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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拥有属于你的房产

PPNQ集团另一个世界级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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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澳大利亚

凯恩斯莫斯曼峡谷



澳大利亚

-

澳大利亚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人口密度低，经济实力强大
，且正在不断增长。

澳大利亚社会信仰多元文化，思想开明，政府稳定、民主。

澳大利亚拥有非常丰富独特的动植物资源；澳大利亚拥有全
世界最佳的海滩、最清澈的水及最洁净的空气。

从悉尼港到大堡礁，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无可比拟。

在西方国家中，澳大利亚是与亚洲贸易交往最多的国家，也
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洁净的空气

清澈的水质

清新的生活方式



悉尼港



· 

凯恩斯 澳大利亚之门户

凯恩斯是属热带气候的澳大利亚北部最大的城市，地理位置
卓越，坐落于澳大利亚东海岸，位于太平洋和大分水岭（澳
大利亚最大的山脉）之间。 

凯恩斯是从亚太地区进入澳大利亚的门户，每天均有航班飞
往各大城市。

从凯恩斯飞往布里斯班需2小时，到悉尼则是3小时，有一个
国际机场。

凯恩斯属热带气候，常年气温稳定，平均气温28度，水质干
净，空气清新。

凯恩斯是距世界七大自然奇迹之一的大堡礁最近的城市，因
此旅游业是其主要产业，这使得在凯恩斯的生活方式充满活
力，且其居民对很多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们持欢迎态度。

目前凯恩斯的发展得益于其非常强劲的经济增长及在房地产
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外国投资。

凯恩斯经济实力强大，且正在增长，以下产业促进了其经济
的发展：
 旅游业
 甘蔗种植加工
 农业和粮食生产
 水力发电
 风力农场发电
 海事服务
 渔业
 高等教育 – 大学
 科技

凯恩斯为投资者和居民带来的增长机会是澳大利亚其他地方
无可比拟的。

热带气候

列入世界遗产的热带雨林

大堡礁



凯恩斯三一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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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ORCHID NORTH的天堂棕榈树高尔夫球场及俱乐部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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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一个令人激动的在澳大利亚属热带气候北部地区进行的机
会。

欢迎了解Orchid North——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凯恩斯享有盛
名的北部海滩地区、大师级规划的开发项目。

该项目是凯恩斯地区同类项目中的最后一个，是令人惊叹的天
堂棕榈树高尔夫球场社区的一部分。

Orchid North内安全无忧，设有大门，其包括13块独立的地皮
，将见证公寓与度假式设施和场地的完美融合。

Orchid North鸟瞰图

凯恩斯



Orchid North邻近天堂棕榈树高
尔夫球场，该球场被视为澳大
利亚最好的球场之一，其规模
可举办锦标赛。

天堂棕榈树俱乐部各类设施丰
富，包括饭店、酒吧、高尔夫
球具专卖店及绝佳的儿童游乐
设施。它依偎在热带雨林和大
堡礁之间，地理位置引人艳羡
，在澳大利亚高尔夫球场之中
独一无二。

Orchid North业主将直接享有天
堂棕榈树高尔夫俱乐部设施的
使用权。



MORE GREEN,

MORE LIF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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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棕榈树高尔夫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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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hid North位于凯恩斯享有盛名的北部海滩地区，由于
道路基础设施良好，确保不会发生交通拥堵，15分钟短短
车程即可到达凯恩斯市中心。

项目地点与凯恩斯国际机场则更近，只需10分钟车程。

只需数分钟往东即可到达棕榈湾的海滩、度假胜地、水疗
地及饭店。

Orchid North位于大分水岭山脚下，由于热带气候的缘故
，这意味着热带雨林触手可及。最吸引人的是，仅仅40分
钟车程即可到达阿瑟顿高原。由于其土壤肥沃、粮食产量
丰富，阿瑟顿高原被称为“亚太地区的粮食之碗”。

从Orchid North往南仅10分钟车程，即可到达计划中的
AQUIS开发项目——投资82亿澳元的度假村与赌场综合开
发项目。这个项目预计明年动工，将为这个地区带来
20,000份就业机会。之后还计划在凯恩斯区域开发一个投
资数十亿澳元的项目。

大堡礁的小丑鱼



凯恩斯风能 & 传统耕作

凯恩斯芒果农场

凯恩斯新鲜海鲜市场

创新

高产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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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瑰斯大堡礁赌场度假村是澳大利规模最大，最令人兴奋的世界一流的赌场度假村。在阿瑰斯建成
后，每年将会吸引一百万的游客造访凯恩斯并为凯恩斯地方经济带来几十亿经济收益。

