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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着天空和⼤海的⽓息，让你的灵魂⾃由翱翔”�

范�莫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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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浦�团A-Z指�

�资�洲�的�里维��

        �洲����和�洲永久居�

尼亚波利斯大学�加著名的经济论坛

帕�斯�兽���资人亲睐，成为销�量

�好的城�

帕�斯国际机场

11

帕�斯IASIS ����提供GHS�疗服务

（�级�疗服务）

乐浦�产/地图

乐浦阿莫尼亚�滨别墅 - 隐�的�华

乐浦CALYPO 酒�和�假村再一次获得荣�

希�乐浦

希�黄金签证项目

"乐浦利马�尔�馆"欢�来�绿色�堂

"利马�尔�玛"签名���列���布

��奇��兰�费雷品�合作

乐浦办��地点

亲爱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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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斯尼亚波利斯大学

�浦路斯�其�品质的生活，舒�的�气，�富的历史��遗产和近期�

满活力的经济而闻名。2019年�一季�的GDP�长�估计为3.5％，其中

��业和�地产业积极�动了经济�长。�据联合国（UN）可�续发�

�决��和网络(SDSN)报告，�浦路斯已荣登�界上���国�名单前

50名。

乐浦�团��的乐浦地产，在�浦路斯的��业和和�地产领域都�在领

先地�，并获得��物业国际奖项。乐浦�团拥有近60年的经验，在�

浦路斯（帕�斯，利马�尔，尼科�亚）和希�（�典，克里�岛，帕罗

斯岛和圣托里尼岛）拥有�色的�地产�资组合。乐浦地产有超过350个

�品质开发项目，�括宽�的��、时尚的联�别墅、�华的别墅和��

的�滨别墅。

国际�都�帕�斯是一个得�独厚的地�！您可在这里�受�正的地中�

式生活。帕�斯是�受��买�和�资者欢�的城�，也是�界上可�续

发�前100个��目的地�一。

乐浦地产��开发的�滨超�华项目�括“阿莫尼亚�滨别墅”，�于��

的��，�近著名的蓝��瑚��滩，另一个�项目“乐浦�瑚�园”，�

�瑚��滩仅有几���，有不同户型的��和别墅选择，封闭式小�。

此�，奇��兰.��雷品�为�玛和蓝色��项目提供现代���设

计，五星级设�设备服务、水疗中心和�厅。

2018年是乐浦�团值得庆�的一年！乐浦�团荣获许多奖项，��酒�

荣获 “2018年卓�酒�大奖” ，跻�成为�界100��佳�假酒��一。

亲爱的朋友们，

�年�浦路斯成为���英国人夏日�假目的地的�五�，帕�斯和利马

�尔分别在“ �洲�滩�假村的性价�”�名�七和�九�。

�浦路斯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点，好莱坞�员尼古�斯.凯奇主�的电

�A multi-million�在�浦路斯�成拍摄。

在�浦路斯，尽�阳光灿烂的生活，�住成为“本地�星”的�佳时机！

乐浦地产
26  880  100
E:  info@LeptosEstates.com

乐浦CALYPSO 酒店                  
26 813 777
E: info@LeptosCalypso.com

Vesta物业管理公司
26 882 000
E: Vestahol@Leptoscalypso.com

6 乐浦CALYPSO酒�

36 帕�斯-生活�式

Leda旅行社                  
26 880 440 
E: info@LedaTravel.com

Iasis医院                   
26 848 484
E: info@iasishospital.com

帕福斯尼亚波利斯大大学���������
26 843 300 
E: info@nup.ac.cy

集团公司热线 / 塞浦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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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浦�树节在佩亚-�瑚�举行

在�浦路斯, �受阳光灿烂的生活！

欢迎
潘�利.乐浦

乐浦�团副执行董事长

乐浦地产北京、上海、广州代表处

��英国人向往的暑假目的地,

�年�浦路斯��五

�浦路斯 - �界上���的国��名前五十�

�浦路斯GDP在2019年�一季��长3.5%

尼古�斯.�斯主�的电�Multi-Million

�在�浦路斯拍摄

13

9 尼亚波利斯智�生态城

34 迈克尔.乐浦�国王, 总统和政�名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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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浦�团A-Z指�

�美的蓝色

�浦路斯和希�的独�一线�滨

物业开发项目

真诚  

58年来, 乐浦�团树�了�

好的声�。 经验, 知识, �

户联络和专业知识�近了

我们��贵的�户�间的

相��任。

�户服务 

乐浦�团�力于为�户提

供�好的服务, �终把�

户的利��在�一�。

设计 

�筑�门和设计�门�力

于�创�, 创�, 风格, 质

量和舒���自然环��

美结合。

��的生活

我们的目标是把拥有土地

转变为“��的生活”。 

一��型�华生活�式。

设� 

乐浦不仅是您物业开发�,

我们还在小��提供各项

生活设�, �泳池, �园,

桑拿,  �厅, 健��, �人

诊�的24小时紧急�疗

中心, 网球场, 俱乐�、

超�, �宾服务和和其�

设�, 大大�加了您的�

资价值。

希�

乐浦�团在克里�岛、 帕

罗斯岛、圣托里尼岛和�

典拥有�富的土地和物业

组合。 独�黄金地���

符合您的需求。

酒�  

在这里, 你可�体现�浦

路 斯和乐浦�团的好��

道, 乐浦�团在�浦路斯和

希�拥有和经营酒�和�

质的住�。

移��资者计划 

在乐浦�团, 我们�够�

��的和��订的移�程

�为您提供�议和协助,助

您轻�,快捷地获得移�许

可。

���� 

�我们一起�受生活，

我们开发的物业不仅独�，

更�满足您�、富、尚的

生活�式。

知识 

我们对过�58年在�筑、

开发、土地�理、物业�理、

酒��理的实�经验和�近

在教�和�疗领域的��而

感�自�。

利马�尔 

在利马�尔黄金地�的�

型创�项目, 巩固了我们

作为领先�地产开发�的

地�。

�理

我们的�理服务�括�律

和财务�询, 行政服务, 物

业�理和维护, �后服务, 

园林绿�, �筑, 设计和�

筑工程, ��, �议和体�

设�。

�然

对于乐浦�司来说, 秉承

自然环�发�一�是�重

要的。 由于�浦路斯和希

��有得�独厚的�然和

美丽的环�, 我们的目标

是�重和�应�然环�。

在我们的设计过程中, 绿地, 

�园, 人行道, 树木和�物,

�园, �然材料, 水�和园

林绿�总是起��关重要

的作用。

富�

富�不仅仅是物质的, 还

有我们周围的财富。�足

的�然和人生的理想。乐

浦�团为您提供好地点和

住�, 由您来尽�这里

的一�。

ABSOLUTE BLUE 

BONA FIDE  

CUSTOMER SERVICE   

DESIGN    

ELEGENT LIVING   

FACILITIES   

GREECE 

HOSPITALITY 

IMMIGRATION INVESTOR 
PROGRAMME 

JET SET  

KNOW HOW   

NATURE MANAGEMENT   

LIMASSOL

MANAGEMENT 

OPULENCE 

Lepto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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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疗 

乐浦�团拥有的Iasis��, 是一�全科����, 提供

多��疗, 诊�测试和辅助服务, 并配有训练有�的�

生和工作人员。

Iasis紧急�疗中心, �周7�, ��24小时全�候为居

�和��提供的�疗服务。

质量 

质量是我们的首要保证。 多年�富的经验和知识使

我们�够创造�创�的�质设计, �质量�工传统

�现代�筑。

转�和�租 

乐浦�团在黄金地�拥有多个转�物业和物业租赁服务。

阳光 

�浦路斯全年有超过340�晴�。沐浴在阳光中�受

帕�斯多姿多彩的生活，“S”也是代�日落, 在这里,

您可�欣赏让人�撼的日落美�。

�行 

我们的���司可�轻�地���行, 协助您�制行程

��, 和住�需求。

大学 

尼亚波利大学提供�科, �律, �筑, 金�, 心理学, �地

产, �学, �息�统, 希��明, �筑�理和�观�筑等多

学科的本科和研�生课程。 这是一�拥有�园和现代�

设�的大学, 教学语�为英语和希�语。 �有的学习课

程都得��浦路斯共和国和�有�盟国�的�分认可。

战略愿� 

�团�司的战略愿��得了�大的成功, 在�地产开发、 

��业、 酒�业、�理、教�和�疗等领域��居前列。 

我们的多�子�司�此获得��奖项。

保健 

我们�一个水疗中心开幕运营是划时代创�的理�， 

��，保健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分，我们�自�地

带领这个潮�，并�力于不��善我们的多项保健设�。

全��� 

我们十分��有全�的��。

�处 

税务, 移�和经济只是�我们�资�地产的�分�处, 

还有�全、 �疗、教�、自由、�心、热情好�，�其

是生活�式。

热情

在乐浦�团, 我们一�

在寻求�进我们的产品,

服务，沟通，�设计和

�想�。

PRIVATE HEALTHCARE 

QUALITY 

RESALE PROPERITIES AND RENTALS 

SUNSHINE 

TRAVEL   

UNIVERSITY  

VISION 

WELLNESS

XFACTOR    

YIELD THE BENEFITS 

Z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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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您的预期

