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盛顿州·西雅图地区 

兰顿市华盛顿湖北大道1101号 

湖滨企业办公园区 

诚邀加盟 



北侧纵览 

Bristol II 

Bristol I 

位于南港湖畔的布里斯托公寓以及未来酒店和写字楼的北侧纵览 

酒店与写字楼建址 



地理位置 

南港位于华盛顿州兰顿市。此位置非常理想，正坐落在西雅图市和贝尔维尤市之间

。整个办公园区距离西雅图国际机场8英里，距离波音机场9英里，距离同时为私人

飞机和水上飞机服务的兰顿市政机场仅2英里。南港与I-405高速公路毗邻，与西面的

I-5州际公路和北面的I-90都只有几分钟的车程。 

从地理位置上讲，南港湖滨办公园区处于大西雅图地区最大的高科技企业的中心地

带。 

田园诗般的环境 

 

地处华盛顿湖畔，坐拥壮丽的由西雅图天际线、奥林匹克山、雷尼尔山组成的全景
图，南港是一个真正山水如画的地方。设施上同样独特的是酒店面前长200英尺并配
备了水电的深水码头。 

 

周边设施  

 

南港集高档公寓、商业空间、湖滨酒店、会展中心、零售商店以及餐厅于一身，当
地的居民都乐意成为这个高档社区的一分子。  

 

湖滨办公园区的租客可以充分享受近邻57英亩的珍妮蔻伦纪念沙滩公园中丰富的运

动和休闲项目。公园提供步行道，网球场，排球场、船舶起航和钓鱼码头以及林间
小道环绕的鸟类栖息地。南港距离Landing购物中心仅0.1英里，购物中心内包含了
80万平方尺的零售空间、有20多家餐厅、数家银行和医疗机构， 以及一家电影院。  

 

 

 

有着无可比拟的便捷地理位置与田园诗般的环境，南港是商务办公区的首选地点 

坐落于华盛顿湖的南岸，南港是一个占地17.1英亩的湖滨综合用途开发项目，其中包括了3座九层办公楼共724,520平方英尺的A

级办公场所。办公楼和2008年建成的拥有383套豪华多户居住单元的公寓楼以及正在修建的包含350间客房配套会展中心的豪华

酒店组成了南港整体开发项目。建成后，南港办公园区会有四家餐厅和额外位于一楼的零售场所。 

 

南港码头日落美景  

南港码头 



办公楼概况 

多栋塔楼和大面积楼层设计，给未来的租户提供了极大的灵活安排空间。 

无论是作为一栋楼的唯一租户，创造自己的空间和特色，还是租用其中

一层，均可打造出一个高效的工作空间。  

办公塔楼占地5.62英亩（244,807平方尺）。九层的办公塔楼会修建在一

片综合用途开发区域之上。此区域可直达华盛顿湖边和长200英尺并配

备了水电的深水码头。 

 
• 大面积、高效的楼层租用空间从12,000 平方尺到58,000平方尺不等 

• 办公空间总面积为724,520平方尺 

• 商铺总面积为10,400 平方尺 

• 高质量的机械和电气系统可以服务于广大用户包括高科技行业租户，具备充分

的灵活性 

• 支持光纤网络，有六家服务商在附近设有光纤线路 

• 设有备用电源电网 

• 通过GPON光纤接入系统，可享最高100GB的网速 

• 约有2121个停车位。停车比例每1000平方尺（93平方米）有2.7个车位 

• 从大堂裙楼直达专用停车场 

• 每座写字楼的电梯都可直达裙楼大厅 

• 各办公楼在第五层和第六层有裙楼屋顶平台相连 

• 一间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餐厅与办公楼2相邻，此外还有附近的酒店与豪华住宅混合型项目所提供的零售机会。 

• 已批准的方案将于2015年六月提交以申请施工许可证，周边道路完善和设施修建已于2015年1月开工。 

• 计划最早可在2017年12月开始入住 

 



43 

2121 

南港项目数据 

办公楼 1栋和 2栋 办公楼3栋 停车位 



地面楼层设计图 

三座办公塔楼总共包含724,520平方尺的A级
办公场所和10,400平方尺的零售商铺。 

 

