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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之城， 
辉 煌于此
Nova City项目位于凯恩斯黄金地段， 

这里以其独有的自然风光和热带雨林闻名遐迩。

凯恩斯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以及人口的激增， 

城市变革一触即发。

凯恩斯将焕然一新，辉煌于此。



N OVA  C I T Y 
未来生活新构想

Artist Impression



年居民增长人数

世界自然遗产

自然风光 物美价廉

480万 2.4%

10万

昆士兰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州， 
全国共有30座大城市，其中有10座城市位于昆士兰州。作为一 
个荟萃了多元文化的宝地，昆士兰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遍布220多个不同国家。

预计从2016年至2036年，昆士兰居民将以每年10万人次的增长率递增。

昆士兰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澳大利亚的19个世界遗 
产中有5个位于昆士兰，包括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 

弗雷泽岛（Fraser Island）、里弗斯利(Riversleigh)化石遗
址、瓦纳热带雨林（Gondwana Rainforests）以及昆士兰湿
热带地区（Wet Tropics of Queensland）。从凯恩斯出发可
方便前往这5个景区。

人口 经济增长

昆士兰人口总数位居全国第三，截至2016年已达到480万人 。 昆士兰与全球市场紧密接轨，经济蓬勃发展。据估计， 
在未来35年，这里将是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

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1.6-2.4%。

昆士兰是全球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拥有300多个风光迤逦的国家公园， 
原始海岸线绵延6900公里， 
更有许多梦幻般的迷人海滩。

与澳大利亚其他州相比，昆士兰的房价经济实惠， 
因此无论是来这里工作还是生活， 
凯恩斯都是一处经济发达、环境宜人的绝佳选择。

昆士兰
概况

Great Barrier Reef昆士兰



为什么投资

需求旺盛
凯恩斯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
和欣欣向荣的旅游业， 
加上人口持续增长，大大增强
了消费信任指数。另外，凯恩斯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处新开发房
产项目，这些都会很大程度刺
激住房需求，特别是刺激了内
城区的住房需求。

大量觅房人口
内城区拥有大批寻觅房屋的青
年、夫妇和游客， 
他们希望找到一处靠近办公
区、生活便利的住所，因此带动
了房屋租赁市场的价格。

高额的租金回报
URBIS一项初步研究表明， 
如果是新装修的滨海公寓， 
1-2居室的租金每周约为 
$350至$475。

高入住率
凯恩斯房屋租赁市场的闲置房
极少，只占2 .1%， 
比昆士兰其他地区低很多， 
包括汤斯维尔（6.4%） 
和麦基（9.3%）。

世界一流的旅游业
凯恩斯是澳大利亚旅游业最
为发达的城市之一，2016年吸
引国内外游客500万人次，为
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31
亿。新开发的基础设施和房产
项目-例如AQUIS大堡礁度
假村，将会大幅增加凯恩斯旅
游业的竞争力，吸引更多海外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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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鸟瞰图



2016年人口总数

163,469
500万 $31亿

凯恩斯
概况

2016年国内外游客

人口概况

教育

2015年北昆士兰游客消费额     

WIDER 
CAIRNS

40%

37%

23%

18%

18%

19%
住房类型-公寓

专业人士

20-34岁居民

出租房屋的居民

无子女家庭 其他行业

住宿与餐饮

公共管理及安全

零售贸易

医疗和社会救助

郊区

58%

48%

31%

15%

20%

住房类型-公寓

专业人士

20-34岁居民

家庭收入 
$100,000+

家庭收入 
$100,000+

出租房屋的居民

无子女家庭

64%
内城区

凯恩斯的大部分人口为年轻人和无子女家庭。 
他们更乐意生活在繁华便捷的CBD中心区。

凯恩斯教育设施齐全，从幼儿园、小学、 
中学、到高等职业院校一应俱全，方便就学。

中央昆士兰大学 目前已斥资$1500万在凯恩斯新建校
区，步行即可到达Nova City。学校开设了商务、法学、 
教育、创意艺术、工程、卫生医疗、自然科学等课程。

詹姆斯˙库克大学（JCU）专门开设了美术、法学、自然科
学、医学等本科和硕士研究生课程。JCU称，其将在凯恩斯
中央商务区开设第2个凯恩斯校区。新校区会重点针对各
个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开发创新学习领域，并预计在
2017年9月开课。

大堡礁国际海事学校（THE GREAT BARRIER REEF 
INTERNATIONAL MARINE COLLEGE） 
是全球最知名的海事训练中心之一。

