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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前言

欢迎来到昆士兰州——澳大利亚的
魅力之地！

昆士兰州是一个顶级的旅游目的地，拥有无与
伦比的自然景观。这里作为一个安全稳定的地
区并拥有靠近亚洲的优越位置，现在正是投资
的绝佳时机。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接待了2200多万游客来到

这个独具魅力的地方。这里有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大堡礁、被列入世界遗产的热带雨林、原始
质朴的海滩、令人惊叹的腹地探险活动以及丰
盛奢华的美食美酒之旅。

由于昆士兰政府积极扶持企业的态度以及对基
础设施投资的重视，我们热切希望能与我们的
投资伙伴一起来开发更多的优质旅游设施。

现在投资者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机场和海港扩
建、综合度假村和酒店建设、交通网络建设以
及一系列旅游体验项目，包括从高尔夫球场到
零售业。

有利的汇率也使现在成为来本州投资的最佳
时机——来加入我们的旅程吧！

欢迎你们！

凯特·琼斯阁下（Kate Jones MP）

昆士兰州教育部长及旅游和大型活动部长

欢迎来到昆士兰州， 澳大利亚的

魅力之地！



心形珊瑚礁，圣灵群岛

昆士兰州是大堡礁的故乡——大堡礁是大自然赐给澳大
利亚最宝贵的礼物，它是一个沿着海岸线绵延2300公里
的活珊瑚礁群。



昆士兰州旅游——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要现在来？ 

努萨，阳光海岸

阳光海岸

布里斯班
黄金海岸

汤斯维尔

凯恩斯

昆士兰州的国际客运机场

昆士兰州旅游业可随时接受投资，它拥有开放且具有
竞争力的经济、独特的投资机会，并获得各级政府的
大力支持。

地理位置决定一切。作为澳大利亚的阳光之州，昆士
兰州完全可以利用我们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产业。
现在正是投资的最佳时机。



波特加姆拉国家公园，海湾郡
（Boodjamulla National Park, Gulf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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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满活力且恢复力强的经济体

澳大利亚是世界第十二大经济体。其中，昆士兰州经济总值每
年超过3000亿澳元。昆士兰是澳大利亚发展最快的州，预计
在2016-17财年将增长4.5%。

昆士兰州是一个以透明和稳定的运行环境为特征的现代化且充
满活力的经济体。

昆士兰州经济的优势在于强劲的就业增长，在2015年创造了超
过6万个就业机会，并有高素质的劳动力为后盾。

工商业认可昆士兰州的经济实力，他们对昆士兰州的商业发展
信心列各州之首。

昆士兰州囊括澳大利亚东北沿海以及内陆地区，与其亚洲邻国
的时区相容，从而使昆士兰州成为人们的首选经商投资场所。

昆士兰州对那些已在欧美设有办事处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理
想之地。因为其时区跨度正好在美洲下班与欧洲交易日开始之
间。

昆士兰州拥有高效的合同、贷款、银行业务、地产和股市监管
制度，以及对知识产权和专利的充分保护，使之成为全球资本
投资的一个安全港。

不断发展的国际教育产业、富有活力的企业活动以及为游客提
供的具有吸引力的旅游和休闲机会，正在刺激着国内和国际旅
游。 

• 昆士兰州经济总值每年超过3000亿澳元

• 预计在2016-17财年经济将稳步增长4.5%

• 高素质的劳动力。2015年创造了6万多个就业机会。 

关键信息

世界级景点推动游客消费上升

昆士兰州是世界上最炙手可热和令人梦寐以求的旅游目的地之
一，其世界一流的旅游景点每年吸引数百万国际游客。

昆士兰州占地面积近180万平方公里，是大堡礁、圣灵群岛和

丹翠雨林等自然奇观的所在地，拥有五个世界遗产区。其迷人
的沙滩海岛、热带雨林和内陆景观都有世界级的旅游业和充满
活力的城市以及地区性社区服务为后盾。

作为一个庞大、不断增长和高收益市场，并且靠近全球增长最
快的亚洲出境旅游市场，昆士兰州完全可以从变革性的增长机
会中受益。

根据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的独立数据显示，在截至2015年9月
的一年内，昆士兰州吸引了超过225万国际游客，总消费额达
46.5亿澳元。去年国际游客花费增长了14％。昆士兰州的国内
旅游产业几乎同样强劲，在截至2015年9月的一年内，国内过
夜游客接近2000万，总消费额超过140亿澳元。

昆士兰旅游投资指南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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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收益最高
的旅游市场，游客在澳大利亚旅游期间花费高于任何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被评为亚太地区最有竞争力的国家，并且在全球最具竞
争力的旅游目的地中排名第七位，超过意大利、新加坡和香港。

关键信息

一个国际交通发达的目的地 

昆士兰州拥有布里斯班、凯恩斯、黄金海岸、阳光海岸和汤斯维
尔五大内陆国际客运机场。这些机场提供了进入这些活跃的现代
化城市及地区中心的各种国际航线。罗克汉普顿机场的海关通关
服务设施也可在日后提供国际客运服务。

由于中国、香港、日本和新加坡的游客可以很便利地到达昆士兰
州，使昆士兰州比那些东亚游客的长途旅游市场，如欧洲和北美
等其他市场，更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

针对改善基础设施的投资将进一步优化交通设施，包括在布里斯
班机场增建一条新跑道。在该跑道于2020年完工时，布里斯班将

拥有澳大利亚最好的跑道系统，而且国际和国内航班总数预计将
从2014-15财年的22.7万增加到2035年的36万。

由昆士兰州政府牵头的1000万澳元的“吸引航空投资基金”将继续

为本州争取新的航线和扩展原有航线。其中近期有：香港航空公
司连接香港到黄金海岸和凯恩斯的航班、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即将
开通从上海到布里斯班的航班，以及捷星航空公司从中国武汉到
黄金海岸的航班。此外，加拿大航空公司将于2016年6月开通从

温哥华到布里斯班的航班。

这些新航班的开通反映了人们对昆士兰旅游业的信心、该行业的
增长潜力以及市场上为潜在投资者呈现的尚未开发的各种商机。

关键信息

• 昆士兰政府已承诺投入1000万澳元来吸引新的国际航线

• 2015年抵达昆士兰州机场的国际客运服务达到460万个座位

• 针对改善基础设施的重大投资 

一个强大且不断在发展的投资管道

旅游产业的潜力主要体现在一个价值超过80亿澳元的强大且不断

在扩展的投资管道。本地及国际投资者通过对新的旅游度假区和
景点的重大投资，展示了他们对昆士兰州旅游业未来的信心。

在热带北昆士兰，丰盛（Fullshare）集团正在投资4000万澳元

建设世界著名的道格拉斯港蜃景喜来登酒店。凯恩斯正在建设一
个耗资5000万澳元的全新水族馆景点，以展示大堡礁的奇观。

仅就昆士兰州的海岛度假村而言，已规划或正在建设的投资项目
超过14亿澳元。这包括拟开发和扩建的6亿澳元的林德曼大堡礁

度假酒店、布兰普顿岛上的豪华精品度假酒店开发，以及已规划
位于南大堡礁的5.925亿澳元的大凯珀尔岛度假村项目。

在2015年“目的地布里斯班财团”被授予30亿澳元的布里斯班皇

后码头项目的开发合同。该综合度假村和娱乐区开发项目预计将
带来旅游消费每年增长16.9亿澳元，游客每年增长139万。

中国投资者——大连万达集团和日东集团已牵手合作，在黄金海
岸开发“珠宝三塔”项目。

这些投资预计将会带来更多的旅游需求，并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关键信息

• 昆士兰州海岛度假村方面现有或已规划投资超过14亿澳元

• 30亿澳元的布里斯班皇后码头开发项目

• 中国投资者在黄金海岸开发的“珠宝三塔”项目  

• 一个庞大、不断增长和高收益的市场，并且靠近全球增长最

快的亚洲出境旅游市场

• 在截至2015年9月的一年内，吸引了超过225万国际游客，
总消费额达46.5亿澳元

•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旅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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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政府的支持

昆士兰州政府长期致力于发展本州的旅游业。政府正在制定
的“推进旅游战略”将获得政府选举承诺的支持，即昆士兰旅
游及活动推广局的预算将在4年内增加4亿澳元。

昆士兰州政府正在通过吸引各种会议和活动来推动需求，包括
将于2018年在黄金海岸举行的第21届英联邦运动会，该运动会

将成为本十年内在澳大利亚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活动。

“昆州基础设施规划”将会协调整个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并鼓

励民营企业与政府合作，提出创新的市场主导型提案，以高效
和物超所值的方式来满足昆士兰州的基础设施需求。

“亚洲战略”现已开始制定，以吸引更多来自战略性亚洲市场的
游客，并满足亚洲游客的期望。“旅游和交通战略”目前正在制

定，旨在更好地连接游客和旅游景点，并改善旅行体验。

政府把岛屿视作昆士兰州旅游的宝地，并在努力研究“大堡礁
海岛度假胜地战略”，以促进对振兴现有世界级度假区产品和

开发新产品等方面的更多投资，这将进一步使昆士兰州在其他
旅游目的地中脱颖而出。

昆士兰州以其原始的自然环境而著称，规模庞大、各式各样的
国家公园吸引了许多国内外游客。昆士兰政府正在积极发挥其
在生态旅游业中的领导作用，通过制定“昆士兰州生态旅游计
划”开启新的机会。

昆士兰政府正在制定一个“包容性旅游指南”，以帮助投资者和

旅游业经营者满足各种能力人士的需求，不论其残疾情况或年
龄，从而使旅游体验更有包容性，并可以覆盖更大的市场。

昆士兰政府专设旅游业招商引资部门，它与澳大利亚政府
的“旅游业重大项目促进服务处”以及地方政府合作，协助投
资者开展旅游基础设施项目。

这些措施表明了昆士兰政府非常重视并大力支持旅游投资者提
供世界一流的产品和服务。

关键信息

• 通过政府战略来提高昆士兰州旅游业的吸引力

• 在四年内投入4亿澳元来增加昆士兰州的访客量

• 黄金海岸2018年英联邦运动会将成为澳大利亚在本十年内举

行的规模最大的活动。

米拉米拉瀑布，热带北昆士兰

昆士兰旅游投资指南 2016



伊普斯维奇市

布里斯班中央商务区

布里斯班机场

布赖比岛

摩顿湾

北斯特德布鲁克岛

洛根市

布里斯班旅游区

昆士兰首府布里斯班将其作为全球最宜居城市之
一的国际声誉融入商业化发展、投资活动以及持
续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中心
包括洛根市和伊普斯维奇市的主要城区以及大布
里斯班地区，包括摩顿湾。该地区拥有全州近一

半的人口，并且是澳大利亚增长最快的地区之
一。近年来高级别的投资开发加速，并在继续增
长，预计还会持续增长几十年。

北斯特德布鲁克岛，昆士兰东南部

南斯特德布鲁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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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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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服务、金融和医疗保健等服务行业与建筑业一起驱动了
布里斯班经济的发展，目前全市经济总值达到1460亿澳元。在
过去的三年，全市每年增长达2.1%。

