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罗地亚最新的豪华海滩	
酒店式公寓与赌场



斯普利特老城——克罗地亚，斯普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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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共和国
克罗地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地跨中欧、巴尔干半
岛和地中海的国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链接
欧洲与世界的门户。现代化的交通与能源基础设施、
原生态的土地、无污染的大海、丰富的淡水资源，这
些条件都为克罗地亚奠定了基础，有助于该国在欧洲
和世界市场进一步取得发展。

欧洲最后的绝美海滨度假胜地
•	 坐落于中欧和东南欧的交叉路口，面临亚得里亚海
•	 毗邻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塞尔维亚、波黑以及黑山
•	 紧邻其他欧盟（EU）国家首都，例如布达佩斯、维也纳和卢布尔雅那
•	 克罗地亚首都位于萨格勒布
•	 人口428万	
•	 50%的人口可使用英语
•	 90%的人口信仰罗马天主教		
•	 国土总面积56536平方千米		
•	 海岸线总长5835千米



主广场——克罗地亚，萨格勒布

著名的豪华旅游目的地——克罗地亚，赫瓦尔

普拉竞技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克罗地亚，普拉4 5

历史厚重，未来
可期
二战后，克罗地亚成为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
国的创始国与联邦成员。

1991年6月25日，克罗地亚宣布独立，独立宣言于同年
10月8日起生效。今天，克罗地亚已经成为议会共和制
国家，并设有立法机关（克罗地亚语：Sabor）。

克罗地亚已经加入了欧盟、联合国、欧洲议会、北
约、世界贸易组织，同时也是地中海联盟的创始成员
国。

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国由各欧盟成员国轮流出任，任
期6个月。在此期间，轮值主席国的各位部长会负责并
帮助决定理事会在各领域的议程，协助与其他欧盟机
构的对话沟通。克罗地亚将从2020年1月至6月出任欧
洲联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

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太阳能技术促进
转让中心已准备对克罗地亚进行130亿欧元的投资。项
目包括（但不限于）：战后重建、扎达尔机场、造船
业重组、电影学院中心、海盐生产、5G技术、	酿酒以
及Dok-Ing	Energy	（电动汽车）。



2018世界杯足球赛浪漫的罗维尼老城

克罗地亚国家剧院——萨格勒布

联合国世界遗产——克罗地亚，莫托文

克罗地亚总理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晤

杜布罗夫尼克老城——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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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气候宜人，超过1000座岛屿沿着5835千米长的海岸线散布在晶莹剔透的亚德里亚海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
成为链接欧洲与世界的桥梁。欧盟成员国彼此间的进出口贸易不受限制，您通过克罗地亚可以触及欧洲多达5亿人的潜
在消费者市场。

作为跨区域的交通枢纽和著名的旅游胜地，斯普利特是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因其海滩和市中心的堡垒建筑群而闻名。
这座城市的文化和历史资源丰富，包括戴克里先宫殿与陵墓、主教宁斯基雕像以及圣多米亚努教堂和钟楼，三地联合组
成一处联合国世界遗产。斯普利特机场的扩建项目目前是达尔马提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总额超过6000万欧元。

2018年，共有约2000万名各国游客造访克罗地亚，其
中25万名来自中国（相比2017年增长46%）

•
丰富的文化活动和历史遗产

•
清澈的海水，纯净的空气，有机农产品

•
2020年前预计将对旅游业投资70亿欧元

•
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是剧集《权力的游戏》中虚构
城市君临城（King’s	Landing）的主要取景拍摄地

海岸地区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晴朗
冬季温和、多雨

•
夏季平均气温25	°C—30	°C左右，夏季的天气特征

可一直持续至秋季
•

2500年以来，克罗地亚的内陆气候使该地盛产著名的
葡萄酒

1-3小时航程即可飞往欧洲各地
•

8座国际机场，包括萨格勒布、斯普利特以及杜布罗夫
尼克
•

发达的公路和铁路网络：公路总长29547千米，铁路总
长2726千米

•
6座国际海港、4座河港，内陆水路网络与转运枢纽

2013年，克罗地亚加入了欧盟
克罗地亚决定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
2018年，Pelješac大桥建设动工，85%的资金（3.57
亿欧元）来自欧洲联盟委员会，由中国路桥集团负责

兴建
•

根据2018年的一项民调，85%的克罗地亚人欢迎中国
投资
•

自从2018年世界杯后，中国游客增长了46% 



赌场（概念图）大厅和赌场入口

海滩酒店式公寓与赌场

屋顶无边泳池 屋顶露台

海景公寓 海景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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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最新的豪华海滩酒店式公
寓与赌场
170间公寓物业，让您体验上流的海滨生活方式。设施让您流连忘返——赌场、商业中心、养生与SPA中心、健身房、
屋顶露台及无边泳池。物业地理位置优越，距离各处设施咫尺之遥——风景如画的海滩、美味餐厅、充满活力的娱乐
区、绿地、艺术画廊和专享购物中心。



