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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市政费概述 

 
 
 
   

 
2021/22 
 财政年度 

2022/23  
财政年度 

市政费总收入 $7,440 万 $7,970 万  

法定养老金领取者折扣成本 $900,000 $1,000,000 

住宅 

最低市政费 $965.80 $990.00 

基于土地价值的市政费率 0.00157010 0.001704 

商业 

战略中心的最低市政费 高嘉华和好市围 $1,500 $1,538 

其他的最低市政费 $1,100 $1,128 

基于土地价值的一般性费率 0.00318090 0.0034863 

基于土地价值的工业性费率 0.00389810 0.0042723 

基于土地价值的地区性费率 0.00369810 0.0040531 

基于土地价值的战略中心费率 0.00396360 0.0043441 

基于土地价值的主要购物中心费率 0.00857890 0.0094025 

乔治河地方政府区域 

人口: 163,000 

2022 乔治河每人的市政费 (市政费总收入 ÷ 人口): $489 

新南威尔士州每人平均市政费: $590 

其他州每人平均市政费: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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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市政费用于支付市政府为整个社区提供的的一系列市政服务，这些包括从垃圾回收服务

到建设和维护当地道路和人行道、图书馆、公园、运动场所和托儿所的服务。  

 

市政费有哪些变化? 
 
   去年 2021/22…         今年 2022/23… 

 
• 所有土地价值相同的住宅和商业物业的缴费

人，无论他们住在我们地方政府区域的哪个

地方，都支付相同的市政费。 

 

• 有一些公寓住宅业主的市政费经历了较大的

增幅$380（65%），支付最低市政费的商

业业主的费用增加的幅度在$515（90%）

至$915（150%）之间。 

 

• 对最低缴费人的费用上调，使得一些缴费较

高的住宅付费人和商业付费人的市政费降低

了 - 超过 27,000 个住宅家庭的平均市政费

下降了$140，1,100 个非最低市政费的商业

业主的平均市政费减少了$1,000。 

 

 • 这是 2021 年 IPART 批准的五年特殊费率

变更的第二年。 

 

• 公 寓 住 宅 业 主 的 市 政 费 将 提 高  $24.20 

(2.5%). 

 

• 住宅家庭的市政费将增加 8.5%，对于住宅

缴费人来说，相当于平均增加 $114。 

 

• 支付最低市政费的商业业主的费用将提高 

$28 (2.5%) 至 $38 (2.5%)。 

 

• 支付非最低市政费的商业业主的费用将提高

9.6%，对于商业缴费人的来说，这相当于平

均增加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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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Q1. 如果我不能按时支付新的市政费，市政府可以提供什么援助？ 

市政府致力于帮助经历经济困难的客户。我们可以提供支付安排，如免息延期和免息支付计划，以减轻负担。 

为了避免每日的罚款利息，请在截止日期前，提交“困难援助”申请表，申请付款安排。 申请表可以在我们的

“困难援助”网页找到： 

http://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Hardship-assistance.  

Q2 我是养老金优惠卡持有人，我可以得到什么援助？ 

市政府向符合条件的养老金领取者，提供每个市政费年度最高为$250 的优惠。此外，符合条件的养老金领取者

可以要求： 

• 每月分期付费，没有额外费用 

• 推迟付费直到出售他们的房产，而不收取罚款利息。 

欲了解更多的资讯，包括资格标准，访问养老金领取者的优惠网页：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Rebates-for-pensioners 

Q3. 我正在考虑不支付市政费。 如果我不付，会发生什么？ 

市政府被要求收取市政费来为社区提供服务。市政费不是为某一个服务所支付的相应费用，因此一个人所支付

的市政费金额，可能与他们使用的社区服务没有直接关系。人们可能不会一直使用市政府提供的所有服务，但

在需要时，社区里每个人可以享用所有服务。市政费和收费为我们整个社区所享用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资金，

例如废物处理、道路、人行道、图书馆、公园和花园、娱乐设施和托儿中心。 

到期未付的市政费，可能导致每日罚款利息和法律追偿费用。有关延迟付款的更多信息，可在我们的网页上获

取·：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Late-payments. 

