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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成就生活



  

关于塞浦路斯
三大洲之间的天堂绿洲

为什么选择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第三大岛屿。这里被认为是最有吸
引力的生活、教育、休闲、经商的国家之一。每年上
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享受其宜人的气
候，在舒适的海滩上放松，沉浸在五星级酒店的豪华
氛围与惬意之中

PRIME PROPERTY GROUP
塞浦路斯的资产- 安全投资

如果您在塞浦路斯购买房地产，您的交易掌握在值得信赖的
专家手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PRIME PROPERTY GROUP是一家
为买家及投资者在塞浦路斯房地产领域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专
家，以忠诚、可靠及高水平的竞争力赢得了无可挑剔的光荣
声誉

Prime Property Group是塞浦路斯本地的房地产开发商，拥
有数千个精心设计建设的房产。我们正与对我们信赖的私人
及企业客户展开合作。我们的愿景是与客户建立以信任为基
础的长期关系。我们将客户视为商业伙伴，而我们则是可以
解决广泛的重要问题的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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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350天的阳光普照

90% 英语普及率

欧洲最洁净、最安全的海滩

欧洲的教育标准

海上油气田和赌场建设实现
不可限量的经济增长

 为什么选择PRIME PROPERTY GROUP：

我们是塞浦路斯唯一一家提供量身定制
房产的公司

我们是塞浦路斯房地产领域的专家

我们保证完全遵守法律并为所有交易提供尽职调查

我们同时拥有地产经纪牌照，在利马索
尔，拉纳卡和帕福斯经营

我们提供全面的售后服务，包括移民服务、定居服
务以及房产租赁和房产管理

塞浦路斯的地中海气候是世界公认的最有益于健康且最温和
的气候之一，海洋与高山纯净富氧的空气是健康的关键，塞
浦路斯是欧盟成员国，拥有现代化发达的基础设施，以自己
的卫生系统为荣。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运动是塞浦路斯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除了舒适的生活方式外，塞浦路斯还提
供了欧洲最低的税收，外国购房者可以获得塞浦路斯绿卡和
或者塞浦路斯公民身份

欧洲最低税率国家

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

壮美的自然景观

欧洲最低的犯罪率
世界第五安全国家

购房可获得永久居留权（绿卡）
或公民身份（国籍）



房地产开发

房产经纪人

移民服务

在利马索尔独立开发房地产项目

代理塞浦路斯全国数千套来自开发商和业主的房产

• 塞浦路斯投资入籍

• 塞浦路斯永久居留权

物业管理

房产出租与出租管理

旅游

提供数百套房产物业服务

海量的独家房源信息

• 酒店预订服务

• 机票预订服务

• 独家旅行线路

• 游艇及汽车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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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利马索尔近郊的一座古城。该城拥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古老剧院（公元前2世纪由希腊人建造） 阿依纳帕最受欢迎的海滩就是尼西海滩，2公里长的海岸线，因白色的沙滩、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的蓝色大海以
及最清澈的海水出名

由世界著名建筑师和工程师开发的游艇专用码头，其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海上生活方式绚丽的阿卡马斯半岛，该岛西北端有一种独特但脆弱的美。独特，是因为它是塞浦路斯岛上最后一个基本上未
受大众旅游及项目影响的沿海地区

在奥林匹斯山上滑雪。塞浦路斯不仅拥有无尽的阳光及无边无际的大海，还包含了一座位于特罗多斯山区的雪场 Meze是塞浦路斯的国菜，由不同的开胃菜和各种食材组合而成，通常包括多达20道菜品

KOURION NISSI BEACH

LIMASSOL
MARINA

CYPRIOT
M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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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MAS

SKI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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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机遇
通过投资房地产获得欧洲公民身份

根据塞浦路斯法律，从2014年3月19日起，投资塞浦路
斯经济的非欧盟人员将允许获得塞浦路斯(欧洲)公民
身份。2019年5月15日更新了移民政策

塞浦路斯国籍申请条件

通过投资获取永久居留权

在塞浦路斯购买房产获得欧洲永久居留权是有史
以来最好及最快的方式.

塞浦路斯居留权的主要优势

最低投资额为200万欧元

2-3个月内即可获批

投资者必须拥有在塞浦路斯的私人住宅，且价值至少
在50万欧元。如果是居住型房产投资（公寓及别墅） 
，那么私人住宅可算在投资额内，无需额外购买

投资期最少5年

终身有效，无需续期

向政府捐款15万欧元

申请人无犯罪记录

一家三代移民，包括申请人夫妻双方，
25周岁以下子女及夫妻双方的父母均可
同时获得绿卡

仅需每两年登录塞浦路斯一次以外，无其他居
住要求，而不是像其他欧洲国家要求每年至少
居住3-6个月以上

鼓励您在塞浦路斯经商，并享受税务红利

主申请人的父母也有权申请塞浦路斯国籍，只需要他
们名下拥有不低于50万欧元自住房产

Prime Property Group为您提供购房+移民一条龙服务，协助您提
交投资公民身份申请，并确保您的所有家庭成员及时获得塞浦路
斯护照。塞浦路斯投资入籍方案拥有诸多益处：仅需投资200万欧
元，投资可在5年后出售，投资可通过多种方式达成，包括购买住
房或商业地产。值得强调的是，塞浦路斯护照并非居留许可或签
证，而是欧盟成员国完全公民身份

塞浦路斯公民的主要优势

•快捷的流程——仅需6月即可获得护照（欧洲最快），递交申请后
2-3周即可获得绿卡登录塞浦路斯居住。
•投资不低于200万欧元
•投资者5年后有权出售投资，仅需保留价值50万欧元的自住房产
•在申请公民身份申请之前、期间或之后，不需要在塞浦路斯居住
•整个家庭均可获得公民身份——包括配偶及所有经济上依赖其抚养
的28岁以下子女