除此以外，约有2，121个停车位供办公园区
和商铺的租户使用。 

三座办公楼规划 



停车层 办公区1层 

三座办公楼楼层设计图 



办公区2层 办公区3层 

三座办公楼楼层设计图 



办公区5-8层 办公区9层 

三座办公楼楼层设计图 



舍柯地产聚集了一支具有丰富建筑和开发经验的优秀团队来保证项目的成功 

 

 

项目团队 

Zimmer Gunsul Frasca 建筑设计公司 

ZGF诣在设计出优秀的的作品以提供客户卓越的服务。 

ZGF’s mission is to strive for design excellence, stewardship of our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and exceptional client 

service.   In addition to receiving more than 770 loc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design awards, ZGF was honored with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highest honor, the Architecture Firm Award. 

 

Couglin Porter Lundeen – Engineers 工程技术公司 

Coughlin Porter Lundeen provides a broad level of service and takes a holistic approach by involving themselves with all the major 

building components. This proactive approach delivers innovative, cost-effective projects across the spectrum of project size, type, 

and complexity to meet the team’s goal. 

 

Hart Crowser – Geotechnical 地质技术公司 

Hart Crowser’s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have the up-to-date knowledge to support practical designs and recommendations. 

 

 

Kris Snider – Landscape Design 园林庭院设计公司 

As a landscape architect, Kris creates engaging public places in a broad spectrum of projects throughout the region. His work is 

sensitive to human scale, appeals to a wide range of people and ages and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serendipity and delight.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Northwest – Traffic 交通工程公司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NorthWest (TENW) is a professional services firm that specializes in managing the planning, 

entitlement, and design of transportation projects.  

 

 

Glumac - Mechanical, Electrical, Plumbing & Fire Protection Engineering 机械，水电防火工程公司 

Glumac specializes in cost-effective, sustainable design of a variety of project types worldwide. Glumac administers 

comprehensive sustainable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as a single coordinated package to our clients. 

 

 

Exxel Pacific – General Contractor for Pre-Construction总承包商/ 工程前期规划服务公司 

Exxel Pacific began working with various long term clients to provide unique and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xperience.  Their reputation of honesty, integrity and high ethical values creates a team approach to construction.  Exxel Pacific 

provides valuable pre-construction services to many clients and believes the time spent early in development provides for a higher 

quality project.  

 



地域经济概况 

• 每年“最佳旅游休闲地点”的投票都会因为西雅图的教育程度、无线覆盖率、咖啡、科技、夏天和农产品展等

特点而持续被游客与居民排在全美前列。 

• 仅2013年，1860万游客在西雅图和金郡消费60亿美元，为金郡贡献了5.97亿的州和地方税收。 

• 西雅图和贝尔维尤的人口预计将在下一个十年大幅增长。 

• 西雅图市是2013年发展最快的城市，人口增长了2.8个百分点。 

• 据普吉特湾区域委员会近期调查显示，至2040年，西雅图人口将增长28个百分点，贝尔维尤人口增长33个百分

点，埃弗瑞特和塔科马则将分别增长74和60个百分点。 

• 总体来讲，至2040年，整个地区的人口会增长30个百分点。（*来源： JLL Research, Puget Sound Economic 

Forecaster, Puget Sound Regional Council, USC Population Dynamics Research Group） 

• 卡车制造商帕卡公司计划于2014年秋季在兰顿市修建一个面积为176,000平方英尺的零部件配送中心，以替换

只有新配送中心面积一半大小的原卡车零部件配送中心。 

• 帕卡公司在2014年第二个季度的卡车销售业绩达到了7.78亿美金，这只是该公司当季45.7亿销售额的一部分，

比去年同一季度增长了六个百分点。帕卡公司这个季度净收入为3.19亿美元。 



湖滨企业办公园区 

产业优势  

税 

•华盛顿州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兰顿市不征收企业营业税 （从2016年将开始征收企业营业税，零售业为0.05%，其他行业为0.085%*） 

