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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手册详细讲解了 2021 年市政费的最新变化。 更新的市政费计费系统是通过几年深入的民意调查总

结而成的。 

市区政府会利用收取的市政费为本地社区提供全面的服务，修建和维护共享设施。 全新的市政费组成

结构和计费系统设计能确保让整个乔治河市辖区共同分享的公园、泳池、商务中心、道路等资源雨露

均沾。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市区政府将面向所有民、商业主们执行统一的市政费计费标准。变更如下： 

 无论地区，所有民户业主，只要土地价值不变，市政费不变 

 无论地区，所有商户业主，只要商户类别不变，土地价值不变，市政费不变 

 所有民用住宅须缴付的市政费不低于$965.80 

 所有位于高嘉华（Kogarah）和好市围（Hurstville）地区中心地段的商用物业须缴付的市政

费不低于$1,500，中心地段以外的商户不低于$1,100 

 

市区政府通过更新市政费组成结构和计费系统解决了整个市辖区独立住房和公寓楼之间缴费不均的问

题。  

除此之外，本次革新还能确保现有和未来市政服务的可持续性。由于立法限制，市区政府市政费收入

无法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因此有必要提高其价额标准。2021 年乔治河居民的人均市政费总额为

$457，低于新南威尔士州人均标准（$590）和其他州平均值（$835）。到 2025 年，乔治河人均将

达到$545。 

如果市政费不更新，市区政府的市政费收入不得以增加，那么，我们只能被迫减少甚至停止很多服务。

我们也无法满足未来人口增长的需求，危及服务质量、导致资产消耗过高或过度，整体状态每况愈下。

在民意调查过程中，我们得知大部分居民认为有必要维持现有的市政服务标准。 

市区政府虽然会继续节省开支、提高效率、改善运营模式，但如若不上调市政费收入，大幅削减服务

将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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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新市政费概述 
 

 

 

   

2021 年市政费总收入 $7440万  

比去年增长 $200万  

法定为养老金领取者折扣成本总额 $900,000 

市政费收入净增长 $110 万 

  

民
用

住
宅

 

最低市政费 $965.80 

基于土地价值的费率  0.00157010 

商
用

物
业

 

战略中心的最低市政费总额 

高嘉华和好市围中心地段 
$1,500 

其它的最低市政费总额 $1,100 

基于土地价值的一般性费率 0.00318090 

基于土地价值的工业性费率 0.00389810 

基于土地价值的地区性费率 0.00369810 

基于土地价值的战略中心费率 0.00396360 

基于土地价值的主要购物中心的费率 0.00857890 

人口: 163,000 

2020 年乔治河人均市政费总额: $454 

2021 年乔治河人均市政费总额: $457 

2025 年乔治河人均市政费总额: $545   

新南威尔士州人均标准: $590 

他州人均: $83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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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Q1. 如果我不能按时支付新出台的市政费，市区政府可以提供什么援助？ 

市政府致力于帮助经济困难户，我们可以为您安排支付计划，如免息延期和无息支付计

划等，以减轻您的缴费负担。 

为 了 避 免 产 生 每 日 滞 纳 利 息 ， 请 在 缴 费 截 止 日 期 前 ， 提 交 “ 困 难 援 助 ” 申 请 表

（Hardship Assistance），安排相应的缴费支付计划，详情请登录“困难援助信息”网

页并下载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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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istance.  

Q2. 我是养老金优惠卡（pensioner concession card）持有者，政府如何帮助我？ 

我们会对领取养老金且符合标准的个人提供每年不超过$250 的折扣。 

此外，这些个人还可以申请： 

 每月分期付费，没有额外费用 

 延迟付费直至出售房产，无需缴付滞纳利息 

欲了解更多资讯，如申请资格等，请登录“领取养老金者缴费折扣信息（Rebates for 

Pensioners）”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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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sioners 

Q3. 我不支持这些改变，我不想付款。如果我不付费，会发生什么？ 

今年，我们将为社区提供总值为$1.85 亿澳元的服务。市区政府的服务职能范围是复杂

和多样的，共有 200 多 种对本地社区蓬勃发展至关重要的服务。 

市区政府依靠市政费的收入向社区提供服务，收取费用和继续服务是我们的义务。不按

时交款，可能导致每日收取滞纳利息和法律追偿费用。 

请登录网站，查询有关延迟付款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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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市政费价额标准提升安排是否会因新冠疫情（COVID）延迟？ 

新的市政费将于 2021 年 7 月 1 日生效。缴付困难户可参照问题 1 查询相关扶持措施。 

  

http://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Hardship-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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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ates-for-pensioners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Late-pa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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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能否选择停留在原有的市政费计费系统，保持不变？   

基于市区政府新采纳的市政费组成结构、计费标准和相关立法条例，业主不能选择继续

停留在原有的系统中保持不变。 

Q6. 新市政费组成结构与标准和原有结构相比为何变得更公平、公正了？ 

在过去的五年里，乔治河市辖区一直在使用两个不同的市政费组成结构和计费标准。 

下图为：相比过去，在新市政费系统下，不同类别的缴费结构和计费系统明显更为公平、

公正。 

 

旧市政费计费系统 

人口: 159,000 

2020 年乔治河人均: $454 

新南威尔士州人均: $590 

其他州人均: $835 

 
前好事围市政府 前高嘉华市政府 

          市政费总收入: $4150 万 $3090 万 

民
用

住
宅

 

市政费最低计费群:  $586 $967 

市政费最低计费群缴费总值: $620 万 $1060 万 

基于土地价值的费率:  $0.0019774 $0.0015759  

其他民用住宅计费群缴费总值: $2760 万 $1670 万 

减去对养老金领取者的法定折扣: $560,000 $340,000 

商
用

物
业

 

商业市政费最低计费群: $586 $967 

其他业主缴费总值: $770 万 $360 万 

$1680 万 

$3060 万 

$4430 万 

$3090 万 

$1130 万 

$1290 万 

旧市政费组成结构 

新市政费组成结构 

民用住宅市政费最低计费群（以单元楼为主） 

其他民用住宅计费群（以独立房屋为主） 

商用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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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我缴付的费用都用在了哪里? 

