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腊房地产指南



尊享神话生活，探索纷繁体验







 Leptos集团历史

希腊- 纵横古今，奇幻体验

克里特岛的哈尼亚

Leptos希腊在售房产

哈尼亚 - 法律程序及售后服务

我们的愿景

目录

2.

6.

12.

14.

48.

52.

您的希腊置业顾问- Leptos（希腊）房地产开发公司

1



2

Leptos

现任集团执行总裁Micheal G Leptos 先生在塞浦路斯凯里尼亚创建了Leptos乐浦集团，在集团成立至今的半个世纪里，乐浦集团已成为塞浦

路斯，希腊和中东等地区建筑高品质设计，施工和房地产开发领域的辉煌。

集团核心业务涉及建筑设计、施工、房地产开发、大型旅游、住宅、度假物业的管理以及混合开发。我们的假日酒店、混合式住宅和新颖的

度假村现有接待能力已超过100，000床位（20,000间房）。集团在建酒店的10,000间房中，3,500间已竣工并投入使用。Leptos集团已成为

地中海地区最受尊敬的集团之一。

作为行业领袖，Leptos集团拥有超过1,500名员工和10,000位股东，并在7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机构。集团被视为东地中海地区假日酒店

领域的佼佼者。

Leptos集团的母公司为Armonia地产有限公司，该有限公司的两家子公司（分别为Pandora投资有限公司和Leptos Calypso酒店有限公司）同

为塞浦路斯的上市公司。Pandora投资有限公司专注于大型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而Leptos Calypso酒店有限公司专注于旅游地产，特别是度

假式酒店的开发和管理。除上述核心子公司外，集团还拥有20多家子公司，它们分别涉足于物业管理、工程外包、旅游度假等业务。

作为Leptos集团成员，Leptos（希腊）房地产开发公司自1999年便在希腊

积极开展业务，涉及房地产开发和酒店业。

Leptos 选择希腊最优越的地点进行普通住宅、养老住宅和假日住宅的开

发，秉承最高设计和建设标准为高品味的业主提供舒心之家。

我们开发的项目已荣获多项大奖。如，Leptos房地产开发公司被《家》杂

志评为“2008年度房地产业领军者”。

在房地产行业深厚的专业积淀使我们能向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从购

地、建筑设计到土建和室内装修均可提供。我们拥有庞大的技术团队，包

括60多名土木工程师、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和测量师。

Leptos 集团历史

Leptos（希腊）房地产开发公司

集团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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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tos Group

Leptos Calypso HotelsVesta Holidays
Leda Travel
Arena Sports

Leptos Estates
Armonia Estates
Pandora Investments

Neapolis University Iasis Hospital

�地产 ���观光 酒� 教� �疗

55年多的成功足�（1960年成�） 浦路斯的�大�主�一 25000多个满��户



FIABCI
Prix d’Excellence

Awards 2011

LEPTOS KAMARES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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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tos房地产开发公司荣膺多项5星级大奖，如全球最佳开发商、最佳项目等。这奠定了

Leptos公司在塞浦路斯和希腊的领军地位。公司也曾经获得房地产行业的特别奖励，以

表彰对卓越的不懈追求以及对本行业的贡献。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Leptos集团也多次获得大奖。最著名的是PRIX d'EXCELLENCE 

大奖，它由FIABCI国际颁发作为对全球最佳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嘉奖。在1993和2011

年， Leptos集团开发的Kamaras Village项目两次获此殊荣。

Leptos酒店服务水平卓越，建设标准极高，因此也连续多年荣获世界级大奖。                                                     

Leptos 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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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eptos集团，我们深信，企业的价值不在于每天的收⼊，⽽在于对于
社会的贡献。

我们集团的发展历史也见证了我们开发⽬的地的兴起，它们和我们⼀道
携⼿共进，共享繁荣。

为实现我们的愿景，不仅需要我们团队的努⼒，也需要所有利益
相关⽅对于房地产业的积极态度，特别是来⾃国家和地⽅社区的⽀持。
任何创造都需要知识、远见和乐观；⽽更重要的是持之以恒的美德。
Leptos集团的发展过程正是这些品质的见证。
         

鉴于我们的成长史，我对Leptos集团的未来抱有极⼤的信⼼并引以为荣。

 

 Leptos集团执行总裁 

Michael G. Lep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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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历史早期开始，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就不断影响着我们的世界。希腊，因其丰富的历史遗产，被称为文化之国、神话之国、英雄之