 营业税收比较 

•贝尔维尤: 0.15% 各类商业企业 

•艾佛雷特: 0.1% 

•西雅图: 0.125-0.415% 

•塔科马: 0.11%-0.4% 

•肯特: 0.046%-0.152% 

    *City of Renton 

房价中间价比较(独立屋)* 

•兰顿市       $299,975 

•金郡              $375,000 

•西雅图       $405,000  

•雷德蒙德       $547,500 

•贝尔维尤       $590,000 

•伊萨夸           $499,000 
               *来源： Northwest Multiple Listing Service (December 2012) 

经济通道 

 

• 西雅图港，也是西雅图国际机场的管理者，是与亚洲的贸易往来以及前往阿拉斯加州的游轮的主要门户。就集装箱吞吐量而言，它是美
国第八大港口。 

 

高科技产业 

 

• 在由软件和其他科技公司所主导的Marcus & Millichap全国办公室物业指数排名中，西雅图入选2015年办公写字楼市场前三甲。西雅图持
续强劲增长的办公室工作以及活跃的科技公司使西雅图较纽约更胜一筹。 

• 阿里巴巴于2014年在西雅图设立了办公室。 

• 福布斯把西雅图排在了科技职业城市的第一位。西雅图大都市区发布了2010年到2011年科技工作就业增长了12% ， 科学、技术、工程、
数学领域的就业增长了7.6%，完胜硅谷的就业增长率。*数据来源Forbes/Praxis Strategy Group 

• 2014年，亚马逊的设施总监宣布公司将在未来的五年里在西雅图新增10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用地，这足够容纳超过71,000名员工。 

• 2014年11月，苹果向GeekWire 高科技新闻网站证实了其在西雅图开设工程办公室的计划。 

 

合理 的房价  

 

• 兰顿市与周边的西雅图、贝尔维尤、伊萨夸城市相比，房价更能被大众所接受。兰顿市的租房价格比大西雅图地区其他地段低35%。停
车费用是西雅图市区和贝尔维尤的1/3. 

 

 



南港地理位置 

往北去贝尔维尤 9英里 

去西雅图市（通过90号州际公路）15英里 

南望雷尼尔雪山 

华盛顿湖 



公交便捷 

南港与兰顿市新的快速公交站很近。快速公交F线将帮助乘

客快速到达目的地。停靠站包括各主要公司企业，商店，医
疗和其他服务，以及住宅区。公交快线还经停Burien中转中
心、Tukwila国际大道轻轨站、Tukwila海湾站、南兰顿换乘
、兰顿中转中心，方便乘客到达西雅图国际机场。 

公交快线 

Bus stops & Routes 

1 

2 

3 

4 

5 

Hotel at Southport 

1. Park Ave. N. & Lake Wash. Blvd. 

240 – Renton 

342 – Renton Transit Center 

560 – Burien Express 

566 – West Seattle Express 

F Line – RapidRide 

 

2. N. 10th St. & Park Ave. 

F Line RapidRide 

Link Light Rail 

Renton Transit Center 

Tukwila Sounder Station 

Seattle-Tacoma Airport 
 

3.   Logan Ave. & N. 10th St 

F Line RapidRide 

Link Light Rail 

Renton Transit Center 

Tukwila Sounder Station 

Seattle-Tacoma Airport 

 

4. Park Ave. N. & N. 8th St.  

240 – Renton 

342 – Renton Transit Center 

560 – Burien Express 

566 – West Seattle Express 

 

5.N. 8th St & Park Ave. N. 

240 – Renton 

560 – Burien Express 

566 – West Seattle Express 

 

Hotel at Southport 

公交站和路线 

兰顿市对于潜在的雇主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点。兰顿市地理位置理想，拥有优美
的环境以及四通八达的便利交通网。兰顿市处于区域交通交汇处的中心，是连接
167、169、515、900号高速与5、405、90号州际公路的交通枢纽。I-405与167

、169、515和900号高速都在兰顿市交汇。西雅图市、塔科马市、贝尔维尤市到
兰顿市都只有很短的车程。 



地理位置 

以下地点与南港的距离： 

I-405   0.3英里|1分钟 

I405/I-90枢纽                       5.7英里|5分钟 

贝尔维尤市中心  9   英里|7分钟 

西雅图国际机场  7.6英里|10分钟 

I-5   5.4英里|5分钟 

西雅图市中心                      11 英里|20分钟 

结合了理想位置和田园风景两大优势的南港必定成为办公楼租户的首选 

 

