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冠资本概要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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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信任

A VISIONARY FUNDS MANAGER

敦行全球资管
敏捷实现增长

安于诚信
成于沃冠
- Chairman 朱烨

In Global
Real Estate
Funds

57亿

15年

19+

200+

人民币资产管理规模

全球投资经验

全球项目

投资合伙人

免责声明
除法定信息披露外，本宣传册所包含的信息和资料仅供一般性参考，本公司不会就本宣传册内资料的使用及其使用结果的正确性、准确
性、可靠性或其他方面作出保证或声明，本公司不承担因对本宣传册内资料的使用和不能使用而引起的任何责任。本公司不对本宣传册可
能链接的不属于本公司运作的其他网址的内容负责，对该等链接网站所提供内容，您应自行辨别、判断和自负其责。本宣传册介绍的信
息、工具和资料仅供一般性参考，除非另有明确协议，不应被视为购买或销售任何金融产品的某种要约或要约邀请，亦非对任何交易的正
式确认。本宣传册介绍的信息和资料并非旨在提供任何形式的建议，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税收、会计或法律上的建议。本宣传册所提供的
产品、信息和服务并不是针对所有国家和地区，您应自行负责查证您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是否允许您浏览本宣传册或使用有关服务。投
资有风险，产品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您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认真阅读相关产品合同，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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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冠资本总体介绍

投资策略

Ausvogar Capital沃冠资本是一家具备金融基因的跨境资产管理公司，秉持信任、桥梁、开放与共享

投资于不同国家、城市的房地产

寻找发现具备价值潜力的开发项

阶段性持有物业，通过项目改

的经营理念，致力于中国境内和海外的土地资产、及其上建筑空间资产的开发、持有和运营管理。沃

及相关市场，配置不同资产，以

目进行投资，分享项发开发的增

造、运营，以提升物业收益与物

冠资本通过在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设立与管理专注投资于土地等不动产权益的私募投资基

平衡各国及不同区域间经济与政

值收益，实现基金的稳健快速增

业价值，达到基金的稳定增值；

金、提供投资组合管理等多种形式的专业房地产金融服务，来协助投资伙伴安全地发现价值、获得价

策变化带来的市场差异。

值。

或作为母基金持有相应投资策略
的投资基金，实现稳定增值。

值与提升价值，并达到跨境权益互换、全球资产配置的目的。

沃冠资本合伙人均为从业20余年以上的资产管理、财务、法律及风险控制方面的专业人士，具备优秀
的协调资源与运营管理的能力。团队坚持安全第一、发展第二、增长第三的原则，在项目前期调研、
选项、立项、与运作管理等项目投资全链条为投资伙伴进行主动型资产管理及参与型资产管理服务。
充分发挥合伙人团队在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丰富的投资和资金管理实战经验，整合所在国
资源，建立全面的合规风险控制体系，从而最大程度地抑制投资风险，获得投资收益；为投资伙伴从
投资标的底层资产的安全、宏观微观分析、城市规划影响以及项目本体设计、前期专业分析、投资潜
力过程挖掘、退出架构等多角度提供定制解决方案。

沃冠资本秉持“土地+空间+金融”的投资模式，结合具体实践与所在国家金融政策环境，以开放透明

选择资质优良的交易对手进行长

特定项目短期基金与长周期基金

主要投资于债权类资产，匹配股

期合作，共担风险与共同利益增

结合，实现基金现金流与价值增

权类资产，分散风险。

长，以实现基金的持续发展。

值同步。

的姿态，尽职尽力为投资伙伴们达成资产价值安全、稳固与增长之路。

沃冠资本总部位于中国，目前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已设立分支机构，美国办事处亦在考察筹备中。
总部公司沃冠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准的私募基金管
理人，管理人备案号P1006807。澳洲沃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于澳大利亚悉尼，拥有基金牌照
（AFSL 400964）。诺美沃冠加拿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于温哥华，专注于加拿大房地产投资机
会，为客户的资产创造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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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冠中国
沃冠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简称“沃冠中国”）
是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
准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备
案号 P1006807。沃冠中国自
2014 年设立以来，依托管理人丰
富的房地产和基金从业经验，整
合国内外资源，建立全面的内部
风险控制体系，并一贯秉持合规
管理的企业宗旨。在中国已成功
发行6支基金并全部完成基金业协
会备案。沃冠中国已在国内树立
了非常良好的管理人口碑，并得
到了国内投资者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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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冠澳洲
沃冠澳大利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沃冠澳洲”）设立于澳
大利亚悉尼，是其管理基金的信
托方及基金管理人。澳大利亚
金融服务管理牌照400964，沃
冠澳大利亚和其设立的基金受
ASIC（澳大利亚证券及投资委员
会）监管。
沃冠澳洲的管理团队由经验丰富
的专业人士组成，拥有20年以上
的房地产及金融从业经验。沃冠
澳洲通过投资澳大利亚房地产相
关项目为投资者创造高额回报，
并已与澳大利亚本地开发商及专
业公司建立了了稳固的关系，致
力于成为中国投资者投资海外最
为可靠的合作伙伴之一。

沃冠加拿大
诺美沃冠加拿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简称“沃冠加拿大”）设立
于温哥华。 其管理团队由加拿
大房地产开发经验丰富的专业团
队组成。拥有20年以上加拿大本
地房地产与金融从业经验。 诺美
沃冠资本聚焦于加拿大房地产投
资机会的筛选， 通过对房地产市
场进行分析评估、开发过程管理
及不动产资产管理等全方位的服
务，为客户创造新的价值加速资
产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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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团队
朱 烨
沃冠创始合伙人

沃冠资本创始合伙人，先后发起设立沃冠资本中国、沃冠资
本澳大利亚公司，并参与诺美沃冠加拿大公司的发起。朱烨
先生任沃冠资本中国公司董事长，沃冠资本澳大利亚公司董
事，诺美沃冠加拿大公司董事。
朱烨先生为北京工业大学硕士、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商学硕
士，近20年财务及投资管理经验。曾就职北京万通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参与万通信托类基金及国内第一支民营工业地产
增值基金的发起、融投资与后期管理。并主导与管理理万通
控股在美国、澳洲及台湾的海外投资业务。

管理团队
杨宇微
沃冠资本
澳大利亚合伙人

郑铭强
沃冠资本
澳大利亚公司董事

戴 征
沃冠创始合伙人

参与发起设立沃冠资本中国，任沃冠资本中国执行总裁。戴
征先生为北京理工大学工学士、清华大学经管学EMBA，
曾任万通控股子公司总经理、资产管理、项目管理总监等职
位。20余年房地产投资策划、开发验，在相关领域内的不
动产运营管理、资产处置具有丰富经验。

杨震寰
诺美沃冠资本合伙人

李树彬
沃冠合伙人

任沃冠资本中国首席财务官及风控负责人。李树彬先生为河
北大学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
曾就职于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在金融行业有15年以上丰富
的理论知识与全面的实操经验。

赵建华
诺美沃冠资本合伙人

崔雪梅
沃冠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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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沃冠资本中国副总裁。崔雪梅女士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学
士，从事房地产行业12年，曾供职于北京万通地产、北京
城建集团下属江苏项目公司，先后担任天津万通上游国际项
目人事行政部经理、总经理助理，亦担任过营销总监职位，
负责商业地产营销。履历丰富，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主
要负责人力资源与投资人关系工作。

程显鹏
诺美沃冠资本合伙人

任沃冠资本澳大利亚公司董事。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
商学硕士学，资深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全球特许管
理会计师，拥有15年以上澳大利亚金融及地产行业经
验。杨女士先后就职澳大利亚维达信贷公司，通用资本
（GE Capital），及澳大利亚最大非金融机构之一的
PEPPER集团。

