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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ton，高品质住宅的最佳选择  

 – Meriton专注于开发高端公寓，Meriton品牌及其
创始人迄今已荣耀传承58年

 – Meriton保持了100%项目完工率的傲人记录
 – Meriton项目在发售前已获得DA甚至开始动工兴

建。对比未获DA审批及贷款资金的项目，购房者
在Meriton项目上不会承担成品与效果图不一致、
项目迟迟无法完工的风险

 – 我们的每个公寓项目都代表着品质和设计的双重
进阶，彰显Meriton对于卓越品质的坚持、以及对
于现代人居的深刻理解。我们拥有自己的建筑设
计师和工程师团队，并与行业顶尖公司通力协作，
共同打造出首屈一指的建筑佳作

 – 我们敬业的专职物业管理团队将定期悉心维护房
屋与设施，确保项目在完工后亦能始终保持最佳
状况

 – 我们为每一位投资者提供房屋交付后即时出租的
保障，并为房东争取最佳的租金回报。同时，我们
也能为房东管理物业，且管理费用仅为 4%——澳
大利亚最具竞争力的物业管理费用

 – 我们为Meriton新客户提供独家购房贷款服务，以
帮助更多人购置称心如意的完美居所

Meriton
在悉尼、布里斯班

及黄金海岸
成功打造

超过7.5万套高端
公寓

Meriton拥有且经营超
过1万套租赁物业及超

过3千套酒店物业
100% 

项目
完工率

$1.1 billion 
2020年销售额

达到$12.8亿澳元

超过 58年
开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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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泳池

作为悉尼最新的标志性大型整
体规划社区The Retreat的第四
期楼盘，Celeste堪称一片紧靠悉
尼奥林匹克公园的绿洲，被绿意
盎然的公园和花园围绕，且享有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的极佳景
观。
在这里感受独一无二的五星级
居住体验：社区配有3000平米裙
楼花园、紧靠周边绿地公园、配

套户外泳池等奢侈的度假村式配
套设施。Celeste配套的占地
3300平米大型商圈和大型超市
更是让生活便利程度实现满分。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的世界一流运
动、娱乐和购物场馆和Celeste
近在咫尺，距离悉尼奥林匹克公
园火车站也仅有650米，无论购
房自住还是投资皆是极佳选择。

Celeste的大面积户型采光和景
观极佳，宽阔的室内面积最高可
达104平米，且全部采用Meriton
标志性的高标准室内用料。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的世界一流运
动、娱乐和购物场馆和Celeste
近在咫尺，距离悉尼奥林匹克公
园火车站也仅有650米，无论购
房自住还是投资皆是极佳选择。

品味生活精髓



Artist impression

令人过目难忘的
精妙建筑设计
Celeste优雅的建筑设计是自然和建筑设计的精妙结
合。Meriton和顶级设计所SJB合力打造出11层高的优雅住
所，美妙的建筑设计完美地融入周边自然环境。
Celeste共有131套大面积的精美住宅，其中大部分户型朝北。
非常合理的规划意味着让70%的户型坐拥极佳的把角位置，
且享有绿意盎然的裙楼花园和周边城区公园的绝佳景观。
从外观上看，Celeste的外立面被精致的混凝土面板和金属层
所点缀，挑高的端庄大堂为回家增添一份高端的仪式感。室
内，大幅落地窗让采光效果达到满分，阳台上遮阳板可保护隐
私并遮蔽直射的阳光。



在Celeste迎来全新的生活，并在白天和
夜晚感受截然不同的户外景观。坐拥悉
尼奥林匹克公园的黄金区位，Celeste的
居民可享受周边区域的绝佳景观。

第11层景观

享受醉人景致



Celeste的室内完美融合设计美感和功能
布局，创造出实用的空间以及宜人的美
感。开放式的户型和室内室外空间的无缝
连接，更彰显出室内环境的空间感和舒适
感。Meriton以对细节品质、创新设计和品
质装潢的不懈追求而闻名。Meriton出品
的每一套公寓，都致力于与业主一生相
伴，正如Celeste。

