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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服務，智慧金融
自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至近年
來的「移民投資潮」，從內地帶著知識和
財富，追求高品質生活的新華人們，傳承
著中華文明，傳遞著西方文化。無論是留
學生、技術或投資移民，每個人都會在這
塊充滿挑戰的土地上經歷成家立業，教育
子女，贍養老人，以及安享晚年，把澳洲
從一個陌生的新居地變成真正的家園。從一個陌生的新居地變成真正的家園。

同時，澳洲華人赤手空拳的創富能力讓人
驚訝，他們對金融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
而且日益形成規模需求。我們深信澳洲華
人需要一個值得信賴，並有相似文化背景
、語言、又通曉西方社會法令的金融理財
專家，去探討他們的財務狀況，以及攜手
制定相關策略。

我們的宗旨：提供勤奮的澳洲華人最可信我們的宗旨：提供勤奮的澳洲華人最可信
賴的金融服務及理財建議，幫助他們實現
創富夢想。我們的使命：從客戶購買第一
套物業伊始，直至退休，幫助他們建築理
想的財富未來。

同時我們致力於為澳洲華人中小型企業提同時我們致力於為澳洲華人中小型企業提
供財務解決方案，以提升華人企業在澳洲
經濟板塊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價值。

「知己服務，智慧金融」是打造第一的源
動力，讓我們繼續為理想前行！

n1group是一家創新、充滿活力以及多元化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在悉尼
、墨爾本和布里斯班均設有運營中心，憑藉「知己服務，智慧金融」的
理念，我們不斷努力為在澳大利亞生活的華裔及亞裔市場，提供一站式
、綜合性的金融、理財及融資服務，以滿足個人及企業不同時間週期的
需求。n1group始終致力於長期發展，與客戶、員工攜手並進，共創第
一，always be the Number One。

我們的服務包括：置業貸款、商業貸款、理財規劃、個人保險、養老我們的服務包括：置業貸款、商業貸款、理財規劃、個人保險、養老金
、會計及稅務、生意經紀以及電子金融商務等。



為何使用我們的服務？
客戶為先，我們關注您，您的家庭以及您的
生意。我們提供定制的，且高品質的金融財
務建議，同時也提供相應有效的管理及執行
服務。

財富的增值與保值不只是追逐高回報，真正財富的增值與保值不只是追逐高回報，真正
的財富創造：首先設定一個清晰且及時更新
並能充分反映您自身狀況的財務目標，其次
制定一個能夠真正有效實現這些目標的理財
策略。通過與您全面溝通，並利用我們團隊
的專業知識，我們會設身處地為您提供差異
化的金融建議。

我們的目標不是單純的回報率，而是為您實現一直努力追求的現金
流，無論是月收入，一次性付款或其它。您必須得有專門針對您的
資產狀況而奪身定制最佳的解決方案，該策略也應該包含稅務架構
和應付費用等多種因素的考量，所有這些我們都將通過關注您----用
戶端來一一實現。

我們的目標是幫助您從自身的財務健康考慮出發，做出適當的決定
，並將這些決定作為基礎，建立一個綜合和持續的財務策略。這種
整合的方法與我們的理念是一致的，就是控制您能掌握的事情。事
實上，我們為您節省了時間，成本和潛在風險。

屢獲殊榮的團隊

我們匯聚人才，提倡共贏發展。目前約有16.7萬中國留學生
在澳洲學習，而其中75%以上是金融或會計碩士學位，我們
不僅提供他們一個多元化職業發展的平台，更提供專業金融
培訓，令其日後成為誠信、創新、敢於奮鬥、銳意進取的金
融精英人才。

目前公司員工有來自投資銀行、地產開發商、會計事務所、
市場營銷機構、傳媒等諸多專業領域的人才。

2015 MFAA EXCELLENCE AWARDS
MORTGAGE CREDIT ADVISER

2015年澳大利亚贷款与金融协会
卓越成就奖：
年度最佳持牌贷款顾问

MPA雜誌評選
澳洲頂尖100位貸款經紀人

新南威爾士州最佳商業成就獎

n1 group董事總經理Ren Wong
先生在全澳5000名優秀貸款經紀
中榮膺第7位的殊榮。

- Best Finance Broker - Ren Wong
- Best Loan Administrator - Cristina Ma
- Best Residential Broker - Ren Wong
- Rising Star - Ren Wong
- Best Independent Office 5 or more 
  brokers



