宅  
$279.5万 
位于巴哈马首都拿骚岛西端的 Lyford Cay 俱乐部被认为
是世界上最富裕、最独特的社区之一，是典型的海滨度
假风格社区。这套3房4.5卫、地中海风格的独栋别墅位
于 Lyford Cay 高尔夫球场内，设计一流、装修精良，主楼
内包括2个卧室套房。 

Lyford Cay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Nick Damianos
       +1 242-376-1841
       Nick.Damianos@SIRbahamas.com
       SIRbahamas.com



 





巴哈马天堂岛海洋俱乐部海景公寓
$365万
位于全球热带度假胜地巴哈马天堂岛的海洋俱乐部（ 
Ocean Club ）内，在4楼，视野开阔，景观良好，还可俯瞰
Montague湾和俱乐部高尔夫球场。公寓内共设3间卧
室、3.5间浴室，还包括超宽敞（50㎡）、带顶棚的景观
露台。

Damianos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Nick Damianos
       +1 242-376-1841
       Nick.Damianos@SIRbahamas.com
       SIRbahams.com



 





巴哈马首都Nassau精致豪宅 
$450万
位于巴哈马首都拿骚（Nassau）的精致豪宅Seranade 
House，建在高出海平面80英尺的位置，不远处便是
蓝宝石般的海面。物业总占地面积1500㎡，装修精良，
共有4个卧室、5间浴室、私人泳池和独立的佣人房。

Damianos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Samira Coleby
       +1 242-376-6248
       Samira.Coleby@SIRbahamas.com
       SIRbahamas.com



 





热带海岛超完美的梦幻别墅  
$729万 
位于特克斯和凯科斯岛（TCI）Sapodilla湾，备受欢迎的
热带海滨胜地！本豪宅位于备受追捧的海岸线上，沿海
而建，因此拥有绵长的私人海滩。超大住宅群内建有网
球场、健身房、泳池、私人影院等诸多配套设施，能提供
完美、充满活力的海滨居住体验！

Turks & Caicos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Nina Siegenthaler
       +1 649-231-0707
       Nina@TCsothebysrealty.com
       turksandcaicosSIR.com



 





西巴哈马温德米尔岛超级海景豪宅  
$1800万
数十年来，巴哈马温德米尔岛（Windermere）一直是
寻求安宁、私密、奢华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岛上的Al-
lamanda超级海景豪宅与外界仅有一条通道相连，占
地13英亩，拥有2000棵棕榈树、750英尺的私人海滩，
不远处便是无边无际的大海！

Damianos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Angelika Bacchus | Joan Braithwaite
       +1 242-470-9091
       Angelika.Baachus@SIRbahamas.com
       SIRbaham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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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马拿骚Cable海滩豪华度假房 
$432.5万
位于巴哈马首都拿骚Cable海滩——加勒比海最迷人、
壮观的度假胜地。这套3房3卫的豪华SLS住宅完全与
周边景观相融合，不仅景观一流，更是美食汇聚、拥有
无与伦比夜生活的优越居住地。

 
Damianos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Samira Coleby
       +1 242-376-6248
       Samira.Coleby@SIRbahamas.com
       SIRbahamas.com



 





独家！巴哈马温德米尔岛海滨别墅 
$499.9万
位于巴哈马温德米尔岛（Windermere Island）东岸私人
海滩，总占地面积2英亩，精心定制的海滨度假豪宅，
拥有独一无二、安全私密的海滨居住体验。

Damianos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Angelika Bacchus | Joan Braithwaite
       +1 242-470-9019
       Angelika.Bacchus@SIRbahamas.com
       SIRbahamas.com



 







纽约Bethel度假胜地森林度假别墅 
$138.5万
定制的现代化的乡村别墅，位于纽约州Bethel卡茨基
尔山脉（Catskills）国家森林公园，距离纽约市区2个
小时车程。本乡村别墅藏身于2500英亩的原始森林之
中，不远处是著名旅游湖区——拥有27英里的水岸线、
是游泳、钓鱼、划船等水上活动的乐园。
 

Chapin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Christine Vande Vrede
       +1 845-283-3637
      christine.vandevrede@sothebysrealty.com
       ChapinSothebysRealty.com



 