 

 

 

南港位置理想，在贝尔维尤市中心、西雅图市中心与西雅图国际机场之间。西雅

图国际机场是西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机场，在2014年为大约3750万名旅客提供

了服务。南港处于西雅图与贝尔维尤高科技行业的中心地带，可直达I-405，距离

I-90，I-5和其它位于东边的地点也只有很短的车程。从三座机场可直达南港：兰

顿市政机场、波音商务机场和西雅图国际机场。南港距离加拿大的温哥华、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也只有三小时的车程。 

 

•  地处普吉特湾区域内最美丽最便捷地段之一的全新湖滨社区  

•  坐落于华盛顿湖南岸，毗邻占地57英亩的珍妮蔻伦纪念沙滩公园 

•  由华盛顿湖、西雅图天际线、奥林匹克山和雷尼尔山组成的迷人的全景图 

 

Hotel at 

Southport 



距离湖滨办公园区半英里范围以内的餐厅、零售商铺和交通方式示意图 



南港15英里以内的大型企业，及其员工人数和相对距离 

1. 波音 – 0.1英里| 70,000 员工，14500就职于兰顿市  

2. 帕卡公司 – 17,000 员工， 1,300在兰顿市  

    兰顿市 – 0.8英里 贝尔维尤 – 9 英里  

3  海鹰球队 – 2英里 | 250 员工  

4. 联邦航空管理局 – 3 英里 | 1,500 员工  

5  Providence 健康服务 – 3英里 | 1,600员工  

6. Wizards 游戏公司 – 3英里 | 340员工  

7. Valley 医疗中心 – 5英里 | 2,300员工  

8. T-Mobile - 6 英里 | 3,200 员工  

9. Expedia – 6英里 | 12,000员工 

10. 微软- 40,000 员工  

       

雷德蒙德 – 13英里  

贝尔维尤 –   9英里   

 

 

Hotel at 

Southport 

11. 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 – 9英里 | 1,600 员      

工  

12. Overlake 医院 - 9 英里 | 2,500员工  

13. 好市多 - 9 英里 | 8,500 员工  

14. 阿拉斯加航空 - 9 英里 | 6,000 员工  

15. Drugstore.com - 9 英里 | 1,000 员工  

16. 优质食品中心 - 10 英里 | 5,500 员工  

17. UPS - 11 英里 | 5,500 员工  

18. 星巴克 - 11 英里 | 3,600 员工  

19. 谷歌 - 1,000 员工  

       

 

西雅图 - 18 英里  

科克兰- 12 英里  

 

20. 亚马逊 - 14 英里 | 15,000 员工  

22. 美国银行- 14英里 | 7,300 员工  

23. 瑞典医疗中心 - 14 英里 | 7,000 员工  

24. 比尔盖茨基金 - 14 英里 | 1,200 员工  

25. Group Health - 15 英里 | 9,000 员工  

26. Virginia Mason 医疗中心 - 15 中心 | 5,000 员工  

27. 华盛顿大学 - 16 英里 | 25,000 员工  

28. Adobe 软件公司 - 18 英里 | 500 员工  

 

 

 

 

南港 – 距离西雅图国际机场 7.6 英里  



健康生活地图 

南港被丰富的健康生活设施环绕。近

邻占地57英亩的珍妮蔻伦纪念沙滩公

园提供了宽阔的绿地、步行道、网球

场、排球场、儿童嬉戏场所、沙滩和

游艇下水码头。 

 