国。

坐拥万千绝妙风景的希腊也是独一无二的。众神在地中海中撒下天堂，也就成了今天的希腊诸岛。

无论您的喜好或生活方式如何，希腊人民都会热情欢迎您的到来。宜人的气候、爽口的食物和美酒、配以Leptos提供的住宅，这不仅带来全

新的生活方式，更意味着您多年梦想的实现。

您可通过个性化的投资方案在希腊购置度假物业，可选目的地包括宁静的帕罗斯岛、繁华的圣托里尼岛、美妙的克里特岛等。

希腊-纵横古今，奇幻体验



·  欧盟成员国

·  无可比拟的秀丽多样的风景和植被

·  健康宜人的地中海气候，年均日照320天

·  428个优质海滩，海岸线长16,000公里

·  “千岛之国”-拥有6,000多个岛屿

·  适合开展各种户外运动

·  全球最健康的饮食-精致的菜品和美酒

·  友好而热情的本地居民，生活慢节奏

·  英语普遍适用

·  欧盟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  丰富的人文资源：景点不计其数

·  富有活力的现代化生活（文化+社会）

·  基础设施先进、各项服务专业

·  一流的医疗设施

·  健全的银行系统

·  便捷的交通

·  难得的投资机会：房价低、租金渐长

·  法律和法规越来越“投资者友好”

·  生活成本低

为什么选择希腊

首都：雅典

官方语言：希腊语

货币：欧元

气候：地中海气候

地理位置：位于欧洲东南部

总面积：131,957 平方公里

人口：1,130万（2010年估算）

希腊是总统议会民主制国家

希腊经济为自由市场经济，

遵守ECOFIN 及WTO等国际组织的规定。

时区：GMT+2

呼叫号码：+30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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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位于欧洲东南部阿尔干半岛（哈伊莫斯半岛）南端，位于欧

洲、亚洲和非洲的交汇处 。 

希腊迷人的首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雅典拥有世界上最辉煌的

历史，这是一个被众神和普通人所崇拜的城市，它是民主政治的

诞生地，最具智慧的哲人也曾集聚于此。 

 希�，伟大的�明�国、���国 ，纵览古�，��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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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80%的土地为山区或丘陵地形，这使得它

成为最多山的国家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拥

有绵延16,000公里的海岸线，其中7，500公

里的海岸线位于希腊数千座岛屿上 , 这在欧洲

大陆上绝无仅有。此外，这个神奇的岛国还拥

有宜人的气候、洁净的海水、风格各异的风

景、丰富的天然温泉和矿泉、充足的阳光等大

自然的馈赠。千年历史的航海传统也使得希腊

成为海上旅行的最佳选择：航程较短，风力和

温度都非常适宜开展海上活动。 

��16,000�里的美丽�岸线  �鲜的�材和�健�的地中�饮� 

9



具药疗效果的温泉广泛分布于希腊各地，这些温泉独具高温或者

蕴含活性有机成分。
 
拥有世界上最宜人的气候，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健康的饮食，希腊

是您身心 的最佳家园。 

�洲�长的大�谷�一 - Samaria大�谷�国��园 

�万年的历史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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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生活闲适，希腊

的地中海风味食物也是一大亮点。传统的希

腊菜肴强调均衡营养和高水平的健康生活，

食材均来自无添加的天然食料。

希腊盛产高质量和丰富营养的食材，如橄

榄、初榨橄榄油、蜂蜜、茴香烈酒、海鱼、

果汁、矿泉、坚果、红酒、产自chios岛的

乳香、番红花等。这些纯天然食材不仅营养

丰富，制成的佳肴更是鲜香四溢，会令您不

禁食指大动。 

Epidaurus 古剧场，古希��主政�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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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岛的minoan �明，�洲�明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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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亚 被誉为“东方威尼斯”，这座