珊瑚海滩酒店及度假村 珊瑚湾SENTIDO精品酒店

帕福斯花园度假酒店 BASILICA 度假酒店 PANORAMA 酒店 (克里特岛, 干尼亚)

五 星 级 � 瑚 � 滩 � 假 酒 � ,  坐 落 在 � 瑚 � � 滩 波 光

��的�边 - 几分钟�可�达�岖的阿�玛斯半岛

传统的�浦路斯�饰�现代�的设�

共424间时尚的��和��, 在壮观的�园中, 设有

��的泳池

美味的�厅6个

'Esthisis'健�水疗和美�中心

设��括: 网球场, 健��, 奥林�克�泳池, 

潜水中心, 水上运动, 儿�俱乐�, 婴儿车, �

乐场, 两个儿��泳池和水��

会议厅设施

婚礼场所

�瑚�森提多塔�萨酒�的��是�服务,
 美�和健�为基础

�华的Anagenisis 面��全�护理, 温泉
和�体中心

共58间��，户户�有迷人��

一�的�厅, “户�”�饮

�瑚�森提多塔�萨酒��瑚�坐落在一个小半岛上, �邻�古

遗址, ��迷人的�瑚�, 是�浦路斯�一�精品酒�和整体水

疗中心, ��帕�斯仅15分钟路程

�美的��地点

欢��人: 12岁��上

帕�斯�园�假酒����滩150米，�行

�可�达主要的���和��，其中�括一

个���酒�大楼是自助式��楼，��的

人行道和美丽的园��园相�连�

24小时前�服务

�厅, 酒吧, 网球场, 两个��和一个��

淡水�泳池，儿��泳池和�乐�

现场��娱乐活动

健�水疗中心, 健��和超�

Basilica 度假酒店距离帕福斯港口仅250米,

毗邻圣保罗大教堂的考古遗址，距离海滩

100米，距离大教堂100米，富有地中海风

情

��类型，一，二和三间卧�的��坐落美

丽的�园中

�泳池和休息�

前�

酒吧

�厅

�行����口和��，�合��和长期�

假观光�

� 于 美 丽 的 克 里 � 岛 上 ， � � � 中 心 和 迷 人

的�尼斯��只有几分钟路程

Panorama 酒�的主楼坐落在园��园�中,

周围设有�用���的独栋别墅

极其迷人的�观

传统的��设计

�厅和酒吧

�泳池, 儿��乐�, 健��和�体中心

�议厅设�

��机场20�里, ���洲�壮观的�谷撒

马利亚（Samaria）30�里

Leptos Calypso Hotels   |   www.leptoscalypso.com.cy   |   Tel  +357 26 813 777   |   Email: info@LeptosCalypso.com



乐浦�闻

��于利马�尔的蓝色��。 该项目

�于利马�尔的��中心, 地理��

�其��, 为您提供舒�和便利的生

活�式。 该项目保证�给您提供一个

不�是现在还是未来的您, 都�期�

回�的生活�式, 当您�资利马�尔

的蓝色��时, 您�在�洲的�里维

��预订您的专属�间。 

�资�洲的�
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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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马�尔�码头、迪��界邮轮码头、旧�

口的升级、综合�假村赌场、利马�尔"我

的购物中心"和���来的格林�尔夫�假

村等基础设�项目旨在进一�加���、�

资和促进�业往来, �加�级�户的�资机

�。

 

利马�尔�正在进行不�的�变。�有的�

业、娱乐和�档住�都在向��发�, 使其

成为�的�满活力的城�中心。�洲联盟�

域发�基金共资助了11个价值�百万�元

的项目, 这些项目�给�利马�尔一个全�

的面貌。�利马�尔为来自东地中�和中东

地�的�资者和企业�们提供了更多�的机

�。 

利马�尔 - 是�浦路斯几十年来的�资中

心, 这个�荣的�业中心一��来���

���资。利马�尔码头、利马��

马、和现在�榄形的蓝色��等, 使其成

为一个拥有�多标志性�筑的城�。除

了�浦路斯的税��惠��, 再加上利马

�尔本�的一些竞争�势, 使其��了许

多国际企业�和�资者。 

随�住�、娱乐和�业项目逐渐向�岸

转移, 利马�尔为�资�浦路斯打开了�

的大门, 拥有�满机遇和未来的�厚潜

力。  

预�价格的�势是获得�价保�和

��未来�资住�时成本。 成为

�一个在如此独�的地点, �如此

诱人的价格, 拥有一个全�的�。 



�标�教�

卓�的教师

学士学�，

硕士学�和�士学�

远程教学

全英�授课

舒�的环�

�标��园��

现代�教�技术

�于�中心

�业机遇

��临近�人��

帕�斯�尼亚

波利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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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项目

Sport Facilities

Country Club & Spa

Residential Area

Linear Park
Church Square

Botanical Garden

Health Park

Residential Area

Central Park

Commercial Area

Showrooms Business Center Showrooms

Office Park

Cultural Center

Main Square

University

Hotel

Neapolis Smart EcoCity   |   www.neapolis.com   |   Tel +357 26 811410   |   Email: info@neapolis.com

关键点

●  这是一个�正的21�纪发�城�，拥有110
   万平�米的占地面积，777万平�米的�筑

   面积。

●  绿色城�拥有23万平�米的�共绿��域

●  中央智��统�制

●  创�住�设计�加�生活�式的��

●  项目的主要��

生活住�发�

●  ��和别墅都设有门�，住�塔

●  辅助生活发�

NEAPOLIS �业中心

●  �业，娱乐�受中心

●  办��/�务�园

●  ��中心

●  酒�

●  �层服务业主

THE FUTURE
Neapolis Smart EcoCity

NEAPOLIS健��园

●  ��

●  �复中心

●  健�中心

 NEAPOLIS大学

●  可�纳超过5000名学生

发布日期

●  已获得城�规划总计划许可证

��

●  Neapolis是通往帕�斯城�主要首先必经制�，��

边�观光长�800米，还�通帕�斯国际机场的�速。



�洲�浦路斯永久居�权
�用于��盟成员国��的申请者�资于�浦路斯�产

房产投资
只需300,000�元

保证快速通道的��过程。 该物业必须来源

于��开发�（�一个销�物业）

全家移民
主申和配偶- �子-�父�

�浦路斯永居权�合全�移�, �括主申请人

和配偶、双�父�和经济未独�的子女

终⽣有效
不需要�来再次审�

永居权终�有�，只需�两年登陆�浦路

斯一次，�次��一�。

签证要求
不需要申请签证登陆�浦路斯

�浦路斯永久居�权�有人�其�人可�自由

进��浦路斯，�需获得签证

申根区域
�浦路斯�预测��快加�申��

预计�浦路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克

罗地亚��快加�申�地�

教育和卫⽣保健
�标�的�疗�教��统

�浦路斯为您提供理想的��居住环�，使得

您的�子可��读在��等的中小学和大学，

同时又可��受��先进的�疗服务

�洲���� – 通过�浦路斯�资移���
�资�浦路斯可��例�情况获得�浦路斯����

全家移民
主申和配偶 - �子 - �父�
���籍程��用于主申和他的���属, �配偶

或伴侣、28周岁��经济未独�的在读子女。

投资购房
���资金额为200万�元 (另加�值税, 如有)

