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uck Capital

廖内岛
新一代工业旅游业
综合开发区
汇集智慧共同推动非凡旅程



查克资本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新加

坡的私人投资公司。 它是一个家

族集团的投资部门致力于为旅游业

，工业和制造业在印度尼西亚的土

地收购项目提供服务。

查克资本公司对每个岛屿的土地使用权限，政府法规

，相关许可手续，以及不同项目所需的基础设施的深

入本土化了解是其与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重要保

证。 根据客户的需求，公司还可以通过设计思维在

我们的主要项目，工业和旅游业提供有创意的构思。

查克资本公司热衷于为项目寻找合适的资产类别，确

保您拥有顺利和成功的土地收购流程。 

旅游业和重工业的土地销售

旅游业不仅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占世界增长总值

的10％并实现4.5%的复合年增长率，还推动了全球对

废物回收的过程的支持， 所以查克资本公司认为其

参与全球工业和旅游业增长之旅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

作用。 查克资本公司正在寻找土地收购的潜在投资

者/合作伙伴，以促进进一步发展。

工业发展

查克资本公司将与塑料回收，电子废物回收，船舶修

理等行业的重工业公司合作，开发其岛屿。 通过提

供基本的基础设施以支持海外公司建立工厂。 

关于我们

我们的焦点



随着全球力量聚集在一起，为工业和旅游业带

来前所未有的变化，查克资本公司的印尼投资

项目也将成为这个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增长之

旅的一部分。

我们独特的发展理念和提供的解决方案将塑造

旅游业和工业部门的未来，为解决各种全球挑

战的可持续方案带来显着改变。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签署更新联邦海洋垃圾计划的立

法后，指责亚洲污染世界海洋。 他将西海岸漂浮的

塑料废品归咎于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排放。

中国在25年来一直是世界救助国，但现在已经不再购

买任何纯度低于99.5％的再生塑料废料，这一举措颠

覆了全球2000亿美元的回收产业，给产业带来了深远

的影响。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对贸易数据的分析，2018年上

半年，印度尼西亚塑料垃圾从越南和泰国的进口分别

增长增100％和1,300％。

 

由于出口国正在寻找新的买家，许多国家堆积了大量

垃圾，包括加利福尼亚，英国和澳大利亚等。 虽然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塑料

废品回收商购买了垃圾，但很快产能就不足以支撑曾

经被中国轻松吸收的产品量。

随着中国对塑料废物的大门有效关闭，大量小型中国

塑料回收商转移到其他东南亚国家。 他们建立了新

的工厂，并购买进口塑料垃圾进行再加工，但这些工

厂通常没有法律许可。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对贸易

数据的分析，2018年上半年，印度尼西亚塑料垃圾从

越南和泰国的进口分别增长增100％和1,300％。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

”对贸易数据的分析

，2018年上半年，印

度尼西亚塑料垃圾从

越南和泰国的进口分

别增长增100％和

1,300％。

工业区的全球趋势



印度尼西亚希望将巴淡岛重新定位为新加坡的制造和

航运枢纽，预期引进600亿美元的新投资。 自从政府

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将其作为工业区推广，位于新加

坡以南不到30公里的巴淡岛及其附近岛屿吸引了大约

200亿美元的投资。

廖内群岛于2007年被宣布为自由贸易区，拥有数千家

外国和本地公司，生产从计算机到石油钻井平台的各

类产品。 根据目前的授权，有关当局希望通过回收约

8,000公顷闲置土地向出口商或进口替代品生产商提供

给企业带来的好处。

巴淡岛印度尼西亚自由贸易区管理局代理负责人Edy 

Putra Irawady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目标

是开发巴淡岛特殊经济区的优势产业”，其中包括专

门的旅游和物流集群。

“基于近似计算，包括正在运作中的潜在投资价值约

为600亿美元。”