古 老 城 市 拥 有 丰 富 自 然 文 化 遗

产，文人骚客曾集聚于此，原生

态的海滩和保存完好的村落交相

辉映。游客在探寻古迹的同时，

更 能 体 验 当 地 人 热 情 好 客 的 传

统。

哈尼亚 旧城中的文化遗产和名胜

古迹大多保存良好，游客徜徉其

中 之 余 ， 更 可 在 海 边 别 致 的 餐

馆、酒吧体验当地的时尚生活以

及丰富饮食。游客中的老饕更乐

于品尝地道的克里特风味美食。

在老城狭窄的街道漫步，仿佛昨

日重现。沐浴着海边微风，欣赏

着旧日遗迹（如大竞技场、埃及

灯塔、码头仓库、老教堂、后古

典主义建筑等），走过五颜六色

的城墙，品尝当地佳肴---这都是

让您倾心于哈尼亚的原因。当地

文化活动更是终年不断（展览、

节日、歌剧音乐剧表演等），在

游客眼中，这座文化之城如一卷

画轴正徐徐展开：历史遗迹、博

物馆、寺院、旧城等，无不在为

这座神奇的城市代言。

克里特岛的哈尼亚 - 灿烂自然美景、丰富文化遗产：地中海优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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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亚 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克里特独

有的民俗印画（印在织物、陶器、木

雕 上 ） 以 及 其 它 艺 术 形 式 都 独 具 特

色。在哈尼亚 ，您可以看到材料为玻

璃、木头、金属和陶瓷的手工艺品。

哈尼亚国际机场提供至欧洲主要城市

的航班，通过航空和海运，还可以便

利地去往爱琴海诸岛。近年来，不少

游轮喜欢在位于哈尼亚的全球最大天

然港---Souda湾停靠，这使得哈尼亚也

逐渐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当地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业正

方兴未艾，因为越来越多的游客已经

“发现”当地的潜在商机。Leptos公司已

在希腊运营十年有余；它致力于克里

特岛哈尼亚西部的开发，并已获得黄

金地段，与我们在帕罗斯和 圣托里尼

岛的成功项目交相辉映。

若您正在寻觅一座充满阳光的海滨之城， 

                        哈尼亚将是您的不二之选。



克里特岛

哈尼亚

帕罗斯岛

圣托里尼岛

雅典

希腊

基特拉迪群岛

俄罗斯

中东

�洲 

�洲 

�浦路斯

希�

爱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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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亚-克里特岛:
    

   阿佛洛狄忒海滨别墅

   阿佛洛狄特海滨项目二期 

   维格利亚海景别墅

   佛纳多山顶别墅

帕罗斯岛:
    
   帕罗斯花园 

圣托里尼岛:
    
   圣托里尼别墅

 Leptos 地产 & 在希腊出售房地产 



宾�如归，尽�希�式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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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佛洛狄忒海滨项目�

希��佳发�项目�



阿弗洛狄忒海滨别墅

哈尼亚

克里特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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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佛洛狄忒海滨项目当Leptos公司在哈尼亚进行项目开发时，项目名称的

选择就非常容易了---“阿佛洛狄忒”， 即希腊神话中爱与

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海滨项目距Maleme海滩仅几米

之遥，该海滩是原生态的细沙海滩，海水清澈见底。

Leptos 半个世纪的业界经验为该项目注入两大特色：

一是由精心设计的景观装点的现代风格建筑，二是使

用环保的新材料。这两大特色 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

境，既满足今天的需求，又随处体现着地中海式生活

方式的精髓。

阿佛洛狄忒海滨项目可谓地中海滨地产之翘楚。美

丽的花园、精心雕琢的景观能吸引所有游客的眼

球。由马赛克装点的海滩式社区游泳池直面大海，

游泳池的一侧做无边处理，仿佛一条玉带流入小

区，灌溉花园。在小区一侧，一条木质小道连接入

口和泳池，将业主和访客带入曲径通幽处。花园中

种植着克里特岛当地的植物，如橄榄树、柏树、棕

榈树和灌木丛，这些植物都经过景观设计，使得小

区转变为海滨的世外桃源。

阿佛洛狄忒海滨项目实现了精美设计、高舒适度和

高质量建筑三者的统一。小区内有一、二、三居公

寓、二、三居联排别墅，以及拥有石雕、景观花园

和阳台的独栋别墅。我们的建筑设计师也保证所有

户型均提供宽敞的房间和宽大的阳台和车库，并确

保业主能从家中将海景尽收眼底。该项目含各类户

型300套，总面积达40,000平方米。目前建成100

套，占地18,500平方米

项目概况

( Aphrodite Beach-fro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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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希腊最佳开发项目！

·黄� 金位置！海滩近在咫尺

·接� 待中心+物业现场管理

·美� 丽的景观+花园

·顶� 级社区泳池

·毗� 邻各项设施

·高� 质量和品味独具的建设

·售� 后服务

·家� 居包可供选

·共� 1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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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在Maleme

