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奢华海岸地产开发商



西班牙王国位于欧洲西南部。是欧盟第四大经济体和世界
第十四大经济体。2015年预计年经济增长率为3.3％，为
近年来欧元区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

由于其宜人的气候、秀美的风光和优良的基础设施，西班
牙旅游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二位。西班牙其他世界领先的行
业包括时尚、新能源、农业、汽车制造业、造船业等。

西班牙拥有世界一流的公共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体系。

巴利阿里群岛是一组位于西地中海的西班牙群岛，由
马略卡岛、梅洛卡岛、伊维萨岛、福门特拉岛和一些
周边小岛组成。四大岛皆为世界旅游胜地。由于其在
西班牙的旅游行业的领先地位，巴利阿里群岛是西班
牙经济最强盛的自治省。2015年一月至八月，巴利阿
里群岛旅游收入达96亿欧元，为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巴利阿里群岛的首府是帕尔玛马略卡（Palma de
Mallorca），2015年度被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评选为
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马略卡岛是一个拥有通往
全欧的便捷交通网络的地中海度假乐园，是欧洲最受
欢迎的度假胜地之一。

Barcelona, Spain

Port of Soller, Mallorca, Spain

西班牙 巴利阿里群岛



真正的奢华是独一无二。

马略卡岛是地中海皇冠上的明珠。鲜有其他地方，
能像她一般融合这么多的奢华生活元素：欧洲中
心的地理位置，完美的气候，迷人的海滩，原始
的自然，深厚的文化，艺术的气息，高端的体育，
繁华的夜生活，国际化的社会和轻松的氛围……

奢华存在于帕尔玛城的深幽古巷，您会在那里偶
遇古老的画廊和艺术珠宝工坊。奢华存在于寂静
的游艇码头，您会在那里乘清晨扬帆，探访只属
于您的地平线。奢华还存在于海岸线上夺人心魄
的面海别墅中，在那里您与地中海的亲密耳语，
只有海听得到。

Formentor, Mallorca, Spain

无论皇室、名流还是凡人，都在这
里的某个角落，独享他们的一方天
地。

选择马略卡，拥抱奢华的终极奥义：
融化在优雅里，私享乐趣触手可
及。

“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城市。”
- 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 2015

“我居住在马略卡，我不确定世上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
- 网球世界冠军纳达尔

马略卡 = ?



马略卡 = 优越的地理位置
便捷交通

样板地产所在地

西北欧2小时
北美11小时
亚太11小时

每日500趟航班

马略卡岛



马略卡岛最迷人的特质之一，令整个欧洲为之沉醉的魅力，在于温柔的地中海边
那262片如梦的沙滩。

因为她的美丽近在咫尺，这里是欧洲王室和名流的夏日度假最爱。

马略卡以柔和的地中海气候和每年300天以上的日照，为您提供终极人生享受。

马略卡 = 阳光与大海

Font de Sa Cala, Mallorca, Spain



马略卡岛还拥有丰富的文化宝藏，比如被整体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特曼恩塔纳山脉（ Tramuntana ） ，其中藏有桃花源般的村
庄，比如肖邦和乔治桑的浪漫隐居之地Valldemossa和迷人山城
Deia。在这里，古老的传统文化与国际化的氛围并存。

Cathedral La Seu, Mallorca,Spain

帕尔玛市（Palma de Mallorca）是通往成
熟迷人的马略卡岛的门户。2015年，这座城市
被著名英国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评选为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城市。

您可漫步于Calle Major和Calle Menor，探访
那些震撼人心的古迹， 如Santa Eulalia教堂内
哥 特 风 格 的 装 饰 、 Clarisas 修 道 院 或 者
Montesion教堂。

马略卡 = 文化之美



高尔夫
24处高尔夫球场，遍布整个
马略卡岛。有壮丽的海景和山
景环绕，又有每年300天晴朗
天气的完美气候，马略卡是各
个级别的高尔夫球爱好者的理
想目的地。

游艇
游艇是地中海生活的重要部分。
马略卡岛拥有40多个码头，其
中帕尔玛湾是欧洲最大的游艇
聚集地之一。在帕尔玛水域，
每年都会举行世界最高级别的
水上赛事，包括西班牙国王杯
帆船赛和帕尔玛超级游艇杯赛。

美食
地中海人同样信奉民以食为天，
美食是地中海人生中的最高享受
之一，地中海菜系以美味、品质
和健康闻名于世。马略卡拥有7家
米其林星级餐厅。在这里您既可
品尝马略卡当地原汁原味，也可
餮享国际融合菜式。

格调
马略卡有她独特的艺术风格，艺
术和时尚是她跳动的心脏。漫步
帕尔玛古城，您会惊喜发现无数
著名画廊、奢华时尚和珠宝店，
隐藏于深幽小巷中。您也可以欣
赏到如珍珠般散落各处的地中海
精品设计。

运动
这个田园诗般的宁静乐园是户
外运动的天堂。您可在地中海
原始自然环抱中，享受网球、
骑行、马术、登山、皮划艇、
潜水、滑水、垂钓等各种户外
乐趣。骑行、登山和徒步路线
遍布全岛，点缀海岸的深蓝海
岬则是您的专享水上运动场。