阿瑰斯赌场度假村将在国际和国内的舞台上具备强大的竞争力。她将会造就凯恩斯成为世界顶级的
旅游胜地。

此项目拥有340公顷的土地，她坐落在凯恩斯的北部，被美丽的海滩所环绕，距凯恩斯市中心只需
10分钟车程。建成后的阿瑰斯赌场度假村将提供4500套客房。项目总投资为澳币82亿。施工计划
预计在2015年中开始，预计需要20000人员参与建设。

Orchid North开发项目距离阿瑰斯大堡礁赌场度假村仅几分钟的距离。赌场度假村的兴建无疑会对
其周边和凯恩斯地区的房地产市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Orchid North为您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
参与凯恩斯未来的发展。

阿瑰斯赌场度假村
凯恩斯洲际度假村

orchid north





在凯恩斯大堡礁浮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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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hid North地理位置卓越，仅数分钟即可到达下列地方：

 数之不尽的热带海滩

 詹姆斯库克大学（世界排名前4%）

 凯恩斯国际机场

 数量众多的私立学校

 全新一流水平医院

 AQUIS度假村与赌场开发项目所在地

 粮食生产区：阿瑟顿高原

 大堡礁

 列入世界遗产的热带雨林

 国际18洞锦标赛级高尔夫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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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The Lagoon(天然珊瑚海水浴场)



Site plan of Orchid North

现有一个令人激动的投资Orchid North开发
项目的机会。

Orchid North项目含13块独立的地皮可供投
资，随后在这些地皮上会建造多住户住宅，
作为Orchid North总体规划的一部分。

投资该项目益处众多，包括：

ORCHID NORTH总平面图

大师级规划社区

度假村式设施

国际高尔夫球场所在地

保证股权回报

有机会申请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

帮助你获得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

保证投资安全，在澳大利亚投资专属于你的房产

澳大利亚式生活！



项目开发团队
Ross Straguszi

项目经理

Ross在凯恩斯有开发多个房
产项目的经验，专注于开发
度假村风格、综合性的著名
社区，包括天堂棕榈树，
The Lakes及Cairns One。
Ross是Orchid North项目开
发团队的顾问。 

Darren Halpin

首席财务官

Darren是Halpin Partners的
常务董事，在公共实务、企
业转型和各类创业活动领域
有超过20年的经验。

Darren的客户横跨各个行业
，包括矿业、建筑业、农业
、招聘行业及零售业。
Halpin Partner在地产开发
领域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包
括财务可行性研究、开发项
目分析及吸引投资。

Kulwant Singh

营销主管

Kulwant在房地产销售和项
目营销方面有超过20年的经
验。他的经验及对全球消费
者行为及要求的理解使他能
为客户提供睿智的建议，无
论客户是房产买家还是卖家
。Kulwant主要专注于向澳
大利亚投资者出售房产。

Robert Xing

销售主管

Robert在项目研究与项目管
理方面有超过20年的经验。
同时，在房产销售和开发方
面有超过10年的专业经验。
他专注于为客户提供卓越服
务，擅长为外国投资者提供
优质项目和房产营销及销售
服务，尤其是中国房产投资
者。

RPS 集团 (‘RPS’)

RPS是一家跨国公司，其在
凯恩斯的办公室所提供的服
务涉及城市规划、获得审批
、环境报告及管理计划领域
的所有方面。
RPS协助Ross获得了天堂棕
榈树项目的审批，多年以来
也协助他获得了项目所要求
的各类审批。

Nick Bahl 

建设&开发主管

Nick Bahl在澳大利亚建筑和
开发行业有超过10年的经验
，也是一名有资质的工程师
及注册建筑师。作为建筑师
，他已建设了超过500个定
制房屋、超过100个多住户
住宅。他凭着自己的努力成
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为能
够建筑在各方面均质量卓著
的产品而自豪。

Kelly 开发公司

Kelly开发公司是一家位于凯
恩斯、由Paul Kelly领导的
项目管理公司。Paul之前是
HS Vision集团项目经理，负
责监督集团旗下各类开发项
目。
Paul在HS Vision集团承担项
目管理工作已10年，这使他
能深入理解Ross对项目开发
及其质量的期望。
自HS Vision集团最初收购计
划中的天堂棕榈树开发项目
以来，Paul参与了该项目的
方方面面。 

经验丰富

诚实守信

反应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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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y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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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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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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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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