曼哈顿中城区顶级豪华公寓 
$1995万
帝国公园，中城区顶级豪华公寓之一，本套公寓位于64
层，“高高在上”的地理优势让你得以尽享曼哈顿天际
线、中央公园、哈顿逊河等标志性景点360度全景。公
寓总面积近800㎡，由知名设计师Frederic Schwartz
设计，匠心设计、配置豪华。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East Side Manhattan Brokerage 
       Kevin Brown | Nikki Field
       +1 212-606-7748
       Kevin.Brown@SothebysHomes.com
       TheParkImperial64.com



 





凤凰城黑山传世经典住宅 
$380万
位于凤凰城黑山夜鹰镇（Nighthawk on Black Moun-
tain），是经典设计与持久耐用相融合的超级住宅。整
个豪宅占地3.15英亩，位于黑山东北侧，拥有壮观、和
谐的沙漠地区景观与设计师精心打造的超级住宅，由
于使用原始绿色建筑材料，可持续数代！
 

Russ Lyon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Frank Aazami
       +1 480-266-0240
       Frank.Aazami@sir.com
       NightHawkResidence.com



 





纽约Bethel度假村内湖滨地块
欢迎询价
知名风景区内适合建造度假别墅的湖滨地块，位于纽
约州Bethel卡茨基尔山脉（Catskills）国家森林公园，
距离纽约市区2个小时车程。本地块周围风景如画，拥
有极佳视野，与适合划船、钓鱼的超大湖区仅有一步
之遥，是建造度假别墅的最佳选择。已通车道，基础设
施已就位。

Chapin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Christine Vande Vrede
       +1 845-283-3637
      christine.vandevrede@sothebysrealty.com
       ChapinEst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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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五星级四季私人住宅 
$650万
纽约市区五星级豪华公寓，由知名设计师Robert 
A.M. Stern 设计，并由四季酒店提供全套周到服务。本套
公寓为3房3.5卫户型，位于62楼，可360度欣赏到曼
哈顿中城、哈顿逊河等标志性景观，室内布局合理、
装修豪华。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East Side Manhattan Brokerage 
       Ella Semyonova
       +1 212-606-7754
       Ella.Semyonova@SothebysHomes.com
       sothebysrealty.com



 





耗费6年打造的曼哈顿顶层阁楼
$3000万
位于花园大道（Part Avenue），包括整个顶层和屋顶露台，
由经验丰富的团队重新设计、精心装修，且选材用料
均极为考究，历时六年才完工！全新的顶层公寓拥有
整个曼哈顿最迷人的无边际泳池、并将纽约繁华市区
景观一览无遗，曼哈顿标志性的帝国大厦、中央公园
尽收眼底！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East Side Manhattan Brokerage
       Nikki Field | Benjamin Pofcher
       +1 212-606-7669
      Nikki.Field@SothebysHomes.com
       240parkavesouthph.com



 





曼哈顿第五大道精致住宅
$499.5万
位于第五大道与花园大道，紧靠中央公园，按照上世
纪20年代的风格建于1999年。整个住宅宽敞雅致，拥
有高挑层高、超大窗户、景观露台，每个房间的采光与
景观一流，以及24/7全天候周到服务。由此前往中央
公园、上东区各知名博物馆十分便利，而且周边遍布
一流餐厅、休闲设施。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East Side Manhattan Brokerage
       Olga Reindlova Neulist | Gina M. Kuhlenkamp
       +1 212-606-7707
       Olga.Neulist@SothebysHomes.com
       sothebysrealty.com



 





首次亮相！中央公园南端高层公寓    
$3250万
曼哈顿中央公园南106号21A-E高层豪华公寓，总面积
506㎡，位于纽约绿肺-中央公园南端，仅一路之隔，由
于本单元处在21楼，可轻易地将纽约繁华都市景观尽
收眼底。整套公寓已按最高标准翻新整治，成为品质一
流的现代化公寓，目前是本物业首次公开上市出售。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East Side Manhattan Brokerage
       Elizabeth Sample | Brenda Powers
       +1 212-606-7685
       Elizabeth.Sample@sothebyshomes.com
       sothebysrealty.com



 







纽约Bethel度假胜地森林度假别墅 
$138.5万
定制的现代化的乡村别墅，位于纽约州Bethel卡茨基
尔山脉（Catskills）国家森林公园，距离纽约市区2个
小时车程。本乡村别墅藏身于2500英亩的原始森林之
中，不远处是著名旅游湖区——拥有27英里的水岸线、
是游泳、钓鱼、划船等水上活动的乐园。
 