简易的申请程�（�复期大约6个月）可在5年后把

150万的�资��（5年期�城�规划许可发�日起计算）

终⾝有效
不需要将来再次审批
这是一项终身投资而非捐赠。公民身份不是可更

新的，是永久的且终身有效的。

出⼊境的便利性以及⾃
由出⾏的权利与⾃由
无移民监要求
您可以自由在欧盟的任何地方旅行和生活。免签

旅行至157+个国家。塞浦路斯接纳多重国籍身份

经商，教育与医疗的⾃
由与便利性
享有与欧洲公民同等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自由去经商，有权利接受教育以及

到欧盟的公立和私立医院接受医疗服务。

家庭福利

为您及家人提供安全的环境
塞浦路斯提供优质的生活质量以及轻松，无压力的

生活方式。是为家人安排未来与规划税务的强大工具

�洲��和永居权

10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moi.gov.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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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闻

尼阿波利斯大学的学生��加了由�洲�大智库�一, �洲研�中

心Wilfried Martens在尼科�亚举办的2019�洲经济思想论坛

（EIF）。

�年, EIF汇��洲委员��员, �洲议�成员, 经济专�, �业领�

和来自�界各地的其他有�响力的相关者。 论坛提供了一个机�, 

开�讨论�的的想�, 并为�盟经济面临的挑战提��决��。

尼阿波利斯大学�长Pantelis Sklias�加了马丁斯�洲研�中心�

十届经济思想论坛, 代�杰�发�——�政�长在议程�二轮圆桌

上发�。

该小组的讨论主题是近年来的金�危机如何��在何�程�上�响

了��国�的中产阶级。

尼阿波利斯大学�加
著名的经济论坛

帕�斯��为�受��
买�和�资人青睐的城
�
风�如�的帕�斯作为�浦路斯�的国际城�再次��了大多�

�洲和��洲买�和企业�。 历史悠久的帕�斯是整�岛上��

全的城�, �合全�人�居。

�利马�尔相�，帕�斯在2019年1月�3月期间成为��买�和

�资者（�其是来自�洲和��洲人）的�受欢�的�域, 帕�斯

占据40.6％, 其次利马�尔有29.7％。 �纳��名�三, 占17.2％, 

�后�马古斯塔占6.6％, 尼科�亚仅占5.6％。

2019年�一季�的销�额��年同期相��长了11％。 ��3月

�的总销�额相较于�年的2129, �年达�2366。 �2018年�一

季�相�, �盟国�的销�额�长了13％, ��盟国�的销�额�

�年同期相���了2％。

对于许多购�者和�资者而�, 帕�斯成为了精英�兴城��一, 

�来�有�有��力的目的地。

帕�斯国际机场: �周�有228

个��飞往46个不同的国际都�

�年夏季帕�斯��局�布, �有228个�期��飞往46个不同的

国际城�, 其中�括伦�, 曼彻斯�, 柏林, 布鲁�尔, 阿�斯�丹, 

都柏林, 维也纳, �曼, 莫斯科, 基辅, ��维夫, 格�斯�, 苏��和

罗马等��。

帕�斯不仅是��目的地, 而且还是理想的�资目的地, 永久居住

和退休养老也�常受欢�。

帕�斯国际机场是一个��的现代�机场, �于美丽的帕�斯�东

�6�里处, ���浦路斯�二大城�利马�尔�50�里。

Sklias教授指�, 过�30年来全球�进程对竞争力较�的经济体产生

了重大�响, �使中国经济的大幅�长。 这一现实使�洲国�只�

�应�的经济环�并加���凝�力, 支���中�脆�的成员, �

此同时，通过知识和创���来提�年轻人的技�, 为他们提供�

全和�荣的�满希�的未来。

尼阿波利斯大学的学生积极的�加了这次�议，提�来众多的问题

和�见，并有��见了斯洛伐克的前任总理Mikulas Dzurinda

（1998-2006），Wilfried Martens�洲研�中心的主�，和尼阿波

利斯大学的�洲政策��理项目科学委员�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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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IS��是乐浦�团拥有的一��规模的全科�人��，�疗设备和�护人员配备�列�浦路斯�

好的���一。

医�设有37张��，�括一间设备齐全的重�监护�，三间手术�和急��，全都��了��的�科

技�疗设备。

经验�富的�生提供�质的�疗服务。

急诊��生24小时�命，时��备处理任何�疗需求。

乐浦�玛瑞斯村紧急�疗服务中心为�员和��员提供全�候�周7�-24小时的�疗和急诊�疗。

我们的使

命是在愉快舒

�的环�中提

供�佳的�疗

护理服务

医护服务

 

帕�斯IASIS����提供

 

IASIS�����兴地�布, 自01.06.2019开�, ��向普通�疗保健�

统的受�人提供��服务

●  三名在GHS�统�的�人�生�提供服务

- Neophytos A. Papageorgiou�生, �科�学�士

- Panayiotis Papakyriakou�生, �科�学�士, �士

- Avraam Tsavdaroglou�生,  �殊全职�生

- Sylke Becker Yioukka �生, 全科�生

- Pradeep Ramanyake �生, 全科�生

●  在Julia Fetta女士掌��的血�学, ��学,

    生物�学和�生物学实验�

(门诊�疗服务)

GHS服务  

●  在George Gaziotis�生掌��的��科

    (��X�线, 超声, 计算机�层扫描

    - ��CT - , 乳腺X线摄�术).

更多�息请联�GHS �门  电话26848484

地址: 8, Voriou Ipirou Street 8, 8036, PO. Box 62815, 8069 Paphos Cyprus   网址: www.IasisHospital.com   邮箱: info@iasishospi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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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路斯�闻

�浦路斯-�列�界上���的国��名的前50 �  

�据周三�布的��“�界��指�报告”，

�浦路斯在�界上���的国�中�名为

�49�，远�于往年�名。 

2017年�浦路斯�名为�61�，2016年�

名为65�。

全球��指�前五名分别是�兰、丹麦、

挪�、冰岛和荷兰。该报告是由联合国

（ U N ） 可 � 续 发 � � 决 � � 和 网 络

(SDSN)基金合作制作。

��英国人向往的

暑假目的地  

�年�浦路斯��五

�据托马斯.库克年�假日报告，�照��

行程��和��预订的�量显示，�年�

浦路斯成为�五个���英国人夏日�假

的目的地。

�名前五中的三个的目的地是�洲国�，

���，希�和�浦路斯。另�两个是土

耳其（�二）和美国（��）

�界上历史�悠久的���司托马斯.库克

�示：“�明显，英国退��盟的�式和时

间的长期不��性，导�许多人�迟了他

们决�何时何地预订暑假。”

在�二个“年���人向往的目的地”中，报

告列�了���，土耳其，希�，美国和

�浦路斯。

在�浦路斯，报道：“�在�五�并�代加

勒�的是�浦路斯，她的�力源于其�国

��的声�。 ��场�是�人的首选，需

提前预订节约时间，�此��紧�。”

该�司�示，由于英镑可��现波动，“�

��行”假期的轻��加，�映了英国��

“锁�”�浦路斯的美�和饮品。

“�界��指�报告”是对全球��状况

的一项调�，该调�是�较156个国�

和地�人�的��程�。�是基于国

�对自己生活的评价报告，和相关的

生活��。

2018年的报告重点是��感和地�活

力：过�十几年��的发�中，�动

这些变�的重点是科学技术、��规

范、冲�和政�政策。.