北昆士兰TAFE学校开设各类工业专业课程。

凯恩斯航空培训中心（CAIRNS AVIATION SKILLS 
CENTRE）是全球公认的专门从事航空培训的专业机构。

来源： CAIRNS REGIONAL COUNCIL TOURISM AND EVENTS QUEENSLAND 中央昆士兰大学 詹姆斯˙库克大学

凯恩斯的主要就业领域

凯恩斯地区商户云集，共有23,000多家从事酒店、 
休闲度假、零售贸易、公共安全、餐饮服务、 
医疗服务的机构，为当地提供了40%以上的就业岗位。

来源： ABS 2011

9.5%

13%

15.7%

51.8% 就业领域 10%



203 6年人口预测

基础设施投资

227,542
凯恩斯基础设施总投资超过$98亿。 
这些大型开发项目将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 
并提高对本地高品质住宅的需求。

来源：URBIS / 凯恩斯区域市政局报告2015-2016

$1580万$98亿 $6200万

$4.55亿$3.7亿

体育休闲设施的升级 交通与基础设施的升级

凯恩斯医院改建社区资源、材料与服务

$300万
为推动经济发展，北昆士兰旅游局将投资$200万进行市
场推广，另投资$100万进行其他旅游项目的开发。

来源：凯恩斯区域市政局预算 2016-2017

市场推广投资

$6500万
The Precinct 是计划修建的一个集热带风景区与户外表
演场地于一体的表演艺术中心。

来源：URBIS / 凯恩斯区域市政局报告2015-2016

TH E PR ECI NCT

$10亿
凯恩斯机场将扩建一个新的经济区。该工程耗时20年， 

预计将会为凯恩斯提供3500个全职工作岗位。

来源：URBIS / 凯恩斯区域市政局报告2015-2016

凯恩斯机场扩建

来源：URBIS /凯恩斯区域市政局报告2015-2016来源：凯恩斯区域市政局预算2016-2017

来源：凯恩斯区域市政局预算2016-2017 来源：凯恩斯区域市政局预算2016-2017

人口增长（2016年-203 6年）

39%
预计从2016年至2036年，凯恩斯的总人口会增加
65000人 。

来源：昆士兰州政府的人口预测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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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rns Performing Arts Centre

阿奎斯大堡礁度假村

位于凯恩斯以北13公里的阿奎斯大堡礁度假村计划投资
$20亿开发酒店及住宅项目。阿奎斯是当地重要的投资项
目，尤其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来源：凯恩斯邮报 $20亿

澳北基础设施贷款信用安排（NAIF） 
2016年中期，为了促进澳大利亚北部基 
础设施项目的开发，澳大利亚政府启动了澳北基 
础设施贷款信用安排（NAIF)。

政府承诺给予优惠融资$50亿，用以补充及鼓励私人投
资，这一重大举措能够有效确保当地经济的大幅增长。

NAIF的总部就位于凯恩斯。

来源：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SCIENCE

凯恩斯
放眼未来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凯恩斯机场是澳大利亚北部最大、也是最繁忙的国
际机场，从这里可以直达世界各地，包括东京、 
大阪、香港、新加坡、巴厘岛、马尼拉、奥克兰、 
莫尔兹比港，每年旅客吞吐量超过500万人次 。

Nova City必将成为未来商务与旅居的理想家园。

布里斯班

奥克兰

马尼拉

东京

首尔

大阪

凯恩斯

艾尔斯岩 
(ULURU)

墨尔本

阿德莱德

莫尔兹比港

香港

上海

广州

新加坡

珀斯

南澳大利亚

塔斯马尼亚岛

昆士兰

新南威尔士

维多利亚

西澳大利亚

北领地

图例 

国际航班
国内航班

达尔文市

黄金海岸

巴厘岛

悉尼



房屋中位价

公寓出售中位价 房屋每周租金中位价

滨海公寓每周租金中位价

闲置房 凯恩斯全年租金增长率 
(2014.12-2015.12）

11.94%
9.21%

$350

1.4%
7.4%

$475

5.26%

2014年至2015年，凯恩斯内城区房屋售价增长了 
9.21%，郊区房价增长了5.26%。

这也说明了业主和投资人的投资都集中在交通便捷的凯
恩斯滨海地区和市中心。

URBIS的一项初步研究表明，滨海附近1-2居室的新装修公
寓租金如下：

凯恩斯的闲置房只有2.1%，这说明租赁市场颇有活力。旅
游区和未来设施投资项目带来了潜在的资本增长，同时，

当地闲置房极少，租赁回报又高，这些都为凯恩斯城区 
(尤其是公寓房）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机会。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随着越来越多敏锐的投资商认识到
凯恩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蓬勃的旅
游业以及低廉的房价，前来投资的人士与日俱增。

此外，凯恩斯目前也缺乏新的公寓项目，这无疑刺激了当地 
(尤其是内城区）的住房需求。

增长

增长率 增长率

内城区

内城区

1居室公寓 2居室公寓

郊区

别墅 公寓

$375
$450

$220
$290

3居室别墅 
(2015年12月）

4居室别墅 
(2015年12月）

1居室公寓 
(2015年12月)

