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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来⾃1960年代的商业传奇故事



�欢迎�
   不仅是对乐浦集团，更是对我们所开发的地区而言，从初始

的蓬勃发展至如今的共同繁荣，我们的发展已进入全盛时代。

   在乐浦集团，我们相信，企业价值的衡量标准并非是其最终获

得多少收益，而是能为后人留下怎样的财富。不仅是对乐浦集团，

更是对我们所开发的地区而言，从初始的蓬勃发展至如今的共同繁

荣，我们的发展已进入全盛时代。 

    然而我们的宏伟目标需要团队的协同努力，以及全行业，尤其

是从国家到地方各级行业团体，持股人对于地产开发的积极配置。

一切创造都需要知识，愿景和乐观精神，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持之以

恒的美德，这一点乐浦集团已用实际行动践行。 

   对于我们取得的进步，以及建立在坚实发展基础上可预见的光

明未来，我感到极为自豪。 

乐浦集团创始人兼执行总裁
迈克尔.乐浦





    塞浦路斯是连接东西半球的地中海胜地, 是一颗稀有的珍

珠。她热情好客, 更具神秘色彩, 成为全球游客的向往之地。

    塞浦路斯拥有丰富的自然与文化景观。这座阳光之岛可以给您

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妙体验: 享受水晶版的海水，金色的沙滩；您亦

可驱车北上眺望积雪盖顶的山峰，这里可是欧洲大陆最早迎来春天

的地方。

 爱上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是一片神奇的沃土，在这里四季都能感受到浓浓的爱意

她在万千旅客心中始终占据着特殊位置

她向世界寄出爱的明信片

描绘着无法抗拒的神秘

那是无法诠释的魅惑

那是无法拒绝的亲密

她是爱神阿佛洛狄忒的诞生之地

爱上塞浦路斯原因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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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战略地理位置



为何选择塞浦路斯 
四季皆宜，美不胜收 

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地理位置优越 

欧盟与欧元区成员国 

气候温和，日照充足（年均320天日照） 

美妙的自然风景和原生态海滩 

年接待游客250万人次 

英语高度普及 

高水平服务业，包括金融、医疗、教育、电信等 

安全的社会环境 

低税收：企业所得税（12.5%）国际化养老金（5%） 

稳定的政治体制 

近期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将为国家经济推波助澜 

非欧盟公民通过购买不动产可获永居或公民身份 

高品质低成本的生活 

新建的游艇码头、高尔夫球场及赌场 



位置优越
优越的地理位置给塞浦路斯带来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经长期发展，它已经成为蜚声全球的服务枢纽。 



经商兴业 
  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塞浦路斯已成为蜚声全球的服务枢

纽，尤其是银行业和航运业。自成为欧盟成员国以来，塞浦路

斯作为欧亚非三大洲桥梁的作用更得以彰显。 

全球竞争力                                                                                   排名

    塞浦路斯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系列的独特优势，为他们发挥在那全球视野助一臂

之力。塞浦路斯的竞争优势得益于其战略位置、宜商环境、优惠的税收体系、稳定

的宏观经济、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较低的劳动成本、现代化的法律、银行及金融体

系，一流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和电信网络，英语的高度普及等。 

战略位置：中东欧门户 

欧盟成员国 

高素质和多语种劳动力 

欧盟最低的企业所得税 

宏观经济稳定，运行良好 

高效的法律、会计与银行服务 

先进的电信网络与基础设施 

优秀的吸引外商投资历史 

享誉全球的航运枢纽 

在"四季皆宜之岛"生活及工作 

全世界所有小国中最安全的国家 
(2016)  

全世界最适宜年轻人居住的安全小国 
(2017) 

⾼等教育与培训 
(2016) 

全球最适宜移居的目的地 
(2016) 

全球创新指数 
(2015) 

最适宜经商的国家之一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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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式 
  美丽的塞浦路斯带来不同寻常的生活体验:在

这里探索新奇，享受闲暇。 

   想象: 从阴雨连绵, 庸庸碌碌的生活中抽身而出，来到这片神奇的土地。在这

里，金色阳光、蔚蓝大海、茂密森林、连绵远山、缤纷野花，一年四季都享用不

尽。这里舒缓的生活节奏，好客的当地居民，更能让您有宾至如归的感受。塞浦路

斯已成为全球移民的热门目的地。 

   这座美丽的海岛也展现了鲜明的对比: 东西方在此交汇，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拥

抱未来，虽居地中海一隅却从不故步自封: 人们在这里探索新奇，享受闲暇。 





教育资源 
塞浦路斯教育业发达，与其它发达国家不相上下 

   塞浦路斯教育标准极高。其众多国际小学提供英语、俄语、法语、阿拉伯语、亚

美尼亚语及其他语言的教学。塞浦路斯也拥有两所公立大学和多所英语教学的私立

大学，这些高水平大学可提供丰富的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多所英语教学的专业学

院可提供职业认证课程, 如ACA（国际注册会计师）和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课

程。这些学院通常附属于一些英美大学, 当学生完成两至三年的学习后，可直接被对

应的英美大学录取。塞浦路斯拥有大量高素质的青年专业人才。国家致力于发展教

育，并计划通过教育改革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尼亚波利斯大学
   尼亚波利斯大学是注册在塞浦路斯的高等教育机构，于2007年12月获得教育部批