- 位于海岸线20公里的海滩

- 距哈尼亚老城和港口15公里

- 距哈尼亚国际机场25公里

- 距普拉达尼亚旅游村1.5公里

本项目户型包括

1,2,3居公寓

2,3,4居联排别墅

3居室别墅

服务

自1961年创始之初，Leptos集团便不断追求

高质量建设和服务的有机统一，这也使得集

团广受赞誉。本项目也不例外，它提供全面

周到的服务：从入户维修到托管服务，我们

的工作人员将以十分的热忱换来您百分的满

意。

阿佛洛狄忒海滨项目绝不仅是砖瓦的简单堆

砌；它是Leptos公司的精琢之物。在这里，

历史积淀，气候宜人，美食可口，居住舒

适；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项万全的投资。

位置
 

阿佛罗狄忒海滨项目距Maleme海滩仅几米之

遥，它位于Platanias和Gerani这两个景点众

多的村落。这里有餐馆、酒馆、咖啡馆、超

市、银行、公交车站等设施。值得一提的

是，这里距哈尼亚 仅10分钟车程，通过海滨

公路或高速公路即可便利到达。哈尼亚 是克

里特岛上的第二大城市，拥有一座国际机

场。哈尼亚 被誉为希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因著名的码头仓库而蜚声海内外。另外，有

一家综合医院也位于哈尼亚 。



离海边最近的带屋顶露台的顶层公寓！
位置，位置，位置...

主卧+副�     总覆盖面积:    带��泳池的�顶： &车�        1 79 m² 44 m²

顶楼��一层 �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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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洛狄�二期是乐浦地产阿�洛狄��滨项目成功典范的�续，�一期�邻。�开发

�设的阿�洛狄�二期秉承了一期相同的哲学理�和设计��；项目拥有�美的�观�

园，��泳池为马赛克嵌�风格，一侧�边界设计，�水汇�成�，贯��园小�。

阿�洛狄�二期为多户型的�美组合，�括一、二居��、二居联�别墅、顶层��和

�面。

阿佛洛狄特海滨项目二期
希��佳开发项目 



阿佛洛狄特海滨项目二期  一层

阿佛洛狄特海滨项目二期  二层

阿�洛狄��滨项目二

期 供�:

- 1, 2居��

- 2居联�别墅

- 顶层��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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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别墅户型
带私人花园的两层别墅  [ 阿佛洛狄忒海滨项目二期 ]

卧�   卫浴  总覆盖面积：     �人�园： &车�  2+1 2 135m² 50m²

小型别墅二层

小型别墅一层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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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公寓两居户型
宽敞开放空间  [ 阿佛洛狄忒海滨项目二期 ]

2 66-92m²居�  总覆盖面积：       �加车�（有的另�附带�顶露�）

顶层��二层



居 卫 总覆盖面积   �加车�（有一层和二层��可选）1 1 50-70m²

公寓户型
只能户型设计 1主卧外加副室  [ 阿佛洛狄忒海滨项目二期 ]

��二层 车�平面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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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格利亚海滨别墅�
克里�岛-�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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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格利亚海景别墅

哈尼亚

克里特岛

30

维格利亚海滨别墅������

维格利亚别墅 无疑是克里特岛最别具一格的海滨别墅，它

拥有16座精美的独栋石制别墅，位于Kissamos湾的沙滩之

畔。别墅无处不体现出高品质的建设水平和风格独具的品

味。

项目名为维格利亚，位于Kissamos城海滨，所有别墅均一

览远山近海无余。项目位置优越，2分钟车程至Kasteli

城，距一个小码头仅500米，35分钟车程至哈尼亚 ，45分

钟车站直达哈尼亚 国际机场。项目周边遍布酒馆、超市、

餐馆、邮局、银行、船坞及医院。值得一提的是希腊乃至

全球最佳海滩中的两个- Falassarna海滩和Balos Lagoon海

滩距项目半径仅6公里，这两个海滩也被名列地中海区域

十大海滩。别墅土地面积大（平均1,500平方米），提供

3间宽敞的卧室，另可增选一室（或用作书房/办公室）。

最重要的是，美丽的黄金沙滩近在咫尺。我们的建筑师团

队精心打造每栋别墅，让您尽享舒适、奢华和贴心的售后

服务。这真是克里特岛海滨物业不二之选！

( Viglia Beach Vill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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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特岛最佳海滩别墅！