毕业于东北大学应用数学专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精
算硕士。2012年加入融侨金融集团，现为融侨基金及融
侨贷款总负责人，拥有多年风险管理经验及丰富的行业
资源，其管理的房地产基金规模位居行业前茅。

诺美沃冠资本执行董事。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学士学位。
创立十数家公司并成功运营，拥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
和战略视野。成功投资多家企业，熟悉跨行业商业模式
运作和资源整合。

诺美沃冠资本董事。北京大学学士，西南大学EMBA。
有超过18年的房地产投资和开发经验。2007年创建了
United Forward，进军加拿大房地产市场。2016年投
资Paragon Kelowna，开发在Kelowna的23层公寓
楼。还投资One Water Kelowna，开发两栋高层公寓
楼。

诺美沃冠资本董事。山东大学经管学院工商管理专
业。2002年至2012年致力于中国的矿业投资及技术改
造项目。2012年移民加拿大至今，担任北美鹰控股集团
董事长，主要从事地产行业的投资及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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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项目

基金管理
团队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基金管理服务和值得信赖的信托
服务，尽职保护客户的资产和利益。

地产投资
地产投资团队拥有丰富的地产投资、物业管理及地产开
发的经验，为项目提供增值机会，并及时落实计划。

移民服务
致力于建立长期客户关系，为高净值客户和有移民意向
的客户提供商业投资移民服务，与当地专业律所和会所
对接落实。

咨询服务
目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理财、投资服务，包括置业、
财务、税务、投资、保险、养老金和退休计划等，为客
户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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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冠资本
基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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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冠资本发行基金
澳洲基金
金额：69,793.42

中国基金
金额：22,155

信任
共享

加拿大基金
金额：20,500

桥梁
其中已退出基金实现年化18%的收益。

开放

金额（折合人民币万元）

股权基金
金额：98,740

债权基金
金额：13,708

截止到2019年12月的数据
金额（折合人民币万元）

沃冠资本累计所投资项目的市值折合人民币57亿，
其中澳大利亚境内项目市值折合人民币超过4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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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

Ausvogar
Real Estate
Projects

已投项目
2014年至今，沃冠资本（包括沃冠中国，沃冠澳大
利亚和沃冠加拿大）共投资完成17个项目，其中商
kew gordon

套数：50套

已投项目
悉尼

总市值（澳币万元）：3,100

Gordon
豪华公寓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项目周期：21-24个月

kew gordon

悉尼北岸富人区，地铁沿线、名

业项目3个，住宅及住宅土地项目14个，澳大利亚
校环绕。 在这里居住的家庭收入

中值为每周2,313澳元，远高于全
境内项目共计15个，涉及公寓、联排别墅和土地项
国平均水平1,438澳元。

目，分布在悉尼、墨尔本和黄金海岸等主要城市，
page 6

套数：15套

悉尼
Kew Bondi
豪景公寓
黄金海岸
Palm Beach公寓

总市值（澳币万元）：3,900
套数：62套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总市值（澳币万元）：5,200
项目周期：24个月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已投项目

项目周期：23-24个月

page 7

加拿大境内2个项目为住宅项目，均在温哥华。沃冠
紧邻Bondi沙滩的奢华公寓，

项目位于Palm
Beach的优越地
适合高端自住业主。在公寓中就
资本累计所投资项目的市值折合人民币57亿，其中
段，便捷可达海滨的咖啡馆、酒
可以观赏大海、Bondi沙滩和

澳大利亚境内项目市值折合人民币超过40亿。
吧和餐馆。 一切所需近在咫尺，
Rose海湾。

邻近超市、学校、公共绿地和运
动设施。

套数：50套
套数：58套
套数：32套
套数：58套
悉尼
黄金海岸
悉尼
悉尼
总市值（澳元）：4,800万
总市值（澳币万元）：3,100
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总市值（澳币万元）：4,800
Kew
Neo Roseville
Mermaid
Kew
RosevilleBeach
Gordon
18% p.a. p.a.
已实现收益率：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股本收益率:
18% p.a. p.a
高级住宅公寓
高级住宅公寓
豪华公寓
已成功退出
项目周期：21-24个月
项目周期：23-24个月
已成功退出

美人鱼海滩是黄金海岸知名的海
项目附近交通十分方便，地理位
悉尼北岸富人区，地铁沿线、名
项目附近交通十分方便，地理位
滩，位于Fitpo的心脏地带，交通
置优越，当地主要以中高收入的
校环绕。
在这里居住的家庭收入
置优越，当地主要以中高收入的
便利，项目距离海滩只有350多
白人和华人为主。
中值为每周2,313澳元，远高于全
白人和华人为主。
米，马路另一边就是太平洋购物
国平均水平1,438澳元。
中心。

kew gordon

kew gordon

18%

年化
成功退出！
page 6

目

项目周期：23-24个月
出租率：100%
项目周期： 3年
项目周期：5+2年

项

已投项目

业

悉尼
悉尼
Kew
黄金海岸
Kew Norwest
Norwest
Palm
Beach公寓
悉尼 CBD
高级住宅公寓
高级住宅公寓
160商业写字楼

位于悉尼新贵西北区。顶级设
项目位于Palm Beach的优越地
位于悉尼CBD，距离Townhall和
计，设施完备，环境优美。适合
项目附近交通十分方便，地理位
段，便捷可达海滨的咖啡馆、酒
Wynyard车站只需步行5分钟。租
置优越，当地主要以中高收入的
海外留学、投资、保值或自住生
吧和餐馆。
一切所需近在咫尺，
白人和华人为主。
金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且租客
活。
邻近超市、学校、公共绿地和运
优质，项目现金流稳定。
动设施。

商

套数：119套 (A) + 138套 (B+C)

套数：62套
套数：119套
(A) + 138套 (B+C)
可租用面积：8,269.5平方米
总市值（澳币万元）：
总市值（澳元）：
总市值（澳币万元）：5,200
总市值（澳币万元）：11,000
7,500
(A)8,300
+ 8,300
万 (B+C)
7,500万预期收益率：大于15%
(A) +
(B+C)
p.a.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项目周期：
3年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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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适

目

Loca

套

77 Corish Ci
of Eastgard
Sydney CBD

渥

Banksmeado
positioned b

The property
of Corish Cir
intersection
and as such
vehicular tra

Wentworth A
(M1 Motorw

目

工业用地需求者偏爱。毗邻悉尼
市中心，悉尼国际机场以及M5
美人鱼海滩是黄金海岸知名的海
项目包括四栋设计出众的建筑，
墨尔本港口的豪华联排别墅项目。
Motorway高速公路。
滩，位于Fitpo的心脏地带，交通
中央围绕的棕榈树林和一个超棒
近年来人口激增，越来越多的
便利，项目距离海滩只有350多
的游泳池。
年轻父母和孩子搬来这里，

$XVYRJDU

A2 ������

项

预期收益率：大于15%p.a
p.a.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ge 6

$XVYRJDU�Crown�Meadow �nit Tr�st

违约风险低，租金收入稳定性强。
位于悉尼新贵西北区。顶级设
项目位于Palm
Beach的优越地
项目位于Palm
Beach的优越地
计，设施完备，环境优美。适合
墨尔本大学学生自住的最佳选择，
段，便捷可达海滨的咖啡馆、酒
段，便捷可达海滨的咖啡馆、酒
海外留学、投资、保值或自住生
市中心近郊绝无仅有的联排别墅
吧和餐馆。
一切所需近在咫尺，
吧和餐馆。
一切所需近在咫尺，
无论是工业或商业用途，
活。
项目。
邻近超市、学校、公共绿地和运
邻近超市、学校、公共绿地和运
Banksmeadow目前都是悉尼最受
动设施。
动设施。
瞩目的市场之一。其地理位置受
投资项目

业

墨尔本港联排别墅
Rouse
Hill
Neo
Mermaid
Beach
高级住宅公寓
高级住宅公寓

中心。
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承租，

商

14

项目周期：24个月
套数：119套
(A) + 138套 (B+C)
套数：17套
套数：62套
墨尔本
总市值（澳币万元）：
悉尼
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总市值（澳币万元）：5,200
Treehaus
Parkville 套数：62套
黄金海岸
黄金海岸
Kew
Norwest
7,500 (A) + 8,300 (B+C)
总市值（澳元）：5,200万
高级住宅公寓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总可租面积: 3,398 总平方米
Palm
Beach公寓
高级住宅公寓
Palm
Beach公寓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项目周期：23-24个月
街层
–
制造
&
仓库:
项目周期：18个月
项目周期：23-24个月
悉尼市中心
项目周期：
3年
1,903 平方米
附近工业空间
一层 – 制造 & 仓库：
及仓库工业地产
617 平方米
办公室: 530 平方米
套数：16套
套数：32套
套数：256套
储藏室: 348 平方米
墨尔本
悉尼
黄金海岸
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总市值（澳币万元）：18,000

目

预期收益率：大于8% p.a.