准成立。作为帕福斯地区唯一的大学，它拥有一流的现代化校园和资深的教职员

工，并可充分享受帕福斯风度的自然人文资源。 



探明天然气储量带来的巨大影响  预计能源行业将在未来持续拉动

经济增长，同时助推房地产业。  



天然⽓资源 
近期，在塞浦路斯所属的经济开发区探明了巨大的天然气储

量，这将会全力助推其国民经济，特别是房地产行业将会持续

受益。 

全球近期探明的最大储量之一 

预计储量在50到60万亿立方英尺之间，并未塞浦路斯所独

有。这将使塞浦路斯成为欧洲大陆最关键的能源伙伴。探

明储量价值约4000万亿美元。 

第10和11块天然气田
法国获得了总计100%

的开采权 

第2,3和9块天然气田 
ENI意大利埃尼石油集团（80%） 
KOGAS韩国天然气公社（20%） 

第12块天然气田 美国 
NOBLE能源公司（70%） 
DELEK DRILLING能源公司（15%） 
AVNER石油公司（15%）  





为什么选择帕福斯 

  帕福斯被视为“塞上明珠”，气候温和宜人，自然景观秀

丽，高耸的山脉与水晶般清澈的海水相接，绵延不绝的山坡直

入湾区。放松式的生活节奏带给游客及居民宁静与祥和的生活

环境。

拥有卡玛瑞斯国家公园

美丽的乡村

位于黄金地带的私宅

岛上气候适宜移居

众多蓝旗海滩

都会生活

绝美日落, 每日可观

2017年欧洲文化之都

年度“帕福斯爱神节”闻名遐迩

不动产永久产权

热情友好的当地居民

理想的家庭度假目的地

丰富的户外生活

塞浦路斯古都

帕福斯国际机场

宁静、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绝佳的投资宝地

拥有超豪华酒店和度假村

爱神阿佛洛狄忒诞生地

最佳海景地产项目

荣膺大奖的五星级度假村

塞浦路斯唯一拥有六个高尔夫球场的城市 

    来到这里, 您有幸欣赏雄踞港口的13世纪堡垒，更有描绘希腊神话的古罗马时期

的马赛克，被广泛认为是地中海东部的瑰宝。帕福斯地区拥有众多蓝旗海滩，其中

最负盛名的是珊瑚海滩的黄金沙滩和“爱神岩”奇石嶙峋的海滩。据传说，古希腊

神话中的爱神阿佛洛狄忒就诞生于此。一言以蔽之: 帕福斯拥有您所想，满足您所

未想, 无论您喜爱沙滩，自然美景，人文历史，亦或是丰富的夜生活，饕餮大餐 … 

这里一切的一切定是您流连忘返。 

帕福斯



五星级珊瑚海滩酒店和度假村，

以及珊瑚海滩THALASSA精品酒店和SPA 



欢迎来到乐浦集团的世界
⾃1960年开始的⼀段成功商业传奇故事



蜚声内外的国际获奖项目卡玛瑞斯别墅区 



简介及发展历史�
   乐浦集团是塞浦路斯房地产开发的领导者，集团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MICHAEL.G.LEPTOS先生深信集团的发展哲学是: 用精巧的设计和高标

准的建设使每一个项目都独一无二，同时又展现对环境的敬畏。 

  乐浦集团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成立于凯里尼亚。在土耳其1974年入侵

塞浦路斯之后，集团在MICHAEL·G·LEPTOS的领导下转而关注中东部的地

产开发，并打造了数个经典的住宅物业项目。 

  在此之后，集团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即如何将集团业务中心转移到帕

福斯。当时的帕福斯还是原生态的处女地，但蕴藏着巨大的地产开发潜

力。除五星级珊瑚海滩酒店和度假村，记忆珊瑚海滩THALASSA精品酒店和

SPA外，乐浦集团重点打造别墅，住宅和度假物业以及购物中心等项目。 

  帕福斯最具特色的别墅便是"卡玛瑞斯别墅"（KAMARES VILLAGE）该项

目为乐浦集团赢得了数个国际大奖，竣工后，该项目将承载1000多座别

墅，并成为塞浦路斯最大的度假别墅项目。 

乔治.乐浦
乐浦集团执行副总裁

迈克尔.乐浦
乐浦集团创始人兼执行总裁

潘特利斯.乐浦
塞浦路斯土地和建筑开发商协会主席

乐浦集团执行副总裁



乐浦概览:
乐浦集团是塞浦路斯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拥有58年的成功经

验，业务主要包括五个核心行业。

塞浦路斯出口大奖 
乐浦集团创办人兼集团主席，迈尔克·乐浦先生接受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 尼科斯·阿纳斯塔

夏季斯先生颁发“塞浦路斯出口大奖”。

乐浦集团是塞浦路斯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拥有55年以上的从业

经验及5大支柱型产业。 

房地产开发

设计和建设（已销售25,000套房产）

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包括英国、中国、俄罗斯、埃及、乌克兰、

迪拜、希腊的办事处以及分布于7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理）

物业管理

不动产投资和贸易

旅游业以及在帕福斯和克里特岛的酒店及管理（共计5家酒店及3600个床位）

教育：尼亚波利斯大学

医疗: 帕福斯一流的私立医院: IASIS医院

大型战略项目开发（尼亚波利斯大学智能生态城市项目） 



组织架构图

物 业 开 发   建 设 物 业 管 理 租 赁 服 务 项 目 管 理 物 业 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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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浦集团 
58年铸就的非凡故事 