高瞻遠矚，運籌帷幄
澳大利亞與中國於2014年11月簽署了標誌性的自貿協定意向書，為澳
洲打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中國市場，同時放鬆對中國的投資限制。此舉
為不同人士或機構都提供了許多個人財富增長和企業業務增長的機會。 
n1 group能夠在澳大利亞與中國通過專業化的方案，協助客戶把握這些
潛在機會，實現理想。

“ Thank you! You have been nothing else but 
being fantastic! Thanks for being brilliant, patient 
and supportive during the past turmoil weeks. I 
will for sure refer you to as many friends as I can 
whenever they have loan interests. ” 

            ----眾多客戶中的一位

n1 finance n1 accounting n1 venture
憑藉公司的高業務量，我們代理了超過30
家澳大利亞銀行、非銀行和信用機構的置
業融資產品，並擁有超過40人的團隊來為
您的貸款提供全程服務及跟進。 2014年
公司獲得了澳洲Mortgage Professional 
Australia Top 100第7名最頂尖貸款經紀
的殊榮。

貸款中由於我們是澳洲主要五家銀行最高貸款中由於我們是澳洲主要五家銀行最高
貸款經紀等級，銀行均會在24-48小時內
回复我們的貸款申請。
1. CBA    鑽石級
2. Westpac  白金級
3. Suncorp   精英級
4. Bankwest  高級
5. St. George5. St. George  火焰級

作為n1 group衍生與整合業務的最重要組
成部分，n1 accounting提供個人與企業
客戶在不同時間週期所需要的一切關於財
務、稅務、理財等方面一一對應的定制服
務。業務範圍包括：

o  養老金
o  自管養老金
o  家庭信用基金o  家庭信用基金
o  合夥單位基金
o  稅務策略（報稅與退稅）
o  中小企業財務管理

n1 venture是一家具備豐沛經驗和高效優
質服務的商業仲介機構，不僅在市場網路
和銷售管理上拔得頭籌，而且針對海外買
家也有顯著優勢。我們跨越了地域、文化
、語言和時間的隔閡，與國際市場接軌。

我們的國際市場尤其是亞太地區市場有來我們的國際市場尤其是亞太地區市場有來
自包括中國內地、香港、馬來西亞和新加
坡的諮詢支援。 n1 venture及集團公司已
與他們合作多年，使得他們非常樂於接受
我們介紹的業務機會。



為何選擇置業貸款經紀？
購房置業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中要考慮的
大致可分成兩類：一類是關於物業本身需要注意的
事情，包括房屋的位置、面積、格局、朝向、交通
條件、建築品質以及房價等等；另一類就是財務上
的準備。在澳洲絕大多數購房者是通過貸款實現自
己的安居夢想的。此外，由於聯邦政府在稅務上的
支援，即使擁有充足資金的購房者，在購買投資物
業時，仍然會選擇貸款以獲得減稅的優惠。業時，仍然會選擇貸款以獲得減稅的優惠。

貸款經紀人是以銷售銀行和非銀行機構貸款
產品為主業的金融服務中心。專業的貸款公
司是需要從銀行和非銀行機構獲得信用證書
後，才可以向貸款者銷售產品的。

貸款公司與銀行區別在於不只是銷售一家銀
行的產品而是很多家銀行的產品。貸款公司
的立場更傾向于貸款者而不是銀行，貸款者
也就可以從中獲得更多的選擇和實際利益。

貸款公司可以為貸款者提供全面而專業的貸
款諮詢，幫助客人解答各種複雜的貸款及融
資組合問題，在幾百種銀行與非銀行產品中
找到最適合貸款者的產品。此外，貸款公司
在物業的估值及成交方面往往比銀行有更豐
富的經驗。

您的借貸能力有多少？
您需要對於自己的借貸能力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這樣可以縮小尋找房產的範圍，同時也可以讓您
對未來需要承受的還款壓力有個基本的瞭解。
 
考慮申請貸款預批（ pre-approval ）
 
貸款預批一般有效期為3個月，可以讓您對自貸款預批一般有效期為3個月，可以讓您對自己
的貸款額度和購買能力更有信心，在參加房產拍
賣時更為有用。
貸款預批包括貸款總額、利率大小和保持此種利
率的時間，以便讓您在看房前心裡有一個底：即
能買多少錢的房屋，買後每月應還的本金和利息
是多少等等。
貸款的預批並不意味著您一定受到約束，以後貸款的預批並不意味著您一定受到約束，以後利
率降低了您可要求降低您的利率。但最大的好處
是當市場利率是上升趨勢時，您可鎖定當時的利
率。