项

总市值（澳币万元）：5,500

kew gordon

业

商业写字楼

���������������������������

商

黄金海岸
悉尼
黄金海岸
套数：32套
悉尼
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总市值（澳币万元）：3,100
总市值（澳币万元）：18,000
零售 – 1,703.7 平方米
Neo
Mermaid
Rouse
Hill
Neo
Mermaid
Beach总市值（澳元）：2,400万
Gordon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p.a.
办公室 – 7,468.3 平方米
Beach
高级住宅公寓
豪华公寓
卧龙岗
项目周期：23-24个月
项目周期：23-24个月
项目周期：21-24个月
高级住宅公寓
项目周期：24个月
总可租面积 – 9,172.0 平方米
市中心甲级

美人鱼海滩是黄金海岸知名的海

项目包括四栋设计出众的建筑，
悉尼北岸富人区，地铁沿线、名
美人鱼海滩是黄金海岸知名的海
滩，位于Fitpo的心脏地带，交通
滩，位于Fitpo的心脏地带，交通
中央围绕的棕榈树林和一个超棒
校环绕。 在这里居住的家庭收入
位于卧龙岗CBD核心商业区
便利，项目距离海滩只有350多
便利，项目距离海滩只有350多
的游泳池。
中值为每周2,313澳元，远高于全
•澳大利亚表现最好的写字楼市场之一;
米，马路另一边就是太平洋购物
米，马路另一边就是太平洋购物
国平均水平1,438澳元。
中心。
•项目办公楼层100%由澳大利亚联邦

�������������

kew gordon

Southern
Cross Drive
(M1)

����

77 Corish

位于Eastg

Port Bota

物业位于各

CBD、悉尼

不论是工业

是悉尼最受

所推动，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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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 N F O R M AT I O N M E M O R A N D U M - 77 CO R I S H C I R C L E

5

BOUNDARY IS INDICATIVE ONLY

BOUNDARY IS INDICATIVE ONLY

Motorway

地需求者所

卧龙岗
市中心甲级
商业写字楼

Kew Roseville
高级住宅公寓
高级住宅公寓


总可租面积 – 9,172.0 平方米

已投项目

•项目办公楼层100%由澳大利亚联邦

总市值（澳币万元）：5,500



已投项目

卧龙岗（Wollongong）位于悉尼中央商务区以南80

kew gordon

����

����������������������������

77 Corish Circle，Banksmeadow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从物流运输的角度看，她靠近悉尼CBD、悉尼机
kew gordon

适合大公司一体式承租，也可用于开发成拥有独立产权的仓储办公物业群。
Por t Botany
Rail Line

77 Corish Circle, Banksmeadow lies close to the border
of Eastgardens some nine kilometres south of the
Sydney CBD.

road distribution network, including being only 5kms
(10 min drive) from Sydney Airport and 3kms from Port
Botany Terminals.

Banksmeadow is a predominantly industrial area ideally
positioned between Port Botany and Sydney Airport.

Port Botany is anticipated to become Australia’s largest
container port by volume in the next 30 years (Source:
NSW Transport). A $400m funding package was recently
announc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duplicate and
upgrade the existing Port Botany rail line.

渥。

The property is prominently situated on the western side
of Corish Circle, opposite Hensley Athletic Track, at the
intersection with major arterial road, Wentworth Avenue
and as such receives considerable exposure to passing
vehicular traffic.

业
项
page 7

悉尼
悉尼CBD
悉尼
CBD
悉尼
160商业写字楼
Gordon
160商业写字楼
Gordon
豪华公寓
豪华公寓

Southern
Cross Drive
(M1)

Westfield

Corish
Circle

1. 项目（77 Corish Circle）概况
1.1 项目位置

I N F O R M AT I O N M E M O R A N D U M - 7 7 CO R I S H C I R C L E
page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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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Corish Circle, Banksmeadow地理位置优越，

Port Botany以北5公里的位置。

I N F O R M AT I O N M E M O R A N D U M - 7 7 CO R I S H C I R C L E

5

18%

���������������������������

5

both at ground and at rooftop, wish exquisite landscaped rooftop gardens,
embracing the future of Castle Hill living. Residences range from 4 to 12
levels over a large island site just minutes’ walk from Caste Towers and the
new Castle Hill station. Also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are Castle Hill’s finest

商
目

项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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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岗是一个地理位置优越，高增长的城市，毗邻悉尼及悉尼国际机场。历史上以其重要的港口而闻名，现如今卧龙岗拥
有繁荣的商业环境，丰富的教育资源和良好的创新环境。卧龙岗的宜居性使得当地企业员工对城市与公司都产生强烈的归
属感。

标的物业的合同价为50,380,000澳元，位于90 Crown Street，Wollongong，NSW。该楼宇为甲级写字楼，80%以上
的租户为联邦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部门，目前平均租约到期时间（按收入，截止2018年11月1日）为3.85年。办公
楼层的平均毛租金为每平米$460。目前市场毛租金范围为每平方米$420-$500内。

标的物业有4.5星的节能评级，并位于卧龙岗CBD政府办公区域核心地段。目前Wollongong大面积办公空间的供给有限，

总市值（澳币万元）：

悉尼
Kew Norwest
高级住宅公寓
温哥华，素里市
商业+住宅综合开发
悉尼
悉尼
项目
Castle
CastleLarool
Larool
土地项目
土地项目

导致了甲级写字楼市场极低的空置率为3.4%（Knight Frank，2018），这也加强了租户的保留率。

7,500 (A) + 8,300 (B+C)

�����

项

业

商









目

18%












Positions









Persons

卧龙岗（Wollongong）位于悉尼中央商务区以南80

o卧龙岗沿海风景优美、气候宜居

公里处 ，地理位置优越，通过连接国际与国内市场，

٢ጳ٢ԏࣈמಓಭᩒ᧔กԡ

o低廉的生活成本，住宅售价目前比悉尼低33%

卧龙岗市中心新增了80家咖啡店和小酒吧。卧龙岗的
连接M1高速公路，卧龙岗到悉尼国际机场车程约为1
宜居性也增加了其作为一个经商之地的吸引力；相较
个小时，到悉尼CBD一小时二十分钟。Kembla海港
于悉尼，卧龙岗有更高的员工留任率，以及较低的工
为国际和国内贸易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是新南威
作为澳大利亚经济中心的新南威尔士州正在大力鼓励经济发展，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都对基建给予了巨大的财政支
资和租赁成本。
尔士州最大的机动车进出枢纽及第二大的煤矿出口海
持。在悉尼城区周围涌现了大量以电子商务为运营模式的零售商，这些新电商零售业大大刺激了对于办公和仓储类
港。
商业物业的需求。

����

状态

套数

��������������

16套

已募完，投资中

����������������������������

悉尼
Rouse Hill
高级住宅公寓

TOWN PLANNING

77 Corish Circle，Banksmeadow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从物流运输的角度看，她靠近悉尼CBD、悉尼机
SK 601
Perspective - South Western Corner
Por t Botany
Te r m i n a l s

15%

实际收益率

TBA

目 目
项 项
业 业
商 商

年化大于

14/11/17 / CM 3319

Port Melbourne
3207 VIC

Por t Botany
Rail Line

Location

套果汁生产的机器、设备、仓储及办公室。根据现有租约，2019年的年净租金收入为83万540澳币，租金回报优

77 Corish Circle, Banksmeadow lies close to the border
of Eastgardens some nine kilometres south of the
Sydney CBD.

road distribution network, including being only 5kms
(10 min drive) from Sydney Airport and 3kms from Port
Botany Terminals.

