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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专题简报

适应变化
英国脱欧已成定局，高端住宅市场将如何应对？

概述

买家谨慎情绪蔓延，呼吁卖家理性定价。

■ 英国高端住宅市场在过去的18个月
中经历了数轮冲击，其中冲击主要来
自印花税的上调。公投结果的出炉预
计将助长谨慎情绪。

■ 高端住宅市场具有多元化的本质特
征，因此脱欧势必会给市场带来不均
衡的影响。具体影响取决于各子市场
在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及其背后需求的
本质。

■ 在英镑疲软的刺激下，伦敦核心区
市场尤其是新建住宅板块，涌现来自

境外投资者的需求。然而我们认为，
鉴于英国税收政策日趋严格，境外买
家将需确认所购物业确实具有较大投
资价值，无论是以英镑计算还是以本
国货币计算。

■ 整体而言，有初步迹象显示很大一
部分卖家已经下调价格预期，同时品
质优良、价格合理的物业依然存在一
定的市场需求。

■ 由于市场充斥不确定性，我们预期
短期内市场需求将以刚性需求为主，

“诚意出售的卖家将需实际定价并

灵活调整”  
Lucian Cook，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但也会有部分机会型买家伺机进行价
值投资。

■ 诚意出售的卖家将需紧跟市场行情
的变化，根据实际定价，同时灵活调
整价格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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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英国高端住宅市场在过去的18个月中
经历了数轮冲击，其中主要冲击来自
税收新政（主要为印花税）以及政局
不确定性。

由于豪宅税收显著增加，自2014年9
月到公投前夕这段时间内，伦敦高端
住宅均价净跌1.4%，其中核心区跌幅
高达8.0%。

相比之下物有所值的乡村高端住宅市
场，同期房价仅小幅上涨3.4%。

目前评断英国脱欧的具体影响为时尚
早，但我们可以确认左右市场行情发
展的关键因素。

关键驱动因素
“脱欧”的公投结果表明，未来一段
时间内政治及经济不确定性依然是英
国市场的一大特色。

当然也并非没有利好消息。预期英国
新政府班子在与欧盟的各项谈判中，
将竭力捍卫伦敦作为全球主要金融中
心的重要地位。利率将在更长时间内
维持较低水平。英镑的疲软表现将为
境外投资者创造买入机会。

上述所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高端住宅
市场的中期走势，但须留意的是，高
端住宅市场所面临的税收环境要比政
策调整之前苛刻很多。

高端住宅市场具有多元化的本质特
征，因此脱欧势必会给市场带来不均
衡的影响。具体影响取决于各子市场
在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及其背后需求的
本质。

伦敦核心区  
截至2014年12月印花税改革之前，伦
敦核心区住宅价格增幅领跑所有高端
市场。而在税收政策调整后，这个版
块的价格下跌也最为惨重（图2）。

以往周期中境外投资者的参与情况表
明，英镑弱势对市场复苏起着催化剂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

图 1

公投前高端住宅价格变化情况 与2007/08价格高点比较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

图 2

公投前高端住宅价格变化情况 自2014年9月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

图 3

公投前高端住宅价格变化情况 过去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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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房价与英镑汇率往往同时触
底。如今，在英镑疲软的刺激下，境
外买家的投资需求已然出现，尤其是
在新建住宅市场。

然而，由于税收环境趋于恶劣——印
花税税率上调，资本利得税征收范围
拓宽，非英国定居居民的税收政策也
将面临调整——我们认为买家会更加
谨慎地对待这次汇率诱发的机遇。

这或许意味着，中短期内市场将保持
对价格的敏感度，另开发商会延迟项
目进度，进而导致供应收紧。

外伦敦高端市场
与伦敦核心区住宅市场相比，外伦敦
高端市场由于受税收调整影响较弱，
当前房价自金融危机以来的上涨幅度
高于前者（见图1）。

外伦敦高端住宅的买家具有明显的本
土化特征，且非本土买家也多为在伦
敦生活、工作的长期居民。

最近一段时间买家组成趋于多元，但
市场走势的真正关键却在于伦敦金融
城作为就业及财富创造引擎的前景。
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或将影响买家购
买意愿，至少短期内如此。

尽管外伦敦高端住宅市场的资产净值
相对较高，但贷款使用率也更高，说
明该市场买家的预算同样受到贷款收
紧的限制。反过来说，贷款比例较低
的买家将能从低利率环境中获益。