Q4. 市政费是如何计算的？ 

市政费的计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帮助您了解，我们网页上有一个简短的视频解释费用是如何计算和使用的：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How-rates-are-calculated-and-spent 

Q5. 当物业升值时，市政府会收到更多的钱吗？ 

不会，当物业升价值时，市政府不会收到额外的钱，因为市政费的总收入是受新州政府限制（称为市政费封

顶）。最新的一般土地估价是基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左右您所在地区的房地产销售。这些土地估价将用于计算

您在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市政费。有关土地估价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Land-valuations 

http://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Hardship-assistance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Rebates-for-pensioners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Late-payments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How-rates-are-calculated-and-spent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Land-valuations


 

  市政费 2022 - 咨询手册    6 

 Q6. 市政费支付了什么？ 

下图表显示了市政府每年提供的各种服务的总揽：  

 

要查看市政府今年可望为社区提供的服务的完整列表，请通过以下网页查阅我们的 2022/2023 年营运计划：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StGeorge/media/Documents/Council/Plans%20and%20Documents/GR
C-Delivery-and-Ops-Plan-2022.pdf.  

Q7. 下个财政年度，市政费会再次上升吗？ 

是的。总体而言，根据社区反馈，市政费收取将会每年增加来维持目前提供的服务。就像您的居家开支或运作

生意上的成本一样，电力、货物和服务的成本都会随着时间而上升。对于市政府来说，要继续提供您所期望的

服务，那么市政费需要提高，与不断上涨的成本保持一致。 

由于乔治河地区人口的继续增长以及市政费的总收入被州政府限制/封顶，每一个乔治河居民在 2022 年的市政

费是$489，这个是低于新州的平均值($591)和其他州的平均值($835)。经过五年的逐渐增加，到 2025 年，每

一个乔治河居民的市政费将升到$545，仍保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倡导和实施来自其他非市政费收入的来源，例如来自新南威尔士州或澳大利亚政府的资助和用者付费，仍然是

市政府的一项关键战略，以减轻缴费人的负担。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StGeorge/media/Documents/Council/Plans%20and%20Documents/GRC-Delivery-and-Ops-Plan-2022.pdf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StGeorge/media/Documents/Council/Plans%20and%20Documents/GRC-Delivery-and-Ops-Plan-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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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为什么我被收取利息？ 

付款必须在到期之前支付，以避免在到期时任何未付金额所引起惩罚性的每日利息。 

• 选项 1 – 在 8 月 31 日之前，一次性支付全年度的金额。 

• 选项 2 – 按季度分期付款，到 8 月 31 日时，系统将自动确定是否全年金额被支付。 

o 第一期的分期付款，8 月 31 日到期 

o 第二期的分期付款，11 月 30 日到期（十月底发出交费通知） 

o 第三期的分期付款，2 月 28 日到期（一月底发出交费通知） 

o 第四期的分期付款，5 月 31 日到期（四月底发出交费通知） 

 

所有在指定到期日之前，还没有全部付完的市政费和收费，均按天收取利息，从到期日后的第一天开始。未付

金额的时间越长，收取的利息就越多。 

利息的利率由市政府设定，但不超过州政府法定的百分比。为避免被收取利息，请确保在到期日之前付款或通

过以下链接申请付款安排：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Hardship-assistance 

Q9. 为什么我的市政费涨幅高于 2021 年批准的 5.8%幅度? 

特别市政费变化（SRV）5.8% 适用于市政府所允许的总市政费收入（即收取的总市政费），而不适用于每个物

业业主的市政费，因此个别市政费缴费人的实际增加可能高于或低于此增长率。 

 

去年，整个地方政府区域的住宅公寓业主和商业业主的最低市政费率（最低市政费缴费人），变更成一个统一

的收费，结果如下： 

• 一些住宅公寓业主的市政费增幅 $380 (65%)  

