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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海岸木星酒店
升级改造项目
信息更新手册

黄金海岸的未来之星
黄金海岸木星酒店 (Jupiters Gold Coast) 

继续巩固其黄金海岸 (Gold Coast) 地标

酒店的地位。酒店经过一系列令人兴奋的

精心改造，致力于提供与众不同的至臻服

务，在日新月异的酒店与旅游业中成为行

业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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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海岸木星酒店拥有近 600 间客房，是澳大利亚最

大的住宿型会议与活动中心之一，星港娱乐集团 (Star 

Entertainment Group) 致力将酒店打造成为世界顶

级的综合度假胜地，成为业内热点和楷模。

集团初始投资 3.45 亿澳元，今年晚些时候“黄金海岸

木星酒店”将更名为“黄金海岸星港娱乐城” (The 

Star Gold Coast)，揭开酒店的全新篇章，提供全新

的卓越与宾客服务标准。

除了已完工的游泳池与酒店外立面部分前期改造工作

外，本次改造项目还包括翻新现有客房，这在澳大利

亚的酒店翻新史上也是最全面、价值最高的工程之

一。黄金海岸将出现十多年来的首家 6 星级豪华酒

店，酒店承诺将致力于提升黄金海岸世界顶级旅游目

的地的声誉。

这座地标建筑经过改造将焕然一新，全新的餐厅和酒

吧焕发勃勃生机，度假游泳池令人赞不绝口，酒店客

房均出自设计师之手，娱乐设施让人欲罢不能，新建

的 6 星级高楼提供大量豪华套房，这些无疑令木星在

推动黄金海岸成为热门目的地的过程中继续发挥不可

或缺的作用。

© 星港娱乐集团 (Star Entertainment Group) 保留所有权利。概念图仅供参考。

黄金海岸的未来之星（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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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发展历程
木星的改造在酒店 30 年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能与我们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宾客分享我们的发展历

程，我们感到格外兴奋。可能您已经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最新报道，或者已经在我们的酒店亲身经历了这些变化，

下面请跟随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2014 年
木星酒店开放使用木星池畔，加上

周边的私密小屋、休憩亭和酒吧，

让客人尽享奢华的池畔体验。

耗时 8000 多个小时，使用超过 1.2 

万升白漆刷新建筑外墙。

前卫的日式餐厅 Kiyomi 开张，由

国际知名的厨师 Chase Kojima 担

任行政总厨。开业六个月便荣获知

名的“厨师帽”殊荣。

酒店首个室内外餐厅 Cucina Vivo 开

张，提供纯正意式菜单，只采用本

地新鲜食材，适合家人亲友相聚，

共享欢乐。

2015 年
草坪动土，标志着黄金海岸未来 15 

年内将建成的首家 6 星级酒店正式

开始施工。

木星成为 2018 年黄金海岸英联邦运

动会 (Gold Coast 2018 Common-

wealth Games) 首个官方合作伙伴。

这座旅游地标建筑庆祝在黄金海岸

成立 30 周年，接待了超过 1 亿人

次宾客。

酒店新开放的四个行政楼层推出世

界顶级的总统套房、行政豪华客

房和套房，为客人提供前所未有

的专属享受和无与伦比的奢华体

验。

2016 年
酒店迄今为止最大的餐厅 Garden 

Kitchen & Bar 餐厅开张，诚邀客

人在宽敞的露台上享用本地区最新

鲜的时令美味，同时还可以俯瞰广

阔的草坪区，欣赏葱翠的热带花园

风景。

在与黄金海岸市政府 (City of Gold 

Coast Council) 的合作下，我们宣

布投资 100 万澳元建造河岸绿地公

园，这项美化工程位于 Gold Coast 

Highway 和 T E Peters Drive 两条

道路的交叉口。

星港娱乐集团开始规划在酒店靠海

洋一侧，新建一幢 200 米高楼，届

时客房数量接近 1400 间，全面提

升住宿接待能力。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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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 月，我们正式推出了首批备受期待的酒店客