近期�布，�员尼古�斯.凯奇主�的电�A 

multi-million�在�浦路斯拍摄。

�员凯奇�主�过许多知名电�，�如：《斗

鱼》、《抚养亚利桑纳》、《月色撩人》、《�

一夫人的保镖》和《�开�斯维加斯》。

�浦路斯�资��这�电�，由奥斯�奖得主主

�的电�名为‘巴�柔术’ �在�浦路斯�成拍

摄，制作成本估计为2460万�元。这是一�科�

小说�编的武打片，��的其他好莱坞�员�括

�兰克·格里罗、阿兰·莫�、尹成�、玛丽·�格

洛浦路斯和陈钰�。

导�兼制作人都是Martin J. Barab和Dimitri 

Logothetis。

�浦路斯�资���浦路斯��局组织合作，�

年，在�浦路斯举办了有史�来的电���，共

有120多名人�加，�括来自好莱坞、�林和�

莱坞的制片人和导�。 

周三���据显示，�浦路斯经济在

2019年�一季��长3.5%，连续17个

季�正�长。

�浦路斯GDP
在2019年�一
季��长3.5%  

尼古�斯.凯奇主�的电�

Multi-Million�在�浦路斯

拍摄  

 

�上一季�相�，2019年�一季�国�生

产总值�长0.9％，���季�相同，而�

据季节和工作日调整�据，实际年�国�

生产总值�长�估计为3.5％。

年��长�略�于��季�（10月�12

月）的3.9％。

Cystat�示，GDP�长�主要归功于酒�

和�馆，贸易，�筑，制造，专业，科技

活动和服务相关业。

然而，金�和保险业�现负�长。财政�

发布说，�浦路斯经济“�然是�元��长

�快的国��一”。

�据�洲统计局�盟统计局�布的��预

测，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元�国�生产总

值（EA19）�长0.4％，2019年�一季�

�盟28国��长0.5％，�上一季�相��

长0.5％。在2018年��季�，�元�国�

生产总值�长了0.2％，�盟国��长了

0.3％。



�色物业

乐浦阿多尼斯�滩别墅

26�别墅 CHLORAKA 镇

�人�泳池
�滨
电�
大理石地�

地暖
园��园
双层玻�
�岗岩厨�工作�面

14

107F�� KATO 帕�斯

112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乐浦阿�曼�斯�园

004B��� 波利斯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243 m  �园
指��车�
铝合金百叶�
保温双层玻�

配��橱
�岗石厨�工作�
�全锁
�级浴�洁� 

乐浦爱��园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预����调�道
�岗石厨�工作�
大理石地�
大理石洗脸盆�面

加压水泵
�共卫星电视�线
地暖
�级浴�和厨�配�

��: 别墅、��、连�别墅、地块、�铺、�厅、酒吧

本刊物�的�息、户型、照片和电子构图仅供��，并不构成或代�合约�件。

开发�保���有关��和价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5 5 753

别墅 V02 几��加小城

6 7 483卧� 浴� 总覆盖面积

还系那个别墅
电梯
游泳池
娱乐房间

可选择性游泳池
土地面积496平方米
一览无余的海景
顶级完工标准 

乐浦阿莫尼亚�滨别墅



4 5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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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452

25�别墅 �瑚�

可���泳池
烧��
杂物�
�绿���连

���园
车库门�有��开关
可�加���电�
�人�园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乐浦�瑚�别墅

乐浦�瑚�别墅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01�地块 �瑚�

舒适的客厅和餐厅
现代建筑设计
永久产权
豪华的临海小区

现代化厨房
可增建游泳池
阳台、花园、遮阳棚
地暖 

��: 别墅、��、连�别墅、地块、�铺、�厅、酒吧

本刊物�的�息、户型、照片和电子构图仅供��，并不构成或代�合约�件。

开发�保���有关��和价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安排看房, 免费拨打8000 0707

乐浦贝�迪亚别墅

26��� CHLORAKA 镇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地暖
大理石洗脸盆�面
�岗石厨�工作�面
保温双层玻��

铝合金百叶�
预����调�道
�大利式厨�
�� 

4 237

APARTMENT NO. 001 B3 �瑚�

2 2 123

乐浦�瑚��园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中央�调
�压水泵
大理石地面
大理石�面

�岗岩橱面
�共�泳池
地暖
顶配卫浴和厨�



�色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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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墅、��、连�别墅、地块、�铺、�厅、酒吧

本刊物�的�息、户型、照片和电子构图仅供��，并不构成或代�合约�件。

开发�保���有关��和价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5A �别墅 �瑚�

乐浦伊�纳斯�滨别墅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可选性�泳池
双�厅
�顶露�
大型阳�

现代�设计
��
�大利厨�
�人�园

别墅 V504 塔�小城

3 3 183

�� No.003 B.7 Mandria 小城

6211

乐浦�玛瑞斯小镇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游泳池
家具
空调
防蚊绳沙

电和锅炉房
有覆盖车棚
地契

乐浦曼�瑞�园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调
活动��
有覆盖阳�
双层玻�

�人�园
�全锁
阳�
��

�� No.210B �托帕�斯

乐浦LIMANARIA 小城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调
活动��
双层玻�
电�

��
厨�
大理石�面
�全锁已�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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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88

1041

��: 别墅、��、连�别墅、地块、�铺、�厅、酒吧

本刊物�的�息、户型、照片和电子构图仅供��，并不构成或代�合约�件。

开发�保���有关��和价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乐浦佩亚�园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002B �� 佩亚村

精装
公共游泳池
纱窗
花岗石厨台

空调
铝金百叶窗
所有窗户的安全锁
三相供电

002B��� 佩�村

乐浦佩亚�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调
铝合金百叶�
双层玻��
�岗石厨�

超大阳�
阁楼
顶层阳�
储��

乐浦皮�里别墅

24�别墅  皮�里村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调
自动���统
�间浴�
��

�岗石厨�
��的露�
�人的�车�
��间

安排看房, 免费拨打8000 0707

VILLA NO. 119 塔�小镇

3 2 135

�泳池
全��
�调
��

�园
有覆盖车库
��
木制�阳�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乐浦奥林�斯小镇



�色物业

2 2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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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 别墅、��、连�别墅、地块、�铺、�厅、酒吧

本刊物�的�息、户型、照片和电子构图仅供��，并不构成或代�合约�件。

开发�保���有关��和价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1�别墅 波利斯

铝合金百叶�
��
大理石厨�工作�
阳�

�阳棚
�人�园
洗脸盆�面
木制�阶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乐浦波利斯�滩别墅

28�别墅 Tsada村

乐浦维克�别墅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全��
��
木制百叶�
大理石厨�工作�

木质�阶
中央暖气
宽�的露�
双层玻��

维斯帕��二期

23���   帕�斯

卧� 浴� 总有盖面积

铝合金百叶窗
空调
配套衣橱
随时可�领�产证

�间卫浴
厨房电器
大阳台
公共游泳池

别墅 V 73 CHLORAKA 小城

3 2 126

乐浦维纳斯�园

卧� 浴� 总覆盖面积

顶配装修标准
地暖
双层玻璃

太阳能热水
意大利花岗岩台面
高质量地板和墙面

已�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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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地图
（不��例）

乐浦�产项目

乐浦CALYPSO酒���假村

乐浦�产销�办��

N



地中�
帕�斯

20

�费�拨 8000 0707

THE BEST CYPRUS PROPERTIES

НЕОТРАЗИМ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塞浦路斯最佳物业

�费地图



地中�
帕�斯

21

�费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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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hrodite’s Birthplace)

帕�斯��地图
（不��例）

乐浦�产项目

乐浦CALYPSO酒���假村

乐浦�产销�办��

N



项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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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浦阿多尼斯�滩别墅

Chloraka 镇

设�和配�

园��园

大阳�

�古典希�小岛�筑风格

�贵�华别墅开发

�人�泳池

���园和烧��

乐浦爱��园

设�和配�

Kato 帕�斯

进门大闸

两个大型不规则形状�泳池

住���

小��羊肠小�和阳�

门��统

儿��乐场

园��园

地面�车�

邻近设�和配�

�华�假村住�

乐浦阿�曼��园

波利斯

设�和配�

邻近��尔夫球场

前临�滩

大�共�泳池

�达波利斯镇

物业�理服务

园��园

开车10分钟�达Latchi��码头

叹为观止的��和��

宽�的阳�和�棚

有独栋别墅、连�别墅和��可供选择

�看我们的物业，请拨打我们的�费电话：8000 07 07

本��物中的�息，计划，照片和艺术�的图片仅供��，不构成任何陈述或要约。 

开发者保�在�有事先通知的情况�进行更�的权利。 价格可���变，恕不另行通知。

乐浦阿莫尼亚�滨别墅

几��加小城

��帕�斯�中心五分钟

�绿�地带相连

�浦路斯�好的蓝��滩

�近五星级酒�

�近�有设�设备

�邻�边

地理��一线��

�华�人专属�

园��园

�近大道

设备和配�



项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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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浦BELVEDERE别墅

