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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选择Meriton
创始以来，Meriton 以打造高端的品质公寓开发项目而闻名，每一个项目都代表 

着品质、外观与设计的极高水准。这一地标大楼作为Meriton 创始人HarryTriguboff 长久以来的梦想，如今终
于成为现实，更将是Meriton 众多项目中首屈一指的标志性建筑杰作。

“Meriton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在黄金海岸开发住宅，首批项目包括位于Surfers Paradise 的Florida 
和位于Paradise Waters 的Nelson，距今已近四十年；上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开发的Xanadu 和2002 年开发的
Pacific Views则选址于Main Beach Parade 的西侧，可以俯瞰太平洋的无垠美景，展示着Meriton 对于黄金
海岸高层建筑的热爱。当时的我并未意识到，有一天我将有机会买下Surfers Paradise 最好的土地，并将在这

片土地上设计出全澳大利亚最高、最具标志性的住宅大厦——Ocean。

Ocean 将是黄金海岸最独树一帜的超顶级开发项目。选址位于世界上最迷人的海滨胜地之一，Surfers 
Paradise，高达252 米的大厦拔地而起，荟聚当地自然美景与人文名胜。将建筑楼宇设计和谐融入毗邻的海

洋、沙滩等自然环境，是我持之以恒的理念与追求；Ocean 将拥有雕塑般的典雅建筑设计，建材与外观均融入
了海洋元素，与潮汐的波浪起伏遥相呼应。我相信Ocean 将为Surfers Paradise 的海滨生活呈现出全新维度。

我第一次来到黄金海岸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从那以后便对此地情有独钟；我也曾周游列国，但仍然认为
Surfers Paradise 的海滨冠绝全球。Ocean 将是我在黄金海岸筑起的第19 幢高层建筑，同时也是我57 年地产

开发生涯的画龙点睛之笔。而Meriton 肇始至今保持着所有项目100%完工的傲人记录，是置业者 
信心与稳定的选择，这一点让我引以为傲。”

品质人居  一生相随

选择Meriton,选择信心与品质

超过75,000 套Meriton  
公寓式住宅，遍布悉尼、 

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

2019 年楼盘销 
售额达到$12 亿 

澳元

超1万套租赁物业及
超3千套酒店物业由
Meriton拥有并管理

超过57 年开 
发经验

100% 
项目完工率

	 我们专注于开发黄金地段的高端公寓，Meriton 品牌
及其创始人迄今已传承超过57 年

	 市场上大量竞争者发售项目时未获得DA以及建筑
贷款保障。Meri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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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购房者无需承担
现房与效果图有出入、迟迟无法交房的风险

	 我们的每一个公寓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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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敬业的专职物业管理团队将代表业主定期检视
房屋与设施状况并进行悉心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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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竭力确保房东获取最佳的租金回报。同时，
我们也能为房东管理物业，且管理费用仅为4%——
这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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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3,000+ 57



87

效果图

Surfers Paradise核心区位 
紧邻地标沙滩 
超高滨海豪宅

这将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高、最具标志性的 
住宅大厦之一

Ocean将是Surfers Paradise名胜海滨的全新地标；76层高的住宅大楼将带来闲适、便捷、奢华的生活方式，飞跃性
提升现代居住体验。高端的社区内将包括五星级酒店和豪华公寓，并配套顶级设施，包括位于33层的住户专享空中
泳池和健身房、以及位于5层天台的海滩俱乐部。社区内还将包括繁华的生活商圈，以及儿童看护中心、咖啡馆、以

及可以饱览壮美海景的滨海餐厅。

Ocean的387套高端滨海公寓，均位于大厦33层以上，每套公寓都坐拥动人美景，且居高临下，比周边建筑高出至少
40层。入住于此，居民们将坐拥无与伦比的震撼美景，北面的Main Beach海滩和Marina Mirage商场、东面的太平洋

仿佛触手可及，南面的Surfers Paradise天际线温婉曼妙，西面可见黄金海岸的河道蜿蜒向前，流向郁郁葱葱的腹
地雨林。高端用料、精心设计和典雅景观设计，让Ocean为黄金海岸的奢华生活方式树立起新标杆。

入住Ocean，出门即至Cypress Avenue轻轨站，距Coolangatta机场仅30分钟，为居民们带来的是无比便利的现 
代都市体验。居住于此，您可以享受到黄金海岸前所未有的精彩生活。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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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层实景

朝向Broad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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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层实景

朝向Burleigh及Coolang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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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层实景

俯瞰Nerang River，远眺Hint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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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

Ocean位于海滨的The Esplanade，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入户大堂坐拥壮丽的海洋美景，设计典雅而
不失特色；大堂挑高达到4.5米，雍容大气，令人一见倾心；穿过前厅，即可抵达住户专属的接待区域，