• 一些支付最低市政费的商业业主的增幅 在$515 (90%) 至 $915 (150%)之间  

这些增加意味着市政府收取的总市政费没有变化，但每种类别的缴费人的市政费在市政费总体里发生了转移，

从而为我们的社区带来了更加公平和公正的市政费用收取系统。由于市政费总收入没有增加，支付非最低市政

费的家庭和企业在 2021 年得到了以下减幅： 

• 27,000 个住宅家庭的市政费收到了平均$140 的减幅 

• 1,100 个非最低市政费的商业业主收到了平均$1,000 的减幅 

 

支付最低市政费的住宅公寓业主和商业业主，在 2021 年经历了大幅增加。在 2022 年，将会有 2.5%的增幅，

而不是 5.8%。 

而那些在 2021 年没有经历大幅增加或减少的住宅家庭，今年将会有 8.5%的增幅，而那些非最低市政费的商业

业主将会有 9.6%的增幅。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Hardship-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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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 为什么养老金优惠卡持有者的优惠没有增加？ 

《1993 地方政府法》规定，养老金领取者可享受最多$250 的优惠，约合每年成本一百万元。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设定的最高法定优惠，自 1993 年以来一直没有根据消费物价指数（CPI）有所改变。对于任

何更改法定最高优惠的请求，建议直接联系您本地的州议员。 

Q11. 由于市政费的提高，市政府是否会增加任何服务？ 

通过社区咨询，社区反馈表示不会支持为增加服务而支付更高的市政费，但支持维持现行标准。咨询的结果显

示： 

• 您不希望看到大幅度减少服务，但希望看到高效的运营模式，专注于市政府的核心服务以及增加用者付

费方法（费用和收费）。 

• 您支持增加市政府可收取的总市政费收入，以提供社区有价值的服务，并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成本压

力。 

• 您认为不让市政府的市政費收入增加与区域发展和人口增长保持一致是不公平的。 

 

加入乔治河居民的“您的意见”平台，分享您对市政府的项目和活动的想法和建议： 

https://yoursay.georgesriver.nsw.gov.au/. 

Q12. 为什么我的商业物业类别被更改为其他子类别（sub-category）？  

我们会对商业物业的子类别每年进行审查，以确保体现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使用和需求。因此，您可能会在“年

度市政费和收费通知”中看到您的商业物业更改到不同商业物业的子类别。在 2022 年，包含在本地商业物业

的子类别里的物业和地区会扩展。有关评级类别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Rating-Categories. 

Q13. 为什么我会收到一个单独的有关停车位 / 储物空间的市政费通知？ 

在单元/分契式物业的综合楼里，停车位和存储空间通常被分类为单独的业权，这样业主可以单独出售每个停车

位或存储空间。当物业是一个单独的业权时，每个物业都有一个单独的市政费和收费通知。 

业主可以申请将单独的地块与他们的住宅/商务公寓“合并”。合并的地块不会影响业主单独出售每个停车位或

存储空间。 

合并必须满足所有特定条件，一旦获得批准，将发布一份通知，其中包含一套市政费和收费，这样，应支付的

市政费和费用减少。这些条件概述包括： 

• 只有停车位或存储空间可以合并到住宅/商务公寓中（不允许在没有住宅/商务公寓的情况下，将

两个存储地块/停车位合并在一起） 

• 所有地块必须在同一个分契式物业的计划（strata plan）里 

• 所有涉及的地块必须具有相同的所有权 

https://www.parliament.nsw.gov.au/news/Pages/Who-is-my-local-member.aspx
https://yoursay.georgesriver.nsw.gov.au/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Rating-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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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涉及的地块必须由公寓单元的占用者使用（不能单独出租） 

• 最多可以合并两个停车位或存储空间。 

 

一旦获得市政府确认资格，必须填写“多地块合并表”(Aggregation of Multiple Lots Form）来提交申请，以获

得批准，表格在：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RatesForm-AggregationOfMultipleLots.aspx 获得。 

 

