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度假式的生活

南湖，是Varsity最独特的滨水住宅项目，正对着雄伟的奥尔湖，平静、

宽阔的航道在她的东北面。地处黄金海岸地理位置的中心。此项开发是

Varsity Lakes最后的重要的水边住宅项目，是唯一的东北面水的主要开

发项目。

南湖，是当代建筑艺术融合诸多时髦设计元素的惊世之作，是您在奥尔湖畔

与众不同的家园。作为一个高品质的开发项目，南湖度假式住宅的公共设施

包括有全套健身设备，小型健身游泳池，温泉浴池和桑拿，居民烧烤亭和苍

翠茂密的热带植物花园，室内高尔夫球模拟练习器和居民电影院。

南湖，位于Varsity Lakes的黄金地段，所有的市政配套设施均可步行到

达。太多的便利可能会让您目不暇接！



精致豪华的装修

南湖公寓秉承简洁、精致的现代风格，置身于朴素典雅的顶层露台，那让人

惊叹的湖天一色的背景是那么的舒服和放松。每个住宅都是通畅明亮的，在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仍清风徐来。

每个住宅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规划，设施完善，居住功能均可淋漓尽致得以

发挥为设计理念，无论是厨房电器还是浴室洁具，其质量和设计都是极其卓

越的。这些超乎想象的配置还包括可控制气候的空调系统和安全语音对讲系

统。南湖住宅项目是在建开发项目中最高水准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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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SITY LAKES

黄金地段

Varsity Lakes位于黄金海岸的地理中心，距离

拥有天然的冲浪海滩和自然公园的Burleigh 

Heads海滩仅数分钟车程，往西行车三五分钟可

达Robina购物商场、太平洋高速公路和火车站，

Robina火车站是连接黄金海岸和布里斯班市中心

以及布里斯班国际机场的火车运输系统的终点站。

就像落在广袤翠绿的腹地上的一颗闪闪发光的金

子，众多世界级的自然公园和葡萄园就在您的家

门口，那里的雨林孕育着许多特别的动植物。

邦德大学
在Varsity Lakes的管辖区内的邦德大学因其商业法
课程、商科、人文学科和医学系而闻名。邦德大学
还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好名声来自于学业成绩优异，在
《2015年度好大学导报》的全国教学经验的评选中，
邦德大学荣获最高级别。

教育
Varsity Lakes的全面教育有多种选择，附近有多所

 

幼儿园，一所备受推崇的小学和中学就在家门口，
另外还有两所在黄金海岸最负盛名的私立教育机构
——Somerset学院和All Saints圣公会学堂。

商业广场
商业广场位于Varsity Lakes的中心，这里有多种多样
的便利店、精品店和理发美容店。商业广场还是Varsity 
Lakes社区银行、药店和旅游代理的所在地。

邦德大学

达Robina购物商场、太平洋高速公路和火车站，达Robina购物商场、太平洋高速公路和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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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sity中央区
Varsity中央区是Varsity Lakes的商业区，是众多
通讯、电子信息技术公司的所在地，同时这里还汇
集了许多正在发展中的法律、金融、教育、专业服
务、一般商业服务、零售和娱乐等方面的公司。

医疗设施
Varsity Lakes医疗区提供综合医疗服务，从执业医
师到药剂学、病理学、X光透视和理疗。Varsity 
Lakes还有一所新建的最先进的外科医院，另外开车
5分钟就可到达那所备受称赞的Robina医院。

咖啡与美食
商业广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便于社交的场所，有几
家咖啡精品店、便利店和美食店。华灯初上，在享受
正式晚餐前，中心商业区酒馆或获奖的黑板咖啡馆为
您提供了小酌阔谈的最佳场所。