·  黄金位置！海滩近在咫尺

·  独栋石制奢华别墅

·  土地面积大（平均1,500平方米）

·  业界最高标准：白色大理石地板，地暖，壁炉等

·  经景观设计的花园

·  卧室带独立卫浴

·  （可选）配桑拿或按摩浴缸的地下室

·  大品牌洁具和饰品

·  距小码头500米

·  匠心独具的16座独栋别墅

纵情海景��/��绝佳品质��/��卓越选址

位置：Kissamos

- 距Kissamos3公里

- 距Falassarna海滩4公里

- 距哈尼亚旧城和港口25公里

- 距哈尼亚国际机场3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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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样板间

33

让�格利亚别墅的�力和爱�的�风征服你吧。坐落在美丽的黄金�岸上，您可�任�选择�制一栋石头��别墅，

便拥有健�清�的居住环�和生活�式。���华的构造和用心的配�是您的生活更加精�独�。  

别墅���

�层 

一层 





佛纳多山别墅�
克里�岛-�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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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纳多山顶别墅

克里特岛

36

佛纳多山别墅

佛纳多山别墅居高临下，Kissamos湾及周边橄榄林一览无

余。来自海外的投资置业者在这个独占鳌头的地点眺望海

景，定会不禁惊叹。佛纳多山别墅位居群山之上，在

Kastelli（哈尼亚 第二大市区）之南。项目地距Kastelli的

渔港和Kissamos湾仅为两公里。  

该项目提供极具性价比的2居或3居独栋别墅（及单层独栋

别墅）。别墅按克里特当地风格修建，部分户型可选私人

泳池。所有户型均用石雕精心装饰，并使用一流的建筑材

料和工艺，更重要的是，站在窗前，一览众山小，海景尽

收眼底！

哈尼亚 位于项目以西35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希腊最佳，全

球前十名海滩中的两个- Falassarna海滩和Balos Lagoon海

滩距项目半径仅6公里。

居住于此，您将尽享舒适、静谧，以及我们无微不至的售

后服务。

( Fournado Hills Villas )
哈尼亚



3室／2卫|壁炉|占地面积330-750m²和覆盖面积125-300m²（可私人定制）

户型展示（样板房）

37

·  无敌海景！

· 靓丽花园

· 私人泳池（可选）

· 石材外墙

· 优质建筑与结构

· 壁炉

· 售后服务

· 家居包可选

可选户型：

 · 3室独栋

 · 共24

 · 交房时间：6-12月（根据房产）

二层平面图 一层平面图

极具性价比

海景一览无余

超高品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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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斯花园�

帕罗斯岛-�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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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斯岛

基特拉迪群岛

Andros

Tinos

Syros

Kea

Kithnos

Serifos

Siphnos

Kimolos

Folegandros

Sikinos

Ios

Amorgos

Naxos

Mykonos

帕罗斯花园

希腊 

基特拉迪群岛

爱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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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按照基特拉迪斯当地风格建造，位于名为Molos的小渔村，距海滩仅50米，提供

1,2居公寓、2,3居花园别墅、复式公寓以及带海景的阁楼。

项目绝佳的地理位置、精心设计的室内装潢、室外缤纷的花园、高端会所和泳池使得

Leptos 帕罗斯花园既是理想投资项目，又是您终年随享的度假胜地。

Leptos房地产开发公司提供的售后服务将确保您的物业得到妥善打理。

Paros岛是希腊旅行胜地之一，每年有数千游客流连于此。该岛位于基特拉迪斯群岛中

部，距雅典仅数小时路程，这使得帕罗斯占尽天时地利。毋庸置疑，帕罗斯岛是基特

拉迪斯群岛中的明珠，岛上有小型私人沙滩，海水清澈见底，景观美不胜收。

帕罗斯花园
( Paros Gardens )       

Paros Gardens       



二居联�别墅/�层 别墅二层�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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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帕罗斯岛Molos海滩

 

- 距Paroikia15分钟车程 

- 距Naousa10分钟车程

- 基特拉迪斯群岛中心地带

  据雅典轮渡2.5小时

（每天均有直达航班）

户型示意图（样板房）

1居公寓 

（建成）  |  1卧/1浴    |  室内使用50平方米

2居联排别墅

（建成）  |  2卧/1浴   |  室内使用面积96平方米   |  土地面积113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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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托里尼别墅
圣托里尼岛�-�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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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托里尼岛