2 0 1 7 + 2 0 1 7 + 2 0 1 7 +2 0 1 6

   乐浦集团的历史可追溯至五十几年前，由执行主席Michael G. Leptos（迈克

尔.乐浦）先生于1960年在塞浦路斯的凯里尼亚创立。乐浦先生是凯里尼亚房地产

开发领域的先驱。在1974年塞浦路斯事件之后，集团业务重新布局至中东及阿拉伯

湾地区，重点放在大型住宅小区建设上面。集团开发项目之一为位于吉达市的"沙

特城"，由4000套房屋组成，在当时被视为规划社区的突破之作。 

  上世纪70年代末，乐浦集团将总部迁至帕福斯地区。优美的自然景致和历史古

迹，使该城具有极大的成功开发潜力，同时也预示着当时的乐浦集团，迈向了战略

发展的新台阶。集团的战略是通过精致、高质、卓越的设计以及对所处环境的考

量，保证其开发项目的高品质和独特性。乐浦集团拥有1500多名员工，组成了一支

高素质，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包括建筑师，土木和机械工程师，室内设计师，会

计师和酒店管理人员。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市场领军者  

遍布75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级销售网络  

2 5 0 0 0位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满意购房者  

开发了3 5 0个地理位置绝佳的房产项目  



服务
   乐浦集团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多种服务。我们的专业团队包括从

业经验丰富的建筑师，土木和机械工程师，室内设计师随时为每一

位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考察房产 选择物业
获得公民身份
或永居权

物业管理和维修 租赁服务
物业再销
售服务





服务 
   乐浦集团拥有员工超过1500名，形成了一支由专业人员组成的高质量，

经验丰富的团队，成员包括建筑师，土木及机械工程师，室内设计师，会

计师和酒店经营人员。 

  由集团专业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包括室内设计，装饰装潢，物业管理和维

护，绿化，家政及技术支持。集团内其他公司和部门承担很多额外服务，如法律和

财务咨询，行政服务，住宿和租赁服务，旅行协助，会务设施及活动管理。 





乐浦地产 
    乐浦地产是乐浦集团旗下的一员，拥有五十八年的发展历史，是希腊

和塞浦路斯房地产业的佼佼者。 

   乐浦地产秉承敬业精神，带领专业团队员工共同努力建立了超过75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