Chapin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Christine Vande Vrede
       +1 845-283-3637
      christine.vandevrede@sothebysrealty.com
       ChapinSothebysRealty.com



 





曼哈顿中城区顶级豪华公寓 
$1995万
帝国公园，中城区顶级豪华公寓之一，本套公寓位于64
层，“高高在上”的地理优势让你得以尽享曼哈顿天际
线、中央公园、哈顿逊河等标志性景点360度全景。公
寓总面积近800㎡，由知名设计师Frederic Schwartz
设计，匠心设计、配置豪华。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East Side Manhattan Brokerage 
       Kevin Brown | Nikki Field
       +1 212-606-7748
       Kevin.Brown@SothebysHomes.com
       TheParkImperial64.com



 





凤凰城黑山传世经典住宅 
$380万
位于凤凰城黑山夜鹰镇（Nighthawk on Black Moun-
tain），是经典设计与持久耐用相融合的超级住宅。整
个豪宅占地3.15英亩，位于黑山东北侧，拥有壮观、和
谐的沙漠地区景观与设计师精心打造的超级住宅，由
于使用原始绿色建筑材料，可持续数代！
 

Russ Lyon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Frank Aazami
       +1 480-266-0240
       Frank.Aazami@sir.com
       NightHawkResidence.com



 





纽约Bethel度假村内湖滨地块
欢迎询价
知名风景区内适合建造度假别墅的湖滨地块，位于纽
约州Bethel卡茨基尔山脉（Catskills）国家森林公园，
距离纽约市区2个小时车程。本地块周围风景如画，拥
有极佳视野，与适合划船、钓鱼的超大湖区仅有一步
之遥，是建造度假别墅的最佳选择。已通车道，基础设
施已就位。

Chapin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Christine Vande Vrede
       +1 845-283-3637
      christine.vandevrede@sothebysrealty.com
       ChapinEst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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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五星级四季私人住宅 
$650万
纽约市区五星级豪华公寓，由知名设计师Robert 
A.M. Stern 设计，并由四季酒店提供全套周到服务。本套
公寓为3房3.5卫户型，位于62楼，可360度欣赏到曼
哈顿中城、哈顿逊河等标志性景观，室内布局合理、
装修豪华。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East Side Manhattan Brokerage 
       Ella Semyonova
       +1 212-606-7754
       Ella.Semyonova@SothebysHomes.com
       sothebysrealty.com



 





耗费6年打造的曼哈顿顶层阁楼
$3000万
位于花园大道（Part Avenue），包括整个顶层和屋顶露台，
由经验丰富的团队重新设计、精心装修，且选材用料
均极为考究，历时六年才完工！全新的顶层公寓拥有
整个曼哈顿最迷人的无边际泳池、并将纽约繁华市区
景观一览无遗，曼哈顿标志性的帝国大厦、中央公园
尽收眼底！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East Side Manhattan Brokerage
       Nikki Field | Benjamin Pofcher
       +1 212-606-7669
      Nikki.Field@SothebysHomes.com
       240parkavesouthph.com



 





曼哈顿第五大道精致住宅
$499.5万
位于第五大道与花园大道，紧靠中央公园，按照上世
纪20年代的风格建于1999年。整个住宅宽敞雅致，拥
有高挑层高、超大窗户、景观露台，每个房间的采光与
景观一流，以及24/7全天候周到服务。由此前往中央
公园、上东区各知名博物馆十分便利，而且周边遍布
一流餐厅、休闲设施。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East Side Manhattan Brokerage
       Olga Reindlova Neulist | Gina M. Kuhlenkamp
       +1 212-606-7707
       Olga.Neulist@SothebysHomes.com
       sothebysrealty.com



 





首次亮相！中央公园南端高层公寓    
$3250万
曼哈顿中央公园南106号21A-E高层豪华公寓，总面积
506㎡，位于纽约绿肺-中央公园南端，仅一路之隔，由
于本单元处在21楼，可轻易地将纽约繁华都市景观尽
收眼底。整套公寓已按最高标准翻新整治，成为品质一
流的现代化公寓，目前是本物业首次公开上市出售。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East Side Manhattan Brokerage
       Elizabeth Sample | Brenda Powers
       +1 212-606-7685
       Elizabeth.Sample@sothebyshomes.com
       sothebysreal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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