圣托里尼别墅

live  the  dream...  
希腊

圣托里尼岛

44

圣托里尼岛别墅

Leptos在圣托里尼岛的别墅位于该岛的东海岸，距Monolithos-Kamari海滩---当地岛上最

佳的海滩---仅200米。该别墅距离全球胜景---圣托尼岛Caldera也非常近。

在此，您将会看到我们每栋独立精心设计并带有私人泳池和景观花园的别墅。我们提

供1,2,3居单层独栋别墅，以及双层别墅。别墅均按最高标准建设，居住于此，您能在

这个举世闻名的旅行目的地独享奢华，并体验旧日地中海滨别墅之风貌。

圣托里尼岛可谓希腊最著名旅行地之一。每年，数千游客徜徉于这个拥有四千多年历

史的古城。古代诗人从不吝惜文字 称颂她的美丽。在这里，一尊巨石伫立海边，默默

守卫着“亚特兰蒂斯”的千年不解之谜。

圣托里尼岛风景迷人，气氛独特。最著名的莫属当地的日落景观了。海平面以上300米

的陡峭山顶修建着让人惊叹的村落，在山顶上可纵览淹没于水下的古火山。该地拥有

全球知名的日落观赏地：Oia村。

圣托里尼岛面积不大，但也是一个响当当的美食饕餮之地。一流的餐厅、酒馆（最著

名的的是艾喜康葡萄酒）遍布全岛。当然，圣托里尼岛的看点远不止这些，期待着您

的亲身体验。

( Santorini Villas )



户型展示（样板房）

2+1卧 单层别墅

覆盖面积：81m²|占地面积268m²

2+1卧 双层独栋别墅

覆盖面积：116m²|占地面积322m²

单层别墅平面图 双层别墅一层

45

双层别墅二层



46



圣托里尼岛�

圣托里尼风景壮丽，气氛独特。因其独一无二、迷人的日

落景观而闻名于世。传统的古村落建于海拔300米高的陡峭

山顶，置身于此，可纵览淹没于海水之下的古火山。 

47



Leptos房地产开发公司是您贴心的置业顾问，我们竭

诚协助您变理想为现实。拥有半个世纪的房地产开发

及旅游业相关经验，Leptos公司将为您在克里特岛，

帕罗斯岛或是圣托里尼岛置业提供有用的建议。

我们已经替您做了功课：免费的专业咨询

Leptos房地产公司始建于1961年，是地中海区域最

大的开发商之一，发展至今，集团已拥有30多家子公

司。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在希腊和塞浦路斯共

开发300多个项目，客户逾2万名，满意度高。我们

致力于选择最优地段，建造最高标准的住宅，同时进

行绿色环保开发，以满足如今业主挑剔的需求和高尚

的品味。

我们丰富的业界经验让我们能为客户提供全面且高质

的服务，包括购地，建筑设计，土建，室内装修，金

融服务，免费法律咨询等。

我们的服务种类繁多且质量一流，包括：

-业绩斐然：累计在希腊和塞浦路斯共开发300多个项

目，共有2万多名满意客户。

-多个项目荣获国际奖项。

-着重于给客户提供优质服务。顺利办理产权过户，

严格遵循交房期限。

-多种售后服务。

-业务管理。

-项目位于黄金地段。

-注重细节，舒适度和环保。

-建设遵循高标准。

-智能式建筑设计，相得益彰的景观。

-付款方式灵活。

-了解客户需求，为不同喜好，不同预算的客

户提供各类选择。

在希腊置业相对简单，希腊房地产行业规范，

管理良好。我公司可以协助您无压力无担忧轻

松完成所需步骤。

步骤如下：

-买方在我们专业销售团队的建议下选择心仪

的物业。

-希腊律师协助签署合同。

-获得一个希腊税号（AFM）。

-委托公证人起草合同，获得产权。

-到房屋抵押登记局进行房产所有权的注册。

最终合同将在公证处签订，公证员负责依照希

腊的法律见证双方合同的合法有效性。

注：

a）在签订合同期间，公证员应为买方安排一

名官方翻译用其本国语言为其解释全部合同条

款。

b）买方可亲自签署合同，或委托其律师全权

代理。

在签署正式合同签，买方须先向税务局缴纳产

权转让费。我们会协助您完成所有环节。

48

在希腊置业-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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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信息的收集截止于本资料的打印日期，最新信息有可能发生变化，敬请垂询。