气氛雅致；Ocean配备了高速智能电梯，可快速抵达超高层的高端公寓。

在Ocean，一切都近在咫尺，足不出户既可以享受便利、体验生活美好。Ocean居民可以享受五星级
的配套社区及服务，首层的配套商圈则将为社区带来专属且享有无敌海景的咖啡馆和餐厅。

在这里，用一杯香浓的咖啡开启一天，在琳琅满目的奢侈品商店中随意逡巡；在一楼的餐厅坐下闲适
地享用午餐，一边感受着来自海洋的空气，一边倾听海浪。



2019

黄金海岸是全澳大利亚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极佳的环境则带来无与伦比的生活方式：全球闻名的
海滩周边环绕着高质量的教育机构、高端购物中心及多元的美食体验。Ocean位于黄金海岸毋庸置

疑的黄金地带，紧邻此处金色的沙滩和清澈的海水。

周边便利的交通设施和游玩去处让Ocean的生活更显便利。周边7至15分钟即有一班轻轨，更临近
地铁快线和国际机场，让你随时出发探索布里斯班各处、拜伦湾在内的澳大利亚各大风景名胜。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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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挑高
超级顶层公寓

顶层公寓

公寓楼层 住户私享设施

双层挑高
入户大堂
及餐厅

海洋俱乐部

Ocean的建筑设计由顶级设计所SJB担纲，建筑和规划的巧思显而易见。华丽的玻璃
外墙、双层挑高的入户大堂、挑高天花板的大户型公寓、半开放式及封闭式阳台，每一
处细节都为生活增添多一份享受。 高端用料、精心设计和典雅景观设计，让Ocean为

黄金海岸的奢华生活方式树立起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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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

Ocean采用了世界顶级的装潢和建材，营造出舒适宜居的生活空间。Ocean的公寓拥有超大户型，可
与独栋别墅媲美，且居高临下，坐拥超凡绝伦的空中美景。公寓不仅空间开阔，更有多种户型格局可

选；室内空间与宽敞的室外阳台无缝联结，营造出通透的起居空间。这舒适惬意的格调人居令人沉醉
其中，带来充足的生活之美。

	可选择高端的一房、两房及三房户型，不少户型带有 
 宽阔的书房，带来在家办公的理想场所。

	所有户型拥有半封闭或全封闭式阳台，带来全年享受

	 餐厨及客厅区域通铺超大尺寸欧式地砖，突出了开
放式设计的空间感，且极大提高了实用性

	 每套公寓都经过精心设计，卧室采用落地玻璃窗， 
能足不出户地欣赏室外的动人美景

	 完备的安保系统，公寓内装配可视门禁对讲系统， 
小区内全面设置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每套公寓将配套智能电表，通过智能手机上的App就
可以追踪自己的用电量

	  预置超高速宽带网络和付费电视接口，客厅及卧室
均装配光纤电缆接口

	  独立洗衣房内配备烘干机和壁橱

	分体式冷暖双制式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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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致现代的餐厨区域无疑是每套Ocean公寓的中心。设计时尚大气，美观与实用性并重， 
每一个细节都流露出奢华感。

	高端SMEG品牌厨房电器，包括抽油烟机、 
 炉灶、烤箱、微波炉及洗碗机，全部带有 
 5年保修期保障。

	带有内置酒架和收纳空间的厨房中岛

	 40毫米凯撒石厨房台面及镜面防溅板

	 软开合及高端木材质感的全高聚氨酯橱柜

	 冰箱后水线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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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

入住Ocean，临海而居，每天在海浪声中醒来，睁眼即是令人屏息的
大洋美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精彩生活瞬间等待发掘。

Ocean宽敞的卧室是静雅休憩的静雅空间。卧室配备了入墙柜， 
主卧的独立卫浴间内配备豪华独立式浴缸，营造出极致的温馨 

舒适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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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

天花板花洒及手 
持花洒淋浴头

悬挂式收纳台

无边框淋浴隔挡

高级独立式浴缸

带LED灯照明 
的镜面收纳柜

洗手台

凯撒石台 
面及边框

铜质墙面龙头

300X600 
大理石质感 
地砖及墙面

隐藏水箱的 
悬挂式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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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

从公寓前往位于五层的裙楼天台，这一片活力四射的亲水区域是Ocean住户们休闲小憩、招待亲 
友的乐土。海滩俱乐部内设有25米游泳池，并配有水疗中心、酒吧、大面积开放式草坪和日光浴床，
氛围轻松，功能实用，且老少咸宜。这片生活区域由实力景观设计公司Urbis倾力打造，绿植经过精
心挑选和巧妙搭配，枝叶的色调、尺寸和质感都相得益彰，营造出浓郁的亚热带风情，郁郁葱葱、艳

光四射，令生活情调倍增。

如果偏好在静谧之境休憩放松，则可搭乘电梯前往33层；这里的22米泳池可将太平洋的无垠胜景 
一览无余。除此之外还设有健身房、桑拿房、水疗设施和社区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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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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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es Surfers Paradise超市  700米
Surfers Paradise的Cavill Avenue商业区 700米
Cavill Lane购物中心  850米
Woolworths Surfers Paradise超市  900米
Marina Mirage购物中心  3.3公里
Australia Fair购物中心  3.7公里
Gold Coast唐人街  4.2公里
Pacific Fair购物中心  5.2公里