建案位于克罗地亚斯普利特Kaštel	
Štafili的Žnjan海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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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性
•	 距离斯普利特国际机场23分钟车程
•	 距离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4小时车程
•	 距离斯普利特老城10分钟车程——在4世纪建成的戴克里先宫殿城墙内，您可以找到艺术画廊、纪念品和古董商

店。Riva大道两边遍布餐厅、咖啡厅和市场。
•	 马路对面就是Žnjan公共海滩（步行1分钟即到）、餐厅、咖啡厅和购物场所

克罗地亚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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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案基本概况
名称：Split	Peninsula	Properties酒店式公寓
开发商：Split	Peninsula	Properties
位置：Kaštel	Štafili，Žnjan海湾
面积：6,969	m2

类型：4星级酒店式滨海公寓
动工时间：2019年4季度
盛大开售：2021年2季度
楼层数：大厅1层	+	公寓6层	+	顶楼1层	+	地下室立体
停车场1层	=	共9层
公寓数量：170间
公寓户型：

•	 户型A——适合2人居住，室内面积30.5	m2，	
阳台5.3	m2，数量：48

•	 户型B——适合3人居住，室内面积35	m2，	
阳台7.6	m2，数量：24

•	 户型C1——适合3人居住，室内面积36	m2，	
阳台6.3	m2，数量：24

•	 户型C2——适合3人居住，室内面积35	m2，	
阳台6.3	m2，数量：72

•	 顶楼VIP户型1——适合2人居住，面积62	m2，	
阳台34.5	m2

•	 顶楼VIP户型2——适合2人居住，面积56	m2，	
阳台48.7	m2

电梯数量：3
楼梯井数量：2
停车位数量：124个
设施：赌场、大厅、餐厅、酒吧、商业中心、养生与
SPA中心、健身房、屋顶露台及无边泳池
绿地：建案面积的30%



STUDIO APARTMENT A
unit for 2 guests
apartment 30,5m2
balcony 5,3m2

no. of units: 48

STUDIO APARTMENT B
unit for 3 guests
apartment 35m2
balcony 7,6m2

no. of units: 24

STUDIO APARTMENT C1
unit for 3 guests
apartment 36m2
balcony 6,3m2

no. of units: 24

STUDIO APARTMENT C2
unit for 3 guests
apartment 35m2
balcony 6,3m2

no. of units: 72

STUDIO APARTMENT A
unit for 2 guests
apartment 30,5m2
balcony 5,3m2

no. of units: 48

STUDIO APARTMENT B
unit for 3 guests
apartment 35m2
balcony 7,6m2

no. of units: 24

STUDIO APARTMENT C1
unit for 3 guests
apartment 36m2
balcony 6,3m2

no. of units: 24

STUDIO APARTMENT C2
unit for 3 guests
apartment 35m2
balcony 6,3m2

no. of units: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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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示意图 酒店式公寓	置产机遇
付款方案：

•	 25%定金，25%在90天内付清，另外50%竣工时付清

预期租金收入与收益分成：

•	 前5年每年的租金收入为房屋总价的8%*，由国际级酒店运营商负责，提供高质量服务和专业的出租管理
•	 5年后净收益的70%分成

灵活性：

•	 转售无限制——买家有权随时出售	
•	 	开发商有权在反租期结束时要求回购买家的公寓

良好前景：

•	 地产升值和建案品牌价值的提升均在预期内
•	 买家每年可免费居住14天*（参见购买协议以了解详情）

联系方式：

了解更多信息，请发电邮至
info@croatiaspp.com

户型A
适合2人居住
室内面积30.5	m2

阳台5.3	m2

数量：48

户型B
适合3人居住
室内面积35	m2

阳台7.6	m2

数量：24

户型C1
适合3人居住
室内面积36	m2

阳台6.3	m2

数量：24

户型C2
适合3人居住
室内面积35	m2	
阳台6.3	m2

数量：72



Split	Peninsula	Properties	d.o.o.

Tošovac	3,	10	000	Zagreb,	Croatia

info@croatiaspp.com

www.croatiaspp.com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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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it	Peninsula	Properties及其合作伙伴与优质个人和公司组成的一个外部团队密切合作。会计和税务意见/服务由全球
专业人士组成的业界一流公司提供，他们在全球各地的独立公司任职，提供审计、咨询、金融顾问、风险管理、税务和
相关服务。法律代理/服务由克罗地亚最大的律所之一提供，该律所是商业、民事及刑事领域公认的法律专家，积极参
与国内外专业联盟。概念方案设计和开发可行性由获得相关荣誉的建筑师事务所负责，其主要建筑师在业内各领域有20
年的经验。

项目团队合作伙伴：

本文档中包含的信息并非旨在向您提供任何财务，会计，税务或法律建议。本文件仅供参考，并不完整，不参考，也应仅与拆分半岛物业提供的口头
简报一起查看。未经Split	Peninsula	Properties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将本文档或其任何内容透露或用于任何其他目的。购买决定应基于法律文件的完
整审查，并且仅在完成审查后作出。

所有特征、尺寸、绘图、示意图、照片、方案和具体数据均为初始规划，并有可能在不进行告知的情况下进行更改。可索取历史与统计数据来源。第
11页	：GoogleTM Earth, Map Data (Image) ©2018 Google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