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wake in Tranquillity • 我们专注于开发黄金地段的公寓式住宅项

目，Meriton品牌及其创始人迄今已荣耀传 

承超过57 年

• 我们保持着所有项目100%完工的记录

• 我们的大部分开发项目在正式发售前均已获得  

DA审批，并已开始动工兴建。反观其它同行业竞

争者，则有多数是在未获DA审批及贷款资金保障

的情况下，便急于推向市场倾销

• 我们的每一个公寓式住宅开发项目都代表着品质和

设计的双重进阶，彰显着Meriton对于卓越品质的

坚持、以及人们对于居住体验的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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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置公寓，只选购置公寓，只选Meriton

• 我们敬业的驻地物业管理团队将代表业主定期检视房

屋与设施状况，安排所有维修事宜，确保房屋完工后

持续保持最佳状况

• 我们为每一位投资者提供房屋交付即时出租的保障，

并将竭力确保您的投资公寓获取最佳的租金回报。 

同时，我们也能帮您管理投资公寓，且管理费用低 

至  4%——这是澳大利亚最具竞争力的管理费价格

• 我们为Meriton新客户独家提供购房贷款服务， 

以帮助更多人户购置称心如意的完美居所

超过7,500套

出租公寓Meriton
所有并管理

超过75,000
套公寓式住宅，遍布套公寓式住宅，遍布

悉尼、布里斯班悉尼、布里斯班
和黄金海岸和黄金海岸

完工记录
所有项目

$12亿澳元

2019年公寓式

住宅销售额

超过57年
开发经验

尚品公寓 传世经典尚品公寓 传世经典

100%
57售出售出 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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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匠心的
建筑杰作