销售网络，在房地产投资领域取得了国际领先地位，并建立了非常切实有效的售后服务。 

乐浦地产只选择最佳位置进行开发，包括普通居民住宅、退休养老住宅及度假村的建设和开

发。秉承设计的最高标准，打造优雅的家园来满足当今业主的高品位需求。 

多年来，乐浦集团已成功打造350多个住宅项目，拥有超过25,000个满意的家庭业主！集团

在塞浦路斯和希腊的黄金地段有大量的土地储备。项目开发包括豪华海滨别墅、临海公寓项

目及郊区田园项目。 





乐浦专享权利 

退/补贴的考察行程

免费住宿－可在餐厅，

酒吧和水疗健身中心享受住宿奖励折扣

免费使用健身中心设施 

免费享受公司提供的法律和金融服务

医疗服务可享折扣 

免费享受初次体检

配偶享受赠送会员资格





乐浦专属项⽬
   乐浦地产只选择最佳位置进行开发，包括普通居民住宅、退休养老住宅及度

假村的建设和开发。秉承设计的最高标准，打造优雅的家园来满足当今业主的高

品位需求。

  多种选择的豪华别墅，现代联排别墅，独特理念的度假住宅和设施齐全的会所项

目。我们选择最佳地理位置，运用精致优雅设计元素，沿用建筑最高标准，提供代表

您生活方式和品味的家园。 

    我们对地产开发的方式展示了一种，设计感，舒适性和建筑结构之间繁复多样的

融合，并将其融入地中海生活方式。 

    天然材质的广泛应用，富有地域特色的葱郁景观花园，怡人的泳池设施，周边地

区全景风光，从山腰至海湾地区，延伸至波光粼粼的大海，这些都是乐浦地产的重点

考虑因素。高价值投资表明了乐浦地产对环境的关注，也是公司越来越为人熟知的重

要方面。

    沉溺在地中海生活方式中，恣意享受阳光，海洋，丰富的景观风光，宁静安详及

深厚的文化底蕴。乐浦地产帮助您实现对家的梦想。  



阿多尼斯海滨别墅
   阿多尼斯海滨别墅位处一线海滨的黄金地段, 是乐浦地产最近推出的最具奢

华气质的别墅区项目。以邻近的阿波罗海滨别墅区的成功为基点，精心设计的

阿多尼斯别墅致力于为您打造能够极致享受地中海迷人景致的一线海滨豪宅。 

   海滩咫尺之遥，投石之距；居热闹活力的帕佛斯海港和

闲逸悠闲的珊瑚湾蓝旗海滩之中，地理位置独一无二。每幢

别墅都配置有私人泳池、超大景观花园、烧烤区、宽敞阳台

及充分的室外活动区域和停车位，是现代建筑设计与高科技

室内装修装潢的完美结合范本。

   近期发布的阿多尼斯海滩别墅再一次证明乐浦地产在塞

浦路斯地产开发商中的领先地位，通过设计出满足每一位客

户的期待家园，树立了极高的行业标杆。





阿波罗海滨别墅
   乐浦阿波罗海滨别墅由 73 个海景别墅组成，坐落于宁静的帕福斯港口和珊瑚

海滩之间，阳光明媚的白天听着海浪拍打着岸边的声音，微风徐徐的傍晚伴随

着海平面上皎洁的月光，使得这里成为休闲放松的绝佳之地。

  在休闲放松之余更有丰富的户外活动作为调剂，游泳，垂钓，潜

水，徒步，航海及其他探险活动。步行几分钟便可到达帕福斯市区，

购物中心及其他生活便利设施。

   现在，是时候体验您专属的海岸生活了。这些定制建造在水边，拥

有景观花园和希腊岛式建筑风格的住所，只是您期待的开始。品质和

氛围遍及这个兼容并蓄地区的每个角落。



阿加卡海滨别墅
    传统设计融合天然材料，这套独特迷人的别墅项目由28栋两至三居的豪华单

层、错层和双层独栋别墅组成。 

    阿加卡沙滩别墅为您带来享受地中海生活方式的机会: 夏天，经过木质花架

走廊来到阳光露台或私人泳池; 冬天, 尽享燃木壁炉带来的温暖感受。砖瓦屋顶

和豪华装潢给此款别墅增添异域色彩，仿佛置身画境中的美好家园。阿加卡海

滨别墅是一个位置优越的海滨项目，移步即到购物广场，10分钟车程直达拉琦

码头和及自然风光绝美的阿卡玛斯半岛。



珊瑚湾别墅
   珊瑚湾是个优美的度假胜地，以其一流的沙滩著称，距离帕福斯城仅 12 公里。

珊瑚湾别墅区位于这一专属海滩之中，数步之遥便是乐浦集团拥有并经营的海洋

精品酒店和水疗中心（Thalassa Boutique Hotel & Spa）及五星级珊瑚湾度假酒

店。

   这些独立设计的三居，四居和五居室专属户型别墅，尽管距离阳光沙滩

仅咫尺之遥，却拥有私人泳池，宽大阳台，以及可观赏地中海壮丽景致的

阳光露台。

   该地块中还规划了可出售土地，并具有建房许可。提供一切必要服务，

包括宽阔的柏油道路，电，水，照明和排水。这一地区是塞浦路斯最高级

的楼盘之一，坐落在帕罗斯最优质的海滩边缘。 





雅索纳斯海滨别墅位于著名的珊瑚湾地区。珊瑚湾被视为塞浦路斯最迷人的海湾和沙滩之一。

这一地区深受海外度假者推崇，这些人有的在塞浦路斯定居，有的则是在这里拥有度假居所。 

   雅索纳斯海岸别墅是一个综合开发的度假区，包括永久产权物业，私人住宅会所及专

属零售设施，具有浓厚的地中海风格，对细节和品质极为关注。

   私家花园，宽大阳台，一流阁楼，明亮的室内设计，宽敞的车位和全景电梯只是其中

的部分特征。设计提供绿化景观，带有会所的大型公共游泳池，一条人工河道，高品质施

工，充足的室内外停车场所。 

雅索纳斯海滨别墅





   基索内加海滨别墅二期是一个仅有五栋别具一格的三居到六居的两层别墅组成的项

目。位置得天独厚，大海近在迟尺，位于热闹繁忙的帕福斯港口和珊瑚湾蓝旗海滩之

间。 

    每套别墅均独特设计，部分项目更自带安装了按摩浴池的天台，让您更好的享受地中海终

日充足的阳光及有益皮肤健康的海水；更有部分项目配备旋转楼梯和圆形穹顶，

    使您住宅与众不同。所有项目均有地下酒窖，封闭式车库以及带有罗马式阶梯的泳池。庭

院面积宽阔，拥有阳光露台及遮光凉亭，在这里地中海的美景尽收眼底。

基索内加海滨别墅



拉琦海滨别墅
   坐落于阿卡玛斯半岛沿岸海滨地带，举目可望波利斯湾及拉琦海湾便是拉琦

