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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团执行主�迈克尔·乐浦在1960年成�乐浦�团�来，�团在�浦路斯和希�岛屿赢

得了领先�地产开发�的地�。这个�人�慕的声�不仅��在对我们满�的�户的卓

�服务�上，还��在过�60年我们一�在开发的�质著名�华物业上。当您梦想拥有

自己的�地时，我们的�司��保您这片绿洲成为永恒的�风�，并把地中�的美�带

�您��前。

乐浦�团的主要目标是在�佳地点提供�界一�的设计和��伦�的产品。�团拥有�

�的土地储备，其产品组合�括综合�住用途开发项目、大型�人住�项目、�制别

墅、酒�和�假村、国际承认的大学和一�拥有�先进设备的�人��。

 

近年来，乐浦�团一�走在环保的前�， 设计�虑�利用智�城�规划和可�续的战

略，�虑�源、水、废物和照明的创�技术，旨在减�碳��。我们的Neapolis 项目是

�界级的环保、智�、可�续性的“�城�”，已经获得了�盟��“ 智�环保城� ” 原型

的国际认可。  

乐浦�团的经营策略是从技术上不���和�善，务求�时并进，�应不�蜕变的�地

产�场，并且在�浦路斯��扩大�司的营销业务。乐浦�团已在全球16个��响力的

城�设有代�处，并在超过75个国�/地�拥有��的业务合作网络。

 

一��来，作为�地产行业的先驱，乐浦�团积极��国际�地产�议、�览和针对�

级�地产、永居权和�资移�的的网络活动，主动���浦路斯和希�岛屿成为�界级

�资的目的地。在�浦路斯购��地产，�论是作为�资还是�假�，一�是�国�资

者的普�选择。

乐浦�团的成�不�获得�界著名企业的承认，�括�团��伦�的�筑，�标�的�

筑���设计。这些奖项�实地�映了乐浦�团整个团队的承诺，我们都�此为荣。事

实证明，我们从不固�自封，我们不��受提���设计的挑战，注���一个细节。

我们一如�往，继续�我们的团队紧�合作，精�求精。 在2019年我们��了几项�人

瞩目的项目，其中一项是继阿多尼斯�滩别墅后，又一��一线、可遇不可求的��项

目Armonia �滩别墅，开�后，销�成绩超�预期。 还有是�于备受追�的�瑚�地�

的�瑚�别墅，小��的全�获奖样��Villa Andromeda，欢�潜在的买�和�资者�

观。

卡玛瑞斯村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项目，从进村一�，您�屏息�叹，精心设计的别墅屡获

殊荣，�一栋别墅都是独�设计，��而�，加��然石材、地中�式拱门设计，�合

在大自然的环�中。�有别墅都�环��为一体，并�有壮丽的地中��观、��和帕

�斯漂�的�岸线�观。小��的生活�点在�玛瑞斯住�俱乐�，为住�提供各�其

式的服务，�括�级�饮、物业�理、多功��、�泳池和网球场。�玛瑞斯村是乐浦

�团一项�凡的开发。

我们大型�层开发项目利马�尔�玛的�后一期已正式��，我们�Gianfranco 

Ferré合作，大楼的�有��都是由Gianfranco Ferré设计提供，这项五星级设计标志性

的项目�于利马�尔�滨长�，��目前为止，已��超过80%的单元。

我们在利马�尔��荣的�域��了利马�尔蓝色��，这个项目临�，�邻利马�尔

��码头，户型�现代地中�式设计，拥有利马�尔一��际的���观，满足您一�

的�资�件，�括地理��、众多和�界一极的设�、��业中心和生活设�只需10分

钟。

 

乐浦�团为60年来的成功感�自�，��未来，我们乐观并�时并进，一如�往，我们

�继续设计和�造独�的�产，这些�产不仅可�受时间的�验，同时我们希�通过这

些业务，让我们开发项目�在地�可�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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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74年的事件，�团的事业转移�中东和