南港同时也位于Washington Loop - 一

条深受慢跑、自行车、滑板爱好者和

通勤者喜爱的休闲道上。 



周边医院 

南港办公园区距离此区域最好的多家医院只有

几分钟路程。其中包括在全美名列前茅的华盛

顿大学医疗中心。 

Waterfront 

Office Campus 

Evergreen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16 

mil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Medical Center – 16 

miles 

Harborview Medical Center – 14 miles 

Virginia Mason Seattle – 14 miles  

Swedish Medical Center – Issaquah – 15 

miles 

Swedish Medical Center – First Hill – 15 

miles 

Valley Medical Center – 5 miles 

Swedish Medical Center – Cherry Hill – 14 

miles  

Northwest Hospital & Medical Center – 21 

miles 

Harborview Medical Center – Longacres – 5 

miles 

Group Health - Renton – 2 miles 



正在施工中的南港酒店 — 一座包含350间客房
并配备43000平方英尺会展中心的高级酒店 

布里斯托二期 

14,081平方尺的街道零售商铺 

195间高档公寓| 324个停车位 

布里斯托一期 

10,057 平方英尺的街道零售商铺 

188 间高档公寓| 329 个停车位 

社区内餐厅：Peyrassol Cafe 

南港办公楼园区周边项目 



周边发展 

The Landing: 一个68英亩的城中村 

•  兰顿市的The Landing 距离南港仅0.1英里  

•  是普吉特湾内第十大购物中心（根据总出租面积） 

• 大约900个住宅单元 

• 5.7万平方尺的办公空间 

• The Landing:  占地68英亩，拥有超过160万平方英尺的零售，住宅，以及商

业空间。超过80万平方尺的零售面积，其中包括热门商店，20家不同的餐厅

，以及娱乐场所。 

• 零售商铺包括: Target, Staples, Lowes, UW Bookstore, Everything Party, Verizon, AT&T, Ross, Marshalls, Pet Smart, 

Massage Envy, Regal Cinemas, Seahawks Pro Shop, UPS, L.A. Fitness, Element Salon & Spa, Dick’s Sporting Goods,  

• 餐厅包括: Five Guys Burger & Fries, Vino at the Landing, The Rock – Wood Fired Pizza, Red Robin, Papaya Vietnamese 

Café, Thai 65, Shnoo Yogurt, Izakaya Sushi, Panda Express, Starbucks, World of Beer, Wild Fin, and Jimmy Johns.  



周边发展 

美国职业橄榄球冠军队--西雅图海鹰队--美国第四十八届超级碗冠军 

总部就在华盛顿湖畔  

— 
 

建筑规模：总面积约124,000平方英尺的管理和训练设施  

室外运动场:三块法定规格草皮运动场，一块人工草皮运

动场（150码）  

室内训练场:一块人工草皮运动场(80码 + 2 个球门区)  

 

 

 

距离南港只有2.4英里  

场地面积：19公顷可建设用地  

项目规模: 总面积20万平方英尺，设室内训练场  

场内可提供约300个停车位  

 