细节展现品质  – 70%的户型坐拥极佳的把角位
置，可享受到花园和周边城区的
极佳景观

 – 时尚美观的室内空间无缝连接
到阳台 

 – 方正的户型实用性极强，不少户
型带有面积堪比卧室、带窗及电
视接口的多功能室

 – 带有烘干机和充足收纳空间的
洗衣房

 – 所有房间均装配落地玻璃窗，采
用声学工程玻璃材质，具备出色
的隔热和隔音效果

 – 客厅、餐厨和浴室地板铺设石质
风格的600×600毫米地砖

 – 墙体采用具备出色隔音隔热性
能的间隔墙系统

 – 客厅和卧室均配备高速宽带网
络和付费电视光纤接口

 – 完备的安保系统包括可视对讲
系统和闭路电视监控

 – 包括LED灯和节水龙头在内的节
能设施

 – 每层楼均有电梯直达安保地下
停车场

效果图



精美厨房

Celeste优雅的厨房配有高端的Bosch
厨房电器套装，让这里成为愉悦生活、
享受美食的最佳区域。时尚的凯撒石台
面美观而实用，镜面防溅板则更显空间
感。从高端的欧洲品牌套装、落地橱柜
到软开合抽屉，Celeste室内设计和用
料的品质体现在厨房的每一个细节。

效果图

 – Bosch牌厨房电器套装，包括内置洗
碗机、炉灶、微波炉、烤箱和集成式
管道抽油烟机

 – 镜面防溅板和聚氨酯镶板
 – 中岛配备20毫米凯撒石质瀑布式台面
 – 配有抛光镀铬龙头的厨房水槽
 – 软开合的光面聚氨酯落地橱柜
 – 两种优雅的室内配色可供选择



Artist impression

一房
室内面积可达56平米

一房+多功能室
室内面积可达66平米

两房
室内面积可达92平米

三房
室内面积可达104平米

静雅人居  – 所有卧室均带有镜面入墙柜，储物空间充
足

 – 所有起居室和客厅带有高速宽带网络和
付费电视接口

 – 大量户型包括配备了洗手间和步入式衣柜
的主卧

 – 所有卧室配有空调
 – 铺设高级地毯
 – 所有房间内带有遮光卷帘

 – 中性的色调搭配和材
质灵感来源于自 然，
为Celeste的卧室带来
温馨的氛围。步入式或
嵌入式衣柜和高级地
毯大幅提升了体验的
舒适度，是让人休养生
息的最佳场所。



沐浴品质

浴室中自然中性的色调搭
配，创造出宁静舒适的宜
人氛围。高端的独立式浴
缸成为所有主卧配套浴室
的核心，无框的玻璃淋浴
间格挡、大理石质感的瓷
砖和现代装饰墙让浴室
更彰显高级品味，高级用
料和用心设计也贯穿于
Celeste的所有室内空间

 – 两种室内色调可供选择
 – 壁挂式马桶，配备隐藏

式水箱
 – 壁挂式洗手池
 – 600×600毫米规格大

理石质感瓷砖
 – 淋浴间装配无框玻璃格

挡
 – 所有主卧配套浴室中都

设有独立浴缸
 – 一体式镜面收纳间
 – 嵌入式LED照明灯具
 – 主墙铺设混凝土质感或

大理石质感的600X600
毫米瓷砖

效果图



在Celeste的生活体验绝非平凡而
言。户外泳池、健身房、社区商铺、开
阔的绿地公园、裙楼花园和社区花
园让居民不用远离家门就能享受到
五星级的生活方式。
大型空中花园里精致的绿色空间仿
佛成为生活中一块纯天然的精美背
景墙；楼下的商铺和大型超市带来无
比便利的生活体验；在户外的BBQ
则既可以和家人朋友烧烤聚餐，也能
在20米的户外泳池里尽情运动。

 – 器材齐全的健身房
 –  面积达到3000平米的景观花园
 –  20米户外泳池
 –  户外BBQ和用餐区域
 –  器材齐全的健身房和桑拿
 –  大气的入户大堂
 –  可通过电梯直达的安保停车场，

