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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政府解禁 安德马特度假公寓登陆亚洲市场

2013-11-14 08:51:55 新浪房产 微博 (参与讨论)

  新浪乐居讯 瑞士奢华现代五星级The ChediAndermatt酒店及公寓旗下的物业来中国及亚洲

推广。该物业项目坐落于瑞士安德马特阿尔卑斯山脚下古朴优美的村落之中。此前瑞士政府推出

一项豁免条例，The ChediAndermatt公寓可供外国买家购买。

  “瑞士一直对海外投资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Swiss Finance & Property AG公司合伙人

Olivier Croonenberghs说道，“瑞士众所周知的优良商业环境、稳定的经济，以及让人惊叹不已的

优美自然环境都让人无比向往。国际买家的机遇可谓史无前例。”

  该物业定于2013年12月开业，是全新的安德马特瑞士阿尔卑斯度假村(Andermatt Swiss

Alps)整体开发项目中的核心所在，共有50间奢华酒店客房和119套公寓组成。此外还配套美食餐

厅、奢华酒廊与酒吧、水疗中心以及先进的健身俱乐部。酒店将由新加坡General Hotel

Management Ltd酒店管理集团管理。

 

  充满现代风情 凸显优美环境

  该项目充满现代风情的设计，是由马来西亚知名建筑师Jean-Michel Gathy一手打造。将传统

阿尔卑斯风格与现代设计中的简洁线条和奢华配置相结合，整体氛围轻松、高雅，数十个位于室

内外的壁炉让各个公共区域成为人们三三两两落座，或品酒夜话，或享用香浓咖啡的绝佳社交地

点。

  公寓单元包括64套雅致的酒店公寓、42套住宅公寓和13套拥有室内外壁炉且可欣赏乌塞伦河

谷(Urseren Valley)和附近山峦的豪华顶层公寓。精装修的一卧室和双卧室公寓面积从110平方米

至306平方米不等，复式公寓和顶层公寓面积则达221平方米至665平方米。公寓业主可以使用相

邻The ChediAndermatt酒店的所有设施和服务。一卧室公寓单元起价为200万美元。

  政府放宽安德马特度假村购房限制

  瑞士法律曾一度禁止外国人在取得授权之前购买住宅类物业。现在，瑞士政府推出一项豁免

条例，专门为整个安德马特瑞士阿尔卑斯度假村包括该项目放宽了限制。外国买家可以与瑞士本

国人一样，自由购买和出售The ChediAndermatt酒店及公寓旗下的物业。此外，由于整个瑞士已

由选民投票通过了限制建造第二居所类物业的计划，该项目也成为最后一批能让投资者在瑞士度

假区购买的物业目之一。

  由于瑞士的政治与经济长期稳定，瑞士的房地产市场也成为全球最为稳定的市场之一。瑞士

的失业率很低，创新力很高，高技能劳动力充沛，生活品质优越，这些都让瑞士房地产市场和整

随身移动的房产专家！ 旭辉集团董事长林中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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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经济走势相当乐观。同时，瑞士法郎非常强劲的货币，对抗欧洲债务和金融危机的能力很强。

瑞士是一个通货膨胀率很低、极其稳定的金融中心，瑞士法郎的坚挺表现使得政府公债和抵押贷

款都拥有极低的利率。

  历史悠久的欧洲度假胜地

  一个多世纪来，位于瑞士中部的安德马特是最受欢迎的欧洲度假胜地。在海平面之上1,444米

的瑞士阿尔卑斯山之中，安德马特以其高耸入云的山峰、深邃悠长的峡谷、天然优美的瀑布和静

逸超然的湖泊而闻名于世。这一地区是四条大河的起源地，包括莱茵河、罗纳河、罗伊斯河和提

契诺河，并且拥有全球最为清新、纯净的空气和水质。夏季时，布满鲜花的草原是散步、远足、

山地骑车的最佳场所；而冬季，白雪皑皑的山峰就变成一个个令人惊艳的滑雪道。

  全新的安德马特瑞士阿尔卑斯度假村就坐落在纯美的乌塞伦河谷之中，是一座综合性的全年

度假村，其中配套有四星级和五星级酒店，公寓，豪华瑞士木屋，零售商场，会议场地，以及室

内泳池和一个18洞锦标赛高尔夫球场。整个度假区地面都是无车区，而地下则有超过1,900个停车

位。整个度假村规划预计十年内陆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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