房，客人们现在可以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专属尊享和极

致奢华的体验。

我们全新开放的四个行政楼层 (Executive Floor) ，推

出世界顶级的总统套房 (Penthouse)、行政豪华客房 

(Executive Deluxe Room) 和套房 (Suite)，作为对现

有酒店 7500 万澳元投资改造一的部分，此次改造有

助于我们提供更完美的至臻服务。

我们的设计宗旨是舒适与放松，改造一新的客房与黄

金海岸闻名于世的海滨风格相得益彰。我们只采用最

精致的用品，从本地以及世界各地精心采购，为客

人提供各种奢侈品牌，例如领先的淋浴花洒和国际

品牌欧舒丹 (L’OCCITANE) 的洗浴用品等。

极致 
奢华

装修精美的客房让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灯

光、挂帘、温度和服务偏好，通过集成 USB 端口、高

速宽带和分区控制等高度整合的先进技术为客人提供

高科技的入住体验。

在第 21 层，时尚的 Pacific View Suite 套房让客人可

以全景饱览黄金海岸天际线，而 Ocean Terrace Suite 

套房、King Terrace Suite 套房和宽敞的总统套房

(Penthouse) 实现室内与室外娱乐的无缝衔接——私人

阳光露台，宽敞的开放式起居区和用餐区，全方位配

备 Bose 音响系统，提供蓝牙连接。

下一阶段工作是翻新剩余的 500 间客房，首批高级豪

华客房 (Superior Deluxe Room) 预计于今年 6 月向客

人开放，所有现有房间计划在 2016 年底完工。

总统套房

总统套房

总统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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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DELUXE ROOM
行政豪华客房

KING TERRACE SUITE 套房

OCEAN TERRACE SUITE 套房

浴室

卧室

卧室

卧室

浴室

起居区

起居区

用餐区

双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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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泳戏水

黄金海岸每年平均有 300 天阳光灿烂，何不给自己一

点奢华享受，预订我们全新的木星池畔小屋，享受私

人专属的户外 spa 。

这些豪华的私密小屋是我们在 2014 年 12 月改造一期

工程时建成的，为客人提供一个全景观赏泳池和酒吧

的舒适场所。我们的超级小屋 (Super Bungalow) 配

备了宽敞的露台、豪华的酒廊套房、免费的 Wi-Fi，以

及各种时尚美观的设施，让客人得到彻底放松，是精

英商务游客的完美度假之选。

我们的私密小屋和休憩亭可以通过提前预订供您专享

使用，并提供一系列专属设施和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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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高兴去年 8 月与昆士兰州州长白乐琪女士 

(Annastacia Palaszczuk) 共同见证了我们全新的豪华

全套房酒店高楼正式开始施工，这将是黄金海岸 15 

年来的首家在建的 6 星级酒店。

 6 星级酒店内均为豪华套房，同时还提供全新的特色

酒吧和餐厅，娱乐包间和管家式服务，致力于为客人

提供耳目一新的豪华享受，帮助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

来到黄金海岸。

通过兴建豪华酒店，我们承诺将继续帮助黄金海岸加

强其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声誉，我们将打造满足各类游

客特别需求的住宿空间，包括：

• 17 层楼的豪华宽敞套房

• 只采用最好的设施和用品

• 管家式服务

• 全新的 VIP 娱乐设施

• 令人兴奋的全新特色餐厅和酒吧

• 俯瞰无边泳池的高级酒廊酒吧

• 真正的 6 星级服务

高楼预计于 2017 年底竣工，目前现场施工进展顺

利。高楼将是木星改造工程的重中之重，预计将在 

2018 年黄金海岸英联邦运动会 (Gold Coast 2018 

Commonwealth Games) 前如期全面投入运营。

突破性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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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KIYOMI 致敬
自 2014 年 12 月开张以来，我们引领餐饮潮流的日式