Banksmeadow is a predominantly industrial area ideally
positioned between Port Botany and Sydney Airport.

Port Botany is anticipated to become Australia’s largest
container port by volume in the next 30 years (Source:
NSW Transport). A $400m funding package was recently
announc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duplicate and
upgrade the existing Port Botany rail line.

渥。

The property is prominently situated on the western side
of Corish Circle, opposite Hensley Athletic Track, at the
intersection with major arterial road, Wentworth Avenue
and as such receives considerable exposure to passing
vehicular traffic.

Wentwor th
Avenue

�������������

Sydney CBD

Southern
Cross Drive
(M1)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Hensley
Athletic
Tra c k

The property is diagonally opposite and in close walking
distance to Westfield Eastgardens, providing staff with
convenient eating, shopping and transport amenity – a
major drawcard. Bunnings Eastgardens is approximately
400 metres to the south.

Wentworth Avenue connects with Southern Cross Drive
(M1 Motorway) providing excellent access to Sydney’s

套数：21套
项目周期：24个月
总市值（加元）：2630万
项目周期：约为 42 个月

温哥华市 甘比走廊
住宅开发项目

Pagewood
Green

$XVYRJDU�Crown�Meadow �nit Tr�st

Wentwor th
Avenue

$XVYRJDU�Crown�Meadow �nit Tr�st

٢ጳ٢ԏࣈמಓಭᩒ᧔กԡ

٢ጳ٢ԏࣈמಓಭᩒ᧔กԡ

Westfield

客优质，项目现金流稳定。

A1 ������

工业用地需求者偏爱。毗邻悉尼
项目。
投资项目

Corish
Circle

1. 项目（77
����

Corish Circle）概况

1.1 项目位置
I N F O R M AT I O N M E M O R A N D U M - 7 7 CO R I S H C I R C L E

8

9
���� 卧龙岗是一个地理位置优越，高增长的城市，毗邻悉尼及悉尼国际机场。历史上以其重要的港口而闻名，现如今卧龙岗拥
I N F O R M AT I O N M E M O R A N D U M - 7 7 CO R I S H C I R C L E

77 Corish Circle,
Banksmeadow地理位置优越，
有繁荣的商业环境，丰富的教育资源和良好的创新环境。卧龙岗的宜居性使得当地企业员工对城市与公司都产生强烈的归
77 Corish Circle, Banksmeadow 地
理位置优越，位于 Eastgardens
位于Eastgardens
Westfield的马路对角位置；在
属感。

Westfield 的马路对角位置；在 Port
Botany 以北 5 公里的位置。

Port Botany以北5公里的位置。

市中心，悉尼国际机场以及M5

标的物业的合同价为50,380,000澳元，位于90 Crown Street，Wollongong，NSW。该楼宇为甲级写字楼，80%以上

物业位于各主要枢纽附近，交通便利，连接悉尼
的租户为联邦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部门，目前平均租约到期时间（按收入，截止2018年11月1日）为3.85年。办公
物业位于各主要枢纽附近，交通便利，

墨尔本
Treehaus Parkville
高级住宅公寓
连接悉尼 CBD、悉尼国际机场等。

CBD、悉尼国际机场等。
楼层的平均毛租金为每平米$460。目前市场毛租金范围为每平方米$420-$500内。

CROWN STREET
WOLLONGONG

不论是工业或是商业用途，Banksmeadow目前都
标的物业有4.5星的节能评级，并位于卧龙岗CBD政府办公区域核心地段。目前Wollongong大面积办公空间的供给有限，
是悉尼最受瞩目的市场之一。这主要由其地理位置
导致了甲级写字楼市场极低的空置率为3.4%（Knight Frank，2018），这也加强了租户的保留率。
所推动，毗邻悉尼市中心、悉尼国际机场、以及M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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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way；这些都使得Banksmeadow成为工业用
地需求者所偏爱的地段。

不论是工业或是商业用途，Banksmeadow 目前都是悉尼最受瞩目的市场之一。这主要
由其地理位置所推动，毗邻悉尼市中心、悉尼国际机场、以及 M5 Motorway；这些都
使得 Banksmeadow 成为在本土经商的工业用地需求者所偏爱的地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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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 IS INDICATIVE ONLY

商

BOUNDARY IS INDICATIVE ONLY













项目周期：18个月





悉尼 Marsden
Park 住宅开发项目

403 APARTMENTS WITHIN 3 RESIDENTIAL



STOREYS WITH 4 LEVELS OF UNDERGROUND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悉尼CBD约30公里，步行8分钟
的年轻父母和孩子搬来这里。
项目周期：24个月
总市值（澳币万元）：3,900
年轻父母和孩子搬来这里，

套数：285套
项目周期：约为48 个月





Positions





PARKING.





Persons

����

����

墨尔本港联排别墅

墨尔本
墨尔本港联排别墅

Perspective - South Western Corner

SK 601

77 Corish Circle，Banksmeadow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从物流运输的角度看，她靠近悉尼CBD、悉尼机
地点
预期股本收益率 Lot 3, 339-343
Williamstown Road Townhouses
rev.
场、Botany港口和高速公路M5。从潜在租赁客户的角度看，该物业的正对面就是大型购物中心Westfield，不仅
14/11/17 / CM 3319
状态
套数
适合大公司一体式承租，也可用于开发成拥有独立产权的仓储办公物业群。
Por t Botany
Te r m i n a l s

年化大于

16套

15%

Por t Botany
Rail Line

TOWN 渥。
PLANNING
Perspective - South Western Corner SK 601
实际收益率
地点
预期股本收益率 Lot 3, 339-343
Williamstown Road Townhouses rev.

TBA 15%

77 Corish Circle, Banksmeadow lies close to the border
of Eastgardens some nine kilometres south of the
Sydney CBD.

road distribution network, including being only 5kms
(10 min drive) from Sydney Airport and 3kms from Port
Botany Terminals.

Banksmeadow is a predominantly industrial area ideally
positioned between Port Botany and Sydney Airport.

Port Botany is anticipated to become Australia’s largest
container port by volume in the next 30 years (Source:
NSW Transport). A $400m funding package was recently
announc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duplicate and
upgrade the existing Port Botany rail line.

The property is prominently situated on the western side
of Corish Circle, opposite Hensley Athletic Track, at the
intersection with major arterial road, Wentworth Avenue

and as such/ receives
14/11/17
CMconsiderable
3319exposure to passing

Designed by multi-award winning architect Rothelowman,
the Castle
*股本收益率是按现有预期计算，

Port Melbourne
3207 VIC

Larool precinct has an ambitious curved form with
generous open spaces
不构成对既有产品回报及

年化大于

Sydney
Airport
Runway

Port Melbourne
目前该物业100%出租给Monde Nissin公司旗下的Nudie Juice。该物业建于2004年，钢筋水泥结构，内有一整
Location
3207 VIC
已募完，投资中
套果汁生产的机器、设备、仓储及办公室。根据现有租约，2019年的年净租金收入为83万540澳币，租金回报优
Hensley
Athletic
Tra c k

The property is diagonally opposite and in close walking
distance to Westfield Eastgardens, providing staff with
convenient eating, shopping and transport amenity – a
major drawcard. Bunnings Eastgardens is approximately
400 metres to the south.