阿�伯�，��了大量的土木工程和主要住�开

发项目的建设。集团开发的一个典型项目是“��城

�”，这是吉达（��阿�伯）的一个全�城

镇，由4000户��组成，�括�业和购物中

心、运动场和�泳池，这在当时�认为是�有开

创性的。

�团于1970年代末回��浦路斯，�帕�斯的

历史��城镇购买�正�有�质量开发潜力的土

地和地�，并�帕�斯和周边地�开发成为如�

蓬勃发�和国际�的城镇。�团不�发�壮大，

兴�酒�、�千个住�和�假��，�括多个屡

获殊荣的项目，如著名的乐浦Kamares小镇、五

星级�瑚��假酒�、帕�斯�园�假酒�，�

�大量其他的住�、�假��业发�项目。这些

独�的项目的�点是其美学�力，���自然环

�相结合，��可�满足�苛�的调色。�滨项

目���假住�的设计和�造都秉承�创造�满

活力的“��”的理�，而�坡上的住�可�为“珍

贵的珠�”，��了�团多样�的�地产组合。

�有的项目都围绕�苍��茂的�园和�阔的绿

�地。

乐浦集团的历史造就了一个非凡的成功故事；60年的成功
描绘了一个繁荣的时代，这不仅是对集团本身而言，我们
开发的城镇和地区自此开始欣欣向荣。

�于�浦路斯岛北�的Kyrenia镇是乐浦�团在1960年的起点。

�团创�人兼执行董事长迈克尔·乐浦从一个愿�开�，踏上了

一次�险征程。他�力于提升�浦路斯岛的�筑，�加其国际�

的性质，并�终�重自然环�。在此期间，乐浦�团�

Kyrenia从��中唤醒，逐�设计和�造更�质量的住�、�业

综合体和酒店，从而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并提高了该地区的旅游

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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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浦集团60年的成功史

DEPUTY CHAIRMAN DEPUTY CHAIRMAN 



乐浦集团通过创建两个“超大型项
目”提供独有的机会。第一个，也是
最具雄心的，位于帕福斯地区，设计
面积超过111公顷。Neapolis智能城市
项目旨在于帕福斯市中心创建一个
“新城”。这个项目有许多独特的重
要元素，如发展最先进的设施，包括
一所医院、大学校园、创新中心、购
物中心、企业和商业中心、休闲娱乐
中心、公园和住宅。Neapolis项目被
认为是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建设挑
战。Costa Nopia是位于克里特哈尼亚
K i s s a m o s湾的第二个“超大型项
目”，将占地约65公顷。该项目将包
括高级酒店、度假屋、游艇码头、高
尔夫球场、各种体育设施、购物和娱
乐场所，以及一个大型会议中心，以
此满足该区域的需求。乐浦集团的成
功显而易见，证明了其作为塞浦路斯
和希腊众岛屿领先房地产开发商的地
位。拥有超过350个独特的项目，并
拥有成熟、优质和卓越的设计，该集
团以见证了2.5万名快乐和满意的客
户和业主而感到自豪。

在过去60年的成功年月里，集团在全

球顶级商业城市设立了办公室，并创

建了国际销售网络，业务伙伴遍及全

球75个国家。如今，集团是塞浦路斯

最大的业主之一，拥有超过1700名员

工，运营超过30家公司（其中的两

家，乐浦Calypso酒店与度假村经营超

过3600个床位，Pandora投资公司是

地中海最大的私人土地所有者；这两

家公司均是塞浦路斯证券交易所的上

市公司。）Neapolis大学的建立 – 帕

福斯第一所私立大学，收购Iasis私立

医院和创建Leda旅行社，Arena运动

和Vesta Holidays物业管理公司，奠定

了集团在塞浦路斯和希腊群岛最成功

的组织的地位。集团旗下的公司、开

发项目、房产和服务已经赢得了多项

著名的国际大奖，乐浦集团也被认为

是最大的引进海外资金的进口商。

集团正大范围地扩张在希腊地事业版图，开发著名的

住宅和度假项目，包括豪华酒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希腊最美丽的三座岛屿，哈尼亚、帕罗斯和圣托里

尼，以及希腊的田园首都雅典。

集团创始人兼执行主席迈克尔·乐浦

的理念是在关注共享环境的同时，建

造具有复杂性、高质量和卓越设计的

项目。他还认为，一个企业的价值不

是用一天的回报来衡量的，而是用一

个人留下的遗产来衡量的。

在60年的成功岁月里，迈克尔·乐浦

和乐浦集团为他们的卓越成就感到自

豪，并且乐观地展望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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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浦集团
自1960年以来成功的故事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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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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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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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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投资项目 

畅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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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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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GANT LIVING   

FACILITIES   

GREECE 

HOSPITALITY 

IMMIGRATION INVESTOR 
PROGRAMME 

JET SET  

KNOW HOW   

NATURE 

LIMASSOL

MANAGEMENT 

OPU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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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网球场, 俱乐�、

