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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我们一级服务的希腊公寓
获得欧洲 永久 居留许可



智能化、高性价比的技术 ; 当代艺术美学和舒适性、休闲、健身的组
合, 这个建筑完全符合了复杂城市个体设计的苛刻标准。适合于单身
的国际商务人士或其家属居住, 这个公寓综合体, 集合了休闲轻松和
所有功能于一体的住房设计方程式, 应该很能吸引航运界和跨国公司
的兴趣 。

最先进的设施和极低的维护开销, 
这个公寓综合体特别具有吸引力, 因为 : 
• 一个特优的位置, 在比利亚斯一个安静的、传统的住宅区内, 靠近港
口和比利亚斯的市中心 。• 低建设附加费 • 20米长的屋顶游泳池, 享
有阿提卡区 和 船只来来往往的全景, (带LED灯和Wi-Fi设施 。) 全空调
公寓 • 独立的供暖和厨房烹调天然气 • 健身房 (公用), 只能用特殊的
卡进出, Wi-Fi 、跑步机、电视 等健身器材, 还有一张台球桌 • 5x5的
人造草皮足球场, LED灯和一个特殊的安全网 • 有保护安全地板的儿
童游乐场, 配有专门的安全网 • 私人阳台, 保有绝佳的隐私 •卫星、电
话和数据网络 • 供应所有公用电力负荷的发电机 • 全职驻地管理员
全天的守护, 在建筑物里有其自己的公寓 。

86个公寓出售, 
面积介于35平方米至115 平方米间。

关于销售查询, 请联系: 
www.pzouganelis.gr 。联系电话 +30 210 6000 366

希腊房地产投资的新法规
希腊政府对投资者采取了友善的姿态, 为非欧盟公民的战
略投资者和房地产业主提供了取得合法居留权的规定, 只
要其投资额价值不低于 € 250.000以下 。

为什么选择希腊？
• 最佳的地理位置: 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地
• 在世界上最有名的旅游度假胜地之一
• 气候宜人: 每年250天的阳光
• 希腊移民最低门槛仅25万欧元, 在欧洲范围内最低的
• 不许任何其他签证就可以去往其他申根国家
• 无语言要求, 无需面试
• 无任何居住要求
• 允许出租房产
• 简单快速的手续
• 2个月即可获签

我们公司的律师
提供定制的法律咨询和全套法律服务

当雅典内行人杂志 (Athens Insider) 应邀访问这个座拥比利亚斯
港全景的宏伟建筑时, 感觉就像瞬间来到了一个在上海的全新建
筑或是纽约的超级公寓里 。将近整整一个街区的占地, 这个类似
Pharos (法罗斯, 意译即“灯塔”的意思) 的独特建筑设计, 就好
像是一个位在比雷埃斯港入口处的新方舟 。这个公寓综合体的名
称由来, 不仅正因为它与海的连接, 而且也作为一个指标性的灯
塔, 希腊未来住宅的引导者。

设计师Kirios Criton为整个建筑编织了一个叙述性的故事;把当
代希腊艺术与极简主义美学连结在一起。一个Stephen Antona-
kos的大型霓虹灯设计就安装在入口处, 展现了半透明的光线, 宛
如传统灯塔的现代化 。入口处的墙壁就像比雷埃斯港的防御城
墙 ; 一个狭窄、平缓潺潺流着的水体设计, 给人一种宛如在海边
的错觉 。位于前头修剪整齐、无可挑剔的庭院和另一个室内花园 

(仅从公寓房子里才看得到) 让人感到空气的新鲜。那边有艺术家
Diamandi Aedini的艺术品“破浪” 

极简主义美学与当代艺术, 以及奇妙的几何变化和设计, 让整个
建筑的外貌产生了一种好像站在放大细节了的船前方般的错觉 ; 
走道上还有类似船舶的木制甲板 。公寓的大小从35平方米的单
身套房到 115平方米的家庭公寓不等 (所有的公寓设计都可与相
邻单位打通, 以做进一步的扩展) 。每个房子的设计都极古朴典雅 :
配有现代化设备的厨房、具有清凉配件的浴室、卧室的壁橱带有
木炭灰的中性色调 。

该建筑配备了健身地板, 一个迷你足球场和房顶阳台“甲板”上
的大型游泳池 。房顶阳台的景致更是无与伦比 :比雷埃斯港和雅
典 (包括雅典卫城) 辽阔的全景 。

位于比雷埃斯港的先进公寓大楼综合体
下面的文章就登在雅典内行人杂志 (Athens Insider) 上

具有工程师和开发人员双重身份的Panos Zouganelis 
所创造的蓝色和灰色相结合的杰作, 比利亚斯的灯塔 (PHAROS in Piraeus):
是配有最高级设施、具有合理尺寸和价格的独特公寓 。

PHAROS (灯塔) - 比雷埃夫斯 - 端口雅典



每个公寓的面积从45平方米到115平方米不等, 露台上有座可俯
瞰雅典卫城的公共游泳池、健身房、最低开销的维护费 (清洁服
务、花园、游泳池), 无附加费, 因为使用天然气的中央暖气系统, 
在所有公寓里都有独立的空调系统; 有4个卫星的电视, 无线数据

和电话网络, 可停汽车、摩托车或自行车的地下停车场 。离卡
莱斯卡克（Karaiskaki）地铁站只有30米的距离 (以Diligianni
为出口), 非常接近Larissis火车站, 距国道高速公路仅10分钟, 距
离Piraeus港口也仅25分钟的车程 。

2个高结构质量、独门独院的房子, 独特的建筑风格, 地理位置
优越, 在一个安静的、有大树的公园对面, 易达Kifissias大
道 。每个房子都有自己的温水游泳池、木制甲板和 烧烤区; 一
个设备齐全的花园、游戏室, 配有厨房和浴室、客房、 3 – 4

个独立车库, 一个 容纳6人大的内部电梯可直达各个层面的家
庭, 以及全国最先进的电子设备 。该建筑外观已全部完工, 而
客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审美观, 采用高品质的材料重新
设计内部 。三个月内即可完成交屋手续 。

5星级的款待, 最低的公共设施附加费 。
美丽、宁静和愉悦的绿洲 。
节能与环保的建筑, 24个公寓出售 。

销售查询, 请联系:  www.pzouganelis.gr, 联系电话 +30 210 6000 366

双子豪华别墅位于Stratigou Kallari 1 ＆ Taygetou 15 P. Psychico, 
每座别墅为300平方米到465平方米, 有打通统一的可能性 。

PATHOS (感染力) –希腊雅典

MOSAICO (马赛克) – 希腊雅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