�������������

vehicular traffic.

Wentworth Avenue connects with Southern Cross Drive
(M1 Motorway) providing excellent access to Sydney’s

Wentwor th
Avenue

未来产品回报的保证。
both at ground and at rooftop, wish exquisite landscaped
rooftop gardens,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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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7

77场
C
适
场、

美人鱼海滩是黄金海岸知名的海

适合
目

Loca

套
目前
渥
套果

L o77cCorish
a tCiri

of Eastgard
Sydney CBD.
77 Corish Circle, B
Banksmeado
of Eastgardens s
positioned b
Sydney CBD.

渥。

滩，位于Fitpo的心脏地带，交通
无论是工业或商业用途，
无论是工业或商业用途，
无论是工业或商业用途，
便利，项目距离海滩只有350多
Banksmeadow目前都是悉尼最
Banksmeadow目前都是悉尼最受
Banksmeadow目前都是悉尼最受
受瞩目的市场之一。其地理位置
米，马路另一边就是太平洋购物
瞩目的市场之一。其地理位置受
瞩目的市场之一。其地理位置受
受工业用地需求者偏爱。毗邻悉
中心。
工业用地需求者偏爱。毗邻悉尼
工业用地需求者偏爱。毗邻悉尼
尼市中心，悉尼国际机场以及M5
市中心，悉尼国际机场以及M5
市中心，悉尼国际机场以及M5
Motorway高速公路。
位于悉尼新贵西北区。顶级设
Motorway高速公路。
Motorway高速公路。
计，设施完备，环境优美。适合

$XVYRJ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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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perty
Banksmeadow is a
of Co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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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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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section w
Th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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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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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tworth
A
and as
such receiv
(M1 Motorwa
vehicular
traffic.

Wentworth Avenu
(M1 Motorway) pr

Southern
Cross Drive
(M1)
Southern
Cross Drive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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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Corish

77位于Eastg
Corish C

位于Eastgard
Port Bota

Port Botany

物业位于各

物业位于各主
CBD、悉尼

CBD、悉尼国
不论是工业

不论是工业或
是悉尼最受

是悉尼最受瞩
所推动，毗

所推动，毗邻
Motorway

Motorway；
地需求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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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需求者所偏

5

5

BOUNDARY IS INDICATIVE ONLY
BOUNDARY IS INDICATIVE ONLY

海外留学、投资、保值或自住生

素里市加拿大近几年来发展最快
活。
Castle
Castle Hill位于悉尼西北区，距离
Hill位于悉尼西北区，距离
的城市之一，商业和工业开发
悉尼CBD约30公里，步行8分钟
潜力大，目前约有1万多家公司在
悉尼CBD约30公里，步行8分钟
此运营。同时也是大温农产品
到新火车站，500米到著名的商
到新火车站，500米到著名的商
的主要产地之一。
场Castle Tower, 并且土地项目给

I N F O R M AT I O N M E M O R A N D U M - 7 7 CO R I S H C I R C L E
I N F O R M AT I O N M E M O R A N D U M - 7 7 CO R I S H C I R C L 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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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 IS INDICATIVE ONLY
BOUNDARY IS INDICATIVE ONLY

403 APARTMENTS WITHIN 3 RESIDENTIAL
403 APARTMENTS WITHIN 3 RESIDENTIAL
DEVELOPMENTS
RANGING FROM 8 - 18

DEVELOPMENTS RANGING FROM 8 - 18
STOREYS WITH 4 LEVELS OF UNDERGROUND
STOREYS WITH 4 LEVELS OF UNDERGROUND
PARKING.
PARKING.

LAROOL CRESCENT
LAROOL CRESCENT

场Castle Tower, 并且土地项目给

退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退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项目包括四栋设计出众的建筑，
中央围绕的棕榈树林和一个超棒

套数：16套

的游泳池。
该项目位于温哥华市西37街夹
Cambie街，位于温哥华市Cambie走廊总规划的一期范围，地
理位置十分优越，临近女皇公
园、OakridgeMall和天车站。
LOCATION
LOCATION
Castle Hill
Castle Hill

TOTAL DEVELOPMENT COSTS
TOTAL DEVELOPMENT COSTS
$ 180,000,000+
$ 180,000,000+

Designed by multi-award winning architect Rothelowman, the Castle
Designed by multi-award winning architect Rothelowman, the Castle
Larool precinct has an ambitious curved form with generous open spaces
Larool precinct has an ambitious curved form with generous open spaces
both at ground and at rooftop, wish exquisite landscaped rooftop gardens,
both at ground and at rooftop, wish exquisite landscaped rooftop gardens,
embracing the future of Castle Hill living. Residences range from 4 to 12
embracing the future of Castle Hill living. Residences range from 4 to 12
levels over a large island site just minutes’ walk from Caste Towers and the
levels over a large island site just minutes’ walk from Caste Towers and the
new Castle Hill station. Also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are Castle Hill’s finest
new Castle Hill station. Also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are Castle Hill’s finest
schools and playing fields.
schools and playing fields.

墨尔本大学学生自住的最佳选择，
市中心近郊绝无仅有的联排别墅

Marsden
Park项目位于悉尼
项目。
CBD西北50公里，是一级土地开
发项目，占地19公顷，已取得当
投资项目
地市政府土地开发许可，将地块
作土地分契，分成 285 个具有自
主产权的住宅地块。
墨尔本港口的豪华联排别墅项目。

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近年来人口激增，越来越多的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年轻父母和孩子搬来这里，

项目周期：24个月

公寓市场十分受欢迎。

embracing the future of Castle Hill living. Residences range from 4 to 12

levels over a large island site just minutes’ walk from Caste Towers and the

Sydney CBD

目

Banksmeadow目前都是悉尼最受

卧龙岗市中心新增了80家咖啡店和小酒吧。卧龙岗的
连接M1高速公路，卧龙岗到悉尼国际机场车程约为1
宜居性也增加了其作为一个经商之地的吸引力；相较
个小时，到悉尼CBD一小时二十分钟。Kembla海港
于悉尼，卧龙岗有更高的员工留任率，以及较低的工
为国际和国内贸易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是新南威
作为澳大利亚经济中心的新南威尔士州正在大力鼓励经济发展，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都对基建给予了巨大的财政支
资和租赁成本。
尔士州最大的机动车进出枢纽及第二大的煤矿出口海
持。在悉尼城区周围涌现了大量以电子商务为运营模式的零售商，这些新电商零售业大大刺激了对于办公和仓储类
港。
商业物业的需求。

TOWN PLANNING

业
商

无论是工业或商业用途，

٢ጳ٢ԏࣈמಓಭᩒ᧔กԡ

为进驻卧龙岗的企业提供了有力的竞争平台。

����

状态

已募完，投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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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港口的豪华联排别墅项目
在墨尔本港（Port Melbourne）风景优美的海滨长
廊，到处可见日光浴和滑旱冰的爱好者们。拿着相
机的游客和本地人在沙滩上自由漫步，打扰他们
的，只有每天发往塔斯马尼亚的游轮的号角声音。
项目名称
这片历史街区以前是港口工人居住，现在很多年轻
level 2, 145 russell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ph: +61 3 8621 8000 / www.cronepartners.com
的父母和孩子也搬往这里，但也因为人口激增，公
墨尔本港口的豪华联排别墅项目
寓越来越受欢迎。
在墨尔本港（Port Melbourne）风景优美的海滨长
廊，到处可见日光浴和滑旱冰的爱好者们。拿着相
高端传统西人社区，备受欢迎！
机的游客和本地人在沙滩上自由漫步，打扰他们
的，只有每天发往塔斯马尼亚的游轮的号角声音。
这片历史街区以前是港口工人居住，现在很多年轻
的父母和孩子也搬往这里，但也因为人口激增，公
寓越来越受欢迎。