带有访客车位

 –  物业经理将负责投资公寓的租
赁、检视房屋与设施状况、安排
所有维修事宜

 –  My Parcel Locker储物柜让收
取快递便利程度加倍。安置在
大楼内的储物柜让居民们可以
享受安全方便的取件服务。

社区配套设施包括

五星级享受

Meriton商圈 效果图

器材齐全的健身房 Spa和桑拿



Artist impression

户外BBQ

20米户外泳池

spa

3千平米景观花园

景观花园及泳池



Celeste门口即是悉尼最具活力的生活商圈。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的活动盛事和生活娱乐享
誉全国甚至享誉全球，让此成为独一无二的生
活场所。
在这里，全球闻名的体育场馆和您近在咫尺，
周边更有数不清的一流生活设施和资源：步行
15分钟即可走到面积达到40公顷的双百年几
年公园，园内有宜人的绿地、游乐场馆、自行
车道和人行道、户外野餐和BBQ区域等。既可
以在在园内的广阔步道感受自然，也可以在水
上中心里享受运动的快感。
在自然和运动之外，在奥林匹克公园当然也离
不开顶级明星的表演、全球性的体育赛事或是
当地丰富的餐饮文化。
无论您中意哪种生活方式，这里都能让您和家
人获得称心如意的丰富生活体验。

活力社区

距离Newington Armoury 3.4公里

距离双百年纪念公园1.2公里



FUTURE STAGE

奥林匹克公园火车站
SYDNEY SHOWGROUND

ANZ体育场

水上运动中心

悉尼CBD

双百年纪念公园

悉尼机场

悉尼市场M4高速公园

RHODES WATERSIDE商场

未来住宅项目

未来商业园

和世界无缝连接 距Parramatta CBD
仅7公里，距悉尼CBD
仅15公里，距悉尼机
场20公里，一切生活
的便利近在咫尺。

未来项目

购物及餐饮
Costco 1.5km
Lidcombe 中心 1.5km
悉尼农贸市场 1.6km
奥特莱斯商场 (DFO) 1.8km
Newington Village 商圈 2.5km
Rhodes Waterside商场 4.4km
Westfield Burwood 商场 5.3km
Westfield Parramatta 商场 7km
Top Ryde City 购物中心 8km

交通及医疗
奥林匹克公园火车站 650m
Lidcombe 火车站  2.5km
奥林匹克公园轮渡码头 4.6km
Auburn 医院 4.8km
Concord General 医院 5.1km
Westmead 医院  11km
悉尼机场 20km

教育机构
Newington 公立小学 1.9km
Lidcombe 公立小学 2.3km
St Joachim’s Catholic 小学 2.5km
悉尼大学 Cumberland 校区 4.5km
Meriden 学校  4.6km
悉尼 MLC 学院  4.7km
Santa Sabina 学院  5km
Trinity Grammar 学校  5.5km
James Ruse Agricultural 高中 9.3km
西悉尼大学 9.3km

运动及休闲
ANZ体育场  100m 
Qudos Bank 体育馆  100m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水上运动中心 450m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运动中心 500m
Urban Jungle 探险公园  500m
Monster Skate 公园 900m
Sydney Showground 1km
双世纪纪念公园 1.5km
军械库旧址公园 3km
Concord 高夫尔俱乐部 4km
Massey Park Golf Club 5.8km
Rosehill 跑马场 5.8km



新州政府对Carter Street整体区域的发展规划，已
经成为悉尼奥林匹克公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将使这里实现到高档商业及住宅商圈的转型，而
Meriton的大型社区TheRetreat正位于此区域的核
心地带。
Carter Street街区将成为一个适宜漫步的社区，其
中繁华的主商业街Uhrig Road将拥有宽敞的步道，
可供咖啡馆摆放户外座位；此外还有一个占地达
1200平方米的商业广场，并配套优质景观园林设
计；配套运动场的新建小学以及占地2.98公顷的娱
乐休闲公园则将为当地带来充足的户外运动空间。
此外，在保留当地原有成熟植被的同时，还将引进
新的绿植类型。
同时，这里也正在成为重要的就业中心。该地区直
通Parramatta Road干道和M4高速公路，凭借这
一优势，将吸引众多公司企业办事处、商业和科技
园、零售和轻工业等进驻。
这一地区还将迎来重量级的交通扩建工程——全
新的悉尼西线交通系统(Sydney Metro West)，强
力连通悉尼CBD和Parramatta。附近的
WestConnex高速公路工程将拓宽现有的M4高速
公路，此外还将新修从Homebush到Haberfield的
双高速隧道、双向三车道，从而大大缩短前往悉尼
CBD的通勤时间