巴淡岛自由贸易区由八个岛屿组成，面积为71,500公

顷。 由于其位于最繁忙的航运渠道之一，廉价劳动力

和税收优惠，它已成为海外公司（尤其是新加坡公司

）的首选的投资目的地。 对自由贸易区经营的公司免

征增值税，奢侈税，以及进口关税。

印度尼西亚希望

将巴淡岛重新定

位为新加坡的制

造和航运枢纽，

预期引进

60亿美元

新投资



将帮助申请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

启动所需的所有许可证全部由巴

淡岛工业发展局(BIFZA)进行审核

，程序简易外国公司允许拥有

100%的所有权

足够的水源用于水处理和经营目

的 

拉迪岛

物流业支持的
战略性工业用地
Kepulauan Riau省的拉迪岛(Pulau Ladi) - 位于印度尼西亚,

距离印度尼西亚首府雅加达西北部约856公里

靠近Hang Nadim机

场, 距离东北部29

英里(或47公里)

较低的劳动力,土

地和水电成本

属于自由贸易区

总面积300公顷



拉迪重型工业区
综合团体概念初始计划汇集了所有制造商

通往重工业发展的旅程

概念的智慧
探索与海外塑料回收行业的生产商和回收公司

的合作

由300公顷组成
- 30%用于绿化相关的开发

- 重型工业区

- 住所

到位的生态可持续性废物管理系统，减少有害

物质释放回环境

拉迪重型工业区- 潜在的生态系统

所有概念都不是最终决定，还待商讨.

扫描参观拉迪！

拉迪重型工业区

大约10个来自塑料回收行业

的海外运营工厂，每个厂商

约需至少20公顷土地 

金融投资者

（债务/股东权益）

总体规划联盟开发商

贡献：土地，技术，实物



新及岛

适用于工业发展的
巨大面积土地
总面积5000公顷，可扩展至20,000公顷

拥有靠近

Riau,Jambi和

Bangka

Belitung  

距离新加坡

209公里

属于自由贸易区 乘船/飞机

只 需 30分钟抵达

巴淡岛

总面积

757 km²

由于位置靠近巴淡岛和民丹岛,可充
分利用物流和服务行业
能够满足亚太地区强大工业需求: 
运营成本较低。例如劳动力,电力,

水,土地征收

能够从廖内岛直接获得人力资源

将帮助和提供工业经营性质的营业

执照

充足的水源用于水处理和运营

I

III

II



所有概念都不是最终决定，还待商讨.

新及重型工业区
- 综合团体概念初始计划，汇集了制造业，海运业和回收业

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 通往重工业发展的旅程

概念的构思
- 探索与海外塑料回收行业生产商和回收公司的合作机会

- 与大型船舶报废，维护，修理和大修（MRO）相关业务合作

- 与电子废物回收组织合作

由5000个公顷组成，首先开发第1区和第3区
- 30%用于绿化相关的开发

- 重型工业区

- 住所

1000公顷的第2区
- 30%用于绿化相关的开发

- 重型工业区

- 住所

到位的生态可持续性废物管理系统，减少有害

物质释放回环境

新及重型工业区- 潜在的生态系统

扫描参观

新及!