超�, �宾服务和和其�

设�, 大大�加了您的�

资价值。

60年来，乐浦集团树立了良好

的声誉。经验、知识、客户关

系和专业度使我们与尊贵的客

户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

系。

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塞

浦路斯和乐浦集团的好客

之道。乐浦集团在塞浦路

斯和希腊拥有和经营自己

的酒店以及优质的住宿。

在乐浦集团，我们能够就

最新修订的移民程序为您

提供建议和协助，助您轻

松快捷地获得移民许可。

乐浦不仅使您的地产开发商，

我们还在小区内提供各项生活

设施；游泳池、花园、水疗、

餐厅、健身房、私人诊所和

24小时紧急医疗中心、网球

场、会所、超市、前台服务和

其他设施，大大增加了您的投

资价值。

对于乐浦集团来说，任何

开发都以尊重自然环境为

最优先。由于塞浦路斯和

希腊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和美丽的环境，我们的目

标是尊重和适应自然环

境。在我们的设计过程

中，绿地、公园、人行

道、树木和植物、花园、

天然材料、水文要素和园

林景观总是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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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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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我们十分��有全�的��。

�处 

热情

PRIVATE HEALTHCARE 

QUALITY 

RESALE PROPERITIES AND RENTALS 

SUNSHINE 

TRAVEL   

UNIVERSITY  

VISION 

WELLNESS

XFACTOR    

YIELD THE BENEFITS 

Z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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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浦集团，我们一直在致力

于通过不断创新的设计来提升

我们的产品、服务和沟通。

我们第一个水疗中心开幕运营是划时代的创新理念。今

天，保健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自豪地引领

整个潮流，并致力于不断改善我们地多项保健设施。

税务、移民和经济只是投资房地产的部分益

处，除此之外，还有安全、医疗、教育、自

由、平静、热情好客，尤其是生活方式。

尼亚波利斯大学由乐浦�团创�，是帕�斯�一�提供本科和

研�生课程的��大学，专业�括有�科、�律、�筑、金

�、心理学、�地产、�学、�息�统、希��明、�筑�理

和�观�筑。这是一�拥有大学�园和现代�设�的大学，教

学语�为英语和希�语。�有的课程都�分得��浦路斯共和

国和�有�盟国�的认可。



  [ 超乎您的预期  ]

5星级的珊瑚湾度假酒店坐落在珊瑚湾沙滩和波光粼粼的海边 

- 几分钟即可抵达崎岖的阿卡玛斯半岛

传统的�浦路斯�饰�现代�的设�

424间时尚的客房和套房，设置有壮观的花园与优雅的游泳池

6家一流的餐厅 

14家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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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育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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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奢华的Anagenisis水疗和健康护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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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室内设计和现代化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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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瑚湾度假酒店 珊瑚湾SENTIDO精品酒店



[ NEAPOLIS UNIVERSITY ]

12月17日，星期二，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 （PwC））向帕福斯
尼亚波利斯大学的学生介绍了“在 PwC的就业的的讲座”，普华永道人力资源运
营经理Marios Melanides 先生作了介绍，普华永道人力资源经理Rebecca 
Papantoniou 和普华永道帕福斯合伙人Pantelis Evangelou先生也出席了这次
讲座。

讲座的主题为“普华永道的未来职业机会”，为尼亚波利斯⼤学的学⽣提供了⼀
个与世界上最⼤的企业品牌之⼀⻅⾯，并建立联系的绝佳机会。Melanides 先
生介绍了普华永道的活动领域及其组织结构，公司提供的培训计划，包括带薪
实习以及在普华永道的就业机会。

这次活动的高潮是会计和财务学院总裁Andreas Hadjixenophontos 先⽣宣布普华
永道将向经济、⾏政和计算机学院的会计和财务系的优秀毕业⽣发放提供的奖
⾦。

此次演讲为帕福斯尼亚波利斯⼤学与普华永道进⼀步合作踏出了第⼀步，确认
了大学一直致力培养专业人士投入劳动⼒市场的坚定承诺，并通过与国家和国
际层⾯的企业，组织和机构的伙伴关系加强了⼤学的外向性策略。