•申请人的父母也有权申请塞浦路斯公民身份，仅需在他们
名下拥有50万欧元居住型房产
•受欧盟立法和条例保护的欧盟公民享有的所有权利：在欧
盟28个成员国及瑞士、列支敦士登、挪威和冰岛任何地方居
住、工作、经商、学习以及旅行的自由
•免签全球158个国家，包括所有欧盟国家、港澳台、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允许双重国籍，申请塞浦路斯国籍前先发放塞浦路斯绿
卡，方便出行，且不会向中国申报塞浦路斯公民身份
•塞浦路斯没有双重征税、国际税收筹划工具，不会透
露塞浦路斯公民的财务信息

塞浦路斯绿卡申请条件

申请人需要从同一开发商购买一处或两处新房产，房产总额

需达到30万欧元，不包括增值税(V.A.T.)。提交申请时，必

须支付不低于20万欧元（不包括V.A.T.）的房款，销售合同

必须在国土登记处登记

颁发塞浦路斯永久居留权证大约需要2个月，包括申请人的配偶，25

岁以下的经济为独立子女以及申请人夫妻双方的父母;

塞浦路斯永久居留权的独特优点一步到位的绿卡，是终身有效，而在

其他欧洲国家，居留许可都有期限，最多为5年;

在塞浦路斯银行开设一个存款账户，存款金额为3万欧元，定期期限

为3年，三年后本息返还;

塞浦路斯永久居留许可的另一大优势是，您只需每两年登录塞浦路斯

一次，而没有其他的居住要求

为什么选择在塞浦路斯永久居留？

塞浦路斯的气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益于健康和最温和的气候之一;

塞浦路斯的夏季从4月一直持续到11月;

塞浦路斯的物价合理，生活消费比其他欧洲国家便宜;

简单的获得永久居留权和公民身份的流程;

超过90%的英语普及率，是欧洲除了英语为母语国家外最高的;

塞浦路斯为接受高质量的标准化教育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在塞浦路斯拥有学费低廉的纯正的英式教育的私立学校;

欧洲税率最低;

公司所得税只有12.5%。从2017年1月1日起，取消了房产税



PORTUGAL
4 H. 45 MIN.

SPAIN
4 H. 

GREECE
1 H. 40 MIN.

EGYPT
1 H. 15 MIN.

ISRAEL
1 H. 5 MIN.

IRAN
2 H. 20 MIN.

LEBANON
40 MIN.

SAUDI ARABIA
3 H.

QATAR
3 H. 30 MIN. UNITED ARAB

EMIRATES
4 H. 

ITALY
2 H. 45 MIN.

FRANCE
4 H. 

BELGIUM
4 H. 

GERMANY
3 H. 45 MIN.

NETHERLANDS
4 H. 

DENMARK
4 H.30 MIN.

SWEDEN
4 H. 30 MIN. 

NORWAY
4 H. 45 MIN. 

UKRAINE
3 H. 

RUSSIA
3 H. 45 MIN. 

UNITED
KINGDOM
4 H. 30 MIN.

SOUTH AFRICA
9 H. 30 МIN.

CHINA
8 H. 30 MIN.

BULGARIA
2 H.

塞浦路斯税收优惠
非定居

60天的税务居留

随着“非定居”规定的推行，不在塞浦路斯定居的塞浦路斯纳税个人（在过去20年中至少有17年未作为纳税居
民的个人）将实际上不承担任何利息，租金或股息（无论是实际的还是被认定的），无论这些收入是来自塞浦
路斯境内，是汇入银行账户还是经济上用于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议会刚刚批准了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个人
有权被视为塞浦路斯的税务居民，只要他/她累计满
足下列条件：
他/她应在纳税年度内在塞浦路斯逗留至少60天；
他/她应在纳税年度的任何时间在塞浦路斯从事任何
业务和/或在塞浦路斯工作和/或担任塞浦路斯公司税

务的董事;
他/她应在塞浦路斯持有永久居住地，可作为业主拥
有或从持有者处租用;

13

  

12

  

 

塞浦路斯护照持有者可免签前往157个国家 
塞浦路斯公民可以在28个欧盟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自由地旅行、居住和工作。此外，塞浦路
斯公民有权免签前往共计158个国家，无需签证



为什么选择我们



| 整套精装修

| 全屋实木地板

| 卫生间及浴室大理石墙面和地面

| 高层高设计(3.15 m)

| 安全入户门

| 可视对讲系统

| 地暖系统

| VRV中央空调系统

| 高端欧洲品牌卫浴洁具

| 双层隔热玻璃及隔热铝框

| 高端意大利定制橱柜

| 高端定制衣柜

| 厨柜软关系统

| 顶层公寓享有带泳池的私人屋顶露台

16 17

注意:可移动的家具，家用电器以及室内装修产品不含在内

PRIME PROPERTY交房标准 PRIME PROPERTY交房标准

精装标准
PRIMEPROPERTY GROUP: 每一处物业都传承标志性的顶级装修:

PHILOSOPHY OF KUDOS +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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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 PROPERTY交房标准 PRIME PROPERTY交房标准

| 全屋复合木地板

| 卫生间及浴室高端瓷砖

| 铝框双层隔热玻璃

| 高档入户门

| 全屋预装分体式空调接口

| 欧洲品牌洁具

| 高端橱柜衣柜

| 人造石台面

简装标准
PRIME PROPERTYGROUP: 每一处物业交付均体现PRIME PROPERTY GROUP标志性的
顶级标准装修:

注意:可移动的家具，家用电器以及室内装修产品不含在内

PHILOSOPHY OF KUDOS + STYLE



| 大面积的屋顶空间

| 甲板地板

| 游泳池与按摩浴缸采用马赛克瓷砖

| 户外厨房

注意: 不含可移动的家具及装饰

标志性顶层公寓
PRIME PROPERTY GROUP重新定义了顶层公寓的认知。PRIME PROPERTY GROUP标志性的顶层公寓

在几乎所有的公寓项目中颇具特色，代表着满足客户寻求最高舒适度、满意度以及隐私性的最佳

选择

20 21

PRIME PROPERTY GROUP标志性顶层公寓 PRIME PROPERTY GROUP标志性顶层公寓

PHILOSOPHY OF KUDOS +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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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yrou Kyprianou 73, Germasogeia, 
邮箱70649，4042利马索尔——塞浦路斯

电话：  +357 25 32 22 92
传真：  +357 25 32 22 95

info@kudosandstyle.com 
www.kudosandstyle.com

295122 23

PRIME的特色内部装修 - PKS
追求声誉与风格并行的哲学

“提前设计您的家”

自1953年成立以来，PRIME即建立起声誉与风格齐头并进的哲学（即PKS），多年来凭借经验使之不断

加强，现已项目成为与意大利最大的品牌及设计师合作的家居哲学。我们的建筑师及室内设计师团队珍

视您对于家居空间的独特愿景，并基于此提供服务，为您打造追求宁静与完美之感的空间。我们的热情

能够让您忘记所有日常压力，因为我们一直致力于选择集品质与优雅于一身的产品。我们专业的室内设

计师将尽己所能地完成每个项目，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愿望及美好想象。我们的产品范围涉及 ：室内+

户外家具，地毯，窗帘，灯饰，床上用品，配饰，床垫，地毯，手工墙纸等，我们的报价范围包括从项

目开始到完成竣工，并将交付给您一个完美的空间。我们自豪于代理了一些行业中的最好品牌，包括：

Poltrona frau, Ligne Roset, Fendi, Kartell, Magis, Bonaldo, Vibieffe, Fiam, Tribu, 

Vispring, Yves Delorme,Flos, Louis Poulsen, Lalique, Venini, Alessi, iittala, Bosa, 

Stepevi, Teckell, Welter.

我们可以帮您轻松将您对家居或企业设计的梦想进行可视化和概念化！ 为您提供顶级的3D平面图。
#PKS_Services

Starting from 19th March 2014, according to the 
Cyprus laws, the non-Europeans investing in the 
economy of Cypru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ob-
tain Cyprus (European) citizenship.

Prime Property Group’s Legal Department offers a service 
package to facilitate the submission of investment citizen-
ship applications and to make sure all of your family mem-
bers receive Cyprus passports in a timely manner. The pro-
gram offers a lot of benefits: investment can be sold after 3 
years, investment can be obtained in a number of ways in-
cluding residential property and government bonds (maxi-
mum 500 000 eur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apprehend that 
receiving a Cyprus passport is not a residence permit or a 
visa but rather full citizenship of the EU-member state.

MAIN BENEFITS OF THE PROGRAMME
• Express procedure — only 6-8 months (the fastest in Europe)
• Investment of minimum € 2 million (+ VAT if applicable) 
in real estate and government bonds
• The investor is entitled to sell the investments after 3 
years, however he/she must hold possession of at least 
500 000 Euro worth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 VAT if 
applicable)
• No requirement to reside in Cyprus either before, during 
or after the approval of the citizenship application
• The citizenship is obtained by the whole family — 
husband, wife and all financially dependent children up to 
the age of 28
• The applicant’s parents are also entitled to apply for 

Cyprus citizenship by exception provided that they own 
a lifetime residence of at least €500 000 (excluding VAT).
• All the rights of an EU citizen protected by EU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s are afforded: freedom to reside, work, do 
business, study and travel anywhere in the EU, Switzerland, 
Liechtenstein, Norway and Iceland
• VISA-free travel to 158 countries worldwide, including 
all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Canada and Australia 
amongst others
• Dual-citizenship permitted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itizenship in Cyprus is not reported to other countries
• No double taxation in Cyprus, international tax planning 
tool and financial confidentiality to the Cyprus passport 
holders.

REQUIREMENTS FOR INVESTORS

• The minimum investment amount is €2 million (+ VAT 
if applicable)
• Keeping investments for a period of minimum 3 years
• Clear criminal record for applicant (incl. all family 
members)
• The investor must own a private residence in Cyprus, 
purchased for at least €500.000. If investments are 
made into residential property, this requirement is not 
applicable
• The applicant’s parents are also entitled to apply 
for Cyprus citizenship by exception provided that 
they own a lifetime residence of at least €500.000 
(excluding VAT).

PHILOSOPHY OF KUDOS + STYLE



50 295124 25

PHILOSOPHY OF KUDOS + STYLE



项目地图



PRIME PROPERTY GROUP 利马索尔项目地图 PRIME PROPERTY GROUP 利马索尔项目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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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THEA RESIDENCE (公寓)

ARKADA HOUSE (公寓)

BELLINI RESIDENCE (公寓)

BOSCO RESIDENCE (公寓)

COASTAL PARK RESIDENCE (公寓)

FAMILIA GARDENS (公寓,别墅)

FAMILIA RESIDENCE (公寓) 

FIJI SUITES (公寓) 

FORUM PLAZA (公寓)  

GRAND PARK (公寓) 

MAIYA RESIDENCE (公寓) 

ORCHARD HOUSE (公寓)

MALIBU RESIDENCE (公寓)

SUMMER HOUSE (公寓)

SUNBURY HOUSE (公寓)

OSCAR HOUSE (公寓)

KIWI RESIDENCE (公寓)

OXFORD HOUSE  (公寓)

ROSSINI RESIDENCE (公寓)

ALLURE RESIDENCE (公寓)

ROSEWOOD RESIDENCE (公寓)

SPRING RESIDENCE (公寓)

HORTENSIA RESIDENCE  (公寓)

MONTEBELLO MANSIONS (别墅)

HILLSIDE VILLAS (别墅)

