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羅地亞最新的豪華海灘酒店
式公寓與賭場



斯普利特老城——克羅地亞，斯普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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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地亞共和國
克羅地亞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同時地跨中歐、巴爾幹半
島和地中海的國家。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了連結
歐洲與世界的門戶。現代化的交通與能源基礎設施、
原生態的土地、無污染的大海、豐富的淡水資源，這
些條件都為克羅地亞奠定了基礎，有助於該國在歐洲
和世界市場進一步取得發展。

歐洲最後的絕美海濱度假勝地。
•	 坐落於中歐和東南歐的交叉路口，面臨亞得里亞海
•	 毗鄰意大利、斯洛文尼亞、匈牙利、塞爾維亞、波黑以及黑山
•	 緊鄰其他歐盟（EU）國家首都，例如布達佩斯、維也納和盧布爾雅那
•	 克羅地亞首都位於薩格勒布
•	 人口428萬	
•	 50%的人口可使用英語
•	 90%的人口信仰羅馬天主教	
•	 國土總面積56536平方千米	
•	 海岸線總長5835千米



主廣場——克羅地亞，薩格勒布

著名的豪華旅遊目的地——克羅地亞，赫瓦爾

普拉競技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克羅地亞，普拉4 5

歷史厚重，未來
可期
二戰後，克羅地亞成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的創始國與聯邦成員。

1991年6月25日，克羅地亞宣佈獨立，獨立宣言自同年
10月8日起生效。今天，克羅地亞已經成為議會共和制
國家，並設有立法機關（克羅地亞語：Sabor）。

克羅地亞已經加入了歐盟、聯合國、歐洲議會、北
約、世界貿易組織，同時也是地中海聯盟的創始成員
國。

歐洲聯盟理事會主席國由各歐盟成員國輪流出任，任
期6個月。在此期間，輪值主席國的各位部長會負責並
幫助決定理事會在各領域的議程，協助與其他歐盟機
構的對話溝通。克羅地亞將從2020年1月至6月出任歐
洲聯盟理事會輪值主席國。

中國政府與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國際太陽能技術促進
轉讓中心已準備對克羅地亞進行130億歐元的投資。項
目包括（但不限於）：戰後重建、扎達爾機場、造船
業重組、電影學院中心、海鹽生產、5G技術、	釀酒以
及Dok-Ing	Energy	（電動汽車）。



2018世界杯足球賽浪漫的羅維尼老城

克羅地亞國家劇院——薩格勒布

聯合國世界遺產——克羅地亞，莫托文

克羅地亞總理與中國總理李克強會晤

杜布羅夫尼克老城——克羅地亞，達爾馬提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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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克羅地亞？
克羅地亞氣候宜人，超過1000座島嶼沿著5835千米長的海岸線散佈在晶瑩剔透的亞德里亞海中，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
成為連結歐洲與世界的橋樑。歐盟成員國彼此間的進出口貿易不受限制，您通過克羅地亞可以觸及歐洲多達5億人的潛
在消費者市場。

作為跨區域的交通樞紐和著名的旅遊勝地，斯普利特是克羅地亞第二大城市，因其海灘和市中心的堡壘建築群而聞名。
這座城市的文化和歷史資源豐富，包括戴克里先宮殿與陵墓、主教寧斯基雕像以及圣多米亞努教堂和鐘樓，三地聯合組
成一處聯合國世界遺產。斯普利特機場的擴建項目目前是達爾馬提亞地區規模最大的投資項目，總額超過6000萬歐元。

2018年，共有約2000萬名各國遊客造訪克羅地亞，其
中25萬名來自中國（相比2017年增長46%）

•	
豐富的文化活動和歷史遺產

•	
清澈的海水，純淨的空氣，有機農產品

•
2020年前預計將對旅遊業投資70億歐元

•
克羅地亞杜布羅夫尼克是劇集《權力的遊戲》中虛構
城市君臨城（King’s	Landing）的主要取景拍攝地

海岸地區是典型的地中海氣候
夏季炎熱、乾燥、晴冬季溫和、多雨

•	
夏季平均氣溫25	°C—30	°C左右，夏季的天氣特征

可一直持續至秋季
•

2500年以來，克羅地亞的內部氣候使該地區盛產著名
的葡萄酒

1-3小時航程即可飛往歐洲各地
•

8座國際機場，包括薩格勒布、斯普利特以及杜布羅夫
尼克
•

發達的公路和鐵路網絡：公路總長29547千米，鐵路總
長2726千米

•
6座國際海港、4座河港，內陸水路網絡與轉運樞紐

2013年，克羅地亞加入了歐盟
克羅地亞決定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

•
2018年，Pelješac大橋建設動工，85%的資金（3.57
億歐元）來自歐洲聯盟委員會，由中國路橋集團負責

興建
•

根據2018年的一項民調，85%的克羅地亞人歡迎中國
投資
•

自從2018年世界杯後，中國遊客增長了46%



賭場（概念圖）大廳和賭場入口

海灘酒店式公寓與賭場

屋頂無邊泳池 屋頂露台

海景公寓 海景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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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地亞最新的豪華
海灘酒店式公寓與賭場
170間公寓物業，讓您體驗上流的海濱生活方式。設施讓您流連忘返——賭場、商業中心、養生與SPA中心、健身房、
屋頂露台及無邊泳池。物業地理位置優越，距離各處設施咫尺之遙——風景如畫的海灘、美味餐廳、充滿活力的娛樂
區、綠地、藝術畫廊和專享購物中心。