5

公里处 ，地理位置优越，通过连接国际与国内市场，

o低廉的生活成本，住宅售价目前比悉尼低33%
o自2012年起，咖啡和小酒吧文化也得到了发展，

A2 ������
套数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卧龙岗（Wollongong）位于悉尼中央商务区以南80
AVARI
Capital Partners Internal. Confidential. Not for Distribution.

o卧龙岗沿海风景优美、气候宜居

$XVYRJDU�Crown�Meadow �nit T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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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套
��������������

level 2, 145 russell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ph: +61 3 8621 8000 / www.cronepartners.com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DEVELOPMENTS RANGING FROM 8 - 18

墨尔本港联排别墅

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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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数：17套

5

目
项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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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物业100%出租给Monde Nissin公司旗下的Nudie Juice。该物业建于2004年，钢筋水泥结构，内有一整

*股本收益率是按现有预期计算，
不构成对既有产品回报及
未来产品回报的保证。

高端传统西人社区，备受欢迎！

总市值（澳币万元）：18,000

Sydney
Airport
Runway

场、Botany港口和高速公路M5。从潜在租赁客户的角度看，该物业的正对面就是大型购物中心Westfield，不仅
地点
预期股本收益率 Lot 3, 339-343
Williamstown Road Townhouses
rev.
适合大公司一体式承租，也可用于开发成拥有独立产权的仓储办公物业群。

墨尔本港口的豪华联排别墅项目
在墨尔本港（Port Melbourne）风景优美的海滨长
廊，到处可见日光浴和滑旱冰的爱好者们。拿着相
机的游客和本地人在沙滩上自由漫步，打扰他们
的，只有每天发往塔斯马尼亚的游轮的号角声音。
这片历史街区以前是港口工人居住，现在很多年轻
的父母和孩子也搬往这里，但也因为人口激增，公
寓越来越受欢迎。

项目周期：31个月
项目周期：31个月
套数：256套

为进驻卧龙岗的企业提供了有力的竞争平台。

o自2012年起，咖啡和小酒吧文化也得到了发展，

A2 ������

位于悉尼CBD，距离Townhall和
墨尔本大学学生自住的最佳选择，
位于悉尼CBD，距离Townhall和
Wynyard车站只需步行5分钟。租
无论是工业或商业用途，
市中心近郊绝无仅有的联排别墅
Wynyard车站只需步行5分钟。
金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且租客
Banksmeadow目前都是悉尼最受
墨尔本大学学生自住的最佳选择，
项目。
租金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且租
优质，项目现金流稳定。
瞩目的市场之一。其地理位置受
市中心近郊绝无仅有的联排别墅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p.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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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2, 145 russell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ph: +61 3 8621 8000 / www.cronepartners.com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套数：473套
土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
土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
项目周期： 3年
总市值（加元）：约为5.3亿
总市值（澳币万元）：3,900
总市值（澳币万元）：3,900
项目周期：约为 48 个月







年化
成功退出！

$XVYRJDU�Crown�Meadow �nit Tr�st



 


项目位于Palm Beach的优越地

位于卧龙岗CBD核心商业区
位于卧龙岗CBD核心商业区
位于卧龙岗CBD核心商业区
段，便捷可达海滨的咖啡馆、酒
•澳大利亚表现最好的写字楼市场之一;
澳大利亚表现最好的写字楼市场
•澳大利亚表现最好的写字楼市场之一;
之一;•项目办公楼层100%由澳大利亚联邦
吧和餐馆。 一切所需近在咫尺，
•项目办公楼层100%由澳大利亚联邦
项目办公楼层100%由澳大利亚
邻近超市、学校、公共绿地和运
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承租，
联邦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承
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承租，
动设施。
租，违约风险低，租金收入稳定
违约风险低，租金收入稳定性强。
违约风险低，租金收入稳定性强。
性强。

目目
项项
业业
商商

套数：32套
黄金海岸
总可租面积:
总可租面积:
3,398 3,398
平方米
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总可租面积:
3,398 总平方米
总平方米
Neo Mermaid Beach
首层 – 街层
制造
&
仓库:
–
制造
&
仓库:
街层
–
制造
&
仓库: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高级住宅公寓
悉尼市中心
悉尼市中心
1,903 平方米
1,903
悉尼市中心
1,903 平方米
平方米
项目周期：23-24个月
附近工业空间
一层 – 一层
制造
& 仓库：
附近工业空间
附近工业空间
一层–
– 制造
制造 &
& 仓库：
仓库：
617 平方米
及仓库工业地产
及仓库工业地产
及仓库工业地产
617
平方米
617 平方米
办公室: 办公室:
530 平方米
办公室: 530
530 平方米
平方米
储藏室: 储藏室:
348 平方米
348
平方米
储藏室: 348 平方米
套数：119套 (A) + 138套 (B+C)

Larool precinct has an ambitious curved form with generous open spaces

schools and playing fields.

零售
– 1,703.7 平方米
套数：62套
零售 – 1,703.7 平方米
– 7,468.3 平方米
总市值（澳币万元）：5,200
零售 ： 办公室
1,703.7
办公室 –平方米
7,468.3 平方米
办公室 ：
7,468.3
平方米
总可租面积
–
9,172.0 平方米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总可租面积 – 9,172.0 平方米
总可租面积 ： 9,172.0 平方米
项目周期：23-24个月
总市值（澳币万元）：5,500
总市值（澳币万元）：5,500
总市值（澳元）：5,500万
预期收益率：大于8%
项目周期：24个月
预期收益率：大于8% p.a.
p.a.
项目周期：24个月
项目周期：24个月

Designed by multi-award winning architect Rothelowman, the Castle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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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化
成功退出！

墨尔本港联排别墅

$ 180,000,000+

$XV

目目
项项
业业
商商

黄金海岸
卧龙岗
卧龙岗
卧龙岗
Palm Beach公寓
市中心甲级
市中心甲级
市中心甲级
商业写字楼
商业写字楼
商业写字楼
AVARI Capital Partners Internal. Confidential. Not for Distribution.

项目名称

TOTAL DEVELOPMENT COSTS

CROWN STREET
WOLLONGONG
CROWN STREET

page 6

BOUNDARY IS INDICATIV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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瞩目的市场之一。其地理位置受

国平均水平1,438澳元。
国平均水平1,438澳元。

不论是工业或是商业用途，Banksmeadow 目前都是悉尼最受瞩目的市场之一。这主要
由其地理位置所推动，毗邻悉尼市中心、悉尼国际机场、以及 M5 Motorway；这些都
使得 Banksmeadow 成为在本土经商的工业用地需求者所偏爱的地段。

BOUNDARY IS INDICATIVE ONLY

项目名称

悉尼市中心
附近工业空间
及仓库工业地产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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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需求者所偏爱的地段。