布里斯班凭借与亚洲主要市场的地理位置邻近优势，以及企业
间良好的沟通连结性，成为国内外企业设立办公基地的良选。

这个城市正处于一个激动人心的发展时刻。它正在经历一场变
革性的重建，随着全市各重大项目和交通枢纽的建设，将会重
塑整个旅游经济。

重大项目包括30亿澳元的布里斯班皇后码头综合度假区开发，

霍华德•史密斯货运码头旅游开发，以及对原最高法院所在地进
行的混合用途酒店开发。这些项目与其他项目一起，将进一步
促进经济多样化，并显著提高游客经济总值与投资吸引力。

图1   前十大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GRP)中的比重

来源：德勤经济（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

旅游业需求 

布里斯班正面临很高的国际需求，特别是来自亚洲市场的需
求。澳元汇率的适度调整增强了布里斯班作为一个具有价格竞
争力的入境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定位。

布里斯班的总访客量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每年增长了4.4%，
从每年530万增加到660万，而国内访客量在所有游客中约占
84%。国际访客逗留时间更长，占2015年全市4130万总游客逗
留夜数的58%。全市游客逗留夜数每年增长5.9%，显示了逗留

时间延长的趋势。大部分游客来探亲访友，并且游客总消费额
在过去五年里增长了38%，目前给布里斯班的经济注入53.8亿

澳元。

继2014年的 G20导人峰会之后，布里斯班作为一个实
力雄厚且独具魅力的国际活动主办地而广受关注。其

酒店开发管道和机场基础设施投资让这个城市可以充
分利用其定位，为该地区带来更多旅游收入来源。

图2   游客逗留夜数，按不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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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

图3   国际游客，按不同国家

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

来自亚洲市场的入境旅游需求目前主要受到其主要客源市场中国
的推动。在过去的十年内，中国游客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

中国和美国游客逗留夜数也出现了显著增长，在2010年至2015
年期间分别增长了18%和13.1%。

昆士兰旅游投资指南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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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专业服务
医疗保健
制造业
公共行政管理
交通
批发业
教育
零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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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 

布里斯班全市可提供总客房夜数为560万，其中酒店式公寓入
住率约70%，而酒店入住率稍高一些。

图4   可用客房夜数和每间可用客房收入，按不同房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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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14-15财年旅游住宿。

布里斯班现有各种酒店储备资源，在未来五年内将会有更多客房
量进入市场。

图5   每间可用客房的收入，按不同星级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14-15财年旅游住宿。

布里斯班地区抽样场所的容量

场所 地点 最多容纳人数

Suncorp体育场 Milton区 52 400

布里斯班板球场（Gabba体育场） Woolloongabba区 42 000

布里斯班展览场（主赛场看台） Bowen Hills区 18 000

布里斯班娱乐中心 Boondall区 14 500

市内植物园河畔舞台 中央商务区 9 500

布里斯班会展中心 南布里斯班区 8 000

昆士兰网球中心 Tennyson区 5 500

皇家国际会展中心 Bowen Hills区 3 000

昆士兰表演艺术中心（QPAC） 南岸 1 800

昆士兰州美术馆/现代美术馆（QAGOMA） 南岸 1 500

对于三星级以下的住宿，每日平均房价增长最为显著，从2013年
的130澳元提高到2015年的163澳元。

布里斯班地区还拥有世界一流的设施，并有令人羡慕的举办大型
会议、展览及体育赛事的记录。

交通设施

布里斯班是昆士兰州的主要入境点和门户，它拥有现代化的公
路、航空、铁路和海洋基础设施。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将
会促进该地区的发展，同时布里斯班作为一个休闲旅游目的地的
定位还将受益于其靠近亚洲的地理优势。

一个对旅游业特别重要的项目是布里斯班机场扩建，其中包括国
际和国内航站楼的重建和第二条跑道的建设，以利于更多抵达昆
士兰州的航班。

在未来十年将投资38亿澳元用于新跑道建设和机场专区重建。

这将使布里斯班机场达到与新加坡樟宜机场和香港国际机场同
样的承载能力。新跑道在2020年完工后，将成为澳大利亚最高

效的跑道系统。

该扩建工程就像一种重要的投资催化剂，将吸引大量正在寻找全
州、全国及国际分销领域内具有物流优势的中心的新兴产业。这
方面实力的提高必定会极大地推动该地区的国际旅游投资。

2015年布里斯班国际机场的国际客运量达到520万。而同期布里
斯班国内机场的国内客运量达 168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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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所处阶段       简介

Legacy Way隧道 已完成 Legacy Way是一条长达4.6公里、连接西郊高速公路与市内环城公

路的公路隧道。

布里斯班机场跑道 正在建设中 布里斯班机场新跑道建设预计到2020年投入使用，并且会显著提高

其承载能力。

布里斯班机场航站楼重建 正在建设中 国际航站楼的重建已于2015年完成。新的国内卫星航站楼将于2018
年完成。

跨河铁路 正在研究中 通过整合布里斯班河和中央商务区下方的南北方向铁路线与新的地
下站点，跨河铁路将开拓整个昆士兰东南部铁路网络的承载能力，

激发整个地区交通网络的改革，为地区增长和发展繁荣提供平台。

Kurilpa桥，布里斯班

机会 

随着州政府积极促进一系列主要休闲业计划，旅游业的投资必
将日益加强。中央商务区的土地也被用于开展旅游投资，让布

里斯班可以在承载能力、多样性和数量方面成为一个重要的地
区和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该发展管道体现了预期增长趋势，
而且举办大型活动的相关措施也已到位。

现有很多可以融入目的地自然资产的景点开发机会。特别是有
机会在靠近本州首府的摩顿湾海岛上进行新型生态旅游开发。

所处阶段

主要旅游开发项目管道  

项目

布里斯班皇后码头综合度假区开发 已获批准 

简介

布里斯班皇后码头将为游客打造一个独特并充满活力的环境。这里
将提供世界一流的博彩设施（赌场）、高档住宿、娱乐、零售店、
餐馆和酒吧。其滨水位置、新的标志性基础设施、文物建筑以及开
放公共空间将会适合所有年龄的人。

乔治街300号 正在建设中 继收购原最高法院和地区法院所在地之后，Shayher集团正在建设一

个将商业、住宅、零售及豪华酒店融为一体的大型多用途项目。

布里斯班展览场改造 正在建设中 此分期改造项目包括总面积达34万平方米的新建住宅、商业写字楼、

零售和酒店开发，以及升级工程和新建展馆、椭圆形运动场及看台。

霍华德•史密斯码头重振项目 已获批准 这个餐饮、零售和旅游中心，拥有五星级酒店、开放空间和公园，以
及15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

Toondah海港重建 首选开发商已选定 13亿澳元的Redlands市Toondah海港重建工程提案，包括一个轮渡码

头和游艇码头、海滨零售和商业空间、公寓以及公共公园。

布里斯班巨型游轮码头 正在研究中 1亿澳元的“巨型”游轮码头开发设想是由布里斯班港口公司提出的。

该拟建码头及相关港口设施将能够在布里斯班河入口附近停靠长度超
过270米的船只。

 昆士兰旅游投资指南 2016



布里斯班皇后码头项目
©目的地布里斯班财团版权所有。艺术设计效果图。取决于规划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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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案例分析
布里斯班皇后码头

“目的地布里斯班财团”（DBC）成为这个30亿澳元的布里斯班皇后码头重建项目的承

包商。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世界级综合度假胜地和娱乐区，所建地点靠近中央商务区与
河畔，并连接到南岸。

此开发项目将为布里斯班带来巨大变化，并为昆士兰州的旅游
业和经济增长打开新的局面。该项目将改善布里斯班市中心的
商业整体协作性，并且会在建设期间带来2000多个就业岗位，
一旦投入使用，会带来8000多个岗位，使旅游业每年增长16.9
亿澳元，游客每年增加139万，并为州生产总值带来40亿澳元。

这里的开发规划考虑到了各个年龄层次的需要及各类人群的需
要，其中有：50家新的酒吧和餐馆；12个足球场大的公共空

间，重整之后的河畔地区将焕发出崭新的城市活力；五家新的
酒店；大型零售设施，包括本地和国际知名品牌；以及经过功
能改造和修复的文物建筑，适合所有年龄层的人。

领导“目的地布里斯班财团”的企业是星娱乐集团，它是一家声

誉出色的雇主和企业公民，公司设在布里斯班、黄金海岸和悉
尼。就布里斯班的金库赌场和酒店以及黄金海岸的木星酒店和
赌场而言，星娱乐集团雇佣的员工超过3500人，集团致力于支

持和推动有益于其业务所在社区人民和游客的各项举措。对于
布里斯班，这意味着积极树立本市作为一个大型活动举办地和
文化热点的良好声誉，并为当地的社区团体作出贡献。

布里斯班靠近亚洲，很容易到达其他主要地区中心，并且拥有
自己的旅游景点，再加上其安全的环境和令人羡慕的气候，为
星娱乐集团及其总部设在香港的财团合作伙伴——周大福和远
东财团提供了卓越的投资机会。

这两个亚洲的合作伙伴正在把他们广泛的知识和经验带入高档
酒店和零售行业中，这将帮助“目的地布里斯班财团”更好地利

用昆士兰州入境国际旅游的增长机会。

布里斯班皇后码头项目
©目的地布里斯班财团版权所有。艺术设计效果图。取决于规划审批。

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从亚洲来到澳大利亚
的访客量预计到2020年将会增长350万。此外，布里斯班机

场公司的统计表明，经由布里斯班机场到达的国际航班旅客
量在2015财年增长了5.4%，总客流量超过500万。根据澳大
利亚旅游研究局的国际游客调查显示，在截至2015年9月的
一年，来到昆士兰州的国际游客消费创历史纪录，达到46亿
澳元——增长了13.5%。

随着未来更多机场扩建、新的直航航班开通、以及亚洲市场
的持续显著增长，布里斯班皇后码头项目将把定位放在为游
客和当地居民打造一个极具魅力的全新世界级目的地。

星娱乐集团

 昆士兰旅游投资指南 2016



南港区

冲浪者天堂
宽滩区

春溪国家公园  

库伦加塔 

黄金海岸机场

      主题公园群

坦柏林山

南斯特德布鲁克岛

拉明顿国家公园  

黄金海岸旅游区

黄金海岸是一个充满活力、举世闻名的旅游目的
地。它位于昆士兰州东南角，靠近两大国际机场，
是昆士兰州第二大城市，并且是一个适合经商、投
资、体育赛事、活动和旅游的绝佳目的地。黄金海
岸以其迷人的海滩而著称，其金色光环背后的绿色
国家公园和广阔的水域景观也日益被人们所称道。
这里拥有大量优质的旅游及活动基础设施。该地区
将举办2018年英联邦运动会，目前正在进行大量的

基础设施建设。

冲浪者天堂，黄金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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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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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德勤经济。

旅游业需求

该地区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度假旅游体验，包括美丽的海
滩、国家公园和主题公园。这些景点加上这里常年晴天、阳光
灿烂的气候条件，吸引了很多国内外游客。

主题公园和景点

澳野奇观

可伦宾野生动物保护区

大卫弗利野生动物园

梦幻世界主题公园

无限之旅（Infinity）

天堂农庄

海洋世界主题公园

Skypoint观景台

华纳电影世界主题公园

黄金海岸华纳水上世界

激浪世界

黄金海岸2018年英联邦运动会将使该地区
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焦点。

黄金海岸每年吸引超过400万名游客。

过夜消费现已超过39亿澳元。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虽然国
内游客占总访客量的80%，但国际游客逗留时间更长，占总游
客逗留夜数的37%。

