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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专题简报

市场初始反应
谨慎心态或将影响住宅销售，但低位利率将可支撑房市价格

概述

短期内市场将由买家心态推动，长期来看经济基本面将发挥主导作用

■ 买家情绪：初始阶段谨慎情绪弥

漫，买家参与大宗交易的意愿减弱，

住宅市场活动可能受到抑制。中期来

看，情绪有望改善，但随着脱欧谈判

的开展仍会伴随一定程度的波动。

■ 市场成交：2015年英国住宅市场

销量高达约130万套。短期内买家谨

慎情绪可能导致销量减少。贷款审核

存在收紧可能，将进一步压低交易

量。然而现阶段而言，我们预测成交

量不会跌至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 

■ 抵押贷款：到目前为止，贷款机

构业务一切照常。若市场下行风险继

续存在，贷款机构或将收紧贷款标

准。如果更严格的借款政策得到落

实，首次购房者和改善购房者将受到

最大影响。

■ 低位利率：基准利率下调预期将

为英国房价带来支撑，或可为贷款比

例较低的买家提供机遇。

■ 住宅价格：受需求疲弱拖累，中

短期内房价上涨放缓。展望未来，如

经济放缓，将抑制房价上涨。我们不

排除价格回落的可能。

■ 低位供应：住宅建设体量较低，

从根本上导致了英国房市的供不应

求，这一点尚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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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公投后的政治、经济和金融领域

的不确定性将影响房价涨势和交易

量，关系到现有房主和未来买家。

这些影响的程度与规模需要一定时间
才能清晰显现。短期内，政治经济的
不确定性对情绪的影响将扮演主要角
色。展望未来，经济对家庭财务状况
的影响将变得至关重要。家庭收入、
通货膨胀以及贷款实际成本都是关键
因素。

形势的复杂性不止于此。贷款机构 以
及政策制定者的应对方式将影响首次
购房者及改善购房者的承购能力，进
而影响需求潜力。例如，贷款支持或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1

英国脱欧从政治、经济、金融三方面对住宅市场的影响 

印花税减免等措施可以缓解市场的不
利因素。

由于存在太多未知众多，脱欧会如何
影响英国住宅市场，我们仍然需要逐
步推断。然而，一些因素将能对未来
房市的发展起到主要决定作用。
                       

“这些影响的程度与规

模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清

晰显现”  
Lucian Cook，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经济对家庭财务状况的影响将变得至关重要

事件

潜在冲击

可能对住宅市场
产生的影响

经济 金融政治

• 英国领导班子的短暂不确定性

• 脱欧谈判持续进行

• 大选举行概率极低

• 消费者、投资者以及购房者 
    情绪消退

程度轻重？ 

持续多久？

影响力度未知。

或许轻微？

何时实施？

程度如何？

• 家庭财务收缩制约买房需求

• 租赁需求上升

• 房市监控严格，入市受限

• 对首次购房者和改善购房者的  
    影响最为明显

预期全英房价上涨
将整体放缓

• 英镑下跌预期引发通货膨胀

• 经济放缓，影响薪资上涨以及 
    就业前景

• 租赁需求上升

• 借贷政策可能收紧

• 对首次贷款买房者而言，高比例 
    贷款的成本可能上涨

• 英国央行在更长时间内维持较低 
    基准利率

交易减少

对购买力最低的地区影响较大

对政府支持的依赖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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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市场心态 

短期内脱欧影响将取决于市场心态。 

在公投前夕，几乎没有确切证据表明
主流住宅市场购房者的谨慎情绪升
级。今年4月1日推行新印花税政策
后，成交格局严重“变形”（注： 
2016年4月1日起，英政府对二套房
买家或买房出租的投资型买家加收3%
的印花税），难以判断成交趋势。然
而，英国皇家测量师学会（RICS）调
查显示，因为公投前夕的不确定因素
影响，今年3月、4月5月中新买家询
盘减少。

我们预测，受脱欧公投后的不确定因
素影响，购房意愿会进一步减弱。

随着政局日趋明朗，购房意愿可能再
次回升；但中期来看，随着脱欧谈判
的进行、对英国各经济领域的影响日
渐清晰，买家情绪还会出现上下波
动。

脱欧对买家情绪的短期影响在不同市
场以及不同买家群体之间表现各异，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支持或反对脱欧的
力度。具体而言，与拥有住房资产的
中老年群体相比，伦敦刚需市场、首
套房及改善房买家可能会更为谨慎。