帕福斯尼亚波利斯⼤学：“ 在普华永道就业的职业讲座” 。

尼亚波利斯⼤学计算机科学系与新成立

Robo�cs Lab公司合作，成功在爱沙尼亚

举办的Robotex Interna�onal 2019竞赛中

脱颖⽽出。

更具体地说，在这个激烈的竞赛中，大

学参赛的机器⼈，在性能类别评级中，

获得反应速度排名名世界第三快。这⼀

类别吸引了众多⼤学的兴趣，考虑到我

国参加竞赛的经验尚浅，塞浦路斯团队

获得这项殊荣是一个莫大的惊喜。

尼亚波利斯⼤学与Robo�cs Lab公司协同

合作确保了参加Robotex 2019竞赛的资

格，团队在Robotex Cyprus 2019 的大

学组别胜出。

[11]

主题：Neapolis⼤学计算机科学系参加

Robotex Interna�onal 2019竞赛。

参 加 国 际 ⼤ 赛 最 后 阶 段 的 机 器

⼈，从设计、制造以至编程，都

是为了展⽰创新思想和新技术为

本。

尼亚波利斯⼤学的参赛团队由研

究⽣的学⽣Yianno Eleftheriou，

Ro b o t i c s  L a b  公司的总经理

Konstan�na Hatziyianni先生 ，计算

机科学讲师Zinon Zinonos博士、计

算 机 科 学 系 的 副 教 授 S a v v a 

Chatzichristofi 博士所组成。

米兰理工大学与帕福斯尼亚波利斯大学建筑系日前已签订符合欧洲

Erasmus+ 计划框架的合作协议。米兰理工大学在1863年成立，是意

大利最大的科技大学，约有45304名学生。
双⽅的合作为⼤学之间在建筑领域的学习和教学提供了师⽣之间的

相互交流渠道。Evanthia Dova 博⼠，建筑、⼟地、环境科学系的学

术成员，通过Erasmus+计划的教学交流已访问了米兰理⼯⼤学。

签订了这个协议以后，尼亚波利斯大学又一次增加了与海外院校的
合作。尼亚波利斯大学为促进学生、学术界的国际化和实践相互交
流，不遗余力地延续延续科学卓越的持续追求。

帕福斯尼亚波利斯大学与米兰理工大学合作协议的模式符合欧洲Erasmus+计划的框架

NEAPOLIS UNIVERSITY PAPHOS     T: +357 26843300          E: info@nup.ac.cy         W: www.nup.ac.cy

帕福斯尼亚波利斯大学与米兰理工大学合作协议的模式符合欧洲Erasmus+计划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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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项目

关键点

● 这是21世纪真正的城市发展，占地面积110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77.7万平方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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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的主要元� 

生活住�发�

●  ��和别墅都设有门�，住�塔

● 辅助生活发展

NEAPOLIS �业中心

● 商业、休闲与娱乐中心 

●  办��/�务�园

●  ��中心

●  酒�

● 高层服务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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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往帕福斯市的首要必经之地，离海 

边及观光长廊800米，并直通去往帕福斯国际机场

的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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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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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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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753

别墅 V02 几��加小城

5 5 471卧� 浴� 总覆盖面积

海滨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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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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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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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物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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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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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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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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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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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19 95.32

预置空调管道
加压水泵

地暖

�华大理石�面

 花岗岩厨房台面
大楼�口处配有可视电话

 门禁系统

升级的卫浴与厨房

 迷人的海景
进口品�的厨�
 隔热屋顶与墙壁
智��居功�

设备齐全的厨房

配指�地��车�

连接到大堂的彩色可视电话
闭路电视系统

浴� 总覆盖面积卧� 浴� 总覆盖面积 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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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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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马索蓝色港湾 利马索公园

利马�尔利马�尔



2 1 88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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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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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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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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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物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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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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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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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浦皮�里别墅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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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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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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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斯��地图
（不��例）

乐浦�产项目

乐浦CALYPSO酒���假村

乐浦�产销�办��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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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
帕�斯

�费�拨 8000 0707

THE BEST CYPRUS PROPERTIES

НЕОТРАЗИМ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塞浦路斯最佳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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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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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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点 ]

乐浦阿多尼斯�滩别墅

Chloraka 镇

设�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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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出版物中的信息、户型、照片和电子构图仅供参考，并不构成或代表合约文件。

开发商保留修改有关内容和价格的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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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园景花园
宽阔的日光露台
新古典希腊岛屿式建筑
 享有盛誉的豪华别墅开发
私人游泳池

天台花园&烧烤区域

迷人的日落&海景

通讯和电缆地下布线
物业管理服务



[ 项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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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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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点 ]