信用度查詢 (CREDIT CHECK） 
在您申請貸款前，先做一次信用度查詢是至關重
要的。銀行在借貸過程中，會因為貸款人信用報
告上的一些負面資訊而拒絕貸款申請，或者提出
一個高利率，高費用或其他不利的條款。這些借
款人往往在此時發現自己措手不及。
 
信用報告中不良記錄並不一定是您自己造成的信用報告中不良記錄並不一定是您自己造成的。
會面臨著付款到錯誤的帳戶，檢查被遺漏，付款
處理太晚等等問題。通常如果借款人注意到這個
問題，那不會有事，但是如果處理得太晚，比如
錯誤發生後60至120天之後才去解決，那麼您每
月的信用度就會下降。每月信用度的檢查非常重
要，給您提供足夠的時間來解決這些錯誤並及時
更新您的信用記錄。更新您的信用記錄。
 
可增加信用評分的方法: 
·         支付所有未償付或違約的帳單
·         保持您的信用卡餘額低於欠款額度
·         按時償還貸款



專業的金融策劃師可以根據不同
的個人情況，為您量身定做最適
合自己的金融策略，幫助您達成
預期的目標。金融目標因人而異
，例如孩子的教育基金、稅務策
劃、保險、養老金等、這些都需
要專業的理財知識以及多年實踐
經驗才能助您籌劃最合理的理經驗才能助您籌劃最合理的理財
策略。

理財規劃及理財建議 高品質金融諮詢服務的核心是更加明智的財富管理。這種
管理包括一個人生活中的多種方面，從建立現實的個人目
標和制定計畫，到減少個人債務，家庭保險，養老金管理
以及投資，金融諮詢服務都可以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不論我們的生活中發生什麼，所有人都可以從金融諮詢服
務中受益。當您需要製作預算節省開銷時，當您需要管理
和優化投資組合時，當您將要結婚，建立家庭甚至是退休
的時候，金融諮詢服務依然可以幫助您。

只有當您與金融策劃師建立了長期和互信的關係時，金融
諮詢服務才能達到最理想的效果。所以當您第一次與諮詢
顧問見面時，您應該把握機會互相瞭解，確保這個顧問適
合您。

根據您的情況量身定做的金融計畫，是高品質金融諮詢服
務的一個重要標準。您的顧問將會花費大量時間來瞭解您
的需要，您的目標和您希望將風險控制在何種程度。

據統計70%的澳洲人會尋求專業的金融諮詢服務。
我們相信無論您的現狀如何，您都需要在人生不同
階段尋求優質的金融諮詢服務。

青年 

您處在事業的起步或是發展期間，或許剛剛成立家庭
您可能需要考慮的事情包括：
· 結婚
· 購買第一套房子
· 孩子出生
·· 收入保障
· 管理您的債務
· 家庭健康保險
· 商業計畫

中年

這是您整合資產，獲得一個舒適的生活環境的階段，
同時考慮如何規劃您的未來
您可能需要考慮的事情包括：
• 生活環境和方式的保障
• 健康情況
•• 投資
• 稅務管理
• 遺產
• 退休計畫

退休之前

當您馬上就要開始二十年甚至更多的退休生活的時候，
您的側重點在於您準備得如何
您可能需要考慮的事情包括：
· 資產保護
· 消除債務
·· 家庭健康
· 幫助您的子女
· 退休計畫
· 遺囑和信託
· 商業業務退出策略

退休

這個時間段，您應該享受愛好，旅行和與家人相處的時光
並同時準備轉移您的財富
您可能會考慮到的事情包括：
· 資產保護
· 身體健康
·· 養老計畫
· 減輕遺產賦稅
· 給家人的贈予
· 保护好您的資產
· 房產規劃

理財規劃的理念工具：人生不同階段的諮詢建議

沒有任何兩份理財規劃是一樣的，當將客戶所處的人生階段這一因素考慮進去後，每個人的理財
規劃就更加的獨特。一個30多歲的客戶與60多歲的客戶，所需要的解決方案是完全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