海滨别墅项目。这款豪华的海滨别墅项目紧邻拉琦码头，风景如画的海港以其闻

名遐迩的海鲜餐厅及酒馆而著称，阿卡玛斯半岛独特的自然景观，FONTANA 

AMOROZA 及APHRODITES BATHS 

   别墅地理位置优越，可直达沙滩，海鲜酒馆及餐厅也只是举步之遥。

拉琦的住户和游客可乘短途游艇到达世界文明的阿卡玛斯国家公园或步

行至附近的波利斯村。该住宅区只有14栋独立式别墅，土地面积为750平

方米，所有别墅均为三居，另附地下室，室内使用面积约为240平方米。

别墅拥有带顶棚露台、藤架、园景花园和私家用泳池，均为个性化设

计。360度全方位海景美的令人窒息 … 每套房均拥有宽阔的停车位及大面

积开放式绿化区域。乐浦拉琦海滨别墅将品质与奢华的居住标准提升至

新高度。高标准的建筑设计与施工水平，以及乐浦集团在房地产开发领

域的领先经验，使专属与您的海滨生活方式再无后顾之忧。



珊瑚海别墅
    珊瑚海别墅位于距离珊瑚海滩酒店仅数步之遥的一片几乎尚未开发的海岸线

上。东南方向15分钟车程即可到达帕福斯，往北则可到达阿卡玛斯自然保护区。

该项目是这片地区仅有的几个楼盘项目之一，这一地区拥有绝伦自然美景。佩亚

旅游区，一个蓬勃发展，拥有4000居住人口的帕福斯郊区，提供步行距离内的多

种娱乐及购物场所。



  这一项目与邻里的中央别墅区分隔开，共享一个大型公共游泳池。为

您提供在私密，安全及顶级物业管理服务的豪华住宅区中，真正的专属

度假生活体验。

  通过餐厅，酒吧，水疗中心及几步之遥的乐浦集团旗下五星级珊瑚海

滩酒店的私人码头，提升您的生活体验。



  该别墅项目设施齐全，以最高标准的规格设计并打造，拥有

私人泳池，宽敞的阳台，阳光露台，烧烤区，园景花园。独特

的地理位置，举步之遥便是海滩及海蚀洞地带。

  该别墅项目设施齐全，以最高标准的规格设计并打造，拥有

私人泳池，宽敞的阳台，阳光露台，烧烤区，园景花园。独特

的地理位置，举步之遥便是海滩及海蚀洞地带。

海蚀洞别墅
   海蚀洞别墅紧邻珊瑚湾地带及阿卡玛斯半岛，是拥有塞浦路斯最棒

沙滩之一（拉腊海滩）拥有绝美保护区。



   贝尔维迪别墅是特殊项目，包括17个绝佳地块和设计各异的别墅。所有地块都可以欣

赏到大海和周边地区的壮丽景色。对于追求宁静和平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当

地的各项生活设施近在咫尺。所有别墅将以最高规格融合传统的建筑风格与现代特色。服

务设施包括沥青马路、电力、供水和排水系统等。您的独栋别墅掩映在郁郁葱葱的花园

里，挨着私家游泳池，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悠闲自得的地中海式生活。

  这些绝佳地块位于帕福斯市的郊区，坐落在坡度平缓的山坡上，俯瞰大海，距离大

海和附近的豪华沙滩酒店仅300米，是一个专属海岸，步行即可去商店和夜生活场所。

贝尔维迪别墅



  这些豪华的定制别墅与其所在乡村完美融合，提供住户迷人

的卡方式居住空间、大片私人空地（带园景花园，全是当地的

动植物）奥林匹斯别墅有三居和四居别墅，更多的是联排别

墅、错层别墅和双层独栋别墅。室内运用了塞浦路斯浅色的天

然石材作为装饰，而太阳露台上则带有深色的木质藤架。夏天

泡在自家的私人泳池避暑，冬天围在烧着柴火、用石头做装饰

的壁炉旁取暖放松该是多么地惬意。

    高雅的奥林匹斯别墅群依偎在帕福斯山丘上，紧挨着传统的 TSADA 村。在乐

浦卡玛瑞斯村成功的基础上，这些房子都经过精心选址，使住户享受绝美的地

中海及乡村全景。这些豪宅物业地势较高，拜托了夏季湿热，气候宜人，习习

山风沁人心脾。

奥林匹斯别墅



   此项目位于山顶，三面被绿地环抱，是适合常驻或度假的

豪华居所。位于久负盛名的卡玛瑞斯村外，该项目是自助或

投资的理想选择。

品奈丽别墅

   佩内里别墅独占帕福斯和塔拉村之间的一块优越地段，俯瞰同为乐浦

开发的斯蒂芬妮村。别墅配有两到四居，在其宽阔的阳台上您可以饱览

地中海美景。该地段是帕福斯地区最私密的高端别墅区之一。该项目是

寻求购买长住，度假或养老物业客户的理想选择。



  卡玛瑞斯别墅区是塞浦路斯最高端的住宅区之一，同时也是东地中海地区最具特色地区之一。

该项目独特之处在其精致的石拱门以及可观赏到田园风光和帕福斯海岸绝佳景致的一流地理位

置。

卡玛瑞斯别墅区

  卡玛瑞斯别墅区享有颇具声望的国际房地产大奖殊荣，且以不仅是高档别墅区而自豪。

卡玛瑞斯是一个社区，社交生活围绕卡玛瑞斯会所举办的各项活动展开。

  社区永久产权别墅萦绕在乡村俱乐部的氛围中，专为那些意在从塞浦路斯地中海生活方

式中获得回报的目光敏锐之人所属。石材，木材及拱门的使用形成这一景观特征，而游泳

池，烧烤，阳光露台甚至私人网球场，都为地中海户外生活增添了奢华气息。



    坐落于获奖的乐浦卡玛瑞斯别墅区内的卡玛瑞斯会所，建于塔拉山顶，靠近

圣奥菲托斯风景如画的修道院，俯瞰帕福斯海岸及周边乡村田园的旖旎风光。 

  会所每日开放提供咖啡，各式饮料，丰盛的午/晚餐，池畔小吃或是红酒，

享受舒适会所氛围，欣赏极致美景。

卡玛瑞斯会所

  卡玛瑞斯会所欢迎业主及外来客人的光临，并提供周密、亲切的服

务。冬季可享受室内壁炉的温暖，夏日则有池畔露台和首屈一指的景

观花园。

  卡玛瑞斯会所同样可为私人用途及聚会所用，包括承办婚礼，洗礼

仪式，生日派对和特别活动。从我们品类丰富的菜单选择或者定制菜

品，结合娱乐，花卉摆设，装饰及其他任何特殊需求。 



G A R D E N S

   维纳斯是一片独特的度假村住宅，可步行至帕福斯海岸和湛蓝的地中海。这