餐厅 Kiyomi 迅速成为澳大利亚最热议的餐厅之一，

跻身全澳最顶尖餐厅之列。

这家时尚餐厅的理念是开设一家黄金海岸当地人和游

客都愿意光顾并且喜欢一再光顾的餐厅。可以肯定的

是，餐厅已经大获成功。

餐厅由国际知名的厨师 Chase Kojima 担任行政总厨。

这家屡获殊荣的餐厅在开业后短短 6 个月便赢得行

业荣誉，在 2016 年布里斯班时报美食指南奖 (2016 

Brisbane Times Good Food Guide Awards) 上拿下

著名的“厨师帽”(Chef’s Hat) 大奖。

Kiyomi 餐厅因其新鲜美味、优质服务和卓越设计而大

受欢迎，接踵而来的大奖证明了它的成功实至名归，

这些奖项包括：

• 2015 年品醉澳大利亚餐厅与餐饮卓越奖，最佳餐

厅奖（州级与国家级奖）

• 2015 年昆士兰州酒店协会 (QHA) 卓越奖，最佳声

誉餐厅奖

• 2015年昆士兰州酒店协会卓越奖，Kiyomi 首席调酒

师 Tom Angel 荣获“餐饮类最佳员工”称号

• 2015年澳大利亚酒店协会 (AHA) 卓越奖，Chase 

Kojima 荣获“年度最佳厨师”称号

• 2015年入围著名的国际餐厅与酒吧设计奖

从刺身拼盘到寿司卷和不会令人失望的获奖甜品 

Goma Street，每件菜品只采用最新鲜食材，体现最

高品质，释放食物的自然本味。

Kiyomi 餐厅位于黄金海岸木星酒店的大堂楼层 

(Lobby Level)，周一至周六下午 5:30 起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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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CINA VIVO, 来自意大利的爱
经过我们的改造，2014 年 12 月开业的意大利餐厅 

Cucina Vivo 是木星酒店首家室内与露天用餐两相宜

的餐厅，开阔的阳光露台可以俯瞰碧波荡漾的全新泳

池。

这家高人气餐厅提供广受欢迎的休闲餐饮，倡导传统

的意大利饮食文化，适合亲朋好友共聚优美的环境享

用美食，体验欢乐。

在过去 12 个月中 Cucina Vivo 收获了来自食客和评论

家的大量正面反馈意见，开业第一年便在昆士兰州酒

店协会卓越奖上荣获“昆士兰州最佳餐厅”的美誉。

餐厅共有 240 个座位，周二至周六开放提供晚餐，展

现精湛的烹饪技巧，为黄金海岸带来最原汁原味的意

大利美食，一周 7 天均可预订各种私人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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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我们两家热门餐厅 Cucina Vivo 和 Kiyomi 大获成

功之后，最新的 Garden Kitchen & Bar 餐厅也正式

开业了。

在黄金海岸舒适宜人的气候和奢华悠闲的生活方式

中，Garden Kitchen & Bar 餐厅于今年年初开业，餐

厅设计处处洋溢着典型的昆士兰特色，淋漓尽致地展

现出黄金海岸的万种风情。

新鲜美味
珍馐佳酿 

现代化的装修令人眼前一亮：宽敞的就餐区和酒吧区

在自然光下显得通透明亮，开放式厨房配备烧烤专

区，半私人包间非常适合小团体亲密聚餐，阳光充沛

的露台拥有自己的户外酒吧，可以俯瞰我们新修整的

草坪。

一系列令人垂涎的时令佳肴由我们技艺精湛的专业厨

师团队精心烹制，我们只采用最新鲜的食材以及精选

装饰配菜与香草，香草从我们的香草花园里现场手工

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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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公共用餐区配备了精美的 13 米室内吧台，

提供一系列手工啤酒和精美葡萄酒以供选择。早晨还

提供 100% 正宗阿拉伯咖啡豆磨制而成的冷泡咖啡，

早起的客人可以品尝享用。

Garden Kitchen & Bar 餐厅位于黄金海岸木星酒店的

一楼，每天提供早餐、午餐和晚餐，营业时间为早晨 

7 点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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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极受欢迎的 Pavilion Lawn 草坪区在 Garden 

Kitchen & Bar 餐厅建造期间也已修葺一新，于今年 

年初正式重新开放。

Pavilion Lawn 草坪的位置便利，介于新建的室内外餐

厅和 Pavilion 会议中心以及 Pavilion Marquee 之间。

这片美丽的草坪区经过一系列改善已经焕然一新，包

括一个环形车道以应对不断增加的客流、方便无障碍

通行的轮椅坡道、户外长凳、时尚的草坪装饰，以及

Garden Kitchen & Bar 餐厅宽敞的户外露台和酒吧

区。

绿草盈盈
盎然生机

静谧的环境令这里成为短暂休憩的好去处，我们的团

队还可以提供主题活动，为您开辟一个无与伦比的鸡

尾酒会区域，在夕阳西下时为您呈现出一个截然不同

的活动现场。

占地 750 平方米的草坪区为各种不同的活动注入清新

的元素，为黄金海岸的会议活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这片多功能场地可以用来举办多种独具特色的活动，