国际游客中近四分之一来自中国，该客源市场在过去的五年迅速
增长，平均每年增长14.3%。

图7   游客逗留夜数，按不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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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

图8   国际游客，按不同国家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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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海岸的经济在过去三年稳定增长，年增长率达1.9%，经
济总值在2015年达到426亿澳元。

除贡献很大的建筑业外，医疗保健、制造业和零售业也属于
重点产业。该地区的零售业正在蓬勃发展，各种国内和国际
品牌进入市场，并拥有自己的市场份额。随着该领域投资的
激增，更多的国内和国际品牌正在该地区寻找立足之地。酒
店业也成为该地区的一大亮点，其中住宿和餐饮生意增长强
劲。

图6  前十大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GRP)中的比重

  建筑
  医疗保健
  制造业
零售业
金融
 教育
专业服务
房地产服务
批发业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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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供给

该地区以绵延壮观的金色海滩和光彩夺目的摩天大楼天际线而闻
名。许多独具特色的建筑为旅游业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住宿组合，
还有更多的开发项目正在建设中。

高档豪华的住宿供给充裕，包括国际著名的范思哲豪华度假酒店
（Palazzo Versace）、曲特黄金海岸酒店（QT Gold Coast）、冲
浪者天堂万豪度假酒店及水疗中心（Surfers Paradise Marriott 
Resort and Spa）、蜃景喜来登度酒店（Sheraton Mirage）、希
尔顿冲浪者天堂公寓酒店（Hilton Surfers Paradise）、索菲特宽
滩酒店（Sofitel Broadbeach）、派珀斯宽滩度假村（Peppers 
Broadbeach）以及灵魂沖浪者天堂酒店（Peppers Soul）。万达
日东集团的“珠宝三塔”开发项目和Ralan集团的“红宝石”项目正
在建设中。星娱乐集团的黄金海岸木星酒店和赌场正在进行3.45
亿澳元的升级，将在黄金海岸2018年英联邦运动会之前完成，

其中包括新建一座六星级豪华全套房酒店大楼。其他已规划的豪
华项目包括悦榕庄度假酒店（Banyan Tree Resort）开发项目，
以及由ASF财团提出的一个综合度假区开发项目。这些都充分认

可了本地区安全的投资环境。

得益于该地区的国家公园、观景台、热带雨林和瀑布等景点，黄
金海岸的腹地也提供了大量的游客住宿和景点。

近年来可用客房夜数保持稳定，并且预计会随着新项目进入市场
而增加。每间客房收入近几年也有所提高，反映了人们对该地区
兴趣的增长。

奥莱利热带雨林度假村，毗邻莱明顿国家公园

图9   可用客房夜数和每间可用客房收入，按不同房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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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14-15财年旅游住宿。

该地区四星级和五星级酒店的入住率提高，其中在2015年，四星
级酒店入住率提高到79％，同时期五星级酒店提高到65％。

结合入住率和房价的提高，使得四星级和五星级住宿的每间可用
客房收入大幅上升。在2013年和2015年之间，五星级酒店每间可
用客房收入增长最显著，增长率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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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设施

到达黄金海岸的交通非常便利。该地区有一个专用的国际机场，
其中有到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斐济、日本和新西
兰的国际直航航班，还有许多国内航班。

2015年该机场所服务的国际旅客流量约88万，国内旅客流量约

500万，在过去的五年平均每年增长2.5%。

目前正在制定机场开发规划，使到达更方便，并使机场成为国际
游客抵达澳大利亚的入境点，同时吸引航空公司开通新的航线。

黄金海岸轻轨项目属于一个旗舰项目，它将使该地区发生巨大转
变，并极大地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黄金海岸轻轨

所处阶段

一期：已完成

二期：正在采购中

简介

一期——长达13公里的轻轨系统，从黄金海岸大学医院，经南港区和冲浪

者天堂，一直延伸到宽滩区。

二期——在一期的基础上向北延伸7.3公里，从黄金海岸大学医院园区连
接到海伦兹维尔（Helensvale）的重轨火车站。

黄金海岸机场 已获批准 针对现有航站楼和设施所规划的2亿澳元分期重建工程。

公路网络改善——黄金海岸 已获批准 拟在2018年英联邦运动会之前完成、耗资1.607亿澳元的一整套黄金海
岸主要道路升级工程。

所处阶段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黄金海岸文化园区 正在研究中

简介

该园区占地16.9公顷，将配备各种视觉和表演艺术设施。

2018年英联邦运动会村及场馆 已完成
正在建设中

黄金海岸水上运动中心已完工。

与2018年英联邦运动会有关的其他开发项目包括：

• 公园景观开发/运动员村；

• Carrara体育和休闲中心；

• Coomera室内体育中心；

• 黄金海岸曲棍球中心；

• 逍遥湾体育超级中心；

• 宽滩草地滚球俱乐部；以及

• 奈蕴山地自行车道。   

黄金海岸零售业 正在建设中 宽滩区太平洋购物中心重建，以容纳120个额外的零售店。

黄金海岸健康与知识园区 已获批准 黄金海岸健康与知识园区是一个占地200公顷，用来培育技术、研究

和创业文化氛围以驱动知识与创新的中心。

威秀超级舞台 正在建设中 作为现有威秀影城的一部分，这个4000平方米的超级舞台将成为澳大
利亚最大的摄影棚。随着它在2016年年中完工，该舞台除了支持电影
和电视制作外，还将被用作2018年英联邦运动会的场馆。

机会

该地区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包括多个大型体育场馆、一个
国际知名的会议中心，并拥有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如每年的黄金
海岸机场马拉松比赛、GC600 V8跑车赛和神奇百万赛马日等令
人羡慕的良好纪录。2018年黄金海岸将举办第21届英联邦运动

会，目前正在为筹备这一盛会加速进行建设。

该运动会将带来世界一流的体育和活动配套设施等持久遗产，有
助于以后吸引更多大型活动在本市举办。

昆士兰旅游投资指南 2016



“珠宝三塔”，黄金海岸
艺术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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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案例分析

万达日东集团（黄金海岸）开发项目

“大连万达集团和日东集团跻身于中国成功地产开发商之列。作为这两家集团的合资

公司万达日东（黄金海岸）开发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我想说我们非常高兴能在黄金海
岸开发我们的首个项目。

随着施工已开始，这个包括一家五星级酒店和住宅公寓的“珠
宝三塔”项目将成为黄金海岸最重大的新开发项目。由“珠宝
三塔”这个项目，我们切身体会到昆士兰州提供了极好的开发

及投资环境。

黄金海岸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不仅作为一个度假胜地，
同时也是一个多元化的商业中心，该地区提供了我们一直在
寻找的长期投资的基本要素。

我们都知道黄金海岸及周围地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和国
际游客，并且认识到开设与中国及东南亚之间的新航线所带
来的未来价值。

该地区雄厚的实力和稳定的环境，以及我们从昆士兰州政府
和地方政府获得的巨大支持，给了我们很大的投资信心。”

董事总经理：徐伟民先生
万达日东（黄金海岸）开发公司

黄金海岸

昆士兰旅游投资指南 2016



努萨

马卢奇郡

卡伦德拉

彩虹海滩

阳光海岸机场

马莱尼

蒙特维尔

阳光海岸旅游区

从北部的彩虹海滩一直延伸到南部的卡伦德拉
（Caloundra），其海滨景色和乡村风光形成鲜明

对比，许多令人惊叹的自然景点、集市和文化体
验都给人以真正意义上的独特感受。这种原汁原
味的自然体验有利于推动其国内和国际市场，其
经济也有望在未来二十年取得显著增长。

昆士兰州阳光海岸拥有不少澳大利亚最美丽
的景点、绵延数公里完美无瑕的海滨以及令人
惊叹的腹地，成为数百万独具慧眼的国内游客
的首选目的地。

努萨，阳光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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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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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海岸的经济在过去的十年不断增长，地区生产总值达218亿澳

元。该增长主要归功于其实力雄厚的建筑、医疗保健和零售业。

海滨健康中心和阳光海岸健康校园这两项重大开发预计在初期会
给本地区经济带来32亿多澳元的价值及额外消费，而在建成之后
每年会进一步带来4.47亿澳元经济增长，同时也繁荣了本地的医

疗健康行业。

此外，马卢奇郡   市中心总体规划项目正在开展，它将提供大量的
智能型和可持续性开发的机会。

图10  前十大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GRP)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德勤经济

当前和今后的发展将确保阳光海岸地区会提供一个
稳定繁荣的投资环境，其中旅游、住宅和医疗保健
产业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旅游业需求

阳光海岸首先是一个休闲胜地。努萨铁人三项全能运动会
（Noosa Triathlon）等重大活动在2015年帮助该地区吸引了310
万游客，其中92%来自国内市场。虽然国际市场只占总游客量
的88%，但它占游客逗留夜数的18%。游客消费为本地区的经
济增加了19.8亿澳元。

图11    游客逗留夜数，按不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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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

努萨，阳光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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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游客都是度假者，他们被这里的阳光、环境和世界一流的
餐饮所吸引，而探亲访友类游客为第二大市场。

在国际舞台上，欧洲游客占外国游客的三分之一，其中该地区特
别受德国游客的欢迎。

图12   国际游客，按不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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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

目前正在开展的一些新的休闲开发项目将会提高该地区作为
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该地区拟新建一个占地超过24公顷、
耗资9000万澳元的水上乐园。

旅游业供给

与更广大的昆士兰州市场相比，该地区的酒店和度假村供给不平
衡现象显而易见。一个强大的休闲旅游市场为更多度假村产品的

开发提供了良机。高品质度假村的供给，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
国际游客被吸引到该地区，很可能成为未来趋势，因为目前该地
区只有数量有限的国内或国际品牌的五星级度假村。

该地区的住宿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以酒店式公寓的供给为主。

图13   可用客房夜数和每间可用客房收入，按不同房间类型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14-15财年旅游住宿。

2013-2015年期间，各类型客房的房价都提高了。房价
提高最显著的是汽车旅馆，在2015年提高到145澳元。
同期酒店式公寓的房价也提高到187澳元。

交通设施

这个地区与国内市场有着密切联系。该地区有一个专门的机场，
位于马卢奇郡北部，距离努萨和卡拉德拉只有30分钟车程。新

西兰的季节性国际直航航班。该地区的独特性也吸引了新兴游轮
业的发展，这将进一步改善到达方式并扩大需求。

从布里斯班可通过公路和铁路到达，确保了该地区作为一个当地
度假胜地的保持较高水平。

虽然该地区传统上主要面向国内市场，但整个区域对那些寻求真
实体验的国际游客来说需求正在日益增加。

已规划的未来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提高该地区的交通设施，而且对

其特有因素的影响很小，为国内和国际旅游市场的进一步投资打
开了大门。

机会

阳光海岸地区靠近布里斯班，且又提供了一种轻松悠闲的户外生
活方式，现已成为一个极受欢迎的居住地，特别是对于退休人

士。

未来住宅开发的密集度预计将会增长，并需要加强配套的企业和
服务，从而提供了一系列开发机会。居住在阳光海岸的退休人士
比例很高，预计需要建设进一步的医疗设施和零售业，也可能会
遇到有针对性的投资。