CHLORAKA 村

设�和配�

开车5分钟�达帕�斯购物中心

�通便利

�华�工标�

地中�风格设计

邻近�华�滨酒�

全��

��资潜力

�人�泳池

物业�理服务

邻近�滩�浴场

��: 别墅、��、连�别墅、地块、�铺、�厅、酒吧

本刊物�的�息、户型、照片和电子构图仅供��，并不构成或代�合约�件。

开发�保���有关��和价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利马�尔蓝色��

利马�尔

设�和配�

���地

有覆盖车库

�近�滩

潜力��

大都�

�业�

超大顶层�泳池

一，二，三���

前���处，门卫，健��设备

�近�生活

乐浦�瑚�别墅

设�和配�

�瑚�

�近帕�斯10分钟

�绿�地带相连�

�浦路斯�好的蓝��滩

�近设�和配�

超大地块

�好的�滨��

�近五星级酒�和�假村

�近帕�斯��口

�人�泳池和�园

乐浦�瑚�园

�瑚�

封闭式小�

�浦路斯�美丽的�滩

�邻乐浦�瑚�和Thalassa精品酒�

�近帕�斯��人码头

绿��域

超大�泳池

俱乐���

�观�园

阳�

物业�理服务

设�和配�



项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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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浦�基�滩别墅

波利斯 

�近�基码头

在�滩�边

物业�理服务

�近设�和设备 

园��园

�人惊叹的日落和��

和平宁静的环�

�人�泳池

在阿�马斯国��园�边

地中�风格的别墅

设�和配�

�看我们的物业，请拨打我们的�费电话：8000 07 07

本��物中的�息，计划，照片和艺术�的图片仅供��，不构成任何陈述或要约。 

开发者保�在�有事先通知的情况�进行更�的权利。 价格可���变，恕不另行通知。

乐浦�玛瑞斯村

设�和配�

塔�村

获奖项目

�近�尔夫球场

住�俱乐�

�共�泳池

园��园

�疗中心

物业�理

��处

�厅和酒吧

网球场

伊�纳斯�滨别墅

�瑚�

设�和配�

10分钟�帕�斯镇

�绿�带相连

�浦路斯�好的�滩

�近�有的设�和配�

�近�滩

�独�的地�

紧邻五星级酒�

邻近�的帕�斯��码头

�近�名的�瑚�

�人泳池和阳�

乐浦�瑚��滨别墅

�瑚�

设�和配�

��帕�斯10分钟

�浦路斯�好的�滩

独��滨�

开进住满的�瑚��假村

�于水边

宁静的乡村�假村

�近五星级酒��假村

�近帕�斯����码头

��阿�玛斯国��园五分钟

�人泳池和阳�



项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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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墅、��、连�别墅、地块、�铺、�厅、酒吧

本刊物�的�息、户型、照片和电子构图仅供��，并不构成或代�合约�件。

开发�保���有关��和价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乐浦帕�斯�园

�托帕�斯

获奖项目

儿��乐�

3个�泳池可供选择

24小时��

健��、俱乐�

园��园

蓝��滩�边

�厅、酒吧、咖�厅

超级�场

超�

设�和配�

乐浦奥林�斯村

TSADA村

设�和配�

�绿��相连

获奖项目

�近Tsada�尔夫球场

俱乐�

独�开发

�人的气候

大型�人地块

全���

�人�泳池

地�布线

电网线分布在地�

设�和配�

玛�莲�园

玛�莲村

��机场五分钟

��帕�斯10分钟车程

��爱�诞生地3分钟

中央卫星�统

�近阿芙罗狄��和�秘谷�尔夫球场

物业�理服务

��的�资机遇

园��园

两个�共�泳池

前临大� 

乐浦利马�尔�馆

利马�尔

设�和配�

2个成年人�泳池

2个儿��泳池

网球场

儿��乐场

小吃�

健��

桑拿，湿蒸桑拿和�疗�

�人园艺�园

24小时��和�保



项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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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们的物业，请拨打我们的�费电话：8000 07 07

本��物中的�息，计划，照片和艺术�的图片仅供��，不构成任何陈述或要约。 

开发者保�在�有事先通知的情况�进行更�的权利。 价格可���变，恕不另行通知。

波利斯�滨别墅

设�和配�

波利斯 

�足的�车�

�绿��相连

�近�共设�

�近�滩

园��园

�近�岸

临近AKAMAS国��园

物业�理服务

�近�奇码头

临近��尔夫球场

乐浦皮�里别墅

皮�里村

设�和配�

15分钟�机场

�绿��相连

�近�尔夫球场

�近�滩

�近�有生活设�

大型园��园

�华独栋别墅

�人�泳池

�静的住��

��和��

乐浦VIKLA 小城

TSADA小城

设�和配�

�足的�车�

�绿�带相连�

获奖项目

中央卫星�统

�近Tsada�尔夫球场

�共�泳池和�园

地�布线�统

��

地�水箱

�近Tsada 小城

利马�尔�玛

利马�尔

专属�滨生活

��购物品�，�饮和休闲

�佳�滨土地34，000平�米

超长�岸线170米

�面道路和绿�

地标性�筑

五星级服务，设�和配�

门�，健��，水疗中心，���泳池

封闭式环�

大型��/露�

设�和配�



Me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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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拥有37张��，�华，�人和

半����

综合�疗和�科

专科

ICU设备齐全

24小时�疗援助 – 急救�

救护车服务

��科

血�学 - 生物�学

地址：8 Voriou Ipirou, 8036 Pafos

P.O. Box 62815, 8069 Pafos, Cyprus

Tel.: +357 26 848 484 

传�: +357 26 848 300

网址： www.iasishospital.com 

健��美�护理

Esthisis是希�语属感�词，�思是在Esthisis�有的

疗�和�疗后，提�您的感�和��感。Esthisis�其

�疗师的专业知识，为�人提供的各�美�，保健疗

�而自�。

�受轻�的��，面�护理，专业�疗，�甲，�

�，或是用��的设备和美�护理来���心，�复

您的�心健�。

在��，现�时代，��往显得�其重要。

我们的�华护肤品�有：英国水疗�护肤�华品��

丽美(Elemis)，�迪曼（Phytomer）�洋精华，维健

美（Guinot）生物源精华，英格�儿品�鲟鱼鱼子精

华。

导�输�实际上是��和�针的，把必需的维生�, 矿

物质和�富的氨基��输送�皮肤中。 输��疗�括

胶原再生, ��老, 皮肤补水和紧肤。

机�导�

温和的电疗帮助美�成分���更�层的皮肤，更�

久保湿。 皮肤�美清洁，�润，�氧�和更�丽，8个

个性�程�可用于保湿，�养，净�，��老，舒缓，

�色���，日晒后的�护。

皮肤�层护理仪�

�一代�有�的减肥仪�，1�仪��成三个�程！

ADVANCE TECHNISPA

如有�询或预约，请联�

电话: +357 26 881 000, 传�: +357 26 621 742

邮箱: coralres@coral.com.cy

乐浦Basilica��设计中心�够提供�整的���饰和���决��，并可�提供

专门�制的设计��的服务，�满足任何��设计要求。 协助您作�许多��设计

和��的决�，�专业的知识负责�子��设计从头�尾计划，��和�理。

提供�租和永久住�的����，�����决��，�括�制��，厨�，浴

�，��，��和百叶�，户���，电�，�调和吊�等等。

欢��临设计中心，�我们的团队��您的设计要求。

预约电话：（+357）26 880 222

BASILICA��设计中心

Basilica ��设计心

地址：LEDRA ST. P.O.BOX 60146, BASILICA COMPLEX, 8129 PAPHOS 

电话: (+357) 26 880 222, 传�：（+357）26 935 508

Member of
www.coral.com.cy
tel: +357 26 881000, Fax: +357 26 621742, info@coral.com.cy
Coral Beach Hotel & Resort, Coral Bay, Paphos, P.O.Box 62422

许多人在他们人生中�重要的一��选在择�瑚�滩酒��假村，举行他们的��...