满足不同的需求，无论是鸡尾酒会、野餐午宴、户外

晚宴，还是团队建设、户外电影、临时商店或餐厅，

从 650 人到 1000 人不等的各类活动均可在此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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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星港娱乐集团对黄金海岸巨额投资的下一个阶

段，我们已经开始计划新建一栋 200 米高的酒店大

楼，以增加大约 700 间客房和公寓。

有待于各方审批，星港娱乐集团打算携手布里斯班皇

后码头项目的伙伴方——香港周大福集团有限公司和

远东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在宽滩岛 (Broadbeach Island) 

上继续开发潜在项目。 

三家公司的主要高管最近齐聚香港，会见了昆士兰州

州长白乐琪女士 (Annastacia Palaszczuk)，并签署了

谅解备忘录，确认各自开发黄金海岸的承诺。

迈向新高度
根据我们的设想，这栋新酒店大楼一旦建成，将帮助

我们为客人提供丰富多样的住宿选择，包括一个 4.5  

星级酒店和公寓大楼，还有我们刚刚完成升级的 5 星

级酒店，以及一栋新建的全套房奢华酒店，为客人提

供 6 星级品质与服务。

这些新提议的开发项目，加上正在进行中的酒店翻新

和 6 星级全套房大楼的建设，可以帮助我们提供总计

超过 1000 个建设岗位，而在酒店的长期运营中，我

们的员工也将增加至大约 2300 人。

此前已经宣布的现有酒店翻新和 6 星级全套房酒店大

楼的建设投资总计为 3.45 亿澳元，而这项新的提案将

在此基础上增加更多的投资，总金额将达到大约 8.5 

亿澳元，对本地区的长期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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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黄金海岸市政府的合作下，今年年初我们宣布了

一项在宽滩 (Broadbeach) 社区建造河岸绿地公园的

开发计划。

这项耗资 100 万澳元的社区美化工程位于 Gold Coast 

Highway 和 T E Peters Drive 两条道路的交叉口，建

成后将为这片多来年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区域注入新的

活力，为当地居民和游客带来更愉悦的享受。

加强  
社区互动

这项重大的公园再开发项目预计将于 2017 年 12 月开

建，并在黄金海岸 2018 年英联邦运动会之前重新开

放。重建后的公园包括新的步道、公共区域、特色灯

光、亭台以及现已存在且非常著名的莫顿湾无花果树 

(Moreton Bay figs) 。

同时，我们还将把此地作为我们的项目办公室的所在

地，服务于新的 6 星级全套房酒店大楼的建设。

概念图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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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更换标志性的玻璃屋顶

翻新现有 Superior Room 客房

改善娱乐城大厅

大堂前台重新设计与改造

交付面貌一新的 Atrium Bar 酒吧

更换 Atrium Bar 酒吧的帆船状屋顶

改善酒店抵达体验 

现有电梯和扶手电梯升级改造

餐饮设施改造

 6 星级全套房酒店大楼建设继续进行

© 黄金海岸木星酒店 2016。保留所有权利。概念图仅供参考。
黄金海岸木星酒店持有酒类服务责任执照。

最新动态只是稍微列举了几件未来两年内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的行政楼层现已完工，高级豪华客房正在翻新，

一切都在顺利推进中，2016 年底我们将完成澳大利亚迄今规模最大的酒店翻新工程之一，2017 年底我们的豪华

6 星级全套房高楼也将竣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您将继续看到我们对酒店进行一系列改造，我们致力于打造世界顶级的综合度假胜地，真

正包含美丽的黄金海岸的城市精神。

我们将继续为您更新令人兴奋的消息，欢迎您登录我们的改造工程网站 www.jupiterstransformation.com.au，您

可以看到酒店的整个改造过程，真的就像亲眼所见！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与木星酒店联系，电话： +61 7 5592 8100

* 请注意以上时间节点仅作为参考，

并可能会因为不可预见的情况或不可

控制的延误而有所变化。我们只会在

早上 7 点至晚上7 点期间进行有噪音

的施工。

主要时间节点*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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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Casino Drive, Broadbeach QLD 4218 
电话：+61 7 5592 8100 

网站：www.jupitersgoldcoast.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