Orana是Dest inat ion社区荣耀首发的第一期住宅式公寓

项目，完工后将成为当地的地标式建筑，并将拥有

Macquar ie  Park地区最高的住宅楼，而首发Orana即将

为您呈现 219套首屈一指的豪华美宅；高达27楼的楼宇

拔地而起，将悉尼CBD和L ane C ove Nat ional  Park 森
林公园的震撼美景尽揽入怀。

Orana的公寓式住宅设计巧妙，坐拥如画风景、 

远离嘈杂的M2快速公路，让生活归于宁静。

Orana选址位于令人称羡的优越地带， 

片刻 即至Macquar ie购物中心、大学、医院等， 

距麦考瑞大学火车站仅400米。

位于黄金地段的Orana，其建筑设计由业界顶级公司

DKO担纲，是设计感与实用性完美融合的建筑杰作。 

设计师们钜细糜遗与面面俱到的巧思，只为确保您在

Orana能享受舒适、时尚以及高品质的居住体验。

Orana的建筑堪称美轮美奂，落地玻璃窗和典雅的弧形设

计不仅赋予了楼宇多面动感的灵巧外观，同时也能多角

度将室外的无边美景尽收眼底。

Orana的公寓式住宅拥有多元户型格局可供选择， 

包括一卧室、两卧室及三卧室户型公寓，以及居高 

临下、卓尔不凡的四卧室豪华顶层公寓。

Orana的每一套公寓都是面积敞阔、设计卓越的尚品美

宅，一室公寓室内面积多达54平方米，三室公寓的室内

面积最高则可达105平方米。

位于位于6层的住户专 层的住户专 
属裙楼天台花园属裙楼天台花园

落地玻璃窗落地玻璃窗

落地挡风玻璃落地挡风玻璃

时尚的弧形外墙设计时尚的弧形外墙设计

豪华入口大堂 豪华入口大堂 
拥有双层挑高拥有双层挑高

联排别墅式公寓 联排别墅式公寓 
拥有独立出入口拥有独立出入口

艺术效果图

Macquarie Park 
地区最高的住宅楼地区最高的住宅楼

带有屋顶露台的 带有屋顶露台的 
三层复式公寓三层复式公寓

带有屋顶露台的 带有屋顶露台的 
豪华顶层公寓豪华顶层公寓

无框玻璃围栏无框玻璃围栏



Art ist  impression

Dest inat ion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别具一格的生 

活方式；在活力四射的Macquar ie  Park城区， 

开辟出一片宁静的都市绿洲。

Dest inat ion总体规划项目将分四期建设，旨在打 

造一个标志性的综合型社区，宜居宜业、乐在其中， 

无论住户、商户还是访客，都能在这个风景如画的 

花园式社区中享受到世界顶级水准的居住体验。

竣工之后的Dest inat ion社区内不仅拥有豪华住宅， 

更将设有零售商业区与一个顶级水准的儿童看护中心，

可接纳80名孩童。

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Dest inat ion即将跻身悉 

尼北区最新的投资热点，为房产投资者们带来愈加 

丰厚的收益。

品质社区
舒适宜居



豪华住宅的内部经过精心设计，透过落地玻璃窗， 

不仅可将室外壮观的城市和公园绿地美景尽收眼底， 

同时也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室内的自然采光。

饱览美景

西面西面 北面北面 南面南面东面东面



楼层楼层



完美诠释
奢华生活新标准

Orana的每一套公寓式住宅，都是优秀品质和匠心设计

的代表作。敞阔的户型设计，勾勒出真正的开放式起居

空间；阳台采用无框玻璃围栏，自然拓展了客厅和卧室

的空间感。

许多公寓将坐拥无敌美景，足不出户，即可将 

L ane C ove Nat ional  Park森林公园以及远方悉尼 

CBD天际线的震撼美景尽揽入怀。

• 顶层公寓带有私家屋顶露台， 

并配套花坛以及烧烤设施

• 所有公寓的客厅和餐厨区域都与阳台 

无缝联结，拓展出更为敞阔的起居空间 

• 客厅和卧室均配备超高速宽带网络和付 

费电视光纤接口

• 独立多功能空间，或超大书房

• 独立洗衣房内带有烘干机和壁橱， 

另配有储物柜提供充足的贮藏空间

• 冷暖双制式空调

• 公寓配备完善的安保设备，包括门禁 

视频对讲系统和闭路电视监控

• 配备LED射灯和节水龙头等节能环保设备

• 整个小区都装备了符合声学工程设计的玻璃窗， 

具备出色的隔热和隔音效果

• 配备安保地下车库和储物间， 

并设有充足的访客车位

艺术效果图



时尚大气的美膳厨房是您烹调佳肴的创意空间， 

为您配备了：

• 高端B OSCH牌不锈钢电器，包括管道抽油烟机、燃

气炉灶、烤箱、黑晶微波炉和嵌入式洗碗机等

• 餐厨区域通铺600×600毫米大理石纹地砖

• 大理石纹防溅板，光面聚氨酯材质酒橱， 

LED照明灯带

• 抛光圆角凯撒石质台面

• 抛光镀铬水喉及洁具，双水槽

• 光面聚氨酯材质橱柜，带有自动吸合式抽屉

• 岛厨台面上方垂挂直线吊灯

• 冰箱配备储水箱接口

高雅生活

艺术效果图



 Orana的盥洗室配备高端洁具， 

为您打造舒雅松弛的沐浴体验：

• 无框玻璃淋浴间

• 壁挂式坐便器，隐蔽式水箱

• 极具现代感的大理石纹墙面， 

铺设混凝土外观瓷砖

• 大部分独立卫浴间内设有豪华独立式浴缸

• 镜面壁橱提供了充足的额外储物空间， 

并带有凯撒石质台面

静雅盥洗

三卧室户型三卧室户型

三卧室公寓住宅面积甚是宽敞，大量户型拥有理想的 

双朝向，双卫浴以及双车位，部分户型还带有书房， 