些山顶住宅采用了当代休闲的设计风格，具有鲜明的地中海特色。所有生活区

都直接通向大阳台、露台和环绕物业的各个花园，室内设计使阳光和空气能够

自由流淌穿梭。维纳斯花园是有门禁的豪华社区，拥有大片小区公用绿地，两

个小区公用游泳池，一家会所和一个网球场。

维纳斯花园



   在这套独特的高档住宅项目中，您将体验到各种设计和建筑风格，

与传统特色，舒适和建筑一并融合在地中海中。塞浦路斯的石砌别

墅、体积、广场、大型带顶棚户外空地、材料、势头、石膏、木材、

砖瓦屋顶，朴实 的色彩和地中海园景花园尽显地中海风情。维纳斯会

所适合举办各种活动。提供多种场地选择，并向住户提供酒吧、咖啡

厅、社交区、售后服务，管理办公室和小型商务中心。 





  高档的乐浦阿佛洛狄忒花园被定位为帕福斯最豪华的带有门禁的独家住

宅，拥有一居到三居的花园公寓和顶层公寓。 

阿佛洛狄忒花园�

   位于加藤帕福斯的优越地理位置，距离娱乐设施和沙滩仅几步之遥。园

区内由200个物业组成皆环绕两个大型 的自由式游泳池和园景花园而建造。

公共面积，私人花园和草木葱茏的庭院，园景花园包括池塘，灌溉系统，

行人路和日光浴场共占小面积的70%。这里还有一个俱乐部，俱乐部内部配

有餐厅, 酒吧，健康水疗中心以及设施齐全的健身房。 



   缓步即可达到古雅的帕福斯港，距离市政沙滩仅有百米之距的巴茜利卡花园是个

优美迷人的地中海度假小区，风格鲜明、热情友好，独具塞浦路斯传统品味。 

巴茜利卡花园�

  这个小区包含1居2居3居的公寓和顶层公寓，配备这大型公共泳

池，园景花园，大堂接待、酒吧、餐厅、社交活动间还有诸多丰富

有趣的活动。 

   这些居于城市活力中心的物业为那些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情侣和家

庭的首选，各项设施便利和服务就在您的门前！ 



   这里的分别有1、2居3、4居别墅。有的单元都是围绕共泳池而，同时 也有一

个小型俱乐供住使用。这个超凡卓的筑的有电缆,水池都是隐蔽设计，还有中央

卫星统。整个楼盘 ，形成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 

薇拉别墅 

  薇拉别墅坐落在山顶山，拥有绝佳的视野，此处能眺望帕福斯海岸线

和邻近的TSADA村。该村拥有传统的窄街、咖啡厅和小酒馆，靠近拥有

18洞的高尔夫球场，且有一个名为 STAVROS TIS MYTHIS 的拜占庭式修道

院 。 



   乐浦地产为您倾情推介全新的位于波利斯克里索乔斯平静海岸的精致生活项目。

毗邻瑰丽的阿卡玛斯半岛和帕福斯森林，该区域独特的地理位置 － 森林保护区内的

林间小道，神奇的水上景观，干净的卵石海滩 －为您提供丰富的户外享受。

  该高档滨海项目由1，2，3居室公寓，豪华复式公寓及2，3居室别墅
组成，并带有大型公共及私人泳池，位于美丽的柑橘树丛之中。

    阿卡曼蒂斯花园项目颇受寻求纯净自然生活方式人群的青睐。空间私

密，同时又紧邻购物，餐饮及娱乐场所。 

阿卡曼迪斯花园 



   乐浦集团诚意向您推荐"阿佛洛狄忒之泉"项目，无论是作为永久住宅、度假或是投

资，这都是 一个难得的机会。 

阿佛洛狄忒之泉 

   坐落于 Yeroskipou（悠石四季）镇不远的山 坡上， 括

1、2、3居 的公寓 、联排别墅 和独栋别墅。地理位置一流， 

您可以远眺Yeroskipou（悠石四季）镇和地中海。小区为您

提供了两个大型的公共游泳池，别墅内亦可增建私人游泳

池。户型设计有花园、大型阳台和石铺路等，室内装修采用

明亮的装修概念。 
   除此之外，小区也提供了有盖车库、便利超市、餐厅和

酒吧等。 





   丽娜瑞花园，这个地中海风格的居住社区位于帕福斯海岸最抢手的位

置，距离地中海的清澈碧蓝的海水只有一条马路之隔。成为这个充满活力的

社区的住户可以选择这个度假式小区的1,2,3居的公寓、联排别墅或者2,3居

的独栋别墅。景观花园和被当地花草环抱的开放式的公共游泳池。 

丽娜瑞花园 

   漫步在丽娜瑞，细细品端取自当地的天然建材，这一特

征也使丽娜瑞成为完美结合塞式传统和自然环境的范本。

生活在丽娜瑞可以享受她的住客俱乐部所有设施，购物中

心，以及令人生妒的各种风味的美酒佳肴。预定个场地来

一局酣畅淋漓的网球比赛，或者在慵懒的午后徜徉在遍布

清凉喷泉的商场购物。 

   在供应全世界美食的餐厅挑战你的味蕾，亦或者悠闲漫

步沙滩（距离丽娜瑞3分钟），或者去到有鱼餐厅和各项出

海活动的港口。夜幕降临之际，去享受美妙的夜生活，也

不用在开车还是喝酒的问题上纠结。 



   曼德瑞花园位于恬静的曼德瑞小镇边上，地理位置非常优越。距离帕福

斯只有10分钟的车程，5分钟抵达国际机场，附近有两个著名的高尔夫球

场，分别在爱神山（Aphrodite Hills）和秘密谷（Secret Valley）。 

曼德瑞花园�



    传说中爱神阿佛洛狄忒的诞生地方Petra tou Romiou（爱神岩）也在这

附近。此建案有1、2居室的公寓和顶层公寓，以及3居室的独栋别墅。小区

内有两个大型公共游泳池，都是在美丽宽敞的园景花园之中，还有住客俱

乐部供住户享用。她的传统风格与当地环境融为一体，是性价比很高的选

择。 
  曼德瑞小区坐拥柠檬园和土豆种植园的田园风光。不被喧闹的游客所
扰，宁静、不被污染令人惊艳的大海景色。小镇上有银行，小型超市，礼

品店和传统咖啡屋等。 



  获奖项目帕福斯花园坐落于帕福斯主城区最炙手可热的地段，离海边只有150米的

距离，散步即可达到风景 如画的港口，那里有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和高档海滨酒店。 