Robina概略

Robina购物中心

Robina CBus体育场

Robina医院

紧邻的Robina是已经十分完善的社区，那里的中心商业区人来人往、熙熙
攘攘，拥有大型医院、运动体育场和交通枢纽。5分钟车程可达的Robina
购物中心为您提供区域性主要的购物场所、银行和服务设施。新近耗资25
亿澳元的升级扩建使之成为黄金海岸最大的购物中心，在那里您将感受到
在世界级的环境里的那种独特的娱乐、美食和购物体验。该中心拥有众多
大型综合性大超市、零售店、银行、养生和医疗服务。她的复合式电影院
和为数众多的湖边特色咖啡店、餐馆也同样引以为傲。与此购物中心相邻
还有Cbus体育场、圣文森医院以及巴士火车枢纽站。

万众瞩目的焦点
创业的成功就在不远的地方向您招手，在冲浪者天堂和Broadbeach中心地带，
那大城市的霓虹灯和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正是您所触手可及的。以“闪光条”
而闻名于世的街区，世界级的餐馆、时尚酒吧、生动的小酒馆和迷人的俱乐
部随处可见，令人眩目的木星赌场就在那里。在“闪光条”之外，您还可以
发现海市蜃楼码头的精致美丽，这个黄金海岸Broadwater水上游乐场以及57
公里延绵伸展的海滩，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最佳的冲浪地。黄金海岸已经成为
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旅游胜地。

木星赌场 太平洋购物城

冲浪者天堂



126% *

• 

•
 

•
 

*

您生活方式的一次投资

Varsity Lakes的总体规划是一个20亿的开发项目，至今已经完成95%，其中包含超过4,500个的住宅。这个规划一经完成，

Varsity Lakes中央区的商业面积将会接近100,000平方米，这个中心商业区的职员人数将超过6,000个，居民人数将超过

Varsity Lakes的总体规划由Delfin Lend Lease公司完成，获得国际认可并多次获得很高奖项：

2012澳大利亚城市发展研究院（UDIA）全国优秀奖之开发项目总体规划奖第一名

2011澳大利亚城市发展研究院（UDIA）昆士兰开发项目总体规划奖第一名

2007澳大利亚城市发展研究院（UDIA）全国优秀奖之住宅开发奖第一名

Varsity Lakes是邦德大学所在地，邦德大学是一所无与伦比的以学业优异闻名于世的私立大学。Varsity中心商业区是太

Varsity Lakes租金的中间值高过黄金海岸其他所有的郊区，并且这里的人口是中期预测值的两倍以上，无论从哪个角度

平洋创新走廊（PIC）的一部分，是众多世界领导企业、蓝筹公司的所在地。这个区域租赁市场因为邦德大学学生的住宿

需求而异常活跃，目前邦德大学有超过6000名全日制的学生，其中海外学生所占的比重为40%。

来看，南湖项目都是一个安全的生活方式投资。

邦德大学计划增长超过125%*

Robina/Varsity
经济
将增长280%
54亿澳元

强劲
租赁
需求

邦德大学
6000名学生
海外学生占40%

Varsity中心区
600个商业
5000个就业岗位

Robina/Varsity
人口
至2050年将增长

*雅邦（URBIS）2050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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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领袖未来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伯纳德索尔特已经明确指出基于人口统计学模拟测试和数据预测，

到2050年黄金海岸市未来的主要人口增长点、基础设施和就业岗位都将依赖于Robina和Varsity Lakes.

南湖
南湖住宅项目位处黄金地段，可步行到Varsity Lakes所有的设施：邦德大学、餐馆、咖啡店、酒馆和商业广场
生活区的购物中心，以及Varsity中央商业区、医疗中心和区域学校。南湖的设计已经考虑到了最终用户并且提
供休闲、宁静、安全的临水生活方式。南湖住宅项目包含了由现场经理管理的豪华的湖边公寓和有安保系统的
停车场。