马略卡 = 一种生活方式



何不在我们的海景公馆
奢享这一切？

远离尘嚣
呼吸海风
让梦想成真！



一线海岸
顶级位置

Cala Canyamel, Mallorca, Spain



本宣传册中的三个样板项目位于久负盛名的Cala
Provençals，是巴利阿里群岛私密性最强的高端住宅
区之一。她位于马略卡岛东北部，Cap Vermell北侧，
距巴利阿里群岛另一度假天堂梅诺卡岛仅21公里。在
晴朗的日子，能清晰地看到地平线上的梅诺卡岛和
Ciutadella城。

Cala Provençals拥有受到保护的地中海原始地貌，在
茂密的地中海原始松林环绕下，您全年都可在此享受
灿烂的阳光。更可以独享迷人的细白沙滩和相关休闲
设施，如潜水俱乐部、网球俱乐部和三片高尔夫球场。

这里的Cala Agulla，Cala Mesquida和Font de 
Sa Cala等海滩水清沙白，吸引了国内外游人前来
戏水。就像整个马岛东部一样，这里见不到任何
高楼大厦，只有别墅和酒店间点缀着的小店、酒
吧和餐厅，没有什么可以打扰这里的宁静。

如您偏爱更具活力的夜生活，周边区域拥有一系
列的高端餐饮、酒吧和精品店，如您是全家出游，
附近不远处Arta溶洞的钟乳石和石笋则是孩子们
的乐园。

Cala Canyamel, Mallorca, Spain

位置为王

东北海岸：珍藏之地

项目位置



周边亮点

Cala Agulla 沙滩
东北海岸顶级沙滩之一

Canyamel 高尔夫球场
西班牙著名高尔夫球场之一

Arta 溶洞
热门旅游景点

Capdepera 古城墙
建于1300年的历史古迹

马略卡柏悦大酒店
2016盛装开业
与项目地点直线距离1公里
左右

Font de Sa Cala
绝美海角



Fondal公馆
已建成项目

这一凭海巨制，耸立于海岬之上，将 Font de sa Cala周围的壮阔海
湾景色尽收眼底，同时远眺地平线上的梅诺卡岛轮廓。公馆建筑风格
现代，建筑内外的广阔灵动空间，为您提供终极人生享受。

Fondal公馆实景拍摄



Villa Fondal 这座奢华水岸公馆坐拥一汪双层无边际泳池，由奢华人造草坪部
分遮盖的优雅屋顶露台，四个双人主卧皆拥有全海景落地玻璃窗，
更拥有专属设计的海景室内卫浴，令人叹为观止。

共度其乐融融的地中海温情假日

Fondal公馆实景拍摄



外部

Real photos

270度海景
双层无边泳池
多层露台
花园
豪华人工草坪
自然干石饰面…

Fondal公馆实景拍摄



内部

全海景落地玻璃窗
室内按摩浴缸
地热系统
空调系统
顶级设计装修…

Fondal公馆实景拍摄



Fondal公馆设计方案

4层|接入楼层
封闭区域：80.10平米
露台和日光浴台：113.86平米
接入阳台：62.95平米
接入楼层总计：256.55平米

3层|三楼
封闭区域：175.97平米
露台和门廊：70.12平米
二楼总计：246.09平米

2层|二楼
封闭区域：203.69平米
上部泳池：20.93平米
上部日光浴台：34.69平米
烧烤区：51.03平米
二楼总计：246.09平米

1层|一楼
主泳池：62.08平米
日光浴台：60.91平米
地下机房：15平米
一楼总计：137.99平米

总面积：1,431平米
建筑面积：983.73平米



• 幕墙由天然干石和高品质
的砂浆部分包裹

• 室外扶栏由不锈钢和安全
玻璃制成

• 大面积园林绿化

• 豪华屋顶露台铺设优质的
绿柄桑硬木甲板，人造草
坪，休闲区带烧烤

• 休息室、餐厅外部和上部
泳池周边有天然白石和大
理石地板装饰的豪华露台，
带烧烤

• 望海无边泳池，带3米高叠
水瀑布，与绿柄桑硬木日
光浴台相连，可选厨房和
烧烤；还包括酒柜、制冰
机、烤箱和洗碗机

外部特征

• 保修期十年

• 全面积地热和空调

• 太阳能节能系统

• 全面积认证隔热（L.I.T）

• 高品质LED室内照明

• 从一楼到屋顶休闲露台的电梯

• 全面积安装地线电话/互联网和卫星电
视

• 在休息室、餐厅、厨房区、主卧、室
内卫浴安装环绕声系统

• 所有的外部露台包括泳池区内扶栏由
不锈钢和安全玻璃制成

• 墙壁和天花板中性色粉刷

• 室内外装饰天然干石墙

结构特征 建筑材料

• 具有隔热和阳光控制功能的双层
铝合金玻璃窗

• 室内白漆木工

• 带安全锁的坚硬柚木主大门

室内地板

• 室内外铺设高品质瓷砖，并结合
做旧象牙色大理石

厨房

门窗

• 设施齐全的豪华厨房，可选择
安装温度控制酒柜、铁板烧、
制冰机等

卧室

• 全部卧室配有室内卫浴

• 可选高品质嵌入式衣柜

室内卫浴

• 高品质卫生洁具，豪华步入
式淋浴

• 主卧和卧室3配有海景按摩
浴缸

• 室内浴室可观海景

Fondal公馆装修细节



Provençals 39 & 40公馆
在建项目

另外两处临海样板杰作，拥有四间配有独立卫浴的全海景
双人卧室。
出门即可直奔大海和深藏世外的处女沙滩。
两处公馆上层露台皆拥有室外按摩浴池，宽敞的下层露台
则配有无边泳池。