乐浦拉齐海滩别墅

波利斯 

靠近拉齐码头

在沙滩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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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出版物中的信息、户型、照片和电子构图仅供参考，并不构成或代表合约文件。 

开发商保留修改有关内容和价格的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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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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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点 ]

�看我们的物业，请拨打我们的�费电话：8000 07 07
本出版物中的信息、户型、照片和电子构图仅供参考，并不构成或代表合约文件。
开发商保留修改有关内容和价格的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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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拉齐码头

临近新高尔夫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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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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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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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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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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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医护服务 ]

 

帕�斯IASIS����提供

 

我们的使命是在愉快舒

� 的 环 � 中 提

供 � 佳 的 � 疗

护理服务

(门诊�疗服务)

GHS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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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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

在全世界75个国家设有销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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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浦路斯致力
于2030年跻身
最佳旅行地点的前30位

在谈及塞浦路斯的空中航线时，他表示由
于与德国Condor航空公司和Hermes机场达
成协议，预计来自德国的游客数量将增加
20%，并补充说，在今后两年内，塞浦路
斯将着重增加飞行量。

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
支持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势头 

他进一�指�，在未来几个月，�浦路斯��

��的��品�，这�进一��动国�的��

业，不仅仅是�年，而且是未来的好几年。

“Perdios继续指出，今年至目前为止的迹象
显示，游客人数与去年持平，并可能在
2021年继续保持这一趋势。他还提到为了增
加来自德国、荷兰和北欧国家等新市场的游
客数量而采取的措施。

据CNA报道，塞浦路斯总统尼科斯·阿纳斯塔夏季斯称：

“大量本地与外国投资将在更⼤程度上促进塞浦路斯房地

产的发展势头。”

在2019年国家建筑颁奖典礼演说上，阿纳斯塔夏季斯保

证说：“我们的⾸要关注点是⽀持提升⾃然及结构景观，

并进⼀步推动建筑⾏业的发展势头。”

 

正如总统先⽣所强调的，就业率⾼，失业率降低，房地

产销售与建筑许可的⼤量增加，表明该⾏业的复苏给国

家带来了多重的收益。

阿纳斯塔夏季斯补充道：“这⼀势头预计在更⼤程度上得

到加强，因为我们有针对性地提升我们国家的相对优

势，以及政府推出⼀系列的措施，从⽽导致⼤量当地与

外国资本对我国进⾏投资。”

总统先⽣继续补充道：“除了税务、城镇规划和其他激励

措施的更新、修改和扩展外，政府推出了更多有效的措

施，比如简化批出许可证的流程、战略性投资项⽬的快

速通道、根据现代化城市规划原则起草新的发展政策，

以及⼀个新的住房政策的综合框架。”

旅游部副部长Savvas Perdios表示，塞浦路斯的

目标是在2030年跻身前30位最具竞争力的
旅游目的地的行列。

在周三举行的内阁会议上，Perdios提交了
直到2030年的国家旅游战略，会后他发表
声明称，目标是将旅游业对塞浦路斯经济
的贡献从每年29亿欧元增长到45亿欧元。

塞浦路斯目前在世界旅游目的地中排名第
44，西班牙排名第1，法国第3以及意大利
第8。葡萄牙排名第12，希腊第25，克罗地
亚第27以及马耳他第35。

Perdios说：“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样

才能使塞浦路斯跻身于世界前30的旅游目
的地，这也是副部长今后十年的一个重要
目标。” 

据副部长介绍，国家战略将于1月21日提交
议会，并包含五个关键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使塞浦路斯成为全年的旅游
目的地，第二是要整个塞岛都受益于旅游
业而非仅仅是沿海区域，第三是将塞浦路
斯打造成为高质量的旅行地，第四更好地
使用数字技术，第五是要应对气候变化和
实现可持续增长。

提到该战略的第五个支柱，Perdios解释
说，该国作为一个关心环境的目的地的形
象需要加强。

他指出，这是北欧国家特别感兴趣的事情，
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们的公民对环
境友好的旅游目的地更加感兴趣。当被问及
对下一个旅游季节的预测时，他表示在旅游
运营商Thomas Cook结束运营后，不会造成
任何负面影响。他补充说，到目前为止，英
国脱欧似乎没有影响塞浦路斯，但是“我们
一直在监督“。

“

“

[ 
�

浦
路

斯
�

闻
 ]