Carter Street 
区域未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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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er Street Precinct

A centrally located west pedestrian spine that will link the Precinct
to Newington and Sydney Olympic Park.

A village centre with a �ne-grain street network and active laneways.

A proposed stop and terminus for the proposed Parramatta
Light Rail (Stage 2) within the village centre.

A re-con�gured primary school site adjacent to the central public 
open space located on the east west spine in the core of the Precinct.

Re-planning of the area west of Hill Road, with a clear visual link
between the central public open space and the Haslams Creek Marker,
and activation of Haslams Creek Foreshore

Haslams Creek

A future green link along the south side of Carter Street to facilitate
active transport

An enlarged central public open space in the core of the Precinct, 
that includes potential multi-use sports �elds

A new local pocket park in the south east of the Precinct with a focus 
on active recreation (subject to further land use safety investigations).

A new local park adjoining Haslams Creek for passive recreation 
(subject to further land use safety investigations).

A new pocket park in the north of the Precinct adjoining
Sydney Olympic Park

A centrally located west pedestrian spine that will link 
the Precinct to Newington and Sydney Olympic Park.

A village centre with a ne-grain street network and 
active laneways.

A proposed stop and terminus for the proposed Parramatta 
Light Rail (Stage 2) within the village centre.

A re-congured primary school site adjacent to the central public 
open space located on the east west pine in the core of the Precinct.

Haslams Creek.

Re-planning of the area west of Hill Road, with 
a clear visual link between the central public 
open space and the Haslams Creek Marker, 
and activation of Haslams Creek Foreshore.

A future green link along the south side of 
Carter Street to facilitate active transport.

A new local park adjoining Haslams Creek for passive 
recreation (subject to further land use safety investigations).

An enlarged central public open space in the core of the 
Precinct, that includes potential multi-use sports fields.

A new pocket park in the north of the Precinct 
adjoining Sydney Olympic Park.

A new local pocket park in the south east of 
the Precinct with a focus on active recreation 
(subject to further land use safety 
investigations).

1

2

3

4

5

6

7 10

8 11

9



Sydney Olympic Park

新住宅

+6K
新居民

23.5万

就业岗位将从目前
的1.7万增加至3.4

万个

34K

17K

新增1.4万平米
建设面积

1.4m 
SQM

By 2030, Sydney Olympic Park will have:

这里正迅速升级为一个全新现代社区的心脏

每日流动人口超过2.5万
人，包括1千位居民、1.7万
名雇员、以1500名学生/

运动员

悉尼Metro地铁1
期和

2期可以便捷通向
悉尼CBD

104 
TRAINS

258 
BUSES

76 
FERRIES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交通概况

每年举办逾5000场活
动、接待超过一千二十

万人 (2018-2019年)

2030总体规划的实施，将使得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地
区从大型赛事与文娱活动胜地，进一步升级为宜居
宜业、学乐并举的世界级城市中心



免责声明：本手册是对“The Retreat Celeste”开发项目整体情况的通用介绍，不构成报价、担保或合同的一部分。有意向的买家需要以自行咨询获得的信息以及销售合同为准。本手册所含之内容编撰于项目竣工之前，因此相关图文以及室
内外的艺术效果图仅供参考。信息、面积、规格、配置、绿化和材料等可能会有变动，恕不再另行通知。

开发商: Karimbla Properties (No. 51) Pty Limited ABN 92 168 601 250 承建商: Karimbla Construc-tions Services (NSW) Pty Limited ACN 152 212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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