市政府今年将为社区提供总值为$1.85 亿澳元的服务。总体而言这些服务包括： 

 
 

Q8. 市区政府会不会因市政费价额标准的上调而扩大服务？ 

在民意调查的过程中，人们的反馈是不希望提升市政费收费标准以扩大市政服务范围，

但支持维系现有的服务标准。 

如果您希望为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出谋划策，请您登录网页，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https://yoursay.georgesriver.nsw.gov.au/the-plan.  

Q9. 市政费是如何计算的？  

请登录网站，观看短视频《市政费的计算方法及其使用》（How rates are calculated and 

sp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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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culated-and-spent. 

Q10. 在新的财政年度里，市政费会再次上调吗？ 

是的，总体而言，根据民意调查结果，为了保障现有的市政服务质量，市政费会每年上

调。正如人均生活费和商用成本每年都会上调一样，我们的能耗、补给和各项服务的成

本也会随时间上调。如果您希望市政服务能够持续性地存在，那么市政费的收费标准也

应跟上成本上升的步伐。 

 

https://yoursay.georgesriver.nsw.gov.au/the-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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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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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本次革新还能确保现有和未来市政服务的可持续性。由于立法限制，政府市政费收入

无法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因此有必要提高其价额标准。2021 年乔治河居民的人均市政费总额

为$457，低于新南威尔士州人均标准（$590）和其他州平均值（$835）。到 2025 年，乔治河

人均将达$545，仍旧低于全国平均值。 

 

我们会继续寻找其它收入来源，如：向州级和国家政府申请拨款和资助等补充市政收入，

以减轻业主的经济负担。 

 

联系方式 

客服电话：9330 6400 或电邮：mail@georgesriver.nsw.gov.au 请在邮件标题行标注 New 

Rates 2021 Feedback（对新市政费的反馈意见），以确保您的查询由相应的团队来处理。  

如何与市政工作人员讨论手册中的信息？ 

欢迎您登录网页在线预约时间与市政工作人员讨论 2021 年推行的全新新市政费及其手册内

容 :  

https://outlook.office365.com/owa/calendar/GeorgesRiverCouncil@georgesriver.nsw.gov.au

/bookings/ 

服务需求 

特定服务需求请在线填表：Customer Service Request. 这道手续既能确保您的需求得到正确

的应答，还能跟踪进度。 

  

mailto:mail@georgesriver.nsw.gov.au
https://outlook.office365.com/owa/calendar/GeorgesRiverCouncil@georgesriver.nsw.gov.au/bookings/
https://outlook.office365.com/owa/calendar/GeorgesRiverCouncil@georgesriver.nsw.gov.au/boo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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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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信息 

按地区划分的民户用地平均价值和房价标准变化请注意，因业主个人情况的不同，可能会出

现相应差值 

 

区域 
新南威尔士州土地平均

价值 

2020/21  

平均市政费 
平均起伏 

2021/22 

平均市政费 

Allawah $292,733 $1,014 $7 $1,021 

Beverley Park $777,071 $1,238 $44 $1,282 

Beverly Hills $567,564 $1,142 -$48 $1,094 

Blakehurst $945,301 $1,563 $56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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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ss Park $847,218 $1,416 $52 $1,468 

Connells Point $875,363 $1,458 $51 $1,509 

Hurstville $439,681 $1,029 $72 $1,101 

Hurstville Grove $767,981 $1,267 $46 $1,313 

Kingsgrove $741,879 $1,281 -$135 $1,146 

Kogarah $379,801 $1,082 $11 $1,093 

Kogarah Bay $947,210 $1,506 $58 $1,564 

Kyle Bay $1,125,356 $1,775 $71 $1,846 

Lugarno $626,800 $1,241 -$158 $1,083 

Mortdale $460,566 $932 $116 $1,048 

Narwee $479,081 $1,001 $11 $1,012 

Oatley $836,658 $1,645 -$140 $1,505 

Peakhurst $500,970 $1,024 $24 $1,048 

Peakhurst Heights $571,212 $1,144 -$141 $1,003 

Penshurst $440,540 $903 $163 $1,066 

Ramsgate $348,279 $988 $2 $990 

Riverwood $450,244 $954 $70 $1,024 

Sans Souci $990,542 $1,608 $58 $1,666 

South Hurstville $495,328 $1,082 $23 $1,105 

LGA Average 

乔治河市辖区总体
平均值 

$554,795 $1,144 $27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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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附加信息 

Pay my rates 支付我的市政费 :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Pay-my-rates 

 

Rebates for Pensioners  给养老金领取者的折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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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ship Assistance 困难援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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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 Payments 延迟付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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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d Valuations 土地估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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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re rates calculated and spent 市政费的计算方法及其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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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culated-and-spent 

 

Business rating categories in effect from 1 July 2021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的商业市政费类别 :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Change-of-rating-

categories 

 

Rate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有关市政费常见问题 :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Rates-frequently-asked-

questions 

 

Rates related forms 与市政费有关的表格 :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Rates-related-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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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val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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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of-rating-categories
https://www.georgesriver.nsw.gov.au/Council/Rates-and-Payments/Change-o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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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for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