VILLA ROSSI (别墅)

BELMONT HOMES (别墅)

BRADFORD HOMES (别墅)

GRAND VALLEY HOMES (别墅)

MAYFORD HOMES (别墅)

RICHMOND VILLAS (别墅)

TOWN HILL VILLAS (别墅)

BLACKBERRY (公寓)

BLUEBERRY (公寓) 

COLUMBIA HOUSE (公寓)

JOYA RESIDENCE (公寓,别墅) 

SOHO RESIDENCE (公寓) 

YORK HOUSE (公寓) 

HAMILTON COURT (公寓)

LIBRARY LOFTS (公寓)

AZUR RESIDENCE (公寓)

BLUE OCEAN (公寓, 写字楼) 

INFINITY TOWERS (公寓)

SKY TOWER (公寓)

EDEN ROC RESIDENCE (公寓, 平层别墅)

MARCO POLO (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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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滨闭式小区 海景豪宅市区封闭式小区 写字楼城区别墅

28

LIBERTY TOWER (写字楼) 

SUMMIT BUSINESS CENTRE (写字楼) 

 

 海滨综合体和海岸一线项目

符号

餐厅

码头

高速公路

高尔夫球

办公室PPG

PPG项目

学校

便利店



To Limassol
40 min

Andrea Omirou Ave

Agion Anargiron Avenue                                     Spyrou Kyprianou Avenue

NEAPOLIS

UNIVERSAL

 OLD TOWN 
OF PAPHOS

KATO PAPHOS
Paphos Mosaics

Neapolis

Lighthouse
Beach

Lighthouse
Beach

Tombs of the Kings

Paphos
Archaeological Park

Medieval Castle
of Paphos

MEDITERRANEAN SEA

Elysium
5-star Hotel

King Evelthon Beach 
Hotel and Resort

Alexander The Great
Beach Hotel

Almyra Hotel

SODAP Beach

Alykes Beach

Annabelle Hotel

McDonald's

Kings Avenue Mall

Alphamega Paphos

Municipal 
Greens

Evropis Ave

Poseidonos Ave

Ap
os

to
lo

u 
Pa

vl
ou

 A
ve

                                                                                                                                                                                                                                                                      Tom
bs of  the Kings Ave

Adamantiou Korai

Aristarchou

To Larnaca
International Airport

1,5 hours

To Paphos
International Airport

10 min

To Akamas 
National Park

45 min

Promenade
& Sandy beach

THE HERITAGE

8 31

THE HERITAGE (公寓)

海滨闭式小区

30

酒店

考古遗迹

高速公路

Prime办事处

符号

PRIME PROPERTY GROUP 帕福斯项目地图 PRIME PROPERTY GROUP 帕福斯项目地图



8 33

STOCKHOLM RESIDENCE  (公寓) PRIME TOWER  (写字楼) 

海滨闭式小区 写字楼

32

城市配套

高速公路

Prime办事处

符号

PRIME PROPERTY GROUP 尼科西亚项目地图 PRIME PROPERTY GROUP 尼科西亚项目地图



现房展示



ARKADA HOUSE豪华公寓住宅区距离海滩300米，位于利马索尔的高档社区，静谧的环境
为居住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 仅有14套公寓

| 距离Dasoudi海滩仅300米

| 室内设施：泳池，健身房，覆盖停车场

| 可遥控封闭式社区

| 高层高设计（3.15米净层高）

| 高端装修

| 预装地暖系统

| 宽敞的覆盖阳台

| 临近便利设施

| 顶层公寓配有私人屋顶花园和私人泳池

ARKADA HOUSE 
利马索尔，地区：POTAMOS GERMASOGEIAS，距海：300М

36 37

这是一个位于利马索尔市中心的高端住宅项目，由1-3室公寓和一套豪华的带私人屋顶露台的顶层公寓组
成

SOHO RESIDENCE
利马索尔, 地区: 市中心, 距海: 1500M

仅有6套公寓

5分钟车程到海边

封闭式带覆盖车位的小区

豪华装修：实木地板，大理石卫浴，嵌入式家具

高层高设计(3.15 m)

安全入户门

VRV 中央空调系统和地暖系统

宽阔的阳台

顶层公寓配有私人屋顶花园和私人泳池

| 

|

| 

| 

 

| 

|

| 

|

| 

现房展示 现房展示

PHILOSOPHY OF KUDOS + STYLE



现房展示

COASTAL PARK RESIDENCE为那些寻求拥有室内设施的时尚社区的舒适生活的住户，提供了一种奢华的生活方
式。该项目位于利马索尔最繁华的旅游区之一——PAPAS，可从著名的DASOUDI公园的沙滩上漫步悠然而至

宁静的环境以及所有想象得到的城市设施的毗邻（包括PAPAS超市），为开启幸福的家庭生活提供了理想的
条件。距离该项目仅150米的沙滩，保证让你在COASTAL PARK RESIDENCE的房产成为成功的投资，并带来大量
的租金收益

COASTAL PARK RESIDENCE
利马索尔，地区：POTAMOS GERMASOGEIAS，距海150M

38 39

现房展示

距离Dasoudi海滨公园和沙滩150米

泳池，健身房，桑拿和覆盖停车场

可遥控封闭式社区

H高层高设计(3.15 m)

高端装修

临近便利设施

顶层公寓配有私人屋顶花园和私人泳池

| 

|

| 

| 

| 

|

| 

 

PHILOSOPHY OF KUDOS + STYLE



40 41

现代化住宅小区，包括30套豪华的一居室至四居室的高标准装修公寓

该项目位于利马索尔的Papas地区，利马索尔市最著名

的旅游区之一，且距离Dasoudi 公园的沙滩仅150米

安静的环境和靠近所有城市设施的便利为幸福的家庭

生活提供了理想条件。这个项目将是您的最佳投资选

择

GRAND PARK
利马索尔, 地区: PAPAS, 距海: 150M

PHILOSOPHY OF KUDOS + STYLE

距离Dasoudi海滨公园和沙滩150米

泳池，健身房，桑拿和覆盖停车场

可遥控封闭式社区

高层高设计(3.15 m)