在2015年6月之前的12个月，阳光海岸旅游区所开展的建设审批
项目超过11.8亿澳元。这几乎占同期在昆士兰州获得审批项目总
价值的10%，这表明本地区的建设受到高度关注。基于人口的不

断增长，这样的建设力度一定会带动对本地区的进一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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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阳光海岸机场扩建

所处阶段

协调项目正在申报《环境影响
报告》（EIS）

简介

在现有的阳光海岸机场新建一个西北/东南方向的新跑道及相关基础设施。

阳光海岸轻轨 正在研究中 拟建的轻轨走廊将连接阳光海岸北部的马卢奇郡和南部的卡伦德拉，其中
一期工程拟于2025年之前开始施工。该项目由阳光海岸地区政府牵头。

布鲁斯高速公路升级——
从卡伦德拉路到阳光高速公路

正在进行采购，预计将于2016年

底开始施工

这个11.34亿澳元的项目属于85亿澳元布鲁斯高速公路升级十年计划的一

部分。该项目得到联邦政府的联合出资，包括对布鲁斯高速公路进行升
级，使卡伦德拉路与阳光高速公路之间的路段从四车道变成六车道——
包括两个交叉道的升级。

转型建设

项目

SunCentral马卢奇郡项目

所处阶段

正在建设中 

简介

根据马卢奇郡市发展规划，SunCentral马卢奇郡项目位于一个占地60公

顷的指定优先发展区内。该项目指定用于住宅、商业、零售、市政服务
和社区用途。

卡伦德拉中央商务区 正在研究中 代表卡伦德拉中央商务区的一个重大振新项目，目前正在制定总体规划。

推荐信
“澳大利亚动物园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数十

万的国内外游客来到该地区。我们已看到大量来自北美（美国
和加拿大 ）以及英国和欧洲的游客，而我们的新兴市场肯定是

东南亚。这些地区的游客正在纷纷来到这里，而我们很高兴看
到这个新兴市场变得越来越强大。

我非常喜欢的一点是，在昆士兰州我们的行业和发展能够考虑
到节能和环保。所以当我们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在进行
保护。无论我去世界哪里，人们都知道昆士兰州。我很自豪在
昆士兰州投资，因为它是我的未来也是我孩子未来的一部分。”

泰瑞·欧文，澳大利亚动物园的业主

澳大利亚动物园，阳光海岸

昆士兰旅游投资指南 2016



金格罗伊

赫维湾

河口

马里伯勒

弗雷泽海岸
 赫维湾机场

弗雷泽海岸旅游区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旅游业发展潜力的弗
雷泽旅游区，是昆士兰州的生态旅游重地之一，它
以美丽的沙滩、古老的热带雨林、以及海岛游览和
海上活动而著称。该地区西至金格罗伊镇
（Kingaroy），东到马里伯勒市(Maryborough)
和赫维湾（Hervey Bay），从布里斯班可通过公
路、飞机和铁路轻松到达，使该地区成为当地和国
际市场的一个非常热门的绝佳旅游目的地。

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弗雷泽岛位于离赫维湾（Hervey 
Bay)岸不远处，是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著名活动

项目有赏鲸之旅和四驱越野车体验。该地区清幽宁
静、交通便利，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为投
资开发提供了巨大的潜力。

座头鲸，赫维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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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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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的经济主要基于来自周边地区的游客以及它作为一个受欢
迎的退休目的地的推动。

该地区的户外活动和海上活动丰富多彩，其安全且受保护的水域
使这里成为一个极具魅力的全年度假胜地。这里已成为许多大型
和小型企业的基地，该地区的旅游体验为它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
发展带来了巨大潜力。

图14    前十大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GRP)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德勤经济

旅游业需求

弗雷泽海岸地区被定位为自然之旅的理想之地，这是一个很受欢
迎但又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具有显著的增长机会。对本地及国际
游客的主要卖点包括近距离和个性化的赏鲸之旅、弗雷泽岛世界
遗产区及其周边地区。

2015年该地区的总游客量达到76.1 万，游客逗留夜数达到309
万，为该地区的经济注入了3.53亿澳元的游客消费。大多数游客

来自国内市场，并且来该地区的大多数游客是度假者，其中度假
旅游市场占游客逗留夜数的59%。

未受破坏的环境为低影响型开发提供了机会，开发应反映并结合
周围环境，注重游客与自然之间的互动。

弗雷泽海岸地区靠近昆士兰州首府城市布里斯班的优
越位置，及其本身的天然资产和美丽风光，确保了该
地区将有一个经济强劲和迅速发展的未来。

图15   游客逗留夜数，按不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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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

旅游业供给

弗雷泽海岸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奇观，对国内和国际旅客具有很
大吸引力，并且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背包旅行目的地。该需求已带
来了适合每位游客需要的相应住宿供给，包括良好的露营和大篷
车营地、背包客旅馆和青年旅社。根据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数据
显示，户外活动参与者带来的收益较高，其消费额比平均水平高
出23%。

酒店房间供给在过去的三年也出现了增长，这与本地区越来越受
关注相一致，其中入住率在过去的12个月增长了5.7%。

图16   可用客房夜数和每间可用客房收入，按房间类型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14-15财年旅游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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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阶段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赫维湾海滨大道旅游区总体
规划 

正在研究中

简介

该项目的特点是围绕文化、娱乐、健康和旅游体验等主题，通过协作方式来进行赫维湾
海滨大道的未来开发。

赫维湾中央商务区城市重建
总体规划

仍在进行 赫维湾中央商务区重建的愿景拟于2035年实现。具体规划包括一系列园区的建设，包

括住宅、商业、市民、娱乐、零售和混合用途。

马里伯勒市中央商务区振新
工程

仍在进行 街景工程已完成，未来计划包括加入一个与《欢乐满人间》（Mary Poppins）的作者、
出生于马里伯勒的卓华斯 (P.L. Travers) 有关的故事主题。

南伯内特（South Burnett）

铁轨小道
该项目将在Kingaroy与Kilkivan之间建设一条约60公里长的铁轨小道。这将会完善该地

区现有的旅游业，吸引热爱远足、骑自行车和骑马的人士。

交通设施

弗雷泽海岸旅游区距离布里斯班不到300公里，可通过飞机、铁

路和公路轻松到达。高速公路和地方公路的基础设施工程最近已
完成。现有航班抵达赫维湾，也提供包机航班，将游客接送到弗
雷泽岛和南大堡礁。

快速摆式列车连接弗雷泽海岸和布里斯班以及昆士兰的罗克汉普
顿、麦凯、汤斯维尔和凯恩斯等城市。

由于靠近布里斯班，该地区已成为一个高价值驱动的度假胜地
——一个正在强劲增长的领域。标志性的弗雷泽岛是世界上最大

的沙岛，可从彩虹海滩和河头码头乘游船到达，并且岛上以其四
驱越野车之旅著称（仅适合可持续的沙质道路），有许多冒险家
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

机会

推荐信
“我们真的很高兴能投资于如此独特的世界级旅游胜地，它已

连续六个季度实现国内游客直接消费额呈正增长。作为精品
酒店集团的一个屡获殊荣的物业，我们对赫维湾的未来充满
信心——它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旅游胜地，也是一个正在蓬勃
发展的企业中心和一个适合工作的绝佳场所。”

克里斯·泰勒，海洋度假村（Oceans Resort & Spa）总经理
属于阿桑德酒店集团成员，赫维湾

海洋度假村和水疗中心，赫维湾

弗雷泽海岸的自然环境和各种奇观是该地区的命脉，也因此适合
于可持续性、智能型旅游投资。

该地区提供丰富多样的旅游选择。有各种入境探险自驾游路线，
也有很多特别美丽的景点适合喜欢探索自然的游客以及那些寻求
独特的海洋度假体验的游客。此外，“空陆联游”型度假旅游市场

也为国内和国际旅游呈现了另一个巨大的机会。

目前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进一步改善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将会不断增强其已有的投资吸引力。白色的沙滩和未受破坏的
自然，再加上特色主题旅游体验以及到达该地区的便利交通，打
造了一个具有大量投资开发机会的旅游目的地。

正在建设 



麦肯锡湖（Lake McKenzie)，弗雷泽岛，大沙地（Great Sandy）国家公园



大凯珀尔岛

埃利奥特夫人岛

马斯格雷夫
夫人岛

格莱斯顿 (机场）

赫伦岛

班达伯格 
(机场)

罗克汉普顿
(机场)

埃莫拉尔德

耶蓬镇

         1770镇

 比洛拉
艾格尼丝沃特

凯普里克瑞娜

南大堡礁旅游区

南大堡礁地区集昆士兰州之精华。除了著名的大堡
礁之外，该地区还拥有迎合各种需求的绝佳景点，
包括农场住宿、有标志性酒吧的地区小镇、沿途风
景优美的公路、海滩度假游，以及美丽的砂岩峡谷
乡村。班达伯格（   Bundaberg）、格莱斯顿
（Gladstone）和罗克汉普顿（Rockhampton）等海
滨城市与埃利奥特夫人岛（Lady Elliot）、马斯格
雷夫夫人岛（Lady Musgrave）、赫伦岛（Heron）
以及大凯珀尔岛(Great Keppel）等著名的大堡礁岛
屿相映成辉。风景如画的1770镇（1770）、艾格尼
丝沃特镇（Agnes Water）和耶蓬镇（Yeppoon）

也为各类游客提供了非常有趣的旅游体验。这种独
特的组合提供了从地道的小型住宿选择到高档海岛
度假村等不同旅游体验。

埃利奥特夫人岛（Lady  Elliot Island)，大堡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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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概况

南大堡礁旅游区不仅是一个近海的珊瑚礁旅游目的地，也是昆士
兰州最重要的牧区之一。农林渔业是当地的主要经济驱动力，该
领域的生产和加工活动频繁。

该地区拥有多元化经济，其中矿业、农业、建筑和医疗保健产业
对该地区221亿澳元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最大。教育（包括中央

昆士兰大学）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住宿、零售和交通有着积极
影响，主要受到学生以及来访家人朋友所带来需求的驱动。

在过去的三年经济稳步增长，平均每年增长1.4％。该地区的北部
属于澳大利亚政府“开发澳大利亚北部”计划的一部分。

图17   南大堡礁的地区生产总值（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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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14-15财年国民经济核算。

旅游业需求

南大堡礁旅游区的沿海地区温和的气候条件使大堡礁自然奇观之
旅成为一种全年适宜的旅游项目。极受欢迎的海洋生物之旅既可
以选择去陆地上的蒙利普斯（Mon Repos），也可以去海上的凯
普里克瑞娜珊瑚礁（Capricornia Cays）。

2010-2015年间，来该地区的游客每年增长3.5%，达到210万。
游客绝大多数来自澳大利亚，国内游客占游客总量的93%以上，

远高于全州平均水平。

在过去五年该地区游客逗留夜数每年增长4.3%。国际游客逗留夜
数所占比重（26%）稍高，这表明国际游客通常比国内游客的旅

行时间更长。

2010-2015年间，该地区的游客消费额每年增长4.6%，现已超过

十亿澳元。

往该地区的商务、度假或探亲访友的游客分布相对均匀。

大堡礁就像一个游客的游乐场，以沿海城镇为出发
点。向西看，该地区还推出了原汁原味的昆士兰州
区域探险之旅，从而提供了大量的旅游开发和投资
选择。

图18   游客逗留夜数，按不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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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

