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幾個關鍵要點

 Riopel and Campbell Terrasses (R&CT)
是一處202棟聯排別墅組成的獨特社區，位
於蒙特利爾南岸（Southshore）的絕佳位
置，距離蒙特利爾市中心僅15分鐘路程。

 R&CT建造在523,909平方呎的土地上，其
中49,285平方呎空置。提供非常令人關注
的發展潛力。

 巨大的租金上行潛力。

 公共交通便利，毗鄰許多學校，鄰近非常
好的零售環境。



位置概述：隆格伊 - 綠地公園



關於位置：隆基（綠地公園）

 隆基人口429,000，是魁北克第五大城市。
到2022年，該市人口預計將增加到
450,000。

 已有數百年歷史的摩爾森啤酒廠（Molson

Brewery）剛剛要搬離蒙特利爾，在隆基
建立了一個新的生產和分銷中心。

 雖然隆基距離蒙特利爾市中心僅15分鐘路
程，但其物業價值仍然低得多。

 單戶住宅的中位數價格仍為$275,000，而
在蒙特利爾則是$410,000。

 綠地公園是隆基市的一個市行政區，人口
17,378。



物業概覽

地塊 2797901 2797944 2797956 2797957 2797943 2797946

地址 152-156 Terrasse Plante 213-231 Lawrence Street 825-45 Terrasse Nightingale 825-859 Terrasse Hollingdrake 826-889 Campbell Avenue 827-889 Terrasse Riopel

物業类型 多單位住宅 多單位住宅 多單位住宅 多單位住宅 多單位住宅 多單位住宅

面積（平方呎） 122195 14302 41394 155724 54733 135561

建成年份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層數 2 2 2 2 2 2

單位數 42 10 16 64 28 42

市政評估 $3,830,400 $873,300 $1,636,800 $6,241,000 $2,431,300 $3,804,200

市政稅 $42,592 $9,689 $18,183 $69,328 $26,999 $42,323

學校稅 $7,968 $1,807 $3,311 $12,489 $5,022 $7,817



社區平面圖

 社區佔據了Kinsey Street、Terrasse Plante

和Lawrence Street之間的整個街區。

 它受益於其精品位置，距離Taschereau 

Boulevard及其精彩的零售主幹道僅幾步之遙
。

 其地理位置優越，各種服務和便利設施应有尽
有，包括學校、醫院、公園以及許多交通選擇
和高速公路。

49,285平方呎的空地



已裝修的單位

 目前的業主已對所有聯排別墅
的維護和升級進行了大量投入
，包括：

 廚房，地板，浴室

 供暖系統轉換為電暖（佔所有
單位的80%）

 瀝青和石膏板工程

 所有屋頂的32%被更換



物業規格

 屋頂：沙石瀝青；瓦屋頂

 電氣：每個單位一個100安培電氣進線（斷路器）

 供暖：電暖（20%燃氣單位待轉換）。

 停車：每個單位有一個指定的停車位

 私人圍欄庭院和天井

 所有單位都有地下室

 租戶負責所有能源費用。

 未提供電器



租金上行潛力

 儘管有持續維護和最近的資本投入，與同地區類似產品的平均租金相比，這個202
個單位的社區仍然提供了巨大的上行潛力。

 單位組合由2、3和4間臥室構成；對家庭非常有吸引力。

平均 平均 月度 月度 年度

住房細分 數目 % 目前租金 市場租金 差異 潛力 潛力

4.5（2個房間） 46 23% $882 $941 $59 $2,714 $32,568

5.5（3個房間） 132 65% $928 $1,099 $171 $22,572 $270,864

6.5（4個房間） 24 12% $998 $1,209 $211 $5,064 $60,768

合計 202 100% $30,350 $364,200



現金流

修理和維護：$500/單位符合磚木結構的CMHC費用規定。

門衛工資的根據是按CMHC標準的$300/單位。

目前的租金仍然低於市場租金，這就可以透過空置單位很小的
表面裝修得到上行潛力，使未來的買家可以從中獲益。

目前的現金流

（現有租金帳） 今年 每單位

潛在總收入

基本租金收入 $2,176,860 $10,777

毛收入總額 $2,176,860 $10,777

一般空置損失 3% -$65,306 -$323

有效毛收入 $2,111,554 $10,453

費用

市政稅 37.0% $208,059 $1,030

學校稅 6.0% $33,633 $167

保險 5.8% $45474 $162

管理 15.8% $88,580 $439

維護和修理 18.0% $101,000 $500

門衛 10.8% $60,600 $300

除雪 5.3% $29,651 $147

垃圾 0.6% $3,225 $16

電力 0.4% $2,110 $10

電信 0.4% $2,131 $11

總費用 100.0% $561,725 $2,781

淨營業收入（NOI） $1,549,829 $7,672



報價指南

 要價：35,000,000.00加元。

 沒有已接受報價不可拜訪。

 目前必須承擔2300萬的貸款。（詳情備索）

 所有報價都必須轉發給賣方授權出售Riopel and Campbell聯排別墅社區的獨家
經紀人Frederic Bettan先生。報價必須至少公開72小時，並透過電子郵件發送至
Frederic.bettan@cbprestige.ca

 所有報價必須附有資金證明。

 本CIM中包含的所有資訊均嚴格保密，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完整的盡職調查
必須由買方負責。

mailto:Frederic.bettan@cbprestige.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