室外休闲空间至多可达80.4平方米。

两卧室+书房户型两卧室+书房户型

绝无仅有的三套两卧室+书房公寓，拥有开放式室内格

局设计，起居空间自然延伸至休闲露台，室外最大面积

最高可达34平方米。

一卧室户型一卧室户型

Orana的一卧室公寓经过精心设计，部分户型拥有面积

相当于卧室的大书房，且带有窗户，阳台面积最大可达

27平方米，大量户型还能欣赏城区街景。

温馨舒适的卧室是您静雅的私人空间，室内采用顶级装

潢，豪华地毯、自然的中性色调搭配，铺设出奢华惬意

的休憩氛围。雅致的炫黑镜面入墙柜内部拥有超大空

间，搭配Polytec仿木纹搁架，便于储物；遮光卷帘能有

效屏蔽日晒、保护隐私。

室内面积室内面积
100--105平方米平方米

室内面积室内面积
88--91平方米平方米

室内面积室内面积
77--106平方米平方米

室内面积室内面积
54--65平方米平方米

所列面积均未含车位
多数公寓带有一个车位或双车位

两卧室户型两卧室户型

设计极具巧思的两卧室公寓，拥有开放式布局，室内起

居空间与室外无缝联结，直通休闲阳台，面积最大可达

23平方米，80%的户型可畅享壮美的城市远景或附近城

区街景。另有六套设计独特的联排别墅式公寓可供选择，

均带有屋顶露台，通过私家庭院可直达裙楼天台花园。

栖身雅居

艺术效果图

艺术效果图



Orana的公寓是面积敞阔、舒适宜居的花园式住

宅；其建筑用材考究、设计细致入微， 

为您打造出类拔萃的传世美居。

• 位于地面层的豪宅均带有大面积休闲庭院 

• 设计极具特色的多层复式公寓拥有双 

出入口，私家屋顶露台带有草坪

现代感十足
的庭院设计

艺术效果图

艺术效果图



O R A N A
社区

悉尼中央商务区悉尼中央商务区Chatswood中央商务区中央商务区

M2高速公路高速公路

Lane Cove
National Park森林公园森林公园

Christie Park公园公园

Macquarie购物中心购物中心

Macquarie大学火车站大学火车站

Macquarie大学医院大学医院

Macquarie大学大学

Macquarie大学美术馆大学美术馆

Talavera Road公路公路

North Sydney中央商务区中央商务区 悉尼机场悉尼机场  

入住Dest inat ion，享受悉尼最精彩的生活。Macquar ie  Park位
于悉尼北郊，距CBD仅13公里，这个飞速发展中的活力城区已

成为最受瞩目的新兴热点，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商业与科技公

司集中地之一。

与D est inat ion隔街相望的Macqu ar ie购物中心是南半球最大的

商场之一，其中入驻有众多零售品牌旗舰店、知名生鲜食品超

市、室内溜冰场、电影院以及繁华的餐饮专区。 

与D e s t i n at i o n毗邻的，还有部分悉尼最知名的院校与高等学

府。步行六分钟即可抵达麦考瑞大学，驾车片刻即至悉尼科技

大学Ku-r ing-gai校区。

从 D e s t i n a t i o n出 发 ， 可 轻 松 前 往 公 路 干 道 和 巴 士 线 路 ， 

装修一新的火车站更可令您15分钟即抵达悉尼市区。

36o°活力全开

购物及餐饮购物及餐饮
GG Lobby Bar餐厅及酒吧  110米
Macquar ie  C entre商场  300米
The R anch Hotel餐厅及酒吧  1 .3k米
The Governor  Hotel餐厅及酒吧  2 .3公里

交通及医疗交通及医疗
Macquar ie大学医院  250米
Macquar ie大学火车站  400米
Macquar ie  Park Stat ion火车站  1 .7公里

Macquar ie  Hospita l医院   3 .8公里

Royal  North Shore  Hospita l医院 9.7公里

悉尼机场  27公里

教育教育
麦考瑞大学  500米
Epping B oys  High S chool男子高中  3公里

North Ryde公立学校  3 .3公里

Truscott’s公立学校  3 .6公里

Ryde East  Publ ic  S chool公立学校  5 .2公里

Ryde初级中学  5 .7公里

Marist学院  6 .3公里

Pymble女子学院  7 .6公里

Knox文法学校  9 .4公里

Ku-r ing-gai艺术高中  14公里

就业就业
Macquar ie  Business  Park商业园区   500米
Macquar ie  Technolog y Park科技园区   800米
L ane C ove Business  Park商业园区   6 .2公里

Chatswood城区   8 .7公里

North Sydney城区   12 .5公里

运动及休闲运动及休闲
Christ ie  Park公园  450米
Macquar ie  Ice  Rink溜冰场   450米
Elouera  Reser ve自然保护公园  600米
麦考瑞大学美术馆  600米
Wilga Park公园   1公里

麦考瑞大学体育及水上运动中心  1公里

Ryde社区体育中心   2 .1k公里

North Ryde高尔夫球俱乐部   4 .4公里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11 .7公里