大堡礁就像一个游客的游乐场，并且其南部地区正在日益成为
国际游客的最大卖点。就入境访问量而言，欧洲人为主要客源
市场，在2015年占国际游客总数的50%以上。预计西方市场将

会继续增长，并保持为该地区的主要客源市场。虽然亚洲市场
在2015年仅占客源市场的12%，但考虑到整个昆士兰州的访客

量趋势，他们属于主要目标增长区，其中一些客源市场呈现超
常增长。

图19   国际游客，按不同国家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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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供给

整个地区的住宿类型形成鲜明对比。自然景点对露营和大篷车市
场很有吸引力，并且该领域的服务完善，而海岛度假村则受到那
些寻求专属、隐蔽的度假体验类游客的青睐。这些类型的住宿可
供来到该地区的国内和国际旅客使用。国内和国际游客带来了旅
游业的复苏，增强了旅游投资的吸引力，尤其是度假村开发。

图20   可用客房夜数和每间可用客房收入，按不同房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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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14-15财年旅游住宿

交通设施

该地区可通过陆、海、空交通轻松到达。其中，埃莫拉尔德
（Emerald）、班达伯格、格莱斯顿、罗克汉普顿和比洛拉市
(Biloela)都有从布里斯班出发的直航航班，而格莱斯顿和罗

克汉普顿拥有从北昆士兰城市麦凯、汤斯维尔和凯恩斯出发
的连接航班。罗克汉普顿与黄金海岸之间有直接航班。罗克
汉普顿机场的海关通关设施为日后的亚太市场提供了直航机
会。该地区游轮市场也不断增长。

该地区可通过三种观光列车到达：“昆士兰之魂号”列车
（the Spirit of Queensland）、摆式列车（the Tilt Train）
和“荒漠风情号”列车（the Spirit of the Outback）。

这些岛屿可乘船、直升机或飞机抵达。尤其，格莱斯顿
（Gladstone）、耶蓬（Yeppoon）、1 770镇（the Town of 
1770）和班达伯格（Bundaberg）是通往南大堡礁和各个岛

屿的海上门户。现有的业务增长机会有：包机、旅游项目、
游艇码头开发这些领域的维护业务。

机会

内陆的农业地貌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提供了一种真实的昆士兰
户外体验，而珊瑚礁和海洋生物旅游项目可提供水下、水畔及水
上的奇妙体验。

在该地区可享受开阔的自然空间和高品质的家庭环境。

与昆士兰州其他地区一样，该地区的当务之急是提升其旅游产品
在亚洲市场的知名度。

拟建的耶蓬摩羯座度假村（Capricorn Resort）开发项目和大凯
珀尔岛度假酒店（Great Keppel Island Resort）重建等计划，将

会提升该地区在国内和海外的知名度。相应的小型业务开发将
会随着该地区受欢迎程度的提高而日益加剧。

大凯珀尔岛，南大堡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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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所处阶段 简介

大凯珀尔岛度假酒店 2013年3月1日获得总协调员批准 

2013年3月5日获得澳大利亚政府批准

拟建的5.925亿澳元的海岛度假酒店距离耶蓬海岸仅12
公里，包含一家250个房间的酒店、750套别墅、300
套公寓、250个码头泊位、多个零售店以及一个格雷格
•诺曼(Greg Norman)设计的高尔夫球场。

哈莫克山海岛Pacificus

开发项目
2015年11月26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环境部长批准

了修订后的项目提案

哈莫克山海岛Pacificus开发项目位于格莱斯顿往南30

公里，是一个集旅游住宿、住宅、高尔夫球场和教育
设施于一体的综合开发项目。

摩羯座度假村开发 协调项目正在申报《环境影响报告》（EIS） 摩羯座度假村开发提案是一个耗资6亿澳元、含300个

房间的五星级度假村开发项目，包括一个飞机跑道以
及短期住宿和住宅设施。

耶蓬海滨和镇中心振兴工程 正在建设中 这个耗资5500万澳元的项目旨在改造现有的公共空

间以及旅游、娱乐和商业土地用途。

班达伯格朗姆酒游客中心升级 正在建设中 班达伯格朗姆酒生产商班达伯格蒸馏公司 (Bundaberg 
Distilling Company) 将在一块8公顷的土地上进行开发，

对游客设施进行重大升级。

班达伯格多用途体育设施 正在建设中 该项目将使中等至大型的体育协会能够常年在班达伯
格举办州级和国家级比赛。根据班达伯格地区市政府
预计，该设施将通过其所吸引的各项大型活动，来增
加来到该地区的游客人数。

蒙利普斯海龟中心总体规划 总体规划已完成。一期工程已完成。 蒙利普斯海龟中心是班达伯格地区的一个重要旅游景
点。蒙利普斯海龟中心总体规划要求将蒙利普斯扩建
成一个全年开放的海龟参观解说中心。

罗克汉普顿河岸重建工程 正在建设中 这个3200万澳元的项目旨在对罗克汉普顿河岸进行重

建。

推荐信

“在昆士兰州扩展奥克斯酒店及度假村品牌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

风险；旅游业的增长趋势很明显。连同国内市场，我们相信昆士
兰州可以很好地抓住正在不断增长的国际市场，特别是东南亚。
人们对我们的品牌产品的需求让我们很容易做出这个决定，特别
是在偏远地区开发新项目。近期数据显示中国游客数量增加，随
着未来几年入境游客人数增加，我们会考虑更多开发项目。”

Dillip Rajakarier先生，美诺（Minor ）酒店集团CEO

奥克斯大格拉德斯通度假酒店（Oaks Grand Gladstone）

昆士兰旅游投资指南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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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岛和麦凯旅游区

蓝珍珠湾，海曼岛

圣灵岛和麦凯地区作为昆士兰州首屈一指的海岛度假
目的地，是一个标志性的旅游热点。这里提供一系列旅
游体验，从豪华海岛度假和探险之旅，到家庭型度假体
验。这个以多样性为核心特征的地区拥有74个热带岛

屿，其中只有极少数被开发，这里提供一系列住宿，
并拥有适合发展农业和资源丰富的腹地。

该地区的主要中心是麦凯市，还有普罗瑟派恩
（Proserpine）、鲍文（Bowen）和艾尔利海滩（Airlie 
Beach）等较小型的中心。游客从世界各地被吸引到该
地区，旅游人数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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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概况

由于其成熟完善的矿业和工业，该地区已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主
要旅游目的地，其农业处于增长趋势。

该地区的发展与澳大利亚政府的“发展澳大利亚北部”计划一致，

该计划的目标是通过打开巨大的潜力和机会，与州政府合作来加
快投资和就业增长。该地区的游客和农业经济是这一重要战略的
关键市场所在，并且会继续强劲增长，这将反过来营造一个有利
于就业和进一步投资的良好环境。

该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达 149亿澳元，其中在过去的几年矿业和
建筑业在经济总值中占很大一部分，在2015年之前三年平均每年
增长3.7%。

图21   圣灵岛和麦凯地区生产总值（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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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14-15财年国民经济核算。

旅游业需求

传统的欧洲市场仍然是本地区休闲型旅游业需求的主要客源
地，主要被大堡礁的岛屿所吸引。

该地区“目的地旅游计划”的推广将继续提高投资机会意识。

汉密尔顿岛上的Qualia 度假酒店和One&Only海曼岛度

假村等奢侈品牌及度假村都是成熟的世界级旅游目的
地，并具有全球品牌知名度和吸引力。

图22   国际游客，按不同国家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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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该地区吸引游客达150万人次，主要是国内游客，游客逗
留夜数达760万。来该地区的大多数游客都是度假者，但商务旅
客的数量在过去的一年显著增长，2015年在所有游客中占36%。
游客消费给该地区经济共注入10.69亿澳元。

图23   游客逗留夜数，按不同目的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

昆士兰旅游投资指南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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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供给

该地区内住宿供给的特点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麦凯和圣灵岛
之间。麦凯市当地的经济基础带动了巨大的商务旅游需求，而与
之相比，圣灵岛则带动了更多的休闲旅游市场。

商务和休闲旅游市场支持着全年的需求。由于圣灵岛在国际舞台
上的形象不断提高，目前投资者的感兴趣程度可能会带来进一步
的休闲旅游需求，特别是该地区受益于全年温和的气候条件。

由于该地区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继续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这
两个不同需求的市场可能会继续相辅相成，创造各种投资机会。

图24   可用客房夜数和每间可用客房收入，按不同房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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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14-15财年旅游住宿。

酒店式公寓房价保持相对稳定，酒店日均房价从2013年的250澳
元增长到2015年的257澳元。

酒店入住率在过去的三年从58%提高到63%。

交通设施

麦凯、莫兰巴(Moranbah)、普罗瑟派恩(Proserpine) (圣灵岛海岸)

和汉密尔顿岛上的机场提供了空中通道，将该地区连接到布里斯
班、墨尔本、悉尼、凯恩斯、汤斯维尔和罗克汉普顿等主要中
心。航空业，包括商务和休闲类，成为本地的一个主要雇主。

哈密尔顿岛拥有一个专用机场，使其成为一个非常方便到达的目
的地。优质的停泊和码头设施确保它还吸引了很多利用该地区原
始水域和海岛游项目机会的游艇。

大内陆公路和太平洋海岸公路的战略自驾游路线也经过该地区，
使其在日益增长的自驾游市场上也很受欢迎。该地区还可以乘“昆
士兰之魂号”列车到达。

随着它与澳大利亚许多主要城市的直接连接已到位，而且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也使交通更加便利，该地区的游客量增长潜力巨大。

麦凯码头，麦凯市 
摄影：Cathy Finch 

机会

圣灵岛凭借其壮观独特的海岛度假村，如独一无二海曼岛度假村
和汉密尔顿岛上的Qualia度假酒店，对国内外游客极具吸引力。

为了满足游客需求，这些岛屿配备了度假村型高档豪华住宿。

海岛作为宝贵的资产，其买卖交易相对很少发生。但最近引人注
目的交易包括白日梦海岛度假村被卖给上海的中金集团，林德曼
岛度假村被卖给中国的白马集团。该集团拟对林德曼岛度假村进
行6亿澳元的重建及扩建工程，包括增加35间套房和别墅，并对

一个机场跑道进行升级。汉密尔顿岛继续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
并成为该地区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目前众多度假村开发正在进行和有待批准，这标志着麦凯和圣灵
岛长期显著的增长。此开发管道反映了对该地区资源和原始自然
环境的不断增长的需求。随着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该地区的交
通设施，以及新兴旅游市场日益增长的兴趣，在一系列广泛领域
都存在良好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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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所处阶段项目