The Southport学校  3.8公里
St Hilda’s学校  4.4公里
格里菲斯大学  7.7公里
Emmanuel学院  8.4公里
邦德大学  11.3公里
All Saints Anglican学校  13.4公里
Somerset学院  14.7公里
南十字星大学  22.7公里

Cypress Avenue轻轨站   25米
巴士站       125米
黄金海岸大学医院    8.3公里
黄金海岸私立医院     8.8公里
黄金海岸机场      22公里

Surfers Paradise海滩  91米
黄金海岸蜡像馆  550米
黄金海岸星空塔观景台  1.4公里
Southport高尔夫球俱乐部  3.0公里
Metricon体育馆  8.9公里
黄金海岸会展中心  4.1公里
The Star赌场  4.2公里

购物及餐饮 交通及医疗 教育 体育及休闲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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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沙滩，冲浪

尽享精彩

奢华海滨

黄金海岸拥有近乎完美的气候，非常适合与亲朋好友出海聚会、在海岸腹地休憩， 
或是简简单单地在沙滩上享受阳光。

黄金海岸以其精彩的户外生活方式而闻名。这里是阳光、沙滩和冲浪的应许之地， 
 其标志性的海岸线勾勒出了一幅令人惊叹的地理图景，延绵超过52公里，圈出了 

一片柔软的金色沙滩。您可以在内陆来一场冒险之旅，探索黄金海岸腹地的美丽；这里不仅 
有未经破坏的世界遗产，亦有迷人的山村，以及一望无垠的海岸线美景。

黄金海岸在生活方式、地理位置和物价等方面的综合指数极高，是全球宜居排名 
位于前列的城市。

每个人都能在这个城市中找到自己中意的事物。这里拥有全年无休的阳光，堪称户
外爱好者的天堂，可尽情享受划船、游泳、冲浪、远足和探险等活动；这里亦有丰富

的餐饮、娱乐和高端零售场所，在户外自然和繁华都市之间实现了完美的平衡。

在Ocean，尽享最经典的黄金海岸生活体验。

黄金海岸平均温度在
21-28摄氏度之间，每年有
超过300天的时间可以享

受和煦的阳光。

黄金海岸是澳大利亚第六
大城市，这里无垠的海滩、
休闲的文化、温暖的气候
和多元的生活方式，都不

断吸引着来自国内和海外
的访客慕名而来。

未来十年，黄金海岸将迎
来价值170亿澳元的开发
项目；超过250个项目涉

及各行各业，包括住房、交
通、旅游、零售、健康和服

务等多个领域。

已有3.2亿澳元被投资于
建设新的世界顶级体育基

础设施。

预计到2036年，黄金海岸
的人口将翻倍，Surfers 

Paradise生活区的房屋入
住率将稳定在98%

Coolangatta机场每天有
超过70架国内及国际航

班的飞机起落。一项耗资3
亿澳元的综合型翻新工程
已经完工，令得该机场成

为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区域
枢纽之一。

黄金海岸拥有世界顶级的活动和一流的购物场所，大都会生活的种种精彩在此荟聚。黄金
海岸的多元文化特质为当地带来了丰富的美食和美酒；当地各色餐厅、酒吧和咖啡馆都具

备世界一流水平，将最新鲜的本地食材和最国际化的风味融和，创造出顶级美味。

从Ocean出发，片刻即至澳大利亚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Pacific Fair，可以在此享受上佳的
精品购物体验。Star赌场经过全面翻新，拥有五星级的奢华设施和一流的娱乐活动。此外，

更有各种各样的精品餐厅、酒吧等待发掘，24小时营业的赌场更能带来无尽精彩。

黄金海岸是2017年IFEA世界艺术节和活动城市奖（Event City Award）的获得者， 
以长期举办各种活动而闻名，堪称“澳大利亚活动之都”。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慕名而来到这 

个享誉全球的活力城市，参加各类活动，例如Quicksilver Pro冲浪冠军赛、 
Vodafone黄金海岸600赛车，以及Magic Millions赛车嘉年华等。

黄金海岸亦拥有许多著名的学校和高等学府等，在澳大利亚国内和国际上都颇受肯定。 
邦德大学和格里菲斯大学都因提供世界一流的个性化教育服务而享誉全球，并致力于培养 

下一代企业和社区领袖。

	邦德大学
	格里菲斯大学
	南十字星大学
	Somerset学院

	All Saints Anglican学校
	Emmanuel学院
	St Hilda’s学校
	The Southport学校

黄金海岸每年接待着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更有成千上万的人跨州乃至跨国 
来此定居。

阳光之州

黄金生活 世界都市 运动天堂

众望之地 振翅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