Balmoral海滩   16公里

艺术效果图



艺术效果图

艺术效果图

Dest inat ion社区中将设有Orana住户私享的

裙楼天台花园，这片位于6层的小绿洲将是

您和亲友自在休憩娱乐的新天地。

Dest inat ion是经过精心规划的综合型社区，

尤为重视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 

谐与共融、创造出康乐宜居的都市绿洲。

豪华生活新浪潮

Dest inat ion社区内配备了全方位高端

安保设施，竭力保障住户安全， 

敬请安心入住。

• 敬业的驻地物业管理团队

• 安保地下车库，另设有洗车区域

• 电梯需通过门禁卡出入

Dest inat ion社区内建有幽静怡人的花园，

更设有多种豪华配套设施供居民使用， 

令人流连忘返。

•  20米室内恒温泳池

• 健身房

• 水疗及桑拿设施

• 繁茂的景观花园内交织着人行步道



这是悉尼最受欢迎、最宜居的新兴城区，周边云集 

着世界级的院校学府、商业机构、零售及餐饮商户等， 

满目繁华、欣欣向荣。

毗邻的Macquar ie  C entre购物商场是深受大众喜 

爱的购物胜地，奢侈品牌、休闲设施和餐饮商铺林立， 

一切生活所需尽在咫尺，便捷无比。同时，精彩的户外

生活距您也仅一步之遥，该区域最大的森林公园就在不

远处，风景如画，特别适合野餐或惬意散步。

众望之地

Dest inat ion为Macquar ie  Park的未来代言，书写着当地

高尚都市生活的新篇章。精彩纷呈的生活方式、欣欣向

荣的零售商业、久负盛名的科技工业园、以及丰富的自

然景观，凡此种种均集结于Dest inat ion，因而成为万众

称羡、宜居宜业的标志性“目的地”。

Christie Park公园公园

麦考瑞大学麦考瑞大学

Macquarie购物中心购物中心

Macquarie大学火车站大学火车站



澳大利亚的“硅谷”澳大利亚的“硅谷”

Macquar ie  Park于2013年超过北悉尼，成为了悉尼第二

大商务办公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Macquar ie  Park是
就业岗位增加最快的商务区，每年增幅约为6.6%，这一

数字远远超过大都市的整体就业增长率。

Macquar ie  Park的经济产值为91亿澳元，位列澳大利亚

第十，排在北悉尼和阿德莱德中央商务区之后。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www.infrastructure.gov.au

“Macquar ie  Park是新南威尔士州的第二大商务区， 

也是全球经济走廊的一部分；当地的医学研究、制药和

信息技术等行业首屈一指，麦考瑞大学更是当地翘楚。”

Brendan Nelson, 

新州规划与环境部副秘书长 新州规划与环境部副秘书长 

主管发展设计和规划主管发展设计和规划

从Macquar ie  Park到悉尼机场的东部经济走廊， 

是新州最重要的经济资产 – 占新州2015-2016 
财年经济增长总额的三分之二。当地拥有强大的金融、

专业服务、健康、教育和创新产业……从 Macquar ie 
Park到悉尼机场的东部经济走廊在全国意义上也拥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提供着约77.5万个工作岗位。

数据来源：大悉尼委员会，大悉尼地区规划数据来源：大悉尼委员会，大悉尼地区规划  2018

$

两卧室公寓

5 .85万个工作岗位，到2036
年争取提升至7.9万个

16.8%

3.8%

一卧室公寓

新的悉尼西北轨道交通系统将
在Epping和Chatswood之间运
行班次更频繁的列车，高峰时
期每6分钟一班

Ry d e市政议会将斥资 $ 5百万
澳 元 用 于 拓 宽 S h r i m p t o n 
Creek沿岸的公园绿地

3 0 条 公 交 车 线 路 在 
Macquar ie  Park运行

一卧室公寓

5%

30分钟至悉尼机场

4.6%

超过2.7万名居民

两卧室公寓

2025年，连接悉尼中央车站和
Macquar ie  Park的列车班次频
率将提高至每4分钟一班

Macquar ie  Park地区拥有众多
世界顶级公司，包括O ptu s电
信，CSIRO联邦科学与工业研
究组织，微软，强生，科利耳
和Foxtel福克斯澳讯等。

4分钟

家庭选择租住在悉尼
Macquar ie  Park

5年复合年增长率年复合年增长率

租金增长

房价增长

到到2036年，年，Macquarie Park地区将拥有：地区将拥有：

飞速发展的飞速发展的Macquarie Park即将成为一个全新现代社区的中心即将成为一个全新现代社区的中心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 Meriton公寓租赁部门公寓租赁部门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 realestate.com.au