  项目配备有不同的房型，包括功能齐全的开间，1居2居的公寓和

2居3居的联排别。这个极受欢迎的项目精心搭配了两个室内游泳

池、一个室内恒温泳池、疗养俱乐部、网球场、儿童乐园、迷你市

场、酒吧和餐厅等。

   掩映在繁花绿树中，用心打理的园景花园和公共活动空间，一切

都为了您的悦心居住。帕福斯花园度假村当中包括一家拥有58个客

房的三星级酒店，所有房间都精心设计装修，用心配色。   

帕福斯花园�



    佩雅花园和佩雅山庄这两个位处精华地段的建案为您提供最佳的投资机会。她优

雅地坐落于肥沃的佩雅(Peyia)山上的传统村镇里，离蓝旗海滩珊瑚湾只有几分钟路

程。 

   这个拥有海景及田园风光的建案有1、2、3居室的公寓和顶层公寓，

有着宽敞的生活空间和舒适的阳光大露台。得益于长期对客户需求的认

知和满足，我们把当地传统的建筑风格特色和客户的需求融为一体，把

停车库、电梯、可眺望海景的屋顶平台、浅色系世投和木质的遮阳棚等

纳入设计中。住客在小区内可呼吸着柑橘、柠檬的天然果实的清香，又

可以享用小区内的大型公共游泳池、园景花园，别有情调。 

佩雅花园和佩雅⼭庄 



   这些高档住宅项目位于便捷的帕福斯郊区，靠近耶罗斯基普镇。住宅极

具独特的美学设计，由带有大阳台和室内车位的宽敞公寓及阁楼构成。 

   西苑小区三期是深受欢迎的西苑住宅区的最后一期，拥

有安静，便利的地理位置，面向一片绿化区域，距离帕福

斯中心城区和海岸仅几分钟车程，驱车十分钟即可到达帕

福斯国际机场。

   该项目是理想的定居场所，提供舒适的一居，两居及三

居公寓房，并具有集中的特点，如分配室内停车位及停靠

所有楼层的电梯。对于意在享受南地中海小镇舒适生活方

式及生活节奏的人们来说是绝佳居所。  

西苑⼩区 
1,2,3 







  利马索尔是一个依傍绵延15公里长的海岸线建成的完美融合

了休闲安适的岛居生活和热闹的都会生活的城市，距离拉纳卡

国际机场和帕福斯国际机场各约30分钟车程。 

   从中世纪英国国王与拉瓦娜王妃自利马索尔古堡举行婚礼到21世纪的今天，她都

保留着独特、古典传统的特色和现代优雅的环境氛围。古典文化和现代气息相映交

错，和谐统一。她拥有世界最大的航运公司和国际审计事务所，一直都个多文化交

融的城市，也是岛上最受离岸公司青睐的地方。 

   号称拥有岛上最好的星级酒店，利马索尔每年有成千上万的观光游客，跟热情好

客的利马索尔居民，一起享受多姿多彩的夜生活、精致典雅的各国美食，就近的高

尔夫球场，超过3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和30分钟驱车就能到达的被称为"塞浦路斯的绿