�瑚�是�浦路斯中�有酒���奇的地点�一，����瑚�的�然�滩，��伦�的��仪式,

饮料招�和晚�招��，选择��漫的地中�为背�的地点。

这个独�的五星级�假�地占据���的地理��，�论是自然风光，壮观的场地, 还是迷人的�

人��和美丽的��。结合传统的�浦路斯�饰和�筑�五星级�假村的现代�设�，��温�的

�围。专业的工作人员，�殊的��场地和壮丽的�色�使�个人大开�界，让�一场��都成为

独�难�的回忆。

请联�酒���协调员�获�相关�息: weddings@coral.com.cy

在梦��的�域，�过永生难�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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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浦希�

希腊黄金签证计划 购买房产成为希腊居民计划
希腊居住方案是欧洲是最经济实惠的。只需几

天就可以完成。

欧洲永居从今天开始。可以在所有申根国家免

签证旅游。

适用于投资者包括其父母在内的家庭成员。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处于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

房产价格处于低位

申根成员国

治安名列前茅的欧盟成员国

地中海健康的气候

最美的自然环境

热情好客的人民和轻松

宜居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是希腊 为什么选择乐浦
在地中海地区最大的房地产

开发公司之一

悠久的历史，公司成立已58年

悠久历史，公司成立

已超过57年

已开发超过350个项目

在雅典、克里特、

帕罗斯和圣托里尼销

售永久产权物业。

旅游业和拥有酒店

请登�我们的网� www.leptosgreece.com 和发邮件�infochania@leptosestates.gr  制�行程��  或�拨: (+30)28 210 208 30

可以负担的费用

只需要二十五万欧元

整个欧洲最实惠的永居权项目

申根区域

希腊属于整个申根区域

无需签证可以自由出入所有申根国家
(基本涵盖所有的欧盟国家)

无需通过入境希腊进入欧洲

没有最少居
住天数要求

拿到永久居留权之后没有硬性规定需
要最少居住在希腊的天数要求

您只需要每五年来希腊一次就可以

购房即可拥有永久居留权
拥有希腊永居的主要原因



乐浦地产正在创�一个名为 “利马�尔�园” 的独�

开发项目, 这是一个��华的有门禁的�假��。

地理��便捷, �于利马�尔历史悠久的老城��

�阿克罗�里, �近该�绿��。�近利马�尔�

利马��玛�布���界著名的�大利��设计�司Jumbo �团进

行�有标记�义的合作, 奇��兰.��雷品��提供�浦路斯�玛

项目的现代���设计。

“乐浦利马�尔�园” 

 

URL: www.limassoldelmar.com    T +357 25 510 888    Freephone: 80006070    E: info@limassoldelmar.com

Jambo�团和奇��兰.��雷品��列, 

�其��的色彩和色调搭配设计而著名, 

��开发��手共�这个�有代�性的一

线�岸线项目。利马��玛项目的资金由

Cypeir Properties Ltd财团监�，该财团

由�浦路斯两��大的�筑�司乐浦地产

和D. Zavos�团组成。

签名��级�列的�间��都�由奇��

兰.��雷品�进行独���, 为买�提

签名收藏系列公寓宣布将与奇安弗兰.

德费雷品牌合作

“利马�尔�园” 项目的重点是创造田园�

的居住环�, �大程��受�浦路斯的生

活。 �为毕�……这是一个可负担起�华

的生活�式！

利马�尔�玛

欢�来�绿色�堂

灵感设计�艺术相结合的�筑

供难得的机�, 成为岛上��人倾慕的目的地�一。奇��兰.��雷��

为“时尚�筑师”, �大利风格和几何图�的相结合, �为该项目带来更�水

平的质量和设计。

乐浦�团副董事长�Cypeir Properties Ltd董事总经理 潘�利.乐浦先生补

�说：“��大利著名设计�司的合作是战略选择的结果 , �为这对�玛项

目有��关重要的�响。奇��兰.��雷设计�司的经验和知识为签名�

��列的��提供了相对�势, �其他开发项目相�, ��马��玛项目的

设计, 并�其��的品味和�大利式精��富了我们�华��的�饰, �美

地诠释了该项目�观�筑设计。

场, �行可�。�近��利水上乐园和�

著名的女士英里�滩。
 
“利马�尔�园” 受�于利马�尔的中心�

�, ��主要城�尼科�亚, 帕�斯国际机

场和�纳�国际机场不超过35-40分钟的

车程。附近的�罗多斯�脉是大自然爱

小�和池�围绕�两个大型自由形状�泳

池, ��儿��泳池和�乐场。酒�提供

�足的�车场, 前�和�宾服务, 一个居�

俱乐�, 一个网球场和一个健�水疗中

心。 该项目提供一卧�, 两卧�和三卧�

����顶级配�的顶层��。

好者的�堂, 可���浦路斯传统��和

习俗。

该项目园��园的面积超过7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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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开发项目



3131

  自1960年处与领先开发物业• 
  拥有25 ,000个幸福的业主• 
  游泳350个项目物业• 
  五星级荣誉• 
  低价格/付款方式简单• 
  售后物业管理• 

乐浦地产

 340天大太阳• 
对您和您家人的安全性高•  
避税天堂•  
底消费•  
投资的最佳地•  
项目在帕福斯市, 利马索尔市和尼科西亚市•  

塞浦路斯

•   独家别墅

  独家别墅• 
  时尚的小屋• 
  商铺-办公室• 
  超大土地面积• 
  投资物业• 

出售

Since 1960

免费电话: 8000 07 07

HEADQUARTERS : The L eptos House, 1 1 1 , Apo stol o s Pavlo s Ave. , CY - 8046, Pa ph o s - Cyp rus   

te l : ( +3 57) 26 880120 | e- mai l : i nfo@LeptosE sta tes . com | www.Lep tosEsta tes . com

  London – Moscow – Bei j ing – Shanghai – Guangzhou – Dubai – Ho Chi Minh – Kiev – Cairo – Amman – Athens – Chania – Paros – Paphos – Limassol – Nicosia  

Since 1960

�资
受惠于

在 
�浦路斯

只需2个月
获得 

�浦路斯永居�

�产�资仅30万�



宁静和壮观的视野

地址: Panorama Hotel, P.O. Box 73
Kato Galatas, GR- 73110 Chania, Crete
电话: (+30) 282 103 1700
传真: (+30)282 103 1708
邮件:  info@panorama-hotel.gr  
网址:  www.panorama-hotel.gr

CRONOS 
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乐浦集团公司一员

欲了解更多信息或查询保险需求，请联系以下⼯作⼈员： 

Theodosis Ioannides 

Maria Georgiou

Stella Tsappi

Elina Koutsouraki

电话: 26 880 207

电话: 26 880 220

电话: 26 880 221

电话: 26 880 516

邮箱: TheodosisI@Cronos.cy.net 

邮箱: maria.georgiou@Cronos.cy.net

邮箱: Stella.Tsappi@Cronos.cy.net

邮箱: Elina.Koutsouraki@Cronos.cy.net 

欧洲                 澳大利亚                 亚洲                    美国

⼀起去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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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浦�团�司一员

地址: Leptos Basilica Centre, PO Box 60146, Ap. Pavlos Ave., 8129 Paphos, Cyprus

Tel: 26 880440,  Fax: 26 951663,  email: info@ledatravel.com  

电话:�26 880440,  传真:�26 951663,  邮箱:�info@ledatravel.com 

2018年11月

22-25日为期��

的�浦路斯竞跑

挑战赛

��不同的赛事 - 迂回的小�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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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浦�闻

另�一个重大的奖项  

�里普�酒���假村�荣�地�布，�浦路

斯 帕 � 斯 的 � 瑚 � 滩 酒 � � � 假 村 荣 获

“2018年�卓�酒�国际质量奖”�界百��假

酒��一。

国际酒�奖是国五星级酒�评选标�。 全球国

际酒�奖竞赛决�了�界上�好的酒��司。

五星级酒��瑚�滩�假酒�拥有421间��

�滩别墅�坐落于宁静�假�地Kissonerga小

镇的�滨�，��相邻，是乐浦�团��的�

产开发项目。

这个项目�于�岸线�，在历史悠久的帕�斯

��和风�如�的蓝��滩�瑚��滩�间。

���厅、购物场�、�疗保健设�、教�和

金�机构、娱乐中心和�共�通服务仅有几分

钟路程。

整个小�使用了��标�来�造，�人�边泳

池，宽阔的�园，烧��，独�设计的阳�和

��生活�域，现代�的�筑设计和���科

技的配�，�足的�车�等等。��伦�的�

筑设计和�造标��提供独�的�边生活�

式。

您��浸在�滨生活的美好中， 观赏��人目

不转�的�色。 ���的舒缓声音唤醒，��

�心，欣赏壮观的日落， 这是乐浦 Armonia �

滩别墅为您带来的生活。

—�隐�的�华�地

乐浦Armonia
沙滩别墅

和��，其独�的�筑设有郁郁葱葱的园�

�园，提供个性�服务和首�一指的美�，

为�界级酒�提供竞争�势。 酒�周围环绕

�美丽的�曲��，拥有500米长的白色�滩

和风�如�的渔�，圆形剧场���浦路斯

�好的水疗和运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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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浦�闻