总统先生总结道："在经济复苏之后，我们首要的

目标是，在实施进一步改革的同时，保持稳定和持

续的发展，成为造福公民的首要任务。"

[30]



帕福斯地区是地中海最美丽的地域之一，是神话中爱与美之女神阿弗洛
狄特的诞生地，也是于2019年再次成为吸引大多数欧洲与非欧洲买家与
企业家的地区。帕福斯市和整个帕福斯地区不仅环境优美，也是岛上最
安全的区域，适合定居、工作和度假。

本周在帕福斯市举行了春节的庆祝活动。

中国国家歌舞剧团的舞蹈家给塞浦路斯带来了“时
风”，作为2020年1月25日开始的鼠年庆祝活动的一部
分。这个舞蹈剧把观众带到远古的南中国，故事主人
翁是当地的一个年轻人，他排除万难，凭个人的努力
成为一名将军，可是主人翁所爱的女孩离他而去，但
最终他们在水里重遇，直到永远。

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王兴原在帕福斯Markideio 剧院致
辞指出，这是帕福斯连续第六年举办庆祝中国春节的
活动。

黄大使说，“这个城市见证了，并为中塞建立更深友
谊贡献良多。"

他还赞扬了市长Phedon Phedonos先生，在他的领导

下，帕�斯成为在�浦路斯�有城�中�中国进行�

频�、紧密和�富有成果的友好���合作的城�。

他补充说，“我们相信，在相互共同的努力下，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帕福斯旅游和读书，当地的华
侨和中国公司将会更积极参与把帕福斯打造成一个充
满文化气息的智慧城市的战略，使这个在神话故事里
爱神阿芙罗狄蒂出生地的城市成为中塞更进一步合作
的摇篮。

为此，他说，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将加强与帕福斯
的合作。

帕�斯拥有一个庞大的华人��，他们大部分都是通

过�浦路斯国��资移民计划在这�城��居。

2020年对中国和�浦路斯都�关重要，�为塞岛�庆

�其独�60周年，而中国正朝�实现其�一个百年目

标的�后一�迈进，�全面�设小���。

帕福斯连续第
六年庆祝中国春节

2019年度塞浦路斯房地产销售达到近11年来的最高点，销
售数量达10366套，这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当年销
售的房产数量为14667套），并且所有地区的销售数量都在
增长。

该地区完美的天气与新式的大都市文化促进了外国买家与
投资者数量的增加。过去的几年中，帕福斯被认为是全世
界范围内购买度假房产的最佳地区。

帕福斯蝉联2019年度

面向海外房产购买者
与投资者的销售冠军

帕�斯��长Phedonas Phedonos先生指�，当晚的活动印证两国紧密关�。

他补充说，“这是双方承诺共同努力，使我们两国国民和文化更加团结的结
果，而这个结果是明显的和实质性的。”

帕福斯在2019年对海外买家的购买合同，尤其是
欧洲买家中占据42.1%的领先比重，紧随其后的是
占比26.7%的利马索，拉纳卡位列第三，占比为
16.5%，最后法玛古斯塔为8.2%，尼克西亚仅占
6.5%。

2019年期间，一共有4482份房产销售合同由海外
买家签署，其中1529份是欧盟公民签署购买，
2953份是非欧盟公民签署购买。与此同时，与
2018年的同期相比，与海外买家签订的合同总数
增加了7.5%。

�浦路斯�闻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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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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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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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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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
国际
4天
2020挑战赛
11月26-29日