税务及其他支出

根据希腊法律，购房者有义务支付以下费用：

1）律师费：合同金额的1.23%（约）。

2）公证费：合同金额的1.5%（约）。

3）注册费：合同金额0.5%(约)。

4）产权转让费：

在希腊购买所有2005年12月31号以后建的房产必须在

签最终合同前付合同金额24%的增值税。

年度费用

购房后每年的费用如下：

1.每年200-300欧元的不动产税。希腊官方将根据房产

"客观价格"给出不同金额。

2.物业维护费用（公共费用）：此费用支付给Leptos物

业管理公司，用于公共设施的维护保养及维护公共区域

的清洁，电力照明系统的维修，社区日常清洁管理

等。此费用主要面向公寓式项目征收。费用取决于具体

提供的设施和服务以及物业的总面积。大约费用如下：

一居公寓：约50-60欧元／月

二居公寓：约80-100欧元／月

三居公寓：约150欧元／月

为持有别墅项目的业主我们可根据其实际需求提供个性

化订制服务。

希腊居留权

任一欧盟成员国公民在希腊享有全部欧盟公民权，包括居留，购

房，工作，开公司等。

非欧盟国家公民如果满足以下非常吸引人的条件将可获得希腊永

久居留签证。

投资金额：25万欧元或以上。

投资类型：任一房产项目（住房，可建土地，商铺，办公室等）

或者任一类结合，比如可建土地加私人订制的别墅或建筑等。

居留权在申根国通用。

居留权期限：永久（只要房产还在申请人名下）

条件：每五年检查产权所属人。

签证申请时间：除圣托里尼岛需要3个月以外希腊其他地方都只需

要10天。

永久居留权享有者：主申请人及其配偶，21岁以下孩子，孩子过

了21岁可续签到24岁（之后又有权在希腊大学注册并续签），还

有主申请人及配偶的双方父母。

可否出售房产：可以，永居可以转手到下一个买家（但是卖房者

将失去签证有效性）

可否出租：可以

公民申请：将有权获得希腊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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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名字已“泄露天机”

距市区中心仅数分钟车程

距国际机场20公里；

距欧洲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峡谷—Samaria峡

谷30公里；

酒店主楼为三层，周边环绕着单层独栋别

墅、景观花园、蓝天、大海….湛蓝无所不在

潘诺拉玛酒店

你的专属选择

潘诺拉玛酒店

www.panorama-hotel.gr    电话: (30) 28210 3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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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览

Leptos集团正计划把Costa Nopia打造成希腊最闻名的度假地。开发计划包括

建设酒店、俱乐部会所、对外销售的度假物业、小港口、药疗SPA中心、会

议中心、体育设施、购物中心、休闲娱乐中心和儿童乐园等。

位置

Costa Nopia坐落在Kissamos湾，位于海滨小镇Kolimbary以西5公里，距哈尼

亚25公里，距哈尼亚国际机场40公里。它也位于哈尼亚通往西岸的主路附

近，因此交通非常方便。

拟建项目共计65公顷，绵延海岸线1.5公里，途经数个小海湾。项目靠山面

海，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该地基础设施如水、电、电话已安装完好，两条公

路穿过项目区。

克里特岛的Costa N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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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希腊的未来 
主题

独具地方特色、提供多种舒适选择、设施完善的奢华度假中心。建设环境

友好型度假中心始终是我们至高的追求。

住宿

包括酒店客房、套房、别墅以及对外出售的公寓和别墅。

设施

药疗SPA中心、临近老教堂的小港口、会议中心、购物中心、餐厅、儿童乐

园和体育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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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简介�

Leptos的���假���了克里�岛古老�明的传统生活�式，为您呈现�

一个全�而独�的生活体验�间，又尽��的��。凝�历史的传统�筑�

美�的���其�自然�观相得��，营造�一�宁静、舒缓的生活�围。 

拥有�富的旖旎风光�洁净的自然�滩 ，Leptos�团�力����假村打造

成为克里�岛�����的�假�地。 

位� 

���假村�于风�如�的克里�岛（哈尼亚��）�侧的Paleochora镇，

拥有极其清�的�水和美丽的自然风光。�哈尼亚国际机场1.5小时的车程，

�Paleochora镇中心仅几�里，周边传统的小酒馆、超�、银行和其他生活

设�一应俱全。由Paleochora码头漫��其他�假�点和著名的plakaki�

滩，或驱车驶往哈尼亚�中心，�可�受便利的生活基础设��服务。
 

独�而��的地理��，可�地中�的壮丽��尽���。 

海景度假区-克里特岛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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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娱乐区�
作为度假胜地，休闲娱乐区氛围的营造至关重要。除了拥有健身房、大面