墨尔本
悉尼 墨尔本港联排别墅
悉尼
办公室 – 7,468.3 平方米
置优越，当地主要以中高收入的
总市值（澳币万元）：4,800
中央围绕的棕榈树林和一个超棒
总市值（澳币万元）：18,000
•澳大利亚表现最好的写字楼市场之一;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中央围绕的棕榈树林和一个超棒
Rouse
HillRoseville
总市值（澳元）：18,000万
Kew
年轻父母和孩子搬来这里，
卧龙岗
Rouse
Hill
项目包括四栋设计出众的建筑，
套数：256套
总可租面积 –
9,172.0
平方米 的游泳池。
白人和华人为主。
股本收益率:
18%
p.a. p.a
的游泳池。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项目办公楼层100%由澳大利亚联邦
项目周期：24个月
高级住宅公寓
项目周期：24个月
市中心甲级
高级住宅公寓
悉尼
公寓市场十分受欢迎。
中央围绕的棕榈树林和一个超棒
总市值（澳币万元）：18,000
商业写字楼
总市值（澳币万元）：5,500
已成功退出
Rouse Hill
项目周期：24个月
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承租，
的游泳池。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高级住宅公寓
预期收益率：大于8% p.a
p.a.
违约风险低，租金收入稳定性强。

16

$XVYRJDU�Crown�Meadow �nit Tr�st

Motorway；这些都使得Banksmeadow成为工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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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le Hill

kew gordon

$XVYRJDU�Crown�Meadow �nit Tr�st

所推动，毗邻悉尼市中心、悉尼国际机场、以及M5

5

CROWN STREET
WOLLONGONG

LOCATION

kew gordon

是悉尼最受瞩目的市场之一。这主要由其地理位置

I N F O R M AT I O N M E M O R A N D U M - 7 7 CO R I S H C I R C L E

墨尔本港口的豪华联排别墅项目。
零售 – 1,703.7 平方米
项目附近交通十分方便，地理位
套数：58套
项目包括四栋设计出众的建筑，
套数：256套
位于卧龙岗CBD核心商业区
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项目包括四栋设计出众的建筑，
套数：256套
近年来人口激增，越来越多的

总可租面积: 3,398 总平方米
街层 – 制造 & 仓库:
1,903 平方米
一层 – 制造 & 仓库：

总市值（澳币万元）：3,100
套数：50套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出租率：100%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总市值（澳元）：3,100万
出租率：100%
项目周期：5+2年
项目周期：21-24个月
项目周期：21-24个月
项目周期：5+2年

位于悉尼CBD，距离Townhall和
位于悉尼CBD，距离Townhall和
Wynyard车站只需步行5分钟。租
悉尼北岸富人区，地铁沿线、名
Wynyard车站只需步行5分钟。租
悉尼北岸富人区，地铁沿线、名
金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且租客
校环绕。 在这里居住的家庭收入
金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且租客
校环绕。
在这里居住的家庭收入
优质，项目现金流稳定。
中值为每周2,313澳元，远高于全
优质，项目现金流稳定。
中值为每周2,313澳元，远高于全

不论是工业或是商业用途，Banksmeadow目前都

$ 180,000,000+

退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物业位于各主要枢纽附近，交通便利，
连接悉尼 CBD、悉尼国际机场等。

CBD、悉尼国际机场等。

项目周期： 3年
套数：16套

项目周期：31个月
项目周期：24个月

9

77 Corish Circle, Banksmeadow 地
理位置优越，位于 Eastgardens
Westfield 的马路对角位置；在 Port
Botany 以北 5 公里的位置。

物业位于各主要枢纽附近，交通便利，连接悉尼

中心。
紧邻Bondi沙滩的奢华公寓，
位于悉尼CBD，距离Townhall和

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承租，
到新火车站，500米到著名的商
公寓市场十分受欢迎。
违约风险低，租金收入稳定性强。
项目名称
场Castle Tower, 并且土地项目给

8

位于Eastgardens Westfield的马路对角位置；在

TOTAL DEVELOPMENT COSTS

LAROOL CRESCENT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Pagewood
Green
Wentwor th
Avenue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总市值（澳币万元）：5,500
项目周期：24个月
预期收益率：大于15%p.a.
p.a.
预期收益率：大于8%

Wentwor th
Avenue

�������������

Sydney CBD

目

page 6

套数：17套
位于悉尼新贵西北区。顶级设
墨尔本
套数：119套
(A) + 138套 (B+C)
墨尔本
悉尼
总市值（澳币万元）：3,900
墨尔本大学学生自住的最佳选择，
墨尔本大学学生自住的最佳选
套数：17套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适合高端自住业主。在公寓中就
Wynyard车站只需步行5分钟。租
总市值（澳币万元）：11,000
计，设施完备，环境优美。适合
Treehaus
Treehaus
Kew BondiParkville
总市值（澳币万元）：
悉尼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市中心近郊绝无仅有的联排别墅
择，市中心近郊绝无仅有的联排
总市值（澳元）：2,400万
位于悉尼新贵西北区。顶级设
可以观赏大海、Bondi沙滩和
悉尼
CBD
金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且租客
高级住宅公寓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豪景公寓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套数：119套
(A) + 138套p.a.
(B+C)
海外留学、投资、保值或自住生
Parkville
Kew
Norwest
7,500
(A) + 8,300 (B+C)
160商业写字楼 项目周期：18个月
别墅项目。
项目周期：24个月
项目。
计，设施完备，环境优美。适合
Rose海湾。
优质，项目现金流稳定。
出租率：100%
高级住宅公寓
项目周期：18个月
总市值（澳币万元）：
高级住宅公寓
活。
悉尼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海外留学、投资、保值或自住生
Kew Norwest
项目周期：5+2年
7,500 (A) + 8,300 (B+C)
项目周期： 3年
投资项目
高级住宅公寓
活。

悉尼
商业写字楼
Castle Larool
土地项目

可租用面积：8,269.5平方米
可租用面积：8,269.5平方米
总市值（澳币万元）：11,000
套数：50套
总市值（澳币万元）：11,000

Hensley
Athletic
Tra c k

The property is diagonally opposite and in close walking
distance to Westfield Eastgardens, providing staff with
convenient eating, shopping and transport amenity – a
major drawcard. Bunnings Eastgardens is approximately
400 metres to the south.

Wentworth Avenue connects with Southern Cross Drive
(M1 Motorway) providing excellent access to Sydney’s

目目
项项
业业
商商

目前该物业100%出租给Monde Nissin公司旗下的Nudie Juice。该物业建于2004年，钢筋水泥结构，内有一整
套果汁生产的机器、设备、仓储及办公室。根据现有租约，2019年的年净租金收入为83万540澳币，租金回报优

Castle Hill

墨尔本
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零售
– 1,703.7 平方米
位于卧龙岗CBD核心商业区
近年来人口激增，越来越多的
墨尔本港联排别墅
墨尔本港口的豪华联排别墅项
套数：16套套数：16套
墨尔本港口的豪华联排别墅项目。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办公室
–
7,468.3
平方米
•澳大利亚表现最好的写字楼市场之一;
墨尔本
年轻父母和孩子搬来这里，
墨尔本
卧龙岗
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Castle Hill位于悉尼西北区，距离
总市值（澳元）：2,400万
土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
近年来人口激增，越来越多的
项目周期：24个月
墨尔本港联排别墅
总可租面积
– 9,172.0 平方米 目。近年来人口激增，越来越多
•项目办公楼层100%由澳大利亚联邦
市中心甲级
公寓市场十分受欢迎。
墨尔本港联排别墅