迈克尔.乐浦�国王、总统和政�名人�面

·�
迈克尔.乐浦、英国众议�议长 女男�贝�.布斯罗

伊�和�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里奥先生

迈克尔.乐浦先生和希�总理乔�·帕潘�里�先生

迈克尔.乐浦先生、�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先生、

�曼�长Biltaji和帕�斯�长费纳多斯，摄于�曼�政厅

约旦国王阿卜杜�二�在�曼皇宫�见迈

克尔.乐浦先生

迈克尔.乐浦先生和�浦路斯大主教克里�斯托二�

迈克尔.乐浦和Saleh El Zamed�长，Mohamed Al

Amond �长，I mrahim Effendie�长

迈克尔.乐浦先生在�瑚�滩酒��受

FIABCI（�界�地产协�）颁发的卓�大奖

迈克尔.乐浦��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帕帕佐普洛斯先生��

英国首相约翰. �杰先生�见迈克

尔.乐浦先生�其�人

迈克尔.乐浦先生捐款50万�元给�浦路斯共和国总统

塔�斯·帕帕多普洛斯，用来帮助�难户

迈克尔.乐浦先生��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季米�里斯·赫里斯托�先生,

�盟卫生委员��鲁���利先生��尼亚波利斯大学开幕典�

迈克尔.乐浦先生�浦路斯共和国总统格�夫科

斯·克莱里季斯先生在�瑚�滩酒�

迈克尔.乐浦先生�受�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季米�里

斯·赫里斯托�亚斯先生颁发的�佳�业奖

迈克尔. 乐浦先生和�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

里奥先生�观乐浦�玛瑞斯俱乐�

迈克尔.乐浦先生和�浦路斯共和国总统格�夫科

斯·克莱里季斯先生在�瑚�滩酒�

迈克尔.乐浦先生在�瑚�滩酒�

和�假村�见英国�妮长�主

迈克尔.乐浦先生�受�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

斯先生颁发的杰�企业�大奖

君士坦丁堡普�牧首巴尔多�茂�见迈克尔.乐浦先生



庆祝植树节 2019

乐浦�团在上周末在�瑚�举办了�树活动为了庆��树节，为�浦路

斯的自然环��上一片心�。

乐浦�团创�人迈克 乐浦先生上周末在�瑚��滩酒�举办了这次活动

的发布�，并�调了此次活动的重要性，并�布在帕�斯地���树木

和�卉是乐浦�团维护自然环�战略的一�分。

这次活动还�括一个名为 “凯里尼亚 - 帕�斯，亲爱的

�乡”，的复古摄��，在大主教Chrysostomos II的

恩典和���，财政�长Haris Georgiades先生和�

浦路斯各地的其他政��，同时帕�斯机关�门和�

浦路斯的媒体代�也�加了此次活动。

许多大自然的爱好者和环�保护者在这一�带上了他

们的�人来���树并�受当�的活动。

3535

大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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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式

试想想，340�的晴�、碧波荡漾、明媚的阳光、�人的气候、�

�伦�的日落�观、原生态的环�、热情好�的人�、还有许

多、许多……… 。欢�来�帕�斯，�尽的活动和明媚的阳光向

你招手。

 
2017年对美丽的帕�斯来说，是一个独�的一年，2017���都

把色彩、声音、创�和想�结合��、历史、传承和�情活灵活

现的带�您的面前，在帕�斯�一个�落都洋��缤纷多彩的�

�体验。在��千计的观众的见证�，2017年�洲���都开幕

仪式在希�加�罗尼亚�话的发�地�开�幕。帕�斯�速�变

成��汇�的城�，来自本地和五湖��的艺术�和全球各地的

��共同��了在帕�斯全年举行的各项艺术和��活动。活动

�罗万有，有让人难�的�览、音乐、��、��、说明�、光

和声音��、街头��、传统艺术、品尝本地佳酿和美�、��

和�学等等多不��的活动，这些活动把历史传承和当��代�

�，本地的人�和�地的��带�这里，共同造�了这个成功的

��活动。2017年���都的活动已�满结束，但这个��艺术

的传承已���间，2018年��承�过�一年的成果，继续把这

个美丽的城��上另一��。

lifestyle

�浦路斯葡�酒 – �的�露

�浦路斯几千年来一�是葡���和生产葡�酒的国�，其中在国际��

�著名的是Commandria 甜葡�酒。帕�斯地�和利马�尔地�是�浦路

斯两个�大的葡�酒产�，您可�在传统的村�，古老的�道�或葡�酒

�物馆品尝当地的佳酿。 �浦路斯��机构还制�了几�酒���路线

图，除了途经�让人惊叹的美�和漂�的村�，还可�顺道��一个小酒

�品酒。

美�

随��富的�饮选择，帕�斯是一个�满美�的城�！在当地传

统的小酒馆尝试传统�浦路斯美�，品尝一盘�一盘的传统

“Mezze”小点心，您��感受�味蕾上的层次感; 在众多�于�滨

的�厅�用�鲜，或者�时尚小馆�用一顿风味美�，�是人生

一大乐事。 在帕�斯的周围，还有中国、日本、��、�大利、

俄罗斯、�巴嫩，��是��的�馆，可�体验不一样的美�。

从Mezze小点心�日式�司

��场地

帕�斯继续�列��场地选择的�首。拥有�独�的��场地可

供选择，�论是在�边、�上或者�滩，乐浦�团也提供一些�

�场地�括：五星级的乐浦�瑚�滩酒��假村和塔�萨酒�、

乐浦�玛瑞斯俱乐�等等。

咖�

咖���源远�长，是本地生活上不可�失的一�分。 �此，在

帕�斯的咖��可�说是林林��，应有尽有。不�是在国际时

尚品�的咖��或者是本地著名的咖��，何不品尝一�独�的

�浦路斯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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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的�堂