新及重型工业区
来自海事部门，制造，回收

行业的海外业界企业

金融投资者

（债务/股东权益）

开发商总体规划联盟

贡献：土地，技术，实物



廖内群岛可以解决全球旅客的所

有问题例如：

- 放松

- 合适的天气气候

- 体验岛屿生活

- 基于体验的目的地

旅游业的全球趋势

全球旅游业经济总值为

世界第四大人口国，是经济

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印度尼西亚是增长最快的

20个亚洲旅游目的地之一

政府大力支持推动旅游业

发展

美元 2.6
兆

个从事旅游业

每十人中就有一

全球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韩国，日本和中

国等国家都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廖内群岛。

印度尼西亚



廖内群岛不仅拥有迷人

的自然风光，还有文化

和人造景点

印度尼西亚约17,000

个岛屿，其中

个在廖内群岛

所有到访印度尼西亚

的游客中，有3个城

市占90％，廖内群岛

仅在巴厘岛和雅加达

之后排名第

根据中央统计局（BPS），访问廖内群

岛省的游客人数在2018年达到了

，比上一年的2,139,962增长23.16％。

廖内岛

2,635,6643,200

3rd

将推动廖内群岛的旅游业的旅游趋势

旅客正在访问新目的地 

旅客正在找寻新的体验 

生态和教育之旅 的需求增加 

旅客享受当地的体验 

历史和文化 

冒险家的精神

1
2
3
4
5
6



瑞邦岛

探索印度尼西亚 
旅游业投资项目
位于在岛巴淡岛自治市的岛屿，廖内群岛省 是由巴里

朗的六座桥梁连接起来的第二大岛屿系列。

靠近巴淡岛 - 印

度尼西亚发

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该岛约位于巴丹岛

54公里处车程约

1.5小时

各种概念有待探索 - 

豪华度假村，农业旅

游，游艇俱乐部等

土地总面积的10％将用于建筑物

，如度假村，酒店和别墅

剩下的土地将分配给农业，高尔

夫球场和海滩

沿海有5公里的白色沙滩

来自山区的可用水源可用于水坝

开发和现有政府基础设施的电力

连接 

总面积665公顷



概念的构思
- 探索与传统农业公司的合作，增加高需求和高利润水果

，例如：榴莲

- 与垂直农业企业合作，展示农业技术的未来，提高种植

产量的效率

- 与豪华度假村或游艇俱乐部合作，为高净值人士和超高

净值人士提供优质旅游目的地

总面积为665公顷
- 90％用于绿化的相关发展，如高尔夫，农业，垂直农业

- 10% 用于建筑开发，如酒店，度假村，别墅开发，主题

公园等

到位的生态可持续性废物管理系统，减少有害

物质释放回环境

瑞邦豪华农业旅游目的地-潜在的生态系统

所有概念都不是最终决定，还待商讨.

扫描参观

瑞邦!

瑞邦豪华农业旅

游目的地

投资者来自于传统农业/垂直农

业，度假村，酒店和别墅发展

商/管理公司

金融投资者

（债务/股东权益）

开发商总体规划联盟

贡献：土地，技术，实物



奔家喜 拉亚岛

探索印度尼西亚
旅游业投资项目
位于在岛巴淡岛自治市的岛屿，廖内群岛省 是由巴

里朗的六 座桥梁连接起来的第二大岛屿系列。

总面积340公顷

靠近巴淡岛 - 印

度尼西亚发

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各种概念有待探索 - 

豪华度假村，农业旅

游，游艇俱乐部

综合度假村（Integrated Resort

）可以成为奔家喜 拉亚岛整体综

合旅游战略的一部分，以提升其

目的地吸引力。

开发商可以将奔家喜 拉亚岛定位

为独特的世界级开发项目，提供

各种设施，如娱乐节目，主题公

园，酒店，奢侈品零售，精致餐

饮和其他异国情调体验。

奔家喜 拉亚岛将在印度尼西亚成

为下一个作为引人注目的旅游目

的地的主张的岛屿

足够的水源用于饮水处理和操作

目的

Batam Island



奔家喜 拉亚 豪华生态旅游岛
- 综合团体概念初始计划，将奢侈生态旅游的所有利益相

关者聚集在一起

- 通往新旅游概念的旅程

概念的构思
- 探索与豪华生态旅游玩家的合作

- 与垂直农业企业合作，展示农业技术的未来，提高种植

产量的效率

- 与豪华度假村或游艇俱乐部合作，为高净值个人和超高

净值个人提供优质旅游目的地

总面积340公顷
- 30％用于绿化的相关发展，如高尔夫，农业，垂直农业

- 70％用于建筑开发，如酒店，度假村，别墅开发，主题

公园等

到位的生态可持续性废物管理系统，减少有害

物质释放回环境

奔家喜 拉亚 豪华生态旅游岛- 潜在的生态系统

扫描参观

奔家喜 拉亚!

奔家喜 拉亚 豪华生

态旅游岛

来自垂直农业，度假村/主题

公园开发商/运营商，豪华生

态旅游公司的投资者

金融投资者

（债务/股东权益）

开发商总体规划联盟

贡献：土地，技术，实物

所有概念都不是最终决定，还待商讨.



Chuck Capital

www.chuckcapit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