高端装修

临近便利设施

顶层公寓配有私人屋顶花园和私人泳池

| 

|

| 

| 

| 

|

| 

 

现房展示 现房展示

PHILOSOPHY OF KUDOS + STYLE



该项目位于著名的住宅区POTAMOS GERMASOGEIA

这是一座仅有4套现代化别墅和6套公寓、顶层公寓
以及带有私人花园的复式住宅的小区。顶层公寓享
有私密的屋顶按摩浴缸

城市的便利设施，如便利店、面包店、药店和
自助餐厅，皆可步行而至。利马索尔最好的沙滩和
娱乐设施也可驱车在5分钟中内抵达

FAMILIA GARDENS
利马索尔，地区：POTAMOS GERMASOGEIAS，距海：1300М

BELLINI RESIDENCE 位于利马索尔久负盛名的PAPAS区域

项目步行可到Dasoudi海滩和Eucalyptus公园. 宁静又
不失生活的便利

您选择Bellini Residence也是投资出租的不二选择

BELLINI RESIDENCE
利马索尔, 地区: PAPAS, 距海: 350M

42 43

已完工项目 已完工项目

距离Dasoudi Park海滨公园350米

泳池，健身房，桑拿和覆盖停车场

可遥控封闭式社区

高层高设计(3.15 m)

高端装修

临近便利设施

顶层公寓配有私人屋顶花园和私人泳池

| 

|

| 

|

|

| 

|

 

距离Dasoudi海滨公园和沙滩1.3公里

公共泳池和停车位

安全的封闭式小区

欧洲品牌高端装修

临近便利设施

所有公寓配有屋顶花园和按摩浴缸

| 

|

| 

|

| 

|

 



海滨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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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NITY TOWERS
利马索尔, 地区: TOURIST AREA, 距海: 一线海景

该项目由英国顶级设计团队，亲自操刀，力求给您从未有过的居住体验
利马索尔新的享有声望的海滨综合体项目坐落于最受欢迎的五星级酒店之一-Amathus Beach Hotel和Four
Season Hotel对面。该项目位于一个精心挑选，安静且安全的社区Amathunda中，这一现代化的项目的灵
感来自一览无余的大海和城市景观，周围环绕着风景如画的绿色景观

1-4卧室公寓，顶层公寓，复式公寓

一线海滨

每一套都有毫无遮拦的海景

毗邻利马索尔最好的五星级酒店（Amathus Beach
Hotel和四季酒店）

豪华SPA和理疗室，室外泳池酒吧和室内泳池，网
球场及儿童游乐场

顶级装修标准

地暖系统及VRV中央空调系统

高层高设计(3.15 m)

高端橱柜衣柜

安全入户门及对讲系统

| 

|

| 

| 

 
|

 

|

|

| 

|

| 

 

海滨综合体 海滨综合体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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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层的独特的高层住宅综合建筑，拥有按照世界建筑及规划最新趋势开发的酒店配套设施

居民可以在优雅的封闭式社区内坐享令人难以置信的
海景以及舒适的环境，内部配备完善的室内设施，如
礼宾服务，SPA，公共室外泳池，室内温水泳池，健
身房，网球场，绿化区和地下停车场等

该项目包括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豪华公
寓，顶层公寓以及带有屋顶私人泳池的复式建筑。
每套住宅均有3.15米挑高天花板及高品质装修，令所
有买家惊叹不已。大多数公寓楼都可欣赏到地中海、
利马索尔市风景如画的壮丽景观

| 伦敦设计师的地标性建筑
| 无遮拦的海景 
| 距离海边300米

| 高端装修(大理石地板, 2.4米门高, 安全入户门,高端嵌入  
| 式家具, 卫浴) 

| 地暖系统及VRV中央空调系统
| 顶层公寓配有私人屋顶花园和私人泳池

SKY TOWER 
利马索尔, 地区: POTAMOS GERMASOGEIAS, 距海: 300M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海滨综合体海滨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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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 TOWERSKY TOWER



52 53

SKY TOWER — 公共区域SKY TOWER — 公共区域

PHILOSOPHY OF KUDOS + STYLE



54 55

SKY TOWER — 顶层公寓SKY TOWER — 顶层公寓

PHILOSOPHY OF KUDOS +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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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EN ROC RESIDENCE
利马索尔, 地区: TOURIST AREA, 距海: 500 M

EDEN ROC RESIDENCE是一个豪华的住宅区，位于旅游区中一个私密而安静的社区，离海岸大约500米。
这幢7层高的建筑，住户享受着封闭社区酒店式设施的私密性，包括门卫、SAP、室外泳池、室内温水泳
池、健身房、景观园林、儿童游乐场以及带游戏室的会所

伦敦著名建筑设计师之一的标志性建筑作品

距沙滩500米

带闭路电视安全的封闭式综合社区

附带酒店式设施：室外泳池、奥运标准规模的室内温水泳
池、SPA、礼宾室、游戏室、会所、地下停车场、大型户外花
园、健身房和儿童游乐场

带有私人泳池的顶层别墅

| 

|

|
 
|

 

| 

| 宽敞的复式以及三层公寓，是购买平层别墅的最佳选择。

| 带私人地下室和电梯的三层住宅

| 挑高天花板（净高3.15米）

| 高标准装修（镶木地板，2.4米门高，入户安全门，热铝窗 
| 框，顶级内置家具，卫生洁具）

|地暖系统以及预装中央空调系统

海滨综合体海滨综合体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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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OF KUDOS + STYLE