麦凯机场开发 已获批准

简介

麦凯机场开发是一项9亿澳元、针对麦凯机场及专区在未来20年的土地利

用规划，包括货运和配送设施、商业实体、航站楼扩建及交通运输网络。

圣灵岛海岸机场开发 总体规划已完成，并可随时投资 机场升级包含一条飞机跑道的扩建和一个公路、铁路和国际空运物流综合
枢纽，可以容纳更多的国内和国际航班。

重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林德曼（Lindeman）大堡
礁度假区

所处阶段

协调项目正在申报《环境影响
报告》（EIS）

简介

林德曼大堡礁旅游度假区项目是一个6亿澳元的开发提案，拟对现有的
度假村进行重新开发和扩建，包括增加335间套房和别墅，一个中心村和

一个码头以及飞机跑道升级。

布兰普顿岛度假村
（Brampton Island Resort）

已获批准 布兰普顿岛度假村项目将配备精品生态环保型住宿，包括豪华别墅、电
影院、图书馆和一个三杆洞的高尔夫球场，靠近麦凯海岸。

圣灵岛一号
（One Whitsundays）

已获批准 7000万澳元的“圣灵岛一号”豪华度假村包括75套公寓、一个泻湖泳池、一
个健康水疗中心，以及Café del Mar 餐厅。

舒特港码头
（Shute Harbour Marina ）

2013年12月9日获总协调员批准
2014年1月9日获澳大利亚政府批准

这个2.52亿澳元的开发项目位于艾尔利海滩（Airlie Beach）南部，包含
一个395个泊位的码头，109个客房的酒店，商业、零售及餐饮区，以

及退休度假村。

圣灵岛蜃景酒店，圣灵岛

昆士兰旅游投资指南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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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案例分析
丰盛集团

“通过我们在2010年收购三个重大旅游资产——道格拉斯港蜃景喜来登酒店、艾尔利

海滩的圣灵岛蜃景酒店、以及麦凯的拉古那度假村开发项目，我们已成为昆士兰州旅
游业的主要投资者和贡献者。”

圣灵岛蜃景酒店

我们可以看到旅游业的潜力，特别是澳大利亚的健康和疗养度
假村市场，并在多次考察之后决定在昆士兰投资。很早以前我
们就认识到，昆士兰北部地区的美丽风光和独特的自然资源，
并且相信这些优势将会保持游客需求，并有利于我们的投资。
昆士兰州还提供了完善、高效的基础设施，这对我们公司选择
在这里投资有极大影响。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之一，并且投资组合涉及卫生、旅

游、新能源和建筑等不同行业，我们致力于建设绿色建筑并关
注保健和健康。我们将会寻找跨领域的机会，使我们在昆士兰
州的旅游资产为当地经济提供一个重要链接，并带来更多价
值。

通过对道格拉斯港蜃景喜来登酒店进行5000万澳元的装修，

以及对圣灵岛蜃景酒店和拉古那度假村项目的未来发展规划，
我们会长期致力于打造不仅能吸引国内游客也会吸引国际游客
的世界级休闲设施。

该地区中国游客日益增多，在三年间增长超过50%，并把重点

放在那些寻求亲身经历的自由独立的游客身上。我们很高兴看
到来自亚洲的入境旅游市场的增长，并且相信我们已投资在正
确的位置，可以充分利用该增长优势。

通过从各级政府获得的支持，我们将会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
发展我们在澳大利亚的保健和健康旅游战略。我们期待我们对
该地区旅游业的愿景早日实现。

季昌群先生，丰盛集团董事长 

昆士兰旅游投资指南 2016



奥费斯岛

磁岛
汤斯维尔(机场)

查特斯堡镇

艾尔镇

棕榈岛
英厄姆镇

沃拉曼瀑布，Girringun国家公园

汤斯维尔北昆士兰旅游区

汤斯维尔地区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北部的商业中心。
来到该地区的游客都沉浸在各式各样的休闲、教
育、商业和文化体验中。该地区拥有一系列丰富的
活动和娱乐节目，正在快速成为澳大利亚北部的活
动中心。除了度假游客和商务旅客之外，大型活动
市场也推动了游客量。汤斯维尔及周边地区每年有
300天以上是晴天，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自然

体验，从令人惊叹的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大堡礁、富
有自然魅力的岛屿、绝妙的爬山类活动和休憩静养
活动、湿热带世界遗产区壮观的沃拉曼瀑布，到浓
郁的昆士兰内陆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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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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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需求

该地区受到国内游客的评价很高，2015年国内游客在汤斯维尔110
万的总游客量中几乎占90%。

2015年游客给该地区经济注入超过8.67亿澳元，其中游客消费在

过去的五年不断增长。

探亲访友类游客是汤斯维尔的一个强大的市场。自2014年以来，

商务访客市场一直在不断增长，并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会。

图26   游客逗留夜数，按不同目的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

国际旅游业在过去的一年呈现增长，并且在汤斯维尔国际旅游几
乎一半来源于欧洲市场，而第二大访客来源是英国。

汤斯维尔地区正在赢得其作为教育、自然和文化型旅
游体验卓越中心的声誉，并且有在全球广受推崇的教
育和研究机构以及一个现代化城市为后盾。

图27   国际游客，按不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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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

旅游业供给

汤斯维尔是一个成熟的旅游目的地，其住宿同时服务于商务和
休闲旅游市场。

图28   可用客房夜数和每间可用客房收入，按不同房间类型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14-15财年旅游住宿。

虽然在过去的三年住宿供应的所有类别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在
2015年期间，酒店式公寓每间客房收入增长了16%。

昆士兰旅游投资指南 2016

汤斯维尔被定位为主要的地区中心，拥有卓越的基础设施和服
务，并且有大量受雇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的劳动力。汤斯维尔也
是澳大利亚政府的“发展澳大利亚北部”计划下一个将取得进一步

经济增长的重点地区。

图25  前十大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GRP)中的比重

公共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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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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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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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设施

汤斯维尔可通过飞机、公路、铁路和海上交通轻松到达。它的国
际交通也很便利，有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直航航班，以及国内航
班，可以连接到澳大利亚的各个首府城市，包括布里斯班、悉
尼、达尔文和墨尔本。

汤斯维尔地区包括三个很受欢迎的州级战略驾车路线——即太平
洋海岸公路、大内陆公路和城际公路，自驾游市场的旅程会穿过
该地区的湿地、内陆和热带雨林，所有这些地方都靠近汤斯维
尔。该地区也可乘“昆士兰之魂号”(the Spirit of Queensland)
和“内陆号”(the Inlander)列车到达。它拥有现代化的游轮码头设

施，并可以方便地前往珊瑚礁和岛屿，包括磁岛附近，那里有很
多受欢迎的国家公园和二战纪念步道。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所处阶段

汤斯维尔机场 正在进行

简介

这个4000万澳元的汤斯维尔机场重建工程，包括对现有航站楼和停

机坪设施的升级。

汤斯维尔港 已完成 汤斯维尔8500万澳元的码头周围地区开发项目最近刚完成，可容纳

游轮，并可以举办该地区的大型宴会和活动。

汤斯维尔港扩建 协调项目正在申报《环境影响
报告》（EIS）

汤斯维尔港的扩建旨在适应该港口贸易的预期增长，并解决目前的容
量限制问题。

所处阶段

重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磁岛 正在研究中

简介

根据汤斯维尔城市规划，磁岛土地用途已确定，包括低影响短暂停留
住宿的开发。

维尔度假村及赌场 正在进行 这个4000万澳元的赌场和酒店重建工程，包括客房翻新、新的宴会

和活动空间、餐厅和酒吧。

北昆士兰体育场
（原名“汤斯维尔体育馆”）

正在研究中 该项目正在研究中，位于汤斯维尔市滨水优先开发区内。昆士兰州政
府已承诺在该项目上投入1亿澳元。

大堡礁和文化中心 正在研究中 在市中心开发一个国际知名的设施，以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科
学交流和教育综合园区，来展示热带珊瑚礁、全球领先的珊瑚礁研究
以及海洋保护区管理最佳实践。

国王街区和皇后酒店重建 正在研究中 在汤斯维尔中央商务区内开发一个占地2公顷的旅游和娱乐区。一期拟
建的2.5亿澳元项目包括把被列入遗产建筑的皇后酒店重建成一个咖啡

店和高级餐饮区、商业写字楼、高档住宅公寓以及一个新的地区美术
馆、最先进的城市图书馆和一个音乐厅。

市中心日落, 汤斯维尔北昆士兰  
© 摄影：Megan MacKinnon

机会

该地区已吸引再度投资者的兴趣，包括酒店开发活动，如维
尔度假酒店及赌场(Ville Resort-Casino)的正式启动，目前正在

对汤斯维尔的标志性酒店及赌场进行重大翻新。该项目有望
根据汤斯维尔城市规划继续创造新的机会，包括广受欢迎的
磁岛上的土地利用和新的活动基础设施。

作为一个成熟的旅游目的地，汤斯维尔提供了各种投资、访客
量和业务增长的机会。



查特斯堡镇 (Charters Towers)，牛栏
© 摄影：Rob Parson



奥费斯岛度假村（Orpheus Island Resort），大堡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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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案例分析
莫里斯集团（MORRIS GROUP）

“我们是一家澳大利亚的私有企业，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拥有和经营各种业务。

主要业务范围包括酒店、旅游、航空、农业和技术。

我们在2011年3月收购奥费斯岛（Orpheus Island），而当年

我们进行的主要整修激发了我们对北昆士兰旅游业和酒店业的
兴趣。在对奥费斯岛运营了一季之后，我们发现市场上缺乏往
返岛屿的安全、高效、豪华旅游的选择，这导致我们在2012
年6月收购鹦鹉螺航空公司（Nautilus Aviation）。该公司现已
从汤斯维尔只有一架直升机发展到一个有25架直升机的机

队，在汤斯维尔、凯恩斯、韦帕、霍恩岛和伊萨山都有基地。

在过去的三年，我们的北昆士兰精品旅游投资组合显著增长，
已收购：
• 丹翠生态别墅及水疗中心（Daintree Eco Lodge and 

Spa），这是在独特的热带雨林中打造的一个屡获殊荣的

精品酒店和健康水疗中心

• M.Y.飞鱼艇（M.Y. Flying Fish），是一艘110英尺的机动
游艇，可容纳多达八人在船上过夜，可接待25人小团体的

当地游艇服务，以及最近的

• 穆里根山大农场（Mt Mulligan Station），一个2.7万公顷
的牧牛场，位于凯恩斯正西方160公里。这是一个目前仍

在运营的牧牛场，我们计划在这里开发小型豪华旅馆和露
营地   

这些新项目让我们能够给客人提供一种独特的三重神奇体验，
从珊瑚礁、到热带雨林和内陆奇观，享受“鹦鹉螺”直升机豪华
接送，并可以选择在“M.Y.飞鱼艇”上过夜或日间巡航。2015年
我们统一了对这些业务的营销方式，现在都以“Northern 
Escape”同一品牌进行推广。

迄今我们在北昆士兰最重大的收购是木星汤斯维尔酒店和赌
场，这是在2014年10月从Echo娱乐公司收购的。该物业最近更

名为维尔度假村和赌场。我们看到了把维尔度假村和赌场开发
成北昆士兰第一目的地度假村的巨大潜力，并投资一项4000万
澳元的物业整修计划，已于2016年1月开工。维尔度假村和赌
场现为“北昆士兰丰田牛仔”橄榄球俱乐部2016年度的赞助商。

这让我们的新兴品牌可以紧贴北昆士兰（若不是整个昆士兰的
话）最强大和最知名的品牌。

其他在北昆士兰的收购有：位于丹翠雨林中心的丹翠村酒店
（Daintree Village Hotel）。我们投资当地酒馆代表了我们希

望参与当地社区，无论我们投资规模大小。

我们迄今已在北昆士兰投资约1.3亿澳元，反映了我们把北昆

士兰视为国内外游客的最佳旅游目的地。我们致力于在未来两
到三年内针对我们的项目再投入6000万澳元基建投资，这让

我们更加坚信，北昆士兰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旅游和酒店体验。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物业投资组合来充分利用它的魅力。”