帕�斯是一个购物�堂，拥有精品�、林林��的��、百货�

司和现代�场。在老城�的��和码头�，可�发现传统的手工

艺制品、�边、��、珠�、�浦路斯产品、有机�品，健��

品和品�时��。

�生活

来看看帕�斯的�生活和获奖的�总�！帕�斯有各式各样�

�、酒吧、有国际知名的唱片骑师常驻的酒�，�布帕�斯城�

和�边。 

��活动

帕�斯�其��遗产和众多活动而自�，各式各样的活动全年举

行，�如已举办了19年“帕�斯阿芙罗狄�节”，��项目主要是国

际知名的�剧和芭蕾�；为纪�帕�斯�经是�浦路斯首�的�

�节和活动；“Gerokipia节”在女�阿�洛狄忒的后�园庆�她的

美貌、各�嘉年华、赏�节、��遗产日、葡�美酒节和体�赛

事等。

�华��租赁

您可�在�浦路斯的�滨租用机动��或帆�。 想�一�，从�

浦路斯�美丽���一的Latchi扬帆��，���浦路斯�诱人的

“The Blue Lagoon”��，回首欣赏一鸣惊人的阿�马斯国��园

�脉，您�有机�浮�在碧波中畅泳、浮潜、潜水或者�在�滩

上沐浴在灿烂的太阳。回程时还可�在Latchi 码头�用闻名的鱼�

�。

体�

�受�富的体�生活�如网球、骑马、�球、�伽、�箭、普�

提、�榄球、足球、乒乓球、�泳、太极�、�击和�富的水上

运动。

爱好

�养一个�的爱好：艺术、语�、桥�、音乐、�唱、跳�或者

向您的朋友分�您自己的爱好。

�尔夫球场

帕�斯��自�，在�浦路斯�一拥有�个顶级�尔夫球场的地�，这些

�球场不仅环��美，还符合国际�球赛标�，是�球爱好者必�的�尔

夫球场�一，并且全年开�。

潜水

凭借其清�的�水和蓝��滩，帕�斯是一个体验水肺式潜水理想的地

�。

钓鱼

体验在帕�斯��捕鱼的快感。�加钓鱼团或是�受独��制的钓鱼�

�，捕捉金枪鱼和鱿鱼。

帆�

帆�运动是�浦路斯颇受欢�的水上运动�一，由于全年�括冬季气候温

和，��平和，让爱好这个活动的人士有可�全年不间�练习。夏�的清

�，水平如镜，�水运动也颇受欢，�风的日里，风�冲��是�佳的选

择。

农�乐

近年来，农�乐正渐渐成为�浦路斯��的�行趋势。“Agro”是乡村的�

思，“AgroTourism” (农�乐)在�浦路斯是指�观或者�住�旧传承�传统

的��村�，在帕�斯拥有许多田园诗�的村��受一个�静的乡村生活

环�，顺道�览�满���力的传统村���，�用�鲜农产品和有机美

�。

��

在这里，�受帕�斯�富多彩的�览。

沐浴在阳光中

享受一个让人艳羡的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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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浦地产北�、上�、�州代�处

乐浦地产北�办��是乐浦�团在中国的主要代�处，自

2013年成���一�在运营。

北�代�处坐落在北�中心�业�，�各个领域的国��名企

环绕，行业��移�，教�，�律，金�，国际贸易，��科

技开发等。战略性的地理��为乐浦地产创造了��的�业环

�并且使其�合作伙伴紧�相连。

乐浦地产北�代�处的工作人员经验�富，并且中英双语�

利，为合作伙伴��户提供专业的支��服务。

乐浦�团�年在上�设�了�办事处，标志�其在中国华东�

的战略性扩张。乐浦地产上�办���于黄浦����路创兴

金�中心12楼，是上���华的�业金�中心。除此��，办

���邻上��多地标�筑。人��园，上�大剧�，�滩�

�闻名��的��路都在�司附近。 

乐浦�团近日在�州设�了�代�处。�办���于中心�业

�珠江�城的利通�场34楼。

�办���众多�界五百��邻，如�洁（P&G）、IBM、通

用汽车（GM）等。�办��的设�有助于提升企业形�、提�

人们对企业的认知，也�合了�净值�户的需求。乐浦地产�

力于寻求稳健的生活和�资�式。

现代�设计让��来访者感受�地中�国�的风情，办����设备一

应俱全， 环�舒�惬�，促使员工��工作的同时也��了�一�访�

的体验感。

乐浦�团成���已有超过58年的历史，在�浦路斯（帕�斯，利马

�，尼科�亚）和希�（�典，克里�岛，帕罗斯岛，圣托里尼岛）都

有杰�的物业产品。乐浦物业有超过325个��项目，��宽�的�

�，现代�的联�别墅，�华的别墅，��坐落于独���的���滨

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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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top Plaza, Guangzhou Vantone Center, Beijing

Chong Hing Finance Center, Shanghai

⼴州 - 中国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34楼A01

电话: (+86) 20 2202 8665    电话: (+86) 20 2202 8667

邮箱: info@LeptosEstates.com     网站: www.LeptosEstates.cn

上海 - 中国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288号创兴金融中心1210室

电话: (+86) 21 6133 7880     电话: (+86) 21 6133 7889

邮箱: info@LeptosEstates.com      网站: www.LeptosEstates.cn

北京-�中国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6号万通中心C区907

电话: (+86) 10 5907 3099   |   传真: (+86) 19 85731449

邮箱: info@LeptosEstates.com   |   网站: www.LeptosEstates.cn



办��地点

乐浦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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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浦�团

北京-�中国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

大街6号万通中心C区907

电话: (+86) 10 5907 3099

传真: (+86) 19 85731449

邮箱: info@LeptosEstates.com 

网站: www.LeptosEstates.cn

莫斯科- 俄罗斯
俄罗斯莫斯科市普伦涅

斯基6号2号楼44层4413室 

电话: (+7) 4959741453/54

邮箱: sales@Leptos-Estates.ru

网站: www.Leptos-Estates.ru

伦敦- 英国
乐浦地产英国分公司

地址: 英国伦敦梅费

尔区伯克利街1号

电话: (+44) 208 883 2333

传真: (+44) 208 883 6464

邮箱: info@LeptosUk.com 

网站: www.LeptosEstates.com

安曼�-�约旦

约旦安曼麦加街艾尔侯赛

尼塔164号大楼4楼403室

电话: (+962) 79 816 5299

邮箱: info@LeptosEstates.com

网站: www.LeptosEstates.com

帕福斯 -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帕福斯阿波罗托洛

斯帕夫洛斯港111号乐浦集团

电话: (+357) 26880100

邮箱: info@LeptosEstates.com

网站: www.LeptosEstates.com

尼科西亚 -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尼科西亚

达墨撒尼大街9号

电话: (+357) 22458745

邮箱: Leptosnc@LeptosEstates.com

网站: www.LeptosEstates.com

雅典 - 希腊
希腊雅典市阿木比劳

克比区阿开尔大街37号

电话: (+30) 210 6083800

传真: (+30) 210 6083849

邮箱: infoathens@LeptosEstates.gr

网站: www.LeptosGreece.com

利马索-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利马索4532号5

号街阿玛桑托大道104号

电话: (+357) 25873233

传真: (+357) 25312031

邮箱: info@LeptosEstates.com

网址: www.LeptosEstates.com

哈尼亚 - 希腊
希腊哈尼亚市查

理顿大街81号

电话: (+30) 2821020830

传真: (+30) 2821033647

邮箱: infochania@LeptosEstates.gr

网站: www.LeptosGreece.com

帕罗斯 - 希腊
希腊帕罗斯岛帕罗奇亚

电话: (+30) 2284028503

传真: (+30) 2284028504

邮箱: infoparos@LeptosEstates.gr

网站: www.LeptosGreece.com

总部

上海 - 中国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288

号创兴金融中心1210室

电话: (+86) 21 6133 7880 

电话: (+86) 21 6133 7889

邮箱: info@LeptosEstates.com 

网站: www.LeptosEstates.cn

⼴州 - 中国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

东路32号利通广场34楼A01

电话: (+86) 20 2202 8665

电话: (+86) 20 2202 8667

邮箱: info@LeptosEstates.com 

网站: www.LeptosEstates.cn

迪拜�-�阿联酋
阿联酋迪拜319号迪

拜国际金融中心

电话: (+971) 4 3528191

传真: (+971) 4 3528881

邮箱: info@LeptosEstates.ae

网站: www.LeptosEstates.ae

办公室 – Suite Intercontinental
开罗 Semiramis El, Nile Corniche,
开罗 Governorate 11511

电话: (+20) 1144482362
邮箱: info@LeptosEstates.com
网址: www.LeptosEstates.com

康班克大厦21号套房
MêLinh广场5号21层
本·荣格·沃德1一区
越南，胡志明市

电话: (+84 ) 28 3827 1950 
邮箱: info@LeptosEstates.com
网址: www.LeptosEstates.com

越南�-�胡志明 埃及�-�开罗



免费直拨: 8000 07 07

您在塞浦路斯最强大的合伙商

物业投资

物业开发

酒店投资

施工

物业管理 拥有和运营酒店

教育 医疗保健

帕福斯-塞浦路斯/总部

地址：The leptos House: 111, Apostolos 

Pavlos Ave, CY-8046, Paphos, Cyprus, 

电话：tel: (+357) 26880120 

邮箱：email:  info@LeptosEstates.com

网站：www.LeptosEstates.com

乐浦卡玛

瑞斯项目

荣获

FIABCI

卓越大奖

其他办事处：尼科西亚，利马索尔（塞浦路斯）/哈尼亚，雅典，希腊帕罗斯岛/伦敦（英国）/莫斯科（俄罗斯）/基辅（乌克兰）/北京（中国）/迪拜（阿联酋）/开罗（埃及）/安曼 （约旦）

10.000.000
25.000

350
59

7

平方米优雅的生活
个满意客户
个项目完工
年的成功经验
家酒店和度假村

一�式服务, �在乐浦

Lepto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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