EDEN ROC RESIDENCE — 公共区域EDEN ROC RESIDENCE — 公共区域



60 61

PHILOSOPHY OF KUDOS + STYLE

EDEN ROC RESIDENCE — 公共区域EDEN ROC RESIDENCE — 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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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EN ROC RESIDENCE — 顶层别墅EDEN ROC RESIDENCE — 顶层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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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O POLO
利马索尔, 地区: AMATHUNDA, 距海:一线海景

这个令人惊叹的项目坐落在Amathunda地区的海滩上，利马索尔是塞浦路斯最大的城市之一，拥有生机
勃勃的生活，优越的地理位置，坐落在海滩上的项目拥有最为壮观的海景。该项目精心且独特的设计，
高端的装饰装修标准令住户感到惊叹。顶层公寓设有宽敞的屋顶花园，私人游泳池，并享有地中海的壮
丽全景

出自UHA伦敦之手的标志性建筑

真正的海滨位置——你和大海之间没有任何阻碍

令人叹为观止的海景一览无余

酒店式设施：礼宾服务，SPA，室外游泳池，室内
温水泳池，健身房和地下停车场

最负盛名的社区，拥有最好的5星级酒店，餐饮场所
和沙滩

| 

|

| 

|

| 

高层高设计（3.15米净层高）

地暖系统及VRV中央空调系统

顶级标准的装修（门高2.4米，入户安全门，断桥铝合金窗框，
高品质内置家具）

设有私人屋顶花园和游泳池的顶层公寓

| 

|

| 

| 

海滨综合体海滨综合体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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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O POLO — 公共区域MARCO POLO — 公共区域

PHILOSOPHY OF KUDOS +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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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O POLO — 公寓MARCO POLO — 公寓

PHILOSOPHY OF KUDOS + STYLE



海滨封闭式小区



利马索尔市中心的豪华住宅区，临近海滩，拥有旅游区的便利而又不失安静 这座现代豪华封闭式住宅小区位于利马索尔旅游区Germasogeia的中心，距海边750米，著名的桉树公园
和Dassoudi海滩是利马索尔最大的休闲场所

EDEN ROC RESIDENCE B 座
利马索尔, 地区: POTAMOS GERMASOGEIAS, 距海: 500М

ROSEWOOD RESIDENCE
利马索尔, 地区: POTAMOS GERMASOGEIAS, 距海: 750M

1772 73

伦敦设计师设计的地标性建筑

距离海边及便利设施500米

室内设备：室外泳池，健身房，桑拿房，覆盖车位，大花园

带私人泳池的顶层公寓

| 

|

| 

|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步行可达Dasoudi park海滨公园

全屋实木地板

卫生间及浴室大理石墙面和地面

高层高设计(3.15 m)

| 

|

| 

|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高层高设计(3.15 m);

高端装修(木地板, 2.4米入户门, 安全入户门, 双层隔热玻
璃,高端嵌入式家具和卫浴)

地暖系统和VRV中央空调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地暖系统

VRV中央空调系统

双层隔热玻璃

| 

|

|

| 

|

| 

|

距海滩约500米。该建筑共4层，围绕着位于中心的
园景花园而建。这个封闭式的项目配套室外游泳
池，健身房和覆盖停车场等

该项目仅包含11套豪华2卧室和3卧室公寓，以及3
套3卧室豪华顶层公寓，为寻求精致生活方式的居
民带来了高端品味。该建筑的建筑风格融合了现代
精致的结构和豪华的装饰，提供了最佳的精英生活
方式

该项目综合考虑自然和人造世界而建，宽阔的水
平阳台环绕着各个项目，使居民能享受该项目的
私密性

专注于设计的欧洲品牌，使用最新的建筑材料和高端
的室内装修每个住宅均有宽敞的阳台，可欣赏城市景
观，安静的环境和舒适的设计将给您带来生活体验
上的惊喜。独特的顶层公寓设有私人宽敞露台和游泳
池，可俯瞰利马索尔风景如画的城市全景



OSCAR HOUSE
利马索尔, 地区: POTAMOS GERMASOGEIAS, 距海: 300M

LIBRARY LOFTS
利马索尔, 地区: OLD TOWN, 距海:450M

74 75

现代化市中心封闭式小区，可步行至海边及便利的城市设施 这个时尚而现代的封闭式项目由5套豪华公寓组成：包括一室公寓，两室公寓和带有私人露台和泳池的顶层
公寓

距离利马索尔海滩450米

仅有13套公寓

公共泳池和屋顶花园

覆盖停车场

| 

|

| 

|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距离海滩和五星级酒店Apollonia酒店和Londa酒店仅300米

覆盖停车场

卫生间及浴室大理石墙面和地面

| 

| 

|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临近便利设施

可遥控封闭式社区

高层高设计(2.95 m)

可视对讲系统

地暖系统和VRV中央空调系统

双层隔热玻璃;

带私人泳池的顶层公寓;

| 

|

|

 

| 

|

|

|

项目由13套1-3室公寓组成，为您提供了便捷的生
活体验. 项目完美的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提供了
便利的国际化生活

精心设计的总体规划和高品质的装饰材料以及概念
设计，将满足那些重视风格和舒适感的人们的需求

项目由最新的建筑科技和材料完成，欧洲品牌高
品质装修. Library Lofts将成为利马索尔未来
生活方式的风向标

包括实木地板，大理石浴室，高品质厨房和橱
柜，3.15 m净层高，地暖和中央空调系统-这些仅仅
是该项目众多优势中的一部分，因此投资或自住都
是您不二的选择



KIWI RESIDENCE
利马索尔, 地区: POTAMOS GERMASOGEIAS, 距海: 7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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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RITAGE
PAPHOS, 地区: TOMBS OF THE KINGS, 距海: 600M