Macquarie Centre商场商场

2014年，耗资$4.4亿澳元、完成全新装修的Macquar ie 
C entre商场成为了悉尼市郊最大的 

购物中心，吸引了大批新零售商慕名入驻。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www.ryde.nsw.gov.au

已有新的计划书建议向Macquar ie  C entre购物中心投资

$1.95 亿澳元进行再度升级，新增商用裙楼、向公众开

放的市民广场，改造公共空间以提供更开阔的夜间餐饮

服务场所和休闲娱乐场所，此外，还将提升商场和火车

站、麦考瑞大学以及公交转乘站之间的交通便捷性。

超过380家商户入驻

Macquar ie  C entre购
物中心380

升级升级Wilga Park公园公园

升级项目包括：环形阶梯，新的功能建筑， 

改善路灯照明，新增的步道和出入口可直接通向Quandong 
Reser ve自然保护公园，野餐区域， 

植物隔离带，以及公众艺术装置。

公交优先路段以及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公交优先路段以及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Macquar ie  Park地区将获得一笔六千万澳元的投资用于公

交优先路权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通勤时间、促进

公共交通稳定性、以及提升行人步行的安全度。

Macquarie Park
商务区

27k

66%

79k

58.5k



Explore the Tranquillity

低碳环保 永续生活

舒适宜居舒适宜居

•  Orana开发项目的平均隔热舒适度

评级高达6.2星，平均降温负荷

42%、加热负荷15%，其效能领先

于标准，可以有效地提高室内舒

适度、从而减少业主对空调的依

赖 *

• 所有外墙均经过隔热处理， 

以维持室内温度，冬暖夏凉 †

• 有顶阳台能提供荫蔽、扩展居住

空间、以及在暑季减少日光热能

吸收，有效降温

• 相邻的公寓房之间以Hebel墙体系

统相隔，不仅可以提高能耗效

率，更有着出色的隔音性能， 

并且耐火抗虫

• 所有的窗沿和门缝都配有门窗

封，以降低室内外的热传递， 

起到保温作用

节能减排节能减排

• 所有公寓都装有冷暖双制式节能

空调，并且可以利用日/夜分区功

能进一步降低能耗

• 公共区域所有照明系统都装有节

能灯泡，而降低公共区域的能耗

也意味着减少您的物业管理费用

开支

• 公寓内部也都选配了节能灯泡，

有效降低电费开支

• 大面积窗户可令室内拥有充足的

自然光照，从而减少对人造光源

的需求

• 中央燃气热水器系统能节省您的

能源开支，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量 

• 所有公寓都配置了能耗评级3.5星
的洗碗机和能耗评级2.0的烘干

机。与老式电器相比，现代节能

电器可以显著减少过量能源消耗

• 盥洗室和洗衣房的排风扇管道直

接通向外墙，可有效减少能量与

吸力的双重损耗。

• 社区每年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为330,352千克 

• 社区每年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相当于停驶103辆汽车 

（每辆汽车每年的平均碳排放量

为3186千克） 

超低水耗超低水耗

• 从屋顶收集的雨水，被用于浇灌

小区内的花园和草坪

• 所有公寓都安装有水耗评级  

4 星的节水马桶，每次冲洗耗水

仅  3  升，比普通马桶省水约45% *

• 所有公寓的厨房和盥洗室都安装

有水耗评级5星的节水水喉，每分

钟耗水用量仅6升，比普通水喉省

水约40% *

• 所有公寓都配有优质智能节水淋

浴喷头，在减少水耗的同时， 

亦能保障舒适的沐浴体验

• 社区每年节水总量为 

14,504,990公升 

• 社区每年节水总量相当于5个奥运

会标准泳池（奥运会标准泳池水

容量为2,500,000公升）

*这些数据均为公寓数据的平均值。星级指数是根据房屋能源建模软件评估而得的。̂与建筑可持续性能指标（pre-BASIX）平均指数相比。 †以上所列节能数据是基于与典型建筑的可持续性能指标的比较；节能计算以环境

规划部公布的人均能源消耗，以及澳洲统计局发布的平均入住率数据为计算标准。 免责声明:本手册是对“Destin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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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ructions Services (NSW) Pty Limited ACN 152 212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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