市场情绪的短期影响需要更长时间才
能反映到房屋价格指数上，但从消费
者信心调查和抵押贷款审批情况中应
可洞察一二。

长期经济影响 

脱欧对房价走势的影响最终将取决于

住房承购能力。

收入与通胀 
英镑疲软预期将引发通货膨胀，或给
家庭财务状况带来一定压力。虽然英
镑贬值或可刺激国际投资者对英国核
心住宅市场的投资需求，但不太可能
对主流住宅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从长
期看，经济增长放缓将限制家庭收入
上涨，进而削弱英国国内购买力。

上述短期和长期两方面因素均会拖累
房价涨势和成交节奏。但如果没有其
他因素的参与，仅这两方面因素不太
可能造成房价显著下跌。

抵押贷款的可得性 
住宅市场对抵押贷款的可能性以及贷
款成本更为敏感，目前市场中近三分
之二的交易需借助贷款完成。

英国央行已经采取措施，通过放宽银
行资本要求促进贷款，此举有望释放

1,500亿英镑资金。目前，我们尚未看
到贷款机构有所回应。

如果贷款机构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
那么借贷标准将有所收紧，表现为可
贷款额度的收缩及收入审核门槛的提
高。这一举措将主要影响新借款人并
限制交易，进而拉低房价。但我们预
测，只有当脱欧的影响扩大到全国经
济层面时，贷款机构才会采取上述措
施。

2016年第一季度，低风险房贷（即贷
款比例在75%以下）占该季度所有贷
款的近70%，仅比2007年第三季度的
峰值低12个百分点。高风险贷款依然
控制得非常严格，贷款比例超过90%
的高风险贷款仅占所有贷款的2.7%。

我们预期贷款比例在75%到90%区间
的贷款将面临最大压力（接近金融危
机前水平的一半），这会给刚起步的
购房者带来最大影响。

“我们预期成交量不会跌至金融危

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Lucian Cook，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住宅市场或对贷款成本以及抵押贷款的可得性更加敏感

1.74% 
2016年6月底，两年期
固定贷款的平均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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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银行等机构收紧贷款，贷款申请
的收入门槛也将被抬高，对收入不高
的购房者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这种现
象在伦敦最为常见，而米德兰兹地
区、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和苏格兰最
为少见。

值得一提的是，贷款收紧的影响很可
能因为政府的持续调控而缓和，比如
按揭贷款保证计划（将于本年底到
期）。 此外，“购房援助”（Help 
to Buy）等计划对于住房建造业的重
要性也会增加。

抵押贷款的成本 
抵押贷款的成本主要取决于贷款利率
的两大决定因素：一是银行基准利
率，二是贷款机构的利润率。

英国央行目前基准利率为空前之低的
0.5%，且维持该水平已逾7年时间。
未来基准利率如何调整，将取决于央
行对控制通货膨胀和刺激经济增长
的权衡态度。从目前看，央行或会在
未来几个月中进一步降低基准利率，
然而贷款利率的下调不一定会完全一
致。

存在这样的风险——银行可能为保护
自身利润而提高贷款利率。2016年
6月底，两年固定贷款的平均利率为
1.74%，银行利润率为1.24%。这组数
据在过去12个月内保持不变，而此前
五年一直在逐步降低。

由于经济和住宅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增
加，公投前已趋于平稳的银行利润如
今可能面临上行压力。

整体而言，这些影响将更多地表现为
现有购买力的缩水，而非对已贷款购
房者的贷款收紧，因而不会出现房屋
被银行大规模收回的情况。这限制了
房价的下行压力。

总结 

与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事件相比，
现阶段住宅市场的下行风险相对温
和。然而，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
性将导致个人买家谨慎情绪蔓延，继
而对脱欧初期的市场活动形成抑制。

贷款机构提高贷款标准的可能性使市
场活动面临长期风险，对首次及改善
购房者的影响尤为明显。这将意味着

英国住宅成交量将步入下行通道 ，而
就在2015年，英国住宅成交量达到金
融危机以来的最高记录130万套。现
阶段而言，我们预期成交量不会跌至
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市场行情的短期走弱，或许导致全国
房价上涨放缓。其后，家庭财政压力
的增加以及贷款标准的收紧，将再次
拖累房价上涨。按区域而言，我们认
为伦敦将受到最大冲击，因为伦敦房
价在近年持续强势上涨，如今买家对
当地住宅的承受能力已然面临严峻挑
战。

虽然不能排除房价在部分疲弱市场下
跌或因受到更大经济冲击而下跌的可
能，但我们认为持续的低利率环境以
及住宅低位供应将为房价带来根本性
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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