6公里预赛

阿�马斯11�里�路赛

阿�马斯半马�路赛
10公里公帕福斯路赛

4天的公开赛事，

不��其他三项赛事

4天

不同赛事

壮丽的小�



[33]www.limassolblumarine.com    info@limassolblumarine.com   Tel: 26 880546

利⻢索尔领先的豪华开发项⽬蓝色海湾已正式动工。这项目是

由塞浦路斯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乐浦地产开发，蓝色海湾位于

⼀个引⼈注⽬的新海滨区域，整个开发共有4栋塔楼，其中三栋

为住宅塔楼，分别楼高33、29和5层，第四栋为写字楼。

乐浦集团旨在兴建具国际知名度的地标性建筑，聚集了一批著

名的专业人士进行设计和建造。 其中包括Benoy Architects和

BuroHappold Engineering。还有本地的建筑公司Arme�is＆

Associates和Ioakim＆Loizias，以及一组顾问团队，致力按照欧盟

法规开发此项目。

首先动工的是蓝色海湾的写字楼塔楼，塔楼一楼是商店，一楼

以上是写字楼，楼顶将建有天台花园。

蓝色海湾选定了高级规格和完工装修、智能家具技术、德国品

牌的厨房电器和冷暖气设施。住户可以使用24小时的礼宾服

务、物业和租赁管理、管家服务和保安。

在蓝色海湾的前方建有一个高架平台，平台上是一个50米无边

游泳池、园景花园、双层高健身房、小酒馆、住客大厅和礼宾

服务。蓝色海湾的住客可以使用总面积超过14,000平方英尺的豪

华健康养生设施，包括按摩室、桑拿浴室、蒸汽浴室和一个自

然采光的25米恒温室内游泳池。

乐浦集团大型豪华

开发项目利马索尔

蓝色海湾正式动工

还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新的DP 

World邮轮码头、欧洲最大的赌场

度假“City of Dreams”、游艇服

务、高尔夫球场和新的高端商品

专卖店。这些新的设施和服务使

利马索尔变成了一个活泼、国际

化的目的地，对国际访客来说非

常有吸引力。

在过�一年利马�尔�产
销�150万�上的�质�产
的�量占总销量的50%，
这�传统受欢�的购�热
点伦�、纽约和迪�看
齐，利马索尔已成为投资人

士的另一个新选择。

业主还可以使用门控地下停车场，利马索尔游艇会（仅330米

之遥）、老港口、中世纪城堡和多功能海滨公寓的餐饮和零售

点就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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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索尔 由�浦路斯两��重要的�筑�团 乐浦�团和德玛

Zavos�团合资创办的合资�司Cypeir Properties 开发，该开发

�合了两�团的力量、团队、知识、经验和专业，创造了一个让

��资�光的买����资的一项稳健的�资，并且创造了利马

�尔发�的⼀个重要⾥程碑。

此外，在2019年��国际的英国星期日��士报的“Global 

Homes to lust atier”��指�，利⻢索尔 是全球��开发项德玛

目中�受关注的开发�一。同时，在显赫的英国杂志Country & 

Town House, 利⻢索尔德玛在全球���地产�名在10��。

在这�撼的�时录�，我们可以见证从地基�现状的各个�工阶

�。随着大楼雏形渐现， 的景观将很快发⽣变化。利马索尔

利⻢索尔�玛屡获殊荣，是世界一�的开发项目，�处利马索

尔的黄金�岸，�有单元都�有�敌��。这个地标开发项目有

多�户型、五星级的设�和服务、水疗中心、����和�厅。

在2019年,�浦路斯的�舰发�项目利马�尔�玛见证了辉煌的销�成

绩。 ，该�华���受�期�在利马索尔购�的富自开售的第一天起

�买�追�。��目前为止，两期合共的销��已超�80%，这�保了�

�的资金。大楼的�工已�雏形，大楼的地中�波��形设计已隐约可

见。从�的�时录�可�看��筑工程�达XX 楼层。回想当日，��大

利著名住�设计师 Gianfranco Ferré Home (珍��团的一员)合作，�户都

�签名��的����，对利马�尔�玛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这也

是�浦路斯开发���界闻名的��设计师全面合作的�一次，这样�

保了���华独有的个性。

踏入2020年：
利马索尔德玛已具雏形

“DEL MAR IS AMONG THE 10 BEST

OVERSEAS PROPERTIES IN THE WORLD.” “GLOBAL HOMES TO LUST AFTER.”



位于帕福斯的Basilica酒店被Travelife授予
2019-2021年度的金牌认证。Basilica度假酒
店是乐浦Calypso酒店和度假村旗下的成员酒
店，拥有塞浦路斯最佳的地理位置之一。
Travelife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认可的居住
可持久性项目，在5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
1500个成员通过使用Travelife的实用工具与
资源来提升商业业务。

Basilica是一家极富魅力与独特的塞浦路斯风
情地中海假日酒店，离风景如画的帕福斯港
湾仅几米之遥，与著名的马赛克、圣保罗圆
柱和其他古遗址为邻。酒店有开发式、一居
室、二居室、三居室的带小厨房的公寓，皆
有配置齐全的厨房，有绿荫遮挡的私人阳
台，以及大型游泳池。众多商店、餐厅以及
酒吧围绕在酒店周边。