克里斯·莫里斯先生，莫里斯集团执行总裁

维尔度假酒店及赌场，汤斯维尔 
艺术设计效果图  

昆士兰旅游投资指南 2016



凯恩斯和热带北昆士兰旅游区

大堡礁

大堡礁

凯恩斯（机场）

库克镇

约克角

阿瑟顿高原

韦帕

星期四岛

费兹洛伊岛

双岛
绿岛

蜥蜴岛

道格拉斯港

该地区被著名的大堡礁包围，拥有古老的世界遗产保
护区的热带雨林、受保护的白色沙滩、具有异国风情的
热带岛屿和美不胜收的自然地貌，还有各种动植物，是
标志性的澳大利亚旅游体验的一处美丽绝伦的胜地。

凯恩斯是北部热带地区的商业和休闲之都，并且是首屈
一指的旅游目的地。它是一个正在积极投资发展、不断
进步且非常令人振奋的城市。凯恩斯也是通往最后一个
荒野地区开普敦的门户，蕴藏着探险旅游的无限商机。

该地区拥有独特的自然资产，并蕴含着充满活力的生
活方式和文化。虽然对游客来说，大堡礁是主要卖点，
但是该地区的热带雨林、热带生活方式和原住民体验也
是主要旅游景点。热带北昆士兰是整个昆士兰州地形最
多样的地区，并拥有三个非常美丽的世界遗产区——即
湿热带世界遗产区、大堡礁世界遗产区和里弗斯利世界
遗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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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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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需求

该地区在所有澳大利亚的游客心中占据独特的位置。近几年国内
游客量增长，并且国际游客的数量也大大提高。

2015年游客访问量近280万，其中27%来自国际市场，而海外游
客占该地区总游客逗留夜数的41%。国际游客的消费额也更高，
他们在该地区的消费额在过去的五年中平均每年增长4.0%，现已
超过30亿澳元。

随着运营商和投资者积极计划未来的发展，本地区的定位是发展
成为首选的旅游和生态旅游目的地。度假者会同时被珊瑚礁和热
带雨林所吸引，他们占该地区游客总数的63%。

图30    游客逗留夜数，按不同目的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

热带北昆士兰对于那些寻求真正澳大利亚体验的度
假者来说具有令人流连忘返的吸引力。

在国际游客中占比重最大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所有游客的
22％。该客源市场的增长一直很显著，从2010年至2015年期间
每年增长22％。

中国游客的逗留夜数增长强劲，从2010年至2015年期间每年增
长26％。

图31   国际游客，按不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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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

旅游业供给

凯恩斯以休闲旅游市场为主导，并作为到达棕榈湾（Palm 
Cove）、道格拉斯港（Port Douglas）、阿瑟顿高原（Atherton 
Tablelands）和海岛目的地等地区门户的中转站。凯恩斯会展中

心提供受国际认可的娱乐和商务活动场地。为了服务这个市场，

凯恩斯为访问持续时间不同的游客提供一系列不同的住宿选择。

图32   可用客房夜数和每间可用客房收入，按不同房间类型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14-15财年旅游住宿。

昆士兰旅游投资指南 2016

旅游业是凯恩斯和热带北昆士兰地区的主要经济驱动力，有利
于运输、零售业、教育和住宿业的发展。地区生产总值接近160
亿澳元，全市拥有多样化的经济，并且人口预计每年将会稳步
增长，到2036年将达到39.2万人。凯恩斯也是澳大利亚政府
的“发展澳大利亚北部”计划下进一步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地区。

图29   前十大产业在地区生产（GRP）中的比重

医疗保健
建筑
公共行政管理
矿业
交通运输
零售业
教育
制造业
住宿
农业

资料来源：德勤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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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设施

该地区拥有良好的国际和国内连通性。凯恩斯国际机场有飞往中
国、香港、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西兰和巴布
亚新几内亚的航班。

国内机场的航班可飞往大多数澳大利亚主要城市和大型地区中
心，包括黄金海岸。2015年该机场的乘客流量达440万，在过去
的五年乘客流量增长了76%。该机场目前正在实施重大发展计

划，以提高未来承载能力和优质服务。

该地区在约克斯诺波（Yorkeys Knob）、库克镇（Cooktown）、
道格拉斯港（Port0Douglas）及星期四岛屿（Thursday0Island）
上设有游轮停泊点，并在凯恩斯设有游轮码头设施。“珊瑚礁舰
队”码头以及其他海洋基础设施为到达大堡礁和各个岛屿提供了

便利。

经过该地区的战略性驾车游路线包括：萨凡纳公路（Savannah 
Way）、大内陆公路（Great Inland Way）、密他达公路
（Matilda Way）和太平洋海岸公路（Pacific Coast Way）。

该地区还可以乘坐“昆士兰之魂号”列车到达，这里拥有标志性的
库兰达观光列车，以及“海湾大陆号”（Gulflander）和“草原大陆
号”（Savannahlander）火车观光路线。 

对于游客的“必做”清单，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海外，体验热带

北昆士兰无与伦比的自然奇观都一直高居排行榜。该地区除了有
卓越的设施并一直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也造就了一种与其品牌紧
密相连的真正意义上的奇观。

凯恩斯，热带北昆士兰

机会

该地区除了拥有巨大的旅游业吸引力，还为投资者提供了非常诱
人的机会。从最近凯恩斯铂尔曼大酒店（一个拥有321间客房的

酒店及其相邻的零售设施）和凯恩斯太平洋酒店的转手清晰证明
了该地区投资活跃。可投资的领域有：新的旅游景点、活动设
施、娱乐项目开发以及大规模综合度假村开发，如拟建的阿奎斯
（Aquis）度假村。

中央昆士兰大学最近在詹姆斯库克大学附近设立了凯恩斯校区。
教育行业的这一发展可以预计，新学生及其来访家人朋友将会带
动该地区住宿需求的增长。其他行业，包括零售和交通，也都有
可能会受益。

作为一个很成熟并具有进一步发展潜力的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
热带北昆士兰地区将会在投资、旅游、商业及经济增长上依赖于
亚洲和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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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所处阶段项目

凯恩斯机场重建 已提议 

简介

此10亿澳元的开发计划构划了在未来的20年机场专区的蓝图，包括亚

太商务中心、私立医院、百货商店、以及休闲和旅游业开发。

凯恩斯海运开发项目 协调项目正在申报《环境影响报
告》（EIS）

对凯恩斯港进行升级，以改善大型船舶的通行，包括游轮。

重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所处阶段 简介

艾拉湾度假村 2012年11月20日获得总协调员批准
2012年12月11日获得澳大利亚政府

批准

这个占地470公顷的开发项目位于因尼斯费尔镇（Innisfail）北部，包括
三个度假区，共有860套公寓和别墅，还有四个住宅区开发项目，含
540套住宅。

凯恩斯水族馆 正在建设中 5千万澳元的凯恩斯水族馆将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个全年开放的全天候旅
游景点。这座四层的水族馆景点是澳大利亚在17年来将建成的第一个水

族馆。它将通过各种水生植物展区来展示栖息在北昆士兰的特有珊瑚、
植物、鱼类和动物。

使命海滩安全划船设施 一旦获得批准即开始招标 此2千万澳元的项目将会提供针对商业和休闲旅游用途的安全划船设施。

凯恩斯，热带北昆士兰



凯恩斯水族馆
艺术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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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对昆士兰及最北部地区的这个地标项目进行开发和商业化
的决定是基于独立的市场调查，该调查指出在凯恩斯中央商务
区需要新建一个创新的世界级标志性景点，能让所有人参与，
并且从各个主要酒店可步行到达。同时它也为该地区旅游业和
酒店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此为发展平台来补充
我们现有的先进生产制造企业，即我们在墨尔本运营的特产集
团（Specialty Group）。但开发凯恩斯水族馆是出于对动植物

的终身热爱并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自然世界。

凯恩斯水族馆工程于2012年启动，从开始构思和原理图设计，
随后在2013年购买中央商务区的土地，并在2014年顺利完成详

细设计和工程阶段。

凯恩斯水族馆由世界著名的、屡获殊荣的公共水族馆设计师
Peddle Thorp建筑事务所设计，并由Cardno公司担任项目土
木、结构和建筑服务工程师。超过25家澳大利亚的设计、工

程和专业咨询公司作为承包商来打造澳大利亚最新的公共水
族馆。该项目包括开发世界首项水过滤和净化技术、独特的
观察栖息地，以及长期的水产养殖和昆士兰北部渔类物种生
物技术开发。

2015年10月在获得各级政府的开发和建设批准后，项目施工正
式开始，拟于2017年2月将设施投入使用。作为澳大利亚17年

以来第一个实现商业化的大型水族馆，凯恩斯水族馆和珊瑚礁
研究中心将会以该地区的自然资产为基础，同时给当地居民和
游客带来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

凯恩斯水族馆将拥有超过1.5万种特有的鱼类和水生动物，来自
11个珊瑚礁和热带雨林生态系统，通过69种实物展品来展示，
并伴随2.5小时身临其境的真实参观过程。水族馆将有机会为游

客创造一处自然环境遗产，因为游客（尤其是年幼的孩子）将
会了解到热带北昆士兰地区特有的栖息地和物种。水族馆背后
的创新企业模式将创造一种长期的可持续业务，致力于建设凯
恩斯旅游基地和扩大其业务范围，并在大堡礁的门户打造一个
大型的海洋生物中心。对于那些因为金钱、时间限制或缺乏机
动性而通常没有机会去珊瑚礁旅游的游客，现在也有机会了解
到澳大利亚最美的自然资产之一——大堡礁脆弱的生态系统。

丹尼尔·雷匹尼克（Daniel Leipnik）
凯恩斯水族馆董事及创始人

投资者案例分析
凯恩斯水族馆

凯恩斯水族馆是位于凯恩斯中心地带的一项价值5000万澳元的旅游和珊瑚礁研究
基础设施项目，旨在成为该地区最受欢迎的陆上旅游景点，适宜游人以互动、安
全及经济实惠的方式近距离观赏珊瑚和雨林生物，并同时享受宜人且可遮风挡
雨，又适和家庭游乐的环境。

凯恩斯水族馆
艺术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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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腹地和南部乡村旅游区

昆士兰腹地和南部乡村旅游区与沿海地区形成强烈对比。昆士兰的腹地呈现一种典型的澳
大利亚乡村风情。由于其高低不平、广阔开放的地貌景观，丰富的宝石、恐龙体验项目和
野生动物，腹地还迎来了不少电影明星、时尚偶像和世界各国的领袖。这是一片古老的土
地，有着丰富的原住民历史，并且拥有成熟的农业社区、标志性的小镇和著名的徒步穿越
体验，这个非常广袤的地区——总面积接近100万平方公里——代表了最真实的澳洲风情

而昆士兰南部乡村地区又呈现出一番不同的景象。这里因其“带早餐简易住宿型”乡村度
假体验而闻名，该地区的美食美酒也提供了季节性的旅游项目。随着该地区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游客来这些小镇旅游和参观各种文物建筑，当人们在昆士兰州的主要高速公路上驾车
旅行时，就可以很轻松地游览该地区。