Provençals 39公馆 Provençals 40公馆



180度海景
室外按摩浴缸
多层天台
无边泳池
豪华人造草坪
花园…

外部



全海景落地玻璃窗
地热系统
空调系统
高端卫浴
顶级设计装修…

内部



建设中的梦想
最壮丽的地点，满足所有幻想

Cala Provençals 39&40实景拍摄



宠爱自己和家人，在水光潋滟的地中海岸拥有一
个家，拥有更加优质的生活！

Cala Provençals 39&40实景拍摄



Provençals 39公馆设计方案

4层|接入楼层
封闭区域：59.70平米
露台和日光浴台：190.84平米
接入楼层总计：250.54平米

3层|三楼
封闭区域： 216.84平米
露台和门廊：7.05平米
二楼总计：223.87平米

2层|二楼
封闭区域：159.98平米
门廊：43.16 平米
二楼总计：203.14平米

1层|一楼
主泳池：69.96平米
日光浴台： 138.82平米
地下机房：8.36平米
一楼总计：217.14平米

总面积：1,155平米
建筑面积：894.60平米



4层|接入楼层
上层露台和日光浴台：109.59平米
花园：94平米
接入楼层总计：203.59平米

3层|三楼
封闭区域： 249.88平米
门廊： 24.82平米
二楼总计：274.70平米

2层|二楼
封闭区域：182.54平米
门廊： 51.40 平米
露台：38.52平米
二楼总计：272.46平米

1层|一楼
主泳池：69.96平米
日光浴台： 131.08平米
地下机房：9.00平米
一楼总计：210.04平米

Provençals 40公馆设计方案
总面积：1,145平米
建筑面积：888.98平米



关于Fontis国际地产

公司介绍

Fontis国际地产专注于一线海岸公馆的开发。我们提供
别墅开发全套承包服务，并且能提供可行性研究、初步
设计和投融资机会等方面的专业支持，以保障最佳项目
交付。 我们的基本信念，是无论项目大小，都追求精益
求精。

我们专注于建设私人订制独栋别墅。我们使用前沿建筑
方法，保证工作质量。

我们不仅是您的开发商，更是咨询师：我们保证您的项
目按时按预算设计完成，达到您的预期。

在每一个建筑项目中，客户与承包商之间的信任关系都
是最重要的一环。信任造就非凡紧密的合作纽带，从而
带来项目的成功和客户的满意，让您梦想之家的建设过
程成为一段愉快的旅程。

我们的目标是您项目的成功。我们尽全力确保最终产品
既满足您的需要，也令我们骄傲。

专业领域

地产开发
作为开发商，我们提供一站式开发服务，包括收购生地，地
产交易融资，建设方案设计，获取必要的建设审批许可和资
金，管控和协调整个开发过程。

建设管理
我们既建设自有项目，也为第三方建设。我们为您定义最符
合您要求的施工方法、时间表和采购方式。我们管理人力、
质量、时间和预算，确保每个项目严格按预计实施。

资产管理
我们管理着巴利阿里群岛、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市中心的场外
地产。 我们为您地产的整个生命周期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
收购、控制、财务、维护、使用和处置， 以达成您的财务与
战略目标。

物业保养
我们为您的地产免费提供一年售后整体维护。您可将一切琐
碎细节交给我们——从日常工地监管和供给管理，到房屋保
养，再到项目进程中各方的信息交流。

Fondal公馆日出实景



法律服务

西班牙黄金居留签证

• 自由通行欧盟26国

• 全家三代可同时获得居留许可

• 提交申请20天内无回复，即视为通过，审理
速度快

• 无最低居留天数要求

• 投资地产类型不限

• 只要保持在西班牙境内的投资额超过50万欧
元，房产可自由买卖

• 我们提供购房所有法律程序的一站式
服务。

• 资深法律团队，以行业最高标准执业。

• 提供西班牙黄金居留签证办理服务

• 非欧盟公民投资50万欧元在西班牙购
入房产，即可获得欧盟居留许可。

全程无忧购房，并可代办欧盟居住身份



总部

Fontis International Properties
SANT MIQUEL, 40 , 1º

07002 - PALMA DE MALLORCA
BALEARIC ISLANDS - SPAIN

Tel + (34) 871 513 905
info@fontis-international.com

新加坡分公司

FONTIS INTERNATIONAL, PTE. LTD
1 Scott Road #21-08 Shaw Centre

Singapore 228208
Tel + (65) 6850 7639

www.fontis-internation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