多年以来，Basilica度假酒店与乐浦Calypso酒
店在塞浦路斯和希腊都收到过众多奖项，这
也是基于追求有价值的回报。

在乐浦�团，来自中国大陆和香�的十�重要

�闻工作者组成的团队访问了帕�斯和利马�

尔，进行了为期��的访问，他们来自�地

产、经济和��领域。
 

在逗留期间，他们�观了�团的�地产开发项

目，尼波利斯大学，Iasis医疗中心��由乐浦

�团在帕�斯和利马�尔等�和�经营的酒�

和�假�地。
 

此外，⼗名新闻记者有机��观了�古和历史遗

�，传统购物中心和我们岛的�生活。
 

乐浦�团采�了这一举措，�帮助加��浦路

斯政�和CIPA（塞浦路斯投资促进局）的努

力，���来自远东的��，�地产购买者和

�资者。乐浦�团不仅希�从邻国而且从其他

�远的国�进行这样的�悉��，这对于该岛

的��和�资�门的�大贡�和支��关重要。
 

Basilica酒店荣获金牌认证 

来⾃中港两地的记者对

乐浦�团项目和服务�示赞赏

乐浦�团�提供的活动和服务��该岛的全��

�点，清洁的环�，生活质量给整个记者群体�

�了��的��，但大多�当地人的热情��总

体上受�了好评。

全
�

开
发

项
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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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 届的赛事对于跑手和组织者都是一个难忘的回忆，共有360名参赛者，年

龄从21岁至来自匈牙利的86岁Imre Kenyer之间。 ，包括如跑手来自多个国家
英国、荷兰、德国、法国、俄罗斯、比利时、捷克共和国、意大利、匈牙利、
美国、南非、奥地利、瑞士等等。支持者和陪同人员都比去年有所增加。

今年赛事的高潮 在第二天的11公里山路赛和第三天的半马山路赛，两个赛事是
都是在阿卡马斯自然保护区内举行。         

乐浦集团通过“ARENA SPORTS”赞
助为期4天在塞浦路斯举行的公路
挑战赛

除了感谢参与塞浦路斯国际四日挑战赛的所有跑手外，我们还

要向所有赞助商：旅游局、乐浦集团 、Rock 、珊瑚湾度假酒店

FM、Europcar、Keo、Iasis ��、St George & Blue Cross 救护

车服务 �示感谢！               

有关2020年为期4�的挑战赛活动和�惠�息的更多�

息，请登�该活动的��网�

www.cypruschallenge.com或通过          info@arena.com.cy�我们联�   

Armon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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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浦地产再次成功突破1000次海外展会的记录

2019年乐浦集团参加海外展会超过1000次，是近10年来第二次突破1000次的记

录，准确参展次数为1075次（2011年的参展次数是1015次）。该新记录涵盖了

乐浦地产在全世界60个国家组织和参加展会的总次数。

通过参加众多的展会，公司得以宣传多样的活动、产品和服务，以及展示塞浦
路斯和希腊的克里特岛、帕罗斯和圣托里尼的美。这些展会让更多的人不仅有
机会了解公司和公司提供的服务，还能向从未到访过的人展示塞浦路斯和希腊
的美。

乐浦地产通过展会与独有的客户群体建立了牢固的商业合作网络。公司保持积
极的动态战略，并对海外投资有兴趣的国家重点推介，尤其是对高质量开发和
海滨地区项目有兴趣的国家开展推广活动。

乐浦地产拥有60年（1960-2020）的行业经验，并拥有出众的优质组合，共开发

了350多个位于黄金地段和专属地段的项目，类型包括宽敞的公寓、现代化的联
排别墅、奢华的别墅、优雅的海滨房产。

 

乐浦Armonia�滩别墅

�隐�的

�华�地



LIFESTY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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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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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点心到日式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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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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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承�过�一年的成果，继续把这

个美丽的城��上另一��。

在2020年继续承接2017年
欧洲文化之都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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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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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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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浴在阳光中

享受一个让人艳羡的生活体验



办��地点

[ 乐浦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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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明 - 越南 埃及 - 开罗



您在塞浦路斯最强大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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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
25.000

3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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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浦路斯  帕福斯  利马索尔  尼科西亚  英国  伦敦  俄罗斯  莫斯科  中国  北京  上海  广州  阿联酋  迪拜  乌克兰  基辅  越南  胡志明市  埃及  开罗  约旦  安曼  希腊  哈尼亚  雅典  帕罗斯

免费直拨: 8000 07 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