2居室公寓 
(2015年12月)

2.1%
来源：URBIS 初步研究/ 住宅租赁管理局(RTA)

来源： URBIS / APM PRICE FINDER

来源： URBIS / APM PRICE FINDER

3居室房屋

2居室公寓

凯恩斯
住房市场分析

随着大学数量的增多，房屋租赁市场
的需求也随之增长。目前新公寓供不
应求，这正是买入的大好时机。



凯恩斯会展中心

凯恩斯滨海泻湖

中央昆士兰大学 
城中校区

詹姆斯库克大学 
城中校区凯恩斯医院 RUSTY集市

凯恩斯邮轮码头

THE REEF 
HOTEL CASINO

THE 
MARINA

香格里拉大酒店

凯恩斯中央购物中心凯恩斯火车站

凯恩斯国际机场
AQUIS 

度假村计划

THE PRECINCT 
GARDEN AND THEATRE 

(在建) 凯恩斯海洋馆

Nova City为住户带来活力四射的城市生活，
让他们真切体验到CBD核心腹地的多姿多彩，
这里学校林立、距离超市和公园一步之遥，同
时又可随时领略醉人的滨海风光。



Artist Impression

繁荣的商务中心
Nova City即将开创一个繁荣的商务
中心，这里有设施一流的办公区、 
遍地美食的小吃街，还会有本地企业
和知名的零售店入驻。加上凯恩斯拥
有便捷的亚洲直飞航班，Nova City
必会将凯恩斯变成繁荣的国际商务
中心。

这里也将是中央商务区绝无仅有的
一处集零售、服务、餐饮、工作、生活以
及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完美胜地。

4 5

1
卓逸新城
Nova City是凯恩斯中央商务区最大
的私人开发项目，拥有市内最高的住
宅楼。Nova City将成为新的城市地
标，带动新一代零售业的繁荣，开创怡
人适居的公共环境。凯恩斯Nova City
无疑会成为引人注目的国际新都会。

标志性建筑设计
Nova City的设计风格独特，在凯恩
斯蔚蓝的天空和绵延起伏的群山映
衬下，7座玻璃塔楼拔地而起，高耸入
云。整个项目的建筑设计由CACOX 
Rayners工作室负责，它们因在宅用、

商用、公共建筑项目中采用高雅而又
实用的设计方案而屡获殊荣。

3
卓越的地理优势
Nova City地理位置优越，距离美丽的
热带雨林、迷人海滩、以及色彩斑斓
的珊瑚礁仅一箭之遥。在这里，人们既
可享尽都市繁华，又可体验让人流连
忘返的热带风情。Nova City汲取热带
景观、气候、生活之美，为住户呈现赏
心悦目的户外风光。

租赁市场欣欣向荣
由于凯恩斯当地房屋的入住率高、 
人口激增、就业良好、基础设施完善、

经济强力复苏，这些因素大力推动了
当地蓬勃的经济发展，而Nova City
房地产正是该地区市场发展的有力
回响。

Artist Impression

2



美丽绝伦的风光
Nova City现代式住宅楼拥有梦幻般
的建筑风格、高雅的室内设计、 
令人叹为观止的城市风光， 
住户可尽享山林掩映，滨海风情。

设施齐全
Nova City为住户独家提供齐全的休
闲设施，附近有舒适宜人的花园、 
令人放松身心的水疗池、无边泳池、 
美食厨房、剧院、健身房、以及一 
批不容错过的美食餐厅和零售店，

这些都会为凯恩斯的租赁市场注入
活力。

高端饰面
Nova Light凭藉精益求精的设计， 

悉心打造出通透明亮的房间。 
精选多种适合热带气候的上乘材料，

结合高效节能的设计，为每间公寓带
来宽敞明亮的舒适体验。

6 7 8

Avant, MelbourneHecker Guthrie’s Portfolio

Australia 108, MelbourneArtist Impression

国际知名开发商
作为Aspial Corporation Limited在
新加坡成立的子公司，World Class 
Global是一家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
开发商，多年来主要致力于房地产开发
和投资，在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均有
开发项目。

通过1999年成立的子公司World 
Class Land, Aspial Corporation 
Limited在新加坡已成功交付住宅房和
商用房3000余间。

基于过往开发经验，World Class Land
已成功推出了Australia 108地标项目，

并将其打造成墨尔本和澳大利亚南部
最高的住宅楼。随后，公司又在墨尔本
的中央商务区核心腹地推出了Avant高
层住宅项目。

109
屡获殊荣的室内 
设计
Hecker Guthrie工作室的总部位于
墨尔本，是一家屡获殊荣的跨领域
设计公司。在Paul Hecker和Hamish 
Guthrie的领导下，通过十年努力，工
作室发展稳健，并形成一流的设计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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