奎尔派（Quilpie）， 昆士兰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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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概况

昆士兰南部乡村地区正在日益因其美食观光旅游而声名远
扬，该地区举办很多活动和文化节来展示其特色产品。腹地
的主要景点有：著名的斯托克曼名人堂（Stockman’s Hall of 
Fame）、腹地遗产中心和位于朗里奇（Longreach）的澳航创

始人博物馆，还有各种令人惊叹的腹地景观。

图33 昆士兰腹地和南部乡村的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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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14-15财年国民经济核算。

旅游业需求

绮丽迷人的风景、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古老的历史渊源，都极大地
吸引着休闲型游客来到该地区。商务旅游主要通过农业投资来带
动，其农业经济主要以谷物粮食生产、灌溉以及和广泛的放牧业
为后盾。腹地拥有众多大型国家公园，其卖点特别在于露营、荒
野和探索旅游。葡萄栽培以及类似于农场住宿和酒庄之旅等旅游
活动都属于新兴的农业旅游范畴，呈现出了显著的投资机会。

许多国内游客来该地区商务旅游，国际游客通常来这里度假或探
亲访友。在过去五年总访客量增长，其中2015年该地区的访客量
超过了250万，游客逗留夜数超过1千万。

图34   游客逗留夜数，按不同目的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

以地域广阔且富有历史、神秘感、风味美食和冒险
旅游项目为特色的昆士兰腹地和南部乡村地区，为
旅游业投资和发展建设带来的巨大机会。

旅游业供给

随着驾车旅游的日益流行，目前小型的短期住宿产品占很大比
例。该地区住宿场所的平均规模只有28个房间，而全州平均规模
为55个房间。住宿服务的改善和综合体验将会同时提高该地区对

休闲和商务游客的吸引力。

露营和大篷车也在过夜旅游中占很高比例，特别是在腹地。这对
国内和国际旅客都是如此。

图35  可用客房夜数和每间可用客房收入，按不同房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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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客房夜数在过去的两年每年增长6%，这表明投资者对未来几

年市场潜力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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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设施

虽然该地区地域辽阔，但交通发达，有伊萨山（Mount Isa）、朗
里奇（Longreach）和沙勒维尔（Charleville）等多个机场，可连

接到布里斯班和其他主要东海岸中心城市。位于图文巴市的新布
里斯班西威尔坎普机场为增加到达该地区的航班创造了机会。

该地区面积辽阔，铁路不仅提供了连通性，其本身也成为一种有
趣的旅游观光方式。“腹地之魂号”列车从布里斯班出发，直到终
点站朗里奇（Longreach）。“西部陆地号”和“内陆号”列车也可

以到达该地区。驾车游在该地区很流行，不仅有丰富的公路和越
野路线，还有多姿多彩的壮丽景观。全州十大战略性驾车游路线
中有九条路线经过该地区，而且这些路线正在分期进行标志牌升
级。昆士兰南部乡村地区提供美食美酒之旅驾车游，并已成为一
个受欢迎的短期度假目的地。

布里斯班西威尔坎普（West Wellcamp）机场，图文巴市

机会

该地区就像一幅展示澳大利亚多姿多彩的原住民历史和丰富的史
前经历的帆布画。其文化特质和内涵也正是一些独具慧眼的游客
所梦寐以求的。敏感的艺术与遗产活动的融合和持续发展是旅游
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云雀采石场（Lark Quarry）地区公园、温
顿镇（Winton）和 伊罗曼加镇（Eromanga）等腹地的原住民文

化旅游、农业旅游以及恐龙景点，为未来投资和发展提供了潜在
机会。在澳大利亚恐龙足迹路线上，位于温顿镇附近的“澳大利
亚恐龙时代”已成为一个热门的景点，并且在继续扩大。腹地的

恐龙遗迹也通过伊罗曼加自然历史博物馆得到展示。该地区的一
个主要的卖点是位于云雀采石场的世界上唯一已知的恐龙化石探
寻路线，有着上千个保存在石头上的恐龙脚印。

该地区有良好的条件来吸引越来越多来自广泛客源市场的游客，
现已落实相关计划来支持农业和一系列与之相辅相成且业已成熟
的旅游业和餐饮业的未来长期发展。

推荐信

“为我们的社区创造连通性是打造布里斯班西威尔坎普机场的主
要驱动力——这是澳大利亚第一个通过私人募资的公共机场，也
是50年以来第一个在未开发地区建设的一个公共机场。

它不仅成为通往图文巴市和昆士兰州西南地区的门户，也创造了
无限的旅游和商业机会。

作为昆士兰州访问量第四大的地区（昆士兰南部乡村旅游区），
需要确保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内陆城市拥有更好更快的交通设
施。我们屡获殊荣的航站楼每年可容纳多达150万旅客，是澳大利

亚最大的地区机场航站楼之一。

这个2.87公里的跑道能够承载从澳大利亚境内飞往亚洲及其他国

家的常规喷气式飞机客流量和货运包机。”

约翰·瓦格纳——董事会主席
瓦格纳国际公司，布里斯班西威尔坎普机场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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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顿，昆士兰腹地

所处阶段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图文巴第二条越山公路 已获批准 

简介

这个16亿澳元的第二条越山公路项目包括在图文巴设计和建设一条四车
道收费公路绕道，东起希利顿温泉镇（Helidon Spa）的沃里戈高速公路
（Warrego Highway），西至阿瑟尔（Athol）的戈尔高速公路（Gore 
Highway），途径查尔顿(Charlton)，总长公里。其优点包括避开18处交
通灯，并使旅行时间缩短长达40分钟。

昆士兰州战略驾车游路线的
标志牌项目

正在进行中 正在安装的自然景点标志牌，还有“欢迎来到小镇”的指示牌，已沿着摩
羯座公路（Capricorn Way）和澳大利亚乡村公路进行安装。

大中心广场（Grand Central）

重建

拟于2017年完成 昆士兰投资公司（QIC）的这一重建项目包括通过一个两层的零售链接
将原花园镇（Gardentown）购物中心与大中心广场连接起来。预计到
2017年，图文巴及周边地区的人口将增长到33.2万，这将会驱动零售消
费的显著增长，预计消费额将超过42亿澳元。这个新的大中心广场将

提供各种机会来满足这个新兴消费市场的需要。

伊罗曼加自然历史博物馆 一期工程已完成 该项目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卓越的巨型动物化石博物馆、参观解说中心和
重要旅游景点。

图文巴铁路绿地优先开发区 开发计划已获批准 图文巴铁路绿地优先开发区（PDA）将会在图文巴创建一个“都市化乡
村”。在园区内将带来各种机会，包括一系列餐饮和精品零售店，以

及专业服务。



埃利奥特夫人岛（Lady Elliot Island）, 南大堡礁

考虑来澳大利亚投资？

昆士兰州政府通过旅游、大型活动、小企业和联邦运动会部牵
头，为潜在投资者提供各种便利服务，服务范围包括:

• 协调旅游投资方法——协助旅游产品开发商通过政府来为他们
提供指导，并简化开发流程。

• 市场营销和促销工具——编制和提供信息，让投资者了解昆士
兰这个旅游投资目的地。

• 旅游投资活动——在全球推行有针对性的旅游投资吸引计划，
来展示旅游投资目的地昆士兰州，并吸引旅游业开发投资。

• 投资便利化服务——帮助投资者推出适合昆士兰的旅游产品。  

昆士兰州的基础设施支持和投资机会令人鼓舞并广受支持，为未
来提供了一种良好的合作方式。这包括市场主导型提案，它为私
营部门提供了针对基础设施和社会挑战提出解决方案的渠道。

想知道更多信息吗？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旅游招商引资处
昆士兰州旅游、大型活动、小企业和联邦运动会部
邮政地址：PO Box 15168 

 City East，Queensland 4002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电话: +61 7 3333 5284 
邮箱: investment@dtesb.qld.gov.au 
网址: www.business.qld.gov.au/tourism-investment

mailto:investment%40dtesb.qld.gov.au?subject=Queensland%20Tourism%20Investment%202016


55

方法

澳大利亚统计局住宿数据

游客住宿调查（STA）是对15间客房以上规模的所有调查范围内

的住宿服务场所进行的一项普查。澳大利亚统计局提醒您注意，
在2014年6月以前并且包括6月所在季度的样本数据变化趋势在严
格意义上与2014年第三季度之后的数据并没有可比性，造成了系

列数据的中断。预了解更多信息，可访问澳大利亚统计局网站
（http://www.abs.gov.au）。

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TRA）游客数据

国际游客调查（IVS）和全国游客调查(NVS)的结果都是基于游客

抽样调查，而不是普查。跟所有抽样调查一样，其结果受到样本
可变性的影响，因此此结果会跟把所有游客列入调查范围的调
查结果不同。用于收集国内旅游信息的方法在2014年初发生变

化，开始包括呼叫移动电话号码。这种方法变化构成了系列数据
的中断，因此这一时期估算数据的变化应谨慎解读。

总的来说，低于5000国际游客或低于10万国内游客的估算被认为

不够可靠，因此不足以发布。出于这个原因，有些预计值已被合
并或在本文中一些地方没有显示。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澳大
利亚旅游研究局网站（http://tra.gov.au）。

该指南采用了截至2015年9月的一整年的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国

际游客调查和国内游客调查数据。

区域经济模型

“德勤经济”已通过采用收入法来确定该地区生产总值，其中把员

工、公司和政府带来的收入分配到具体地区。这是通过计算每个
行业每雇佣一名员工所增加的州总值来确定。

然后将该数据乘以在一个地区各行业的工作人数，并乘以一个地
区各行业的平均工资与各行业州平均工资水平的比值。即，如果
一个地区的零售业工资相对于州平均值的比率为1:1，则认为该
地区零售雇员比全州总体生产率高10%。该数据体现了各地区行

业生产率的差异。

最近一次在20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被用作地区生产总值的依据。

各旅游区地区生产总值的总和再根据所报告的州生产总值来调
整，以确保全州的总体活动水平不会被错误报道。

在官方统计中旅游业没有被作为一个行业来表示，因为它在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标准行业分类（ANZSIC）中没有被单列为一个行

业。澳大利亚统计局通过在汇总其他行业子类别的基础上生成全
国性“旅游卫星账户”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澳大利亚旅游研究
局也设立了州级卫星账户，但它并没有有关旅游业对经济贡献的
地区数据。

免责声明

除根据法律不能排除的各项责任外，旅游、大型活动、小企业
和英联邦运动会部否认并且不接受或承担因任何目的而依赖本
指南（不管是硬拷贝还是在线版本）内容和适用性的任何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因用途、数据或利润损失而造成的具体、间接
或随之发生的损害，无论是否属于由使用、无法使用或执行本
指南而引起或牵涉的契约诉讼、疏忽或侵权行为）。使用者同
意独立承担与本指南的用途和结果有关的责任和风险。

数据的时效性

在本指南出版过程中，已尽一切努力使用可获得的最新数据，
但应该承认，在本文出版之后会发布后续的数据。除澳大利亚
旅游研究局和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外，游客数据还可从昆士
兰旅游及活动推广局网站获得(http://teq.queensland.com/)。

©昆士兰州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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