郊区以及通勤带
脱欧公投前，不确定气氛一度笼罩市
场。而在此之前，通勤带高端住宅市
场就已成为伦敦需求外溢的受益者。

重要的是，伦敦与通勤带的住宅价差
依然较大。改善型购房家庭对成本日
益敏感，预期会将购房需求导入通勤
带。然而，政治及经济形势的不断变
化可能会导致这类需求缩减甚至流
失。但贷款成本持续低位，或为房价
带来支撑。

公投即将举行前，位于伦敦郊区及通
勤带、价值超过200万英镑的住宅，
其价格比2014年底印花税调整前低了
2.5%。照目前来看，价格最高的物业
依然受到印花税上调的利空压力，不
过萨里郡、伯克郡的私有地产由于深
受境外家庭型买家青睐，或许可像伦
敦核心区市场那样从英镑汇率的下跌
中找到利好。

英格兰乡村高端住宅市场
英国其他高端住宅市场的价格在过去7
年的上涨幅度远远小于大伦敦地区，
但也有一些市场例外。市场均价尚未
回升至2007年水平，其中英格兰中
部（米德兰兹）及北部的价格约比历
史峰值低12.7%。尽管市场心态难逃
大环境的影响，但预期英国脱离欧盟

“有初步迹象显示卖家已下调价格

预期。”  
Katy Warrick，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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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投结果对这部分市场的影响相对
较弱。

由于市场充斥不确定性，我们预期短
期内市场需求将以刚性需求为主。这
可能预示着二套房市场将继续波动，
因为非唯一住房同样适用3%的额外
印花税。

更概括地说，我们预期这些市场与英
国住宅市场整体走势基本一致，即短
期行情主要取决于买家心态，中期发
展则取决于脱欧对国内经济的潜在影
响。大伦敦住宅市场价格的涟漪效应
可能进一步延迟，但延迟程度尚不得
而知。

苏格兰
过去两年中，在独立公投以及土地建
筑交易税开征的双重作用下，苏格兰
高端住宅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要甚于
英国其他市场。该市场当前均价依然
要比2007年9月的峰值低20%以上，
但市区豪宅与乡村别墅的价格及走势
差异已被平均值所掩盖。

考虑到苏格兰多数支持“留欧”，因
此英国脱欧可能再次引发独立公投。
根据历史经验推断，苏格兰大选或公
投会给市场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但
并没有给购房决策造成持续影响。

整体结论
退出欧盟的公投结果应该会使高端住
宅市场的气氛更趋谨慎。执政的保守
党在公投结束后迅速选出新首相并重
组内阁，无疑增强了政局的稳定性。
然而，未来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如何发
展，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相应地，经济实力、金融及商务服务
业的发展前景以及按揭贷款的成本与
可获性也属于未知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初步迹象显示很
大一部分卖家已经下调价格预期，同
时品质优良、价格合理的物业依然存
在一定的市场需求。

这一点在我们的行业调查中得到了体
现。我们对活跃于高端住宅市场的100

多名经纪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
买家的谨慎心态甚于卖家，短期内买
卖双方的价格预期可能存在分歧。

然而，买卖分歧将小于原先预期。有
40%的受访经纪人表示，卖家标价时
已经考虑了未来6个月价格走跌的可能
性。此外有证据表明，脱欧前达成的
买卖协议绝大部分都如约履行。而那
些未能如约完成的交易在价格下调5%
至10%后，也有了重新协商的可能。

尽管如此，市场需求的真正强度要经
历数月才能逐渐明朗。与此同时，诚
意出售的卖家将需根据市场行情的变
化，根据实际定价，同时灵活调整价
格预期。

Katy Warrick
Director
+44 (0) 20 7016 3884
kwarrick@savills.com

Lucian Cook
Director
+44 (0) 20 7016 3837 
lcook@savills.com

Kirsty Bennison
Residential Research
+44 (0) 20 7016 3836
kbennison@savills.com

Frances Clacy
Residential Research
+44 (0) 20 7409 5905
fclacy@savills.com

Jonathan Hewlett
Head of London Region
+44 (0) 20 7824 9018
jhewlett@savills.com

Justin Marking
Head of Residential
+44 (0) 20 7016 3810
jmarking@savills.com

Agency conta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