海滨封闭式小区海滨封闭式小区

这座封闭式小区位于利马索尔旅游区，距离沙滩仅700米.该住宅包括十套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公寓
和三套带宽敞屋顶露台的顶层公寓组成

可遥控封闭式社区

高层高设计(3.15米)

地暖系统VRV中央空调系统

|

|

|

现代优雅的建筑，舒适的规划解决方案和顶级的装
修将令那些重视真正舒适和时尚的人惊喜。Londa
和Apollonia等五星级酒店以及城市设施都在步行
可达的距离内

超市，面包店，药店，咖啡馆和高档餐厅距离酒
店仅几步之遥。精致的品质和设计的布局给人一
种精英生活方式感觉，舒适的生活。该物业将成
为您提供舒适生活和成功的投

这座时尚的住宅豪华建筑旨在为居民提供精致的城市生活体验

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Kings Avenue Mall购物中心

封闭式小区，配有公共泳池，健身房和覆盖停车场

宽敞的设计

地暖系统和VRV中央空调系统

| 

|

|

|

Heritage是一个典雅的杰作，共有31套豪华1-3卧
室公寓，3卧室的顶层公寓带有自己的私人屋顶露
台和私人露台

精心设计的总体规划和高品质的装饰材料，再加上
出色的设计，将满足那些重视真正的舒适性和居住
风格人们的需要，居民将享受宽敞的布局和完善的
便利设施

现代化小区，仅有13套公寓

距离海边仅700米，临近Londa和Apollonia等五星级酒店

公共游泳池及覆盖停车场

| 

|

|

海景

距离帕福斯海边600米

紧邻便利设施

距离5星级酒店Elysium Hotel步行2分钟

| 

|

| 

|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市中心
封闭式小区



该小区位于利马索尔市中心一个安静的住宅区，包括6套两居室公寓和2套带私人屋顶花园的豪华顶层公
寓

现代化的优雅建筑，舒适的设计方案和顶级的装修
将令那些真正重视舒适性和时尚感的住户惊喜不已。
该项目位于利马索尔的中心位置

客户可便捷前往城市设施和商业基础设施，包括：
购物街，高级商务中心，超市，药店，餐厅以及学
校（Foley’s和Grammar School）。带私人屋顶露台和
游泳池的顶层公寓坐拥着迷人的城市景观

YORK HOUSE
利马索尔，地区：市中心，距海：800M

| 豪华装修：镶木地板，浴室豪华大理石，高档窗户和内嵌
| 式家具
| 安全防火门
| 预装中央空调以及地暖系统
| 带有私人屋顶花园和游泳池的顶层公寓

| 仅有8套公寓
| 利马索尔中心，靠近城市设施，商业基础设施和学校
| 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最佳的海滩
| 带有封闭式停车场的封闭社区
| 高层高设计(3.15 m)
| 安全防火门

81

在COLUMBIA HOUSE，只有23套公寓、复式公寓以及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的顶层公寓。精
心设计的总体规划为人们方便进入公共游泳池和娱乐区、景观花园以封闭式停车场提供了条件

该项目的顶层公寓享有宽敞的私人屋顶，沙滩以及5分
钟可达的热门旅游景点。我们保证您的房产将是一次成
功的投资，并给您带来慷慨的资本增长，且适合赚取稳

定的租金收益。方便的选址和时尚的建筑之间巧妙的“
复合”概念，使COLUMBIA HOUS在利马索尔房地产市场
上占据无与伦比的位置。

| 仅有18套公寓和5套住宅 
| 距Dasoudi公园的沙滩仅1公里
| 室内设施：游泳池、庭院及封闭式停车场
| 带有门禁的封闭式社区
| 挑高天花板（层高超过3.15米）

| 高标准装修，大理石地板
| 覆盖阳台
| 利马索尔旅游区迷人而宁静的哥伦比亚区
| 靠近所有便利设施

COLUMBIA HOUSE
利马索尔，地区：COLUMBIA，距海：1500M

80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市中心闭式小区市中心闭式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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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HOLM RESIDENCE
尼科西亚, 地区: ACROPOLIS, 距海: 34000M

83

这一著名的项目代表了一种卓越的生活体验，将超越您最大的梦想和期望 由Prime Property Group设计和开发的最新的豪华住宅项目

它不同于任何您以前看到或考虑过，真正独特的利
马索尔房地产市场的高品质住宅。现代风格的公
寓，复式公寓，复式公寓和别墅的门庭院是巧妙地
安排周围的特殊室内设施，如游泳池，健身房和地
下停车场

Stockholm Residence拥有11套两卧室和三卧室公寓
的豪华住宅，并设有公共游泳池，健身房和许多其他
配套设施。落地双层玻璃隔热玻璃窗可俯瞰宽敞的露
台，欣赏尼科西亚的城市全景

该项目距离利马索尔最好海滩和旅游景点约2公里，
开车到市区只需要短短的路程。项目仅包括25套公寓
、花园式复式公寓、带有一、二、三居室的顶层公寓
和12套带有三居室及四居室的别墅

设计精美的现代建筑将内部和外部空间融合在一起，
形成温暖典雅的组合，让您享受每一刻。专注于精致
的细节和低调的风格，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项目，是
买家的首选

| 距离最佳沙滩2公里
| 5分钟开车到市中心和学校
| 室内设施：游泳池、健身房和地下停车场
| 封闭式小区

| 城市全景
| 安静的地区
| 紧邻便利设施
| 公共泳池
| 健身房
| 双层隔热玻璃

| 高标准的时尚装修
| 迷人而宁静的利马索尔区
| 靠近所有便利设施，包括Jumbo超市
| 带私人屋顶花园的顶层公寓

| 宽阔的阳台
| 欧洲品牌洁具
| 天然大理石浴室
| 安全入户门
| 地暖系统
| 空调系统

JOYA RESIDENCE
利马索尔, 地区: MESA GEITONI, 距海: 2000M

市中心闭式小区市中心闭式小区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城区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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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三居室独栋别墅组成，多样的布局和现代
化的建筑风格将满足寻找海边住宅的客户最为严苛
的品味。宽敞的院落营造出广阔的空间感，可容
纳游泳池，景观花园以及大型露台