Sydney
Airport
Runway

Por t Botany

Te r m i n a l s
场、Botany港口和高速公路M5。从潜在租赁客户的角度看，该物业的正对面就是大型购物中心Westfield，不仅

kew gordon

Location

LOCATION

投资项目
Motorway高速公路。
墨尔本港口的豪华联排别墅项目。

18%
18%

年化
年化
成功退出！
成功退出！

为进驻卧龙岗的企业提供了有力的竞争平台。

卧龙岗市中心新增了80家咖啡店和小酒吧。卧龙岗的
连接M1高速公路，卧龙岗到悉尼国际机场车程约为1
宜居性也增加了其作为一个经商之地的吸引力；相较
个小时，到悉尼CBD一小时二十分钟。Kembla海港
于悉尼，卧龙岗有更高的员工留任率，以及较低的工
为国际和国内贸易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是新南威
作为澳大利亚经济中心的新南威尔士州正在大力鼓励经济发展，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都对基建给予了巨大的财政支
资和租赁成本。
尔士州最大的机动车进出枢纽及第二大的煤矿出口海
持。在悉尼城区周围涌现了大量以电子商务为运营模式的零售商，这些新电商零售业大大刺激了对于办公和仓储类
港。
商业物业的需求。

kew gordon

��������������

LAROOL CRESCENT

套数：16套

٢ጳ٢ԏࣈמಓಭᩒ᧔กԡ

白人和华人为主。
白人和华人为主。

o自2012年起，咖啡和小酒吧文化也得到了发展，

A2 ������

STOREYS WITH 4 LEVELS OF UNDERGROUND

套数：17套
可租用面积：8,269.5平方米
墨尔本
可租用面积：8,269.5平方米
总可租面积: 3,398 总平方米
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总市值（澳币万元）：11,000
Treehaus Parkville
套数：17套
街层 – 制造 & 仓库: p.a.
悉尼 CBD
总市值（澳元）：11,000万
高级住宅公寓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悉尼
CBD
墨尔本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悉尼市中心
1,903 平方米
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160商业写字楼
出租率：100%
160商业写字楼
Treehaus
Parkville
项目周期：18个月
出租率：100%
附近工业空间
一层 – 制造 & 仓库：p.a.
高级住宅公寓
项目周期：5+2年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及仓库工业地产
项目周期：5+2年
617 平方米
项目周期：18个月
办公室: 530 平方米
储藏室: 348 平方米

已投项目

公里处 ，地理位置优越，通过连接国际与国内市场，

o低廉的生活成本，住宅售价目前比悉尼低33%

PARKING.

项目周期：24个月
项目周期：24个月



����

o卧龙岗沿海风景优美、气候宜居

$XVYRJDU�Crown�Meadow �nit T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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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 RANGING FROM 8 - 18

套数：15套
可租用面积：8,269.5平方米

股本收益率: 18% p.a.
股本收益率: 18% p.a.
已成功退出
已成功退出

Positions

����
$XVYRJDU�Crown�Meadow �nit Tr�st

403 APARTMENTS WITHIN 3 RESIDENTIAL

已投项目





Persons

商

套数：32套
预期收益率：大于8% p.a.
套数：50套
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项目周期：24个月
总市值（澳币万元）：3,100
便利，项目距离海滩只有350多
校环绕。 在这里居住的家庭收入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套数：50套
悉尼北岸富人区，地铁沿线、名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米，马路另一边就是太平洋购物
中值为每周2,313澳元，远高于全
项目周期：23-24个月
豪华公寓
悉尼
总市值（澳币万元）：3,100
校环绕。 在这里居住的家庭收入
总可租面积: 3,398 总平方米
项目周期：21-24个月
中心。
国平均水平1,438澳元。
无论是工业或商业用途，
Gordon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街层 – 制造 & 仓库: p.a.
中值为每周2,313澳元，远高于全
豪华公寓
Banksmeadow目前都是悉尼最受
紧邻Bondi沙滩的奢华公寓，
套数：15套
悉尼市中心
1,903 平方米
紧邻Bondi沙滩的奢华公寓，
国平均水平1,438澳元。
悉尼
套数：15套项目周期：21-24个月
位于悉尼新贵西北区。顶级设
瞩目的市场之一。其地理位置受
附近工业空间
适合高端自住业主。在公寓中就
悉尼
一层
–
制造
&
仓库：
总市值（澳币万元）：3,900
套数：119套
(A) + 138套 (B+C)
适合高端自住业主。在公寓中就
Kew Bondi
总市值（澳元）：3,900万
及仓库工业地产
Kew
Bondi
计，设施完备，环境优美。适合
可以观赏大海、Bondi沙滩和
工业用地需求者偏爱。毗邻悉尼
617
平方米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总市值（澳币万元）：
悉尼
项目位于Palm
Beach的优越地
套数：62套
可以观赏大海、Bondi沙滩和
豪景公寓
项目周期：24个月
豪景公寓
办公室: 530 平方米
Rose海湾。
海外留学、投资、保值或自住生
市中心，悉尼国际机场以及M5
Kew Norwest
项目周期：24个月
7,500
(A)
+
8,300
(B+C)
段，便捷可达海滨的咖啡馆、酒
总市值（澳币万元）：5,200
Rose海湾。
储藏室: 348 平方米
黄金海岸
高级住宅公寓
活。
Motorway高速公路。
项目位于Palm
Beach的优越地
套数：62套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吧和餐馆。 一切所需近在咫尺，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Palm Beach公寓
段，便捷可达海滨的咖啡馆、酒
总市值（澳币万元）：5,200
项目周期：
3年
邻近超市、学校、公共绿地和运
黄金海岸
项目周期：23-24个月
吧和餐馆。 一切所需近在咫尺，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Palm Beach公寓
动设施。
邻近超市、学校、公共绿地和运
项目周期：23-24个月
Hill位于悉尼西北区，距离
土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
CastleCastle
Hill位于悉尼西北区，距
动设施。
悉尼CBD约30公里，步行8分钟
项目附近交通十分方便，地理位
套数：58套
总市值（澳币万元）：3,900 离悉尼CBD约30公里，步行8分
悉尼 悉尼
土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
项目包括四栋设计出众的建筑，
套数：256套
悉尼
美人鱼海滩是黄金海岸知名的海
悉尼
到新火车站，500米到著名的商
Castle
Larool 总市值（澳元）：3,900万
套数：32套
置优越，当地主要以中高收入的
总市值（澳币万元）：4,800
Castle
Larool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钟到新火车站，500米到著名的
中央围绕的棕榈树林和一个超棒
总市值（澳币万元）：18,000
Kew
Roseville
Rouse
Hill
黄金海岸
土地项目
滩，位于Fitpo的心脏地带，交通
场Castle
Tower,并且土地项
并且土地项目给
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白人和华人为主。
股本收益率:
18% p.a.
商场Castle
Tower,
土地项目
项目周期：31个月
高级住宅公寓
项目周期：31个月
的游泳池。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高级住宅公寓
美人鱼海滩是黄金海岸知名的海
Neo Mermaid Beach
套数：32套
便利，项目距离海滩只有350多
目给退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退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已成功退出
高级住宅公寓
项目周期：24个月
黄金海岸
滩，位于Fitpo的心脏地带，交通
总市值（澳币万元）：2,400
米，马路另一边就是太平洋购物
项目周期：23-24个月
Neo Mermaid Beach
便利，项目距离海滩只有350多
预期收益率：大于15% p.a
中心。
高级住宅公寓
米，马路另一边就是太平洋购物
项目周期：23-24个月







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承租，
美人鱼海滩是黄金海岸知名的海
违约风险低，租金收入稳定性强。
滩，位于Fitpo的心脏地带，交通
悉尼北岸富人区，地铁沿线、名

黄金海岸
Neo
悉尼 Mermaid Beach
高级住宅公寓
Gordon





new Castle Hill station. Also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are Castle Hill’s finest

实际收益率
schools and playing fields.

TBA

17

Southern
Cross Drive
(M1)
Pagewood
Green

*股本收益率是按现有预期计算，
不构成对既有产品回报及
未来产品回报的保证。

Wentwor th
Avenue

Westfield

Corish
Circle

高端传统西人社区，备受欢迎！

1. 项目（77 Corish Circle）概况

项目名称

套数

状态

墨尔本港联排别墅

16套

已募完，投资中

1.1 项目位置
I N F O R M AT I O N M E M O R A N D U M - 7 7 CO R I S H C I R C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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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F O R M AT I O N M E M O R A N D U M - 7 7 CO R I S H C I R C L 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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