建案位於克羅地亞斯普利特Kaštel
Štafili的Žnjan海灣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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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性
•	 距離斯普利特國際機場23分鐘車程
•	 距離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4小時車程
•	 距離斯普利特老城10分鐘車程——在4世紀建成的戴克里先宮殿城墻內，您可以找到藝術畫廊、紀念品和古董商

店。Riva大道兩邊遍佈餐廳、咖啡廳和市場。
•	 馬路對面就是Žnjan公共海灘（步行1分鐘即到）、餐廳、咖啡廳和購物場所

克羅地亞共和國



BUS

KITCHEN
243m2

LOBBY
515m2

SERVICE
ENTRANCE

MAIN ENTRANCE

car drop off
pedestrian
entrance

garage entrance
delivery area,
empl.
entrance

26 tables (52people)
reception

of
fic

e

lu
gg

ag
e

office

BAR

storage wcwc

wc

wc

back office

self service

area

SERVICE AREA
(wardrobe, storage, utility)

CASINO
980m2

bar

reception

show

cooking

option

meeting room 37m2

retractable division

250m2

26 tables (52people)

wardrobe

RESTAURANT
385m2

wc

主入口、賭場、大廳和餐廳

屋頂露台、花園和及無邊泳池

12 1312 13

建案基本
概況
名稱：Split	Peninsula	Properties	酒店式公寓
開發商：Split	Peninsula	Properties
位置：Kaštel	Štafili，Žnjan海灣
面積：6,969	m2

類型：4星級酒店式濱海公寓
動工時間：2019年4季度
盛大開售：2021年2季度
樓層數：大廳1層	+	公寓6層	+	頂樓1層	+	地下室立體
停車場1層	=	共9層
公寓數量：170間
公寓戶型：

•	 戶型A——適合2人居住，室內面積30.5	m2，	
陽台5.3	m2，數量：48

•	 戶型B——適合3人居住，室內面積35	m2，	
陽台7.6	m2，數量：24

•	 戶型C1——適合3人居住，室內面積36	m2，	
陽台6.3	m2，數量：24

•	 戶型C2——適合3人居住，室內面積35	m2，	
陽台6.3	m2，數量：72

•	 頂樓VIP戶型1——適合2人居住，面積62	m2，	
陽台34.5	m2

•	 頂樓VIP戶型2——適合2人居住，面積56	m2，	
陽台48.7	m2

電梯數量：3
樓梯井數量：2
停車位數量：124	個
設施：賭場、大廳、餐廳、酒吧、商業中心、養生與
SPA中心、健身房、屋頂露台及無邊泳池
以及游泳池
綠地：建案面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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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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型示意圖 酒店式公寓 置產機遇
付款方案：

•	 25%定金，25%在90天內付清，另外50%竣工時付清

預期租金收入與收益分成：

•	 前5年每年的租金收入為房屋總價的8%*，由國際級酒店運營商負責，提供高品質服務和專業的出租管理
•	 5年後淨收益的70%分成

靈活性：

•	 轉售無限制——買家有權隨時出售	
•	 開發商有權在反租期結束時要求回購買家的公寓

良好前景：

•	 地產升值和建案品牌價值的提升均在預期內
•	 買家每年可免費居住14天*（參見購買協議以瞭解詳情）

聯繫方式：

瞭解更多資訊，請發電郵至
info@croatiaspp.com

戶型A
適合2人居住

室內面積30.5 m2

陽台5.3 m2

數量：48

戶型B
適合3人居住

室內面積35 m2

陽台7.6 m2

數量：24

戶型C1
適合3人居住

室內面積36 m2

陽台6.3 m2

數量：24

戶型C2
適合3人居住

室內面積35 m2

陽台6.3 m2

數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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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合作夥伴與優質個人和公司組成的一個外部團隊密切合作。會計和稅務意見/服務由全
球專業人士組成的業界一流公司提供，他們在全球各地的獨立公司任職，提供審計、諮詢、金融顧問、風險管理、稅務
和相關服務。法律代理/服務由克羅地亞最大的律所之一提供，該律所是商業、民事及刑事領域公認的法律專家，積極
參與國內外專業聯盟。概念方案設計和開發可行性由獲得相關榮譽的建築師事務所負責，其主要建築師在業內各領域有
20年的經驗。

項目團隊合作夥伴：

本文檔中包含的信息並非旨在向您提供任何財務，會計，稅務或法律建議。本文件僅供參考，並不完整，不參考，也應僅與拆分半島物業提供的口頭
簡報一起查看。未經Split	Peninsula	Properties事先書面同意，不得將本文檔或其任何內容透露或用於任何其他目的。購買決定應基於法律文件的完
整審查，並且僅在完成審查後作出。

所有特征、尺寸、繪圖、示意圖、照片、方案和具體數據均為初始規劃，並有可能在不進行告知的情況下進行更改。可索取歷史與統計數據來源。	第
11頁：GoogleTM	Earth,	Map	Data	(Image)	©2018	Google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