该项目靠近城市便利设施，距离海滩也仅有5分钟
车程，此外距离高速公路入口仅3公里

| 宽敞的占地
| 现代化设计
| 宁静且美丽的区域
| 距离海滩5分钟车程

| 距离旅游区10分钟车程
| 距离机场40分钟
| 紧邻便利设施

GRAND VALLEY HOMES 
利马索尔, 地区: PYRGOS, 距海: 2000M

GRAND VALLEY HOMES在利马索尔风景秀丽的城郊为您提供健康、轻松的完美生活方式。其距离旅游区
和商业区都很便捷

城区别墅城区别墅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海景豪宅



4套超现代化四居室宅邸,坐拥塞浦路斯最佳海景，坐落于900平方米左右的院落内

| 位于利马索尔久负盛名的区域

| 靠近5星级酒店Amathus酒店和四季酒店

| 无遮挡的海景

| 现代化设计和高端装修

| 溢出式马赛克泳池

| 高层高设计

| VRV中央空调系统

| 地暖系统

| 双层隔热玻璃

| 橱柜软关系统

| 高端欧洲品牌橱柜衣柜

MONTEBELLO MANSIONS 
利马索尔，地区：AGIOS TYCHONAS，距海：200M

90 91

MOUTTAGIAKA地区收藏级12套独一无二的现代化宽敞住宅

该封闭式项目距利马索尔旅游区仅2分钟车程，坐
拥着长长的沙滩。每套房子都保有迷人的无遮拦海
景，通过专门设计营造出的风格与智能化的空间布
局，创造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轻松氛围

您的选择也非常广泛，包括了三居室至五居室的海
景别墅，并带有覆盖阳台以及私人游泳池。来自伦
敦的著名建筑师的杰出理念和标志性建筑，即使是
最苛刻的客户及投资者，也将为之震惊

豪华现代海景别墅，建筑面积为820至1050平方米，在利马索尔最负盛名的地区之一，由4栋5居室的豪华别墅组
成，距离四季酒店仅2分钟路程。别墅豪华宽敞，壮丽的海景使其变得独一无二，别墅拥有大面积的土地，体现了
最新的建筑趋势以及独特的设计和无与伦比的工程技术。迷人的带马赛克室外游泳池，带景观的花园，游泳池周
围和阳台上铺有天然地板的饰面。 先进的智能家居让高舒适度大幅度提高

| 12套奢阔别墅

| 几分钟到达海边

| 海景

| 宽敞的覆盖阳台和私人泳池

| 木地板, 2.4米入户门, 安全入户门, 隔热玻璃,高端嵌入式
家具和卫浴)

| 地暖系统及VRV中央空调系统

HILLSIDE VILLAS
利马索尔，地区：MOUTTAGIAKA，距海：2000M

海景豪宅海景豪宅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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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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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是塞浦路斯一位顶尖的当代建筑师设计的现代商业建筑的典范

该建筑提供了宽敞的豪华办公室，共有5层楼和38个停
车位。每层楼都包括2个单独的大型办公室。高水准的
装饰，每个办公室都有精致的布局，可提供专业的商
务环境和工作空间，还可以欣赏到城市景观的宽敞阳
台

项目位于利马索尔Mesa Geitonia商务区中心，距离相
关的基础设施（例如，著名的商务中心，银行和高级
餐厅）仅片刻路程，而这些设施非常适合举办重要的
专业商务会议

| 来自塞浦路斯最好的建筑师之一的地标设计

| 项目位于著名商业区的中心

| 每层楼设有2个宽敞的办公室，带有智能的开放空间设

| 计解决方案

| 公用设施包括接待区和38个地下停车位

| 时尚餐厅，豪华餐厅，银行，学校和商店就在附近

LIBERTY TOWER
利马索尔, 地区: Mesa Geitonia, 距海: 2500M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SUMMIT BUSINESS CENTRE
利马索尔, 地区: 市中心, 距海: 900M

96 97

项目坐落于尼科西亚最新的商业中心，Prime Tower拥有精湛的设计和最先进的结构

这座独一无二的商业建筑共8层，16个独立的办公
空间，均采用高节能性材料，并提供了高效的工作
环境。该建筑配有高层高设计的办公室和先进的智
能系统，还可以充分利用广阔的公共空间

Prime Tower通过智能设计在首都中心重新定义了卓
越的令人羡慕的办公场所

| 尼科西亚商业活动的核心区

| 核心办公区

| 精装写字楼

| 地毯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 智能办公系统预装

| 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观

| 双层地下停车场

| 驶入式大堂

由塞浦路斯顶级建筑师之一创造的现代化风格写字楼

这座商业建筑堪称一流。它提供了5层豪华办公室
和35个停车位。每层楼均包含2-3个大小适中的独
立办公区域，可容纳中小型企业办公

每个办公空间还享有宽敞的阳台。该地点交通便
利，是利马索尔Mesa Geitonia受欢迎的商业区，距
离其他重要基础设施仅几步之遥，例如著名的商务
中心，银行和高级餐厅，是重要商务会议的理想之
选

| 来自塞浦路斯最好的建筑师之一的地标设计

| 位于著名商业区核心的位置

| 每层2-3个办公室，适合中小型企业办公

*以上所有3D图像，面积，布局和照片仅为指示性信息，实际项目可能有微小的区别；

| 公用设施包括接待区和35个地下停车位

| 轻松到达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

| 时尚餐厅，豪华餐厅，银行，学校和商店就在附近

PRIME TOWER
尼科西亚, 地区: 市中心, 距海: 35500M

写字楼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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