Barbee Mill: 华盛顿湖畔的全新湖滨住宅 

•  Barbee Mill 是一个拥有奢华家具配置的高档小区，现已售罄。小区在22英亩的

土地面积上修建了114套面积从2600至4000平方英尺不等的多层公寓 

• 是由Conner Homes公司在 Barbee Mill 原址上重新开发建成的豪华湖滨社区 

• 当地环境的清理整顿包括将长约600英尺的华盛顿湖滨线恢复到它的自然状态，

以及新增50英尺的缓冲带来修缮May Creek 

• 设计师采用实木、岩石和玻璃等自然元素，完美展现西海岸的建筑风格 

• 湖滨高档住宅价位从80万美金/套到600万美金/套不等 

周边发展 



波音公司的发展 

• 波音公司宣布为了满足全世界范围对客机的需求，他们将提高产量，从2013年第二季度开始每个月生产38架飞机，同时

他们需增雇上百名的员工。 

• 2011年，波音打败竞争对手EADS，获得一单与美国空军签约价值350亿美金的加油机飞机订单。 

• 兰顿市政机场，与兰顿波音工厂相邻，是华盛顿州第五大繁忙的机场。波音公司使用此机场作为出场飞机的试飞机场。 

• 兰顿工厂现在正在做一个价值6400万美金的改建，大批波音工程师汇聚在此。 

• 南港一直以来都是深受波音公司欢迎的景点和房屋开发地。 

• 波音在2014年出厂了第5000架新一代737客机。至今为止，新一代波音737和737MAX的订单数量一直分别保持在6,804架

和2,109架。737总订单量已超过12,000架，包括经典机型和一百多个军用机型。 

• 波音预期在接下来的20年间会有36,770架飞机的需求，同比去年的预期增长4.2%。波音于2014年七月在伦敦公布了年度

市场展望，估计新飞机产品的市值将高达5万2千亿美金。 

• 五架波音商业客机在去年正式进入中国投入使用，中国对超长距离飞行商业机种的需求持续增长。 

• 2014年2月，波音开始组装他们第一架新一代737飞机。飞机装配速度加快为每个月42架飞机。自从2010年，737的产能

已经提高了约33%，从每个月31.5架飞机提升到了每个月42架飞机，达到了新的最高水平。 

• 首架以新速度制造的新一代737应于2014年第二季度交付用户。按照之前公布的计划，737的产量将在2017年达到每个月

47架飞机。 



 

毗邻占地57英亩的珍妮蔻伦纪念沙滩公园 

办公园区租户有两条直接通道前往华盛顿湖最美丽的公园，珍妮蔻伦

纪念沙滩公园。该公园毗邻南港酒店，拥有丰富的运动和休闲项目。

这个2.5平方英里的公园提供步行道、网球场、排球场、篮球场、放

船码头、儿童游乐场地、马蹄坑、沙滩排球场和一个钓鱼码头。 

 

知名的Ivar’s 和Kidd Valley餐厅也落户园中。享受在沙滩上进餐，在

湖里畅游，在解说员带领下漫步观赏植物，此外还有一条长1.5英里

铺设好的沿湖岸步行道。 

 

此外,每年还有诸多音乐会和节日庆典在此举办。假日灯船巡游活动

的举办标志着假日季节的开始，在著名的Clam Lights Festival期间，

公园会被点缀上灯光，其他有趣的活动还包括儿童钓鱼比赛、每年7

月4日国庆节的庆祝活动以及Kidd Valley 夏季演唱会系列等。 



南港风景 

西面的西雅图天际线 南面雷尼尔雪山 

华盛顿湖的水上休闲项目 



可直达湖畔 

驶入南港码头的130尺的波音公司迪达拉斯号游艇 

兰顿市市长以及其他要员在南港的游艇上参加活动 

南港的客人们可以直达湖畔已恢复的华盛顿湖岸线。访

客们可以在距离办公园区仅几步之遥的湖边私人码头放

松，享受各种水上运动的乐趣。 

南港实景 



 

 

南港的风水极佳 :   

 
•  雷尼尔山作为酒店的背景在风水上是一种保护。高达14,410英尺的雷尼尔山峰是喀斯

喀特山脉中最显著的，同时也是美国第24高的高山。 

•  南港面前的华盛顿湖水域带来保护和好运，并且这两种特质都被背景中的奥林匹克山

和西雅图天际线所增强。 

• 毗邻的珍妮蔻伦纪念沙滩公园辽阔的水域线也是对酒店的保护。 

• 南港位于华盛顿湖畔的最南端，这个地理位置也是受到保护的。 

华盛顿湖和西北方的西雅图天际线 

从南港看到的华盛顿湖风景 

东南方的雷尼尔山 



联系方式 

Michael Christ,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mchrist@secodev.com 

Greg Krape,项目规划与开发经理 

gkrape@secodev.com 

Derek Janke,建筑施工部门经理 

djanke@secodev.com 

 

舍柯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1989年正式注册成立。着重于住宅、酒店、办公楼及零售等方面的土地重塑及高端综合项

目的开发。公司侧重于开发城市用地、提升社区质量，自觉保护建设用地的自然环境。舍柯地产的愿景是结合商业、

办公、酒店及停车场的高品质公寓，创建方便舒适的综合社区。 

 

舍柯地产自成立以来，已经开发建成了超过3,500个住宅单位、160,000平方英尺(14,864平方米)的商业区、80万平方

英尺(74,322平方米)的办公区、两家养老院以及三家酒店。 

 

舍柯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Puget Sound商务杂志列为2006年度普吉特湾地区住宅销量最大的住宅房产开发公司之一。

舍柯地产更是在2008年以最佳销售额业绩在景郡荣登地产销量榜首。 

华盛顿州兰顿市华盛顿湖北大道1083号 

425-282-5833  

www.secode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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