宝石"的特罗多斯山区。 

利马索尔 



   位处利马索尔的市中心，紧邻新建的利马索尔游艇码头，她是一个巨头

高水平、超现代建筑的商住投资建案。 

蓝⾊港湾 



  超豪华的住宅、现代化办公室、美丽的园景花园、高级的健身房、

室内外游泳池、水疗中心和五星级礼宾服务等设施，让您可以在最尊

贵的海滨地段享受第一个大型游艇码头景色的同时，感受到别具特色

的生活、工作及娱乐体验。 

  蓝色港湾享受私密且安全的小区服务，24小时门房和高科技的电子

门控系统为您保驾护航，让您在利马索尔心脏地带的尊贵海滨项目中

奢享现代化优雅生活环境。 





   德玛以其独特的高层曲线设计，诠释了塞岛的“新浪潮”建筑风格，凭

借对170米长沿海空地的充分利用，该项目的每一套公寓房都可以直面享受

广角海景。

   大海之滨，毗邻城市豪华酒店，德玛位于利马索尔住宅

区的“心脏”地带。住宅区及配套五星级服务和设施，使

之成为寻求居住休闲，美食购物体验完美融合的不二之

选。

   高档装修，智能建筑技术及五星级酒店可见的各项服务

设施，包括礼宾服务，大型SPA水疗区，室内外泳池，健身

房，网球场及严格的门控系统为小区的舒适生活提供了保

障。德玛是一个合资建设项目。

德玛



   如果您梦想着居住在黄金沙滩. 又希望享受城市中心充实多彩的生活, 同

时满足绝佳的投资环境, 那么伊顿海滨公寓即满足所有您想要。

   该项目共有5栋建筑，每栋均设有单独的入口和电梯，并有连通各栋的公

共接待大厅。整个建案一共有113套设计现代又经济适用的物业，包括一室公

寓套房、一居、两居和三居公寓记忆带私人屋顶花园和按摩浴缸的顶层豪华

公寓。在7层有一个大型公共屋顶泳池，伊顿住户独享，让您可以俯瞰地中海

海滩景色和最迷人的城市景色。

   我们亦提供门房服务、物业管理、房间打扫及健身室等多项日常服务。完

善的安保和门控进出管理，为住客提供及安全又舒适的生活环境。 

伊甸海滩公寓



    扎娜佳村是一片开阔的乡村地区，星罗棋布生长着雄伟的松树，具有独特的自然

景致，但其距离海滩及利马索尔镇仅8-10分钟车程。该地区远离都市的噪音与交通，

超过海岸的湿度，使轻松悠闲与平静安详得到保障。 

   扎娜佳别墅专为那些头脑中有独特想法的人士设计。该项目周围环境

优美，遍布茂密的松林，兼具海景及周边乡村的绝美景致。 

  两居和三居别墅可选范围宽泛，每座都配有私人庭院，花园和泊车空

间。所有别墅都将按照最高标准进行装饰装潢，传统建筑结合现代化便

利设施，势必满足绝大多数要求严格的置业者的需求。 

扎娜佳地块和别墅 



     采⽤地中海⽣活设计理念。豪华独⽴屋。有2,3,4或5居的别墅或单

层独栋别墅，是度假、永久居住、投资的理想选择。

   环境绝美, 宽敞的景观花园配备了私人泳池及烧

烤区域。这款别墅配有燃木壁炉，带藤架的阳光露

台，采用天然石材，触感非凡。选择您喜欢的装修

风格，打造迷人的居住空间吧。在这里，皮索里湾

和周围的乡村美景一览无余，定会使您赞叹不已。

  这些物业的所在区域要比海平面高很多，因此不

在湿润地带，保证业主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

闲时漫步到乡村，选择一家酒馆品尝当地美食，刺

激您的味蕾，走进富饶的大山或者跳进清澈透明的

大海来享受塞浦路斯给您提供的最佳服务吧。 

⽪索⾥别墅





    尼亚波利斯智生态城市是乐浦集团又一创新的项目。总面 积达130万平

米。她是智慧、绿色、科研创新为前提，打造一个独特的国际标准品牌，开

创了实业发展的新纪元。尼亚波利斯的目标是把健康、养生、文化、教育和

终身学习集于一体，并在国际舞台上成为智能生态绿化城市的典范。

   尼亚波利斯的主要组成部分：养生园、阿佛罗狄忒主题园、 完善的私人

医院，私立大学，科研创新中心。 

   尼亚波利斯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坐落于帕福斯旅游景区，紧邻海滩和

繁华的步行街（800米），开阔的海景，大面积的绿化公园及花园，里面现

有1.4万株柑橘树。尼亚波利斯地区具有浓厚的文化和历史意义，从古代遗

址及当地神话文献中可以得到证明。尼亚波利斯的开发将展示历史，古代

帕福斯，希腊以及塞浦路斯文明和文化传统，特别强调女神阿佛洛狄忒，

通过大量的场馆和阿佛洛狄特文化公园，寓教于乐。 

   项目的设计是基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原则，采用"绿色"技术和"智能"解

决方案，为尼亚波利斯居民提供综合服务菜单。奈阿波利斯旨在成为全球

范围内高效生态和智能城市的蓝本。 



“我们的愿景是开发地中海地区最具创新的

智能生态城，将在医疗，教育，研究，商业

园区和规划的整合生活方式、零售、娱乐和

文化的绿色生活等诸多方面树立最优标准。" 

尼亚波利斯旨在成为世界范围内

"智能生态城"的蓝本

索引(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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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福斯尼亚波利斯大学是塞浦路斯最新注册的一所大学, 于2007年12月

由塞浦路斯教育部核准成立，也是帕福斯地区的第一所大学。 

   大学拥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专业课程包括经济、金融、

管理、工商管理、法律、心理、建筑设计、房地产建造等。

 大学已于2010年9月在升级改造的临时校址正式开学，新校园

将在邻近的尼亚波利斯智能生态城落成。



尼亚波利斯大学将会成为岛上第一所整整的大学校园，

全部开发完成后可容纳3,000多名学生。 





   乐浦集团旗下的Iasis医院，是一家设施完善的私立医院，拥有最

佳的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被视为塞浦路斯最好的医院之一。我们的

使命是在怡人舒适的环境中，提供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医院提供范围广泛的医疗救助，诊疗测试和辅助服务。门诊和住院

部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医生随时待命，为提供服务做好准备。 

  此外，医院拥有36个床位，3个手术室，分娩室，生化和血液实验

室及放射科。 



  维斯塔假日是帕福斯地区领先的物业管理公司，为其客户提供热忱周到并值得信赖的服

务。我们想要表达对超过2.5万名客户的诚挚谢意，感谢他们将住所委托给我们的专业人员

进行物业管理，并期待欢迎新客户，强化现有客户关系。 

维斯塔假⽇ 

  我们的服务包括公共物业管理，园林绿化，花园泳池维

护，维修及保养，公共设施支付，清洁服务及一般保养，

业主家用织品清洗服务，以及欢迎食品包，可在客人到达

前订购并交付。 



  巴茜利卡度假村及帕福斯花园酒店度假住宅是乐浦集团拥有

和管理的几百个项目中环境清幽舒适、紧邻风景如画的帕福斯

港、市政海滩、商店、餐厅、酒吧和公共交通枢纽的优质开

发。设施配套包括：  

膳食自理的开间，一居、两居和三居设备齐全的公寓

两居到四居的度假别墅 

公共泳池 

餐厅和酒吧 

设备齐全的接待服务 

停车设施   

我们不断确保在租金方面保持最具市场竞争力的水平。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房东和租户的需求，乐浦集团旗下新近成立了帕福斯租

赁公司。租赁公司的服务标包括乐浦集团的房产和私人拥有的房产。

帕福斯租赁公司 





   乐浦卡利普索酒店是一家在塞浦路斯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司。她拥

有并管理塞浦路斯最大的五星级奢侈酒店。珊瑚湾海滨酒店和度假村及特蕾

莎精品酒店均落座在风景如画的珊瑚湾。 

乐浦卡利普索酒店 

   帕福斯花园和巴茜利卡酒店度假村采用地中海式建筑风格，地理位置非

常优越，步行即可到达沙滩、餐馆、商店和帕福斯港口。 

   本公司在希腊扩张业务将潘多拉玛酒店收到旗下，这是一家完美坐落于

克里特岛哈尼亚拥有超过400张床位的精品酒店。本公司不仅拥有超过

3500个床位的酒店和度假公寓，并且在塞浦路斯和希腊拥有并管理大量优质

海滨地段，可供发展成酒店及度假公寓，为您提供高投资回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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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assol Marina

LIMASSOL TOWN
Leptos Estates Projects

Leptos Property Sales 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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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罗 -  埃及 

洲际- 办公楼 开罗塞米勒
米斯埃尔尼罗河滨海
开罗省1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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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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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浦集团主要分支机构 



本手册所含信息，户型图，照片及艺术家形象仅为指导，不构成对手册内容的实际代表或邀约。合同签订前，开发商有权适时对其进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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