积泳池、广阔的自然水域、网球场等娱乐设施，我们还为您组织像骑马，

登山，水上运动，等富于挑战性的娱乐活动。 

商业中心 

海景社区的商业中心位于酒店区，采用传统的广场式设计。别具混合风格

的商店，咖啡馆，餐厅和社交区域，不仅为社区居民及游客提供完善的服

务，也是当地人购物、聚餐和互动的首选之地。 

Paleochora Marina

 在希腊的未来 



Limniari海滨项目位于Kissamos海湾独一无二的美丽海滩上，5分钟行车距离

到Kissamos小镇，30公里到哈尼亚市中心，40公里到国际机场。项目总占地

面积为32000平方米，有建地中海式多个建筑或酒店的许可证。

56

Limniari �滨项目

Limniari 海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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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边项目或酒�的理想��。

 在希腊的未来 



尊享神话生活，探索纷繁体验



BEIJING - CHINA
907, Block C, Vantone Center,
Jia No.6, Chaoyangmenwai Street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T: (+86) 10 5907 3099
F: (+86) 19 85731449
E: info@LeptosEstates.com 
URL: www.LeptosEstates.cn

DUBAI - UAE
Emirates Financial Towers
DIFC - North Tower - No. 319
P.O. Box 506910, Dubai - UAE

T: (+971) 4 3528191
F: (+971) 4 3528881
E: info@LeptosEstates.ae
URL: www.LeptosEstates.ae

MOSCOW - RUSSIA
Moscow City - Empire Tower
6, Presnenskaya Naberezhnaya 
Building 2, Floor 44, Office 4413
Moscow - 123317, Russia 

T: (+7) 4959741453/54
F: (+7) 4959741451
E: sales@Leptos-Estates.ru
URL: www.Leptos-Estates.ru

UKRAINE- KIEV
44, Shota Rustaveli street, 
office 6, 01033
Kiev, Ukraine

M:(+38) 063 609 69 86
E: sales@LeptosEstates.com.ua
URL: www.LeptosEstates.ru

LONDON - UK
Leptos UK Ltd.
1, Berkeley Street
Mayfair, London, W1J 8DJ, UK

T: (+44) 208 883 2333
F: (+44) 208 883 6464
E: info@LeptosUk.com 
URL: www.LeptosEstates.com

CAIRO - EGYPT
16, A Manial St.Roda
Cairo, Egypt

M: (+20) 1151970999
M: (+20) 1144482362
E: info@LeptosEstates.com
URL: www.LeptosEstates.com

PAPHOS - CYPRUS

The Leptos House
111, Apostolos Pavlos Ave, 
CY-8046, P.O. Box 60146, CY-8129
Paphos, Cyprus

T: (+357) 26880100
Sales T: (+357) 26 880 120
E: info@LeptosEstates.com
URL: www.LeptosEstates.com

NICOSIA - CYPRUS
9, Dhemetsanis str.
CY-1070 Nicosia
P.O. Box 24862, CY-1304
Nicosia, Cyprus

T: (+357) 22458745
F: (+357) 22761671
E: Leptosnc@LeptosEstates.com
URL: www.LeptosEstates.com

ATHENS - GREECE
37, Achaias str. 
115 23 Ambelokipi
Athens, Greece

T: (+30) 210 6083800
F: (+30) 210 6083849
E: infoathens@LeptosEstates.gr
URL: www.LeptosEstates.gr

LIMASSOL - CYPRUS
28th October, 277 Avenue with 
Elestheriou Venizelou 1
Limassol, Cyprus

T: (+357) 25873233
F: (+357) 25312031
E: info@LeptosEstates.com
URL: www.LeptosEstates.com

CHANIA - GREECE
81, Chalidon str.
73 100, Chania
Crete, Greece

T: (+30) 2821023496
F: (+30) 2821023497
E: infochania@LeptosEstates.gr
URL: www.LeptosEstates.gr

PAROS - GREECE
Ekatondapiliani
84 400 Paroikia
Paros, Greece

T: (+30) 2284028503
F: (+30) 2284028504
E: infoparos@LeptosEstates.gr
URL: www.LeptosEstates.gr

HEADQUARTERS

www.leptosgreece.com      www.LeptosEstates.cn     infochania@leptosestates.gr     VIP Hot Line:  (+30) 28210 2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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