临近M1太平洋高速公路

直接连接黄金海岸的两条主干道：

距离Robina购物中心、Robina医院

黄金海岸高速公路和百慕大街

和火车站仅4公里

5分钟车程到达Burleigh海滩

10分钟车程到达太平洋购物中心

19分钟车程到达黄金海岸机场

60分钟车程到达布里斯班机场和海港

“假设您今天购买了黄金海岸这支股票，Robina/Varsity增长和扩张的能力是其他区域无法企及的——或者说她所提供

多样性的住宅和工作场所的能力是其他区所无法比拟的...这些现成的基础设施都将成为Robina/Varsity的最大的财富，

因为在未来居住密度的要求将阻碍其他区域发展与Robina商业中心相当的规模，或建立与邦德大学相似的大学——邦德

大学是澳大利亚发展最快的大学。她们是无法复制的。就这么简单。”



发展中的黄金海岸

2018年英联邦运动会
随着2018年英联邦运动会的到来，喷发出勃勃生机的
黄金海岸已经整装待发，将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黄
金海岸的经济、基础设施和体育运动都将从中受益。
多年来的旅游版图将得以加强。

未来发展
黄金海岸是一个人口不断增长的典型城市，在教育、
旅游、商业方面的机遇得以推广，令人向往的生活方
式得以加强。预测每年有16,000新移民来到黄金海岸，
至2026年黄金海岸的总人口将达到730,000。黄金海岸
仍然占据澳大利亚发展最快的城市的榜单之列。

基础设施
随着城市发展带动投资风潮，黄金海岸正经历着基础
设施不断增长的阶段。这包括投资16亿澳元的轻轨系
统、一个最先进的大学教学医院、格里菲斯大学的扩
大和黄金海岸机场国内、国际航站楼的扩建项目。
Robina/Varsity已经被确定为2050年前发展的重点城
区，从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和明智的规划中受益。

南湖开发项目是Emandar集团在过去十年成功建造的诸多

成功项目的组成部分，其包括20个总造价超过5.7亿澳元

的开发项目。经验的累积和对质量信守承诺使得Emandar

集团发展成为昆士兰东南部精品开发项目的杰出开发商。

宽水银滨大厦
黄金海岸Biggera Waters，完工时间2008年，造价8500万澳元

海湾35号
黄金海岸Runaway Bay，完工时间2010年，总造价1600万澳元

东港1号
黄金海岸Harbour Quays，完工时间2014年，总造价5500万澳元

圣淘沙之水
黄金海岸Paradise Island，完工时间2011年，总造价2600万澳元

东港3号
黄金海岸Harbour Town，完工时间2016年，总造价2400万澳元

东港2号
黄金海岸Harbour Quays ，完工时间2014年，总造价4000万澳元

海港码头之风
黄金海岸Harbour Quays，完工时间2012年，总造价2000万澳元

西洛克风
黄金海岸Harbour Quays，完工时间2013年，总造价1800万澳元

和风
黄金海岸Harbour Quays，完工时间2014年，总造价3300万澳元

北风
黄金海岸Harbour Quays，完工时间2013年，总造价2400万澳元

季候风
黄金海岸Harbour Quays，完工时间2013年，总造价2500万澳元

东港4号
黄金海岸Harbour Quays，完工时间2016年，总造价2900万澳元

莱万托
黄金海岸Harbour Quays，完工时间2014年，总造价3500万澳元

林克
布里斯班Nundah，完工时间2016年，总造价3800万澳元





Whilst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accurately describe the details of any development project referred to in this material, the availability of certain products and materials and other changes 
in circumstances may result in some deviation to the description. The developer, agent and vendor accept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material or for 
any action taken in reliance thereon by any recipient of the material. Recipients should make their own enquiries to satisfy themselves as to all aspects of any development or product referred 

to herein. All models, marketing materials, artists’ impressions and plans in relation to any development are conceptual and illustrative only. All plans, concepts and materials to be used in 
any development are subject to approval from all relevant authorities. Changes may be made without notice to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This material only contains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our products and services. Unless expressly stated otherwise, this material does not constitute an offer or inducement to enter into a legally binding contract, form part of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our products and services, or purport to provide you with personal financial or investment advice of any kind.

GOLD COAST OFFICE. Cnr 2681 Gold Coast Highway and Elizabeth Avenue, Broadbeach Queensland 4218  PHONE 07 5531 8188 

www.emandar.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