每个提交存储地块或停车位合并申请的申请费用是$270.00。这笔费用必须在提交申请之前支付。有关付款详

情，请参阅表格。在提交表格之前，请申请与市政费部门工作人员一个会面，以便我们确认您符合资格。 

联络方式 
联络我们的客户服务团队，电话：9330 6400 或电邮：mail@georgesriver.nsw.gov.au 附上电邮主题：2022 

新市政费回馈（New Rates 2022 Feedback），以确保您的咨询由相应的团队来处理。  

如何和市政工作人员讨论手册中的信息？ 

如需预约时间与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讨论您的 2022 年市政费和这本小册子, 请访问: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Rates-Booking/ 

服务请求 

如果您想向我们反映特定的服务问题，请点击提交顾客服务要求：Customer Service Request.  这将确保您的

事项安排给相应的团队，并允许您跟踪进度。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Aggregation-of-Multiple-Lots-Form.aspx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RatesForm-AggregationOfMultipleLots.aspx
https://outlook.office365.com/owa/calendar/GeorgesRiverCouncil@georgesriver.nsw.gov.au/bookings/
mailto:mail@georgesriver.nsw.gov.au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Rates-Booking/
https://cianywhere.georgesriver.nsw.gov.au/T1Prod/CiAnywhere/Web/Prod/Public/Function/%24P1.REQ.REQENTRY.WIZ/PRONLINESERVICE?suite=PR&MasterSystem=CN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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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区划分的住宅土地的平均价值与市政费的变化 
每个市政费支付者可能会经历高于或低于以下表中指示的平均值的变化。 

 

乔治河地方政府区域 去年平均变化 今年平均变化 
新州总估价师

的土地平均值 

2021/22  
平均市政费 

2022/23 
平均市政费 

Allawah $7 $37 $292,733 $1,021 $1,059 

Beverley Park $44 $94 $777,071 $1,282 $1,376 

Beverly Hills -$48 $60 $567,564 $1,094 $1,148 

Blakehurst $56 $118 $945,301 $1,619 $1,735 

Carlton $0 $60 $510,143 $1,125 $1,186 

Carss Park $52 $108 $847,218 $1,468 $1,576 

Connells Point $51 $109 $875,363 $1,509 $1,618 

Hurstville $72 $51 $439,681 $1,101 $1,151 

Hurstville Grove $46 $97 $767,981 $1,313 $1,409 

Kingsgrove -$135 $76 $741,879 $1,146 $1,204 

Kogarah $11 $44 $379,801 $1,093 $1,137 

Kogarah Bay $58 $120 $947,210 $1,564 $1,684 

Kyle Bay $71 $145 $1,125,356 $1,846 $1,991 

Lugarno -$158 $68 $626,800 $1,083 $1,149 

Mortdale $116 $50 $460,566 $1,048 $1,095 

Narwee $11 $45 $479,081 $1,012 $1,054 

Oatley -$140 $105 $836,658 $1,505 $1,606 

Peakhurst $24 $43 $500,970 $1,048 $1,089 

Peakhurst Heights -$141 $56 $571,212 $1,003 $1,059 

Penshurst $163 $51 $440,540 $1,066 $1,116 

Ramsgate $2 $28 $348,279 $990 $1,018 

Riverwood $70 $46 $450,244 $1,024 $1,057 

Sans Souci $58 $123 $990,542 $1,666 $1,791 

South Hurstville $23 $60 $495,328 $1,105 $1,165 

地方政府区域平均值 $27 $64 $554,795 $1,171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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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网站上的更多资源 
支付我的市政费: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Pay-my-rates 
 
给养老金领取者的优惠: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Rebates-for-pensioners 
 
困难援助: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Hardship-assistance 
 
延迟付款: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Late-payments 
 
市政费如何计算和支出: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How-rates-are-
calculated-and-spent 
 
土地估价: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Land-valuations 
 
市政费的类别: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Rating-Categories 
 
有关市政费常见问题: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Rates-frequently-asked-
questions 
 
市政费的表格和请求: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Rates-forms-and-
requests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Pay-my-rates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Rebates-for-pensioners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Hardship-assistance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Late-payments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How-rates-are-calculated-and-spent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How-rates-are-calculated-and-spent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Land-valuations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Rating-Categories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Rate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Rate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Rates-forms-and-requests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Rates-forms-and-re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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