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吉岛需要知道



泰国最大岛屿

位于安达曼海

面积576平方公里

人口38万

属于热带雨林气候

炎热多雨

岛上环境纯净

海水清白

是一座著名的度假岛

普吉岛



Credit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普吉岛：
在普吉岛，传统饮食文化被视为跨文化和代际对话的推动力，且多

年来得益于丰富的文化和知识交流。美食领域对当地经济做出了巨

大贡献，每年营业收入高达36亿美元。

围绕当地食品资源，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实施更加均衡、环境友

好型和可持续性的生产和开发计划。

美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其具有传播和秉承古老食谱，并且通

过家庭和社区使其代代相传的能力。年度“老城节”项目凸显了这

种保存、延续和发展传统文化之承诺。该活动在美食、手工艺和民

间艺术以及视觉艺术方面保存并光大古老技艺知识。

普吉市还致力于促进能力建设，在研发领域加强本地及国际合作，

致力于实现本地食物资源负责任的和可持续性的生产和消费。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美食之城”



多元化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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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吉岛：悠久的历史 , 多元化的城市
本世纪初，许多普

吉岛的华裔家庭第

一次被锡矿工业吸

引到这里。从城镇

建筑到节日风俗，

他们的到来影响了

一切。来自南方的

穆斯林定居者，大

多是渔民，倾向于

在海岸上建立自己

独特的村庄，而中

国人则是岛内的居

民，是城镇的居

民。

阿拉伯人、印度人

和欧洲人也留下了

影响。早期的葡萄

牙商人在这里定

居。

普吉岛拥有众多选

择在这里生活的不

同民族:泰国人、中

国人、马来人、印

度人和尼泊尔人。



普吉岛因有宽阔美丽的海滩、洁白无瑕的沙

粒、碧绿翡翠的海水，作为印度洋安达曼海

上的一颗“明珠”，普吉岛的旅游观光业从

1970年开始逐渐兴起，是东南亚具有代表性

的旅游度假胜地。岛的西海岸正对安达曼

海，那里遍布原始幼白的沙滩，每个沙滩都

有各自的优点和魅力，白色的海滩，奇形异

状的石灰礁岩，以及丛林遍布的山丘，每年

都吸引了大量旅客。

这里遍布海滩和海湾，有以清净著称的卡马

拉海滩，有私密性风格的苏林海滩，有经常

举行海上运动的珊瑚岛，还有夜生活较丰富

的芭东海滩等。岛上还有很多山，游客可以

在岛上乘坐出租车和摩托探险，也可以潜水

和乘坐游艇出海。

太阳城

随着岛屿不断朝高级度假区方向发

展，岛上从事旅游业的居民也逐渐

增多。北部有向游人开放的菠萝田

和橡胶园；此外，游客还能在城内

见到保留着欧式风格的家居建筑。

SOAK  I T  UP

The best part about brochures is their

weightlessness, because they use only a

single page.

There is a distinct

character to each

beach that will

make you want to

stay just longer.

THE  BEACHES

After sharing a bit about the destination,

take the time to impart key knowledge on

getting around. Put in some tips .



介绍开发商



公司简介
RHOM BHO 房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的初衷，旨在创造更多

福利回报故土施予我们厚爱。

RHOM BHO 意为菩提树。在其

庇佑下，我们由衷的希望每个

人都能善待彼此,支持彼此成为

一个友善,和谐的大家庭。

RHOM BHO 房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的第一个品牌 “The Title-

菩提公寓”  成立于普吉岛拉威

海滩 。这只是我们创造最优质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始。

为什么选择我们

项目选址

建筑理念和品质

资本增值

我们为项目精心挑选的位置与沙滩比

邻，平静充实易于旅行。充满设计感的

我们专注于为您提供简单平静充实的生

活环境，不但益于居住同样适合投资。

现代化设计的同时贴近自然。追求顶级

建筑品质，独具匠心的设计，是爱家者

的首选。 实用的功能性，造就我们的

成功。

作为有实际市场估价的开发商。我们在

该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对于任何一个关

注到我们的投资者来说，都是最有潜力

和最具商业价值的投资。



泰国最大岛屿

位于安达曼海

面积576平方公里

人口3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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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阳海滩

拉崴海滩



拉崴海滩



第三期公寓从设计，选材到施工都有显著地改善和提高。为了体现美

观，奢华和耐用性，每一个独立套房都安装了全柚木实木地板。绝对关

注细节的设计，确保了每一个空间都被有效利用。并充分考虑和提供了

大面积的共享区域，葱翠繁盛的热带植被环绕着波纹明亮的蓝色泳池，

步行小道还有健身室。每一个细节都被严格监督，只为确保从您踏入

The Title 菩提公寓的第一步，每一步都能感受到简单和宁静，也被无

尽的喜悦和无穷的魅力感动着。



项目特色

设计理念

倾心设计，绿色植被和明亮的蓝色泳池
点缀小区内部，让您仿佛置身于美丽的

大自然中。

质量品质

我们以高品质建材为基础，配以经典奢
华的柚木地板以及配套且耐用的墙纸和

家装。

地理位置

地处令人心旷神怡的拉威海滩。  三期
项目也会成为拉威最好的房地产项目。

配套设施

在我们搭建的绿洲中体验无限自由--三
期公寓的绿色花园。尽情享用公共休闲
区，包括3个泳池，2个桑拿房以及1个健

身室。



奈阳海滩



以西丽娜国家公园叹为观止的景色为背景，菩提公寓-奈阳小区在距离宁静而美

丽的奈阳海滩约250米的地方开始了建造。葱翠的松树环绕着白色的沙滩，距离

普吉国际机场仅5分钟车程，这里被认为是最适合居住和最适合投资“度假公

寓”的地方。Rhom Bho高素质的专业物管团队，其高效性和可靠性都受到了赞

扬和认可,确保您的投资无后顾之忧。除了大面积绿化和泳池，我们还特别设计

了现代摩登风格的楼房，让您体验居家式的度假氛围。室内以经典复古的风格

装饰，室外建筑整体以暖色调天然石材装饰，精心挑选和搭配的绿色植被，强

调舒适、简洁、典雅和实用。奈阳小区目前已经完工，随时可以拎包入住。



项目特色

以“森林中的城市”为设计灵

感。致力打造一个被大自然的绿

色，宁静环绕的休闲居住区。

设计理念

项目地处距离普吉国际机场仅5

分钟车程，仅250米可达奈阳海

滩的黄金地带。

地理位置

我们高度重视选材和施工的每一

个环节，确保每一个项目的建设

都达到高标准，保证按质按时交

房。

质量品质



在菩提公寓（奈阳-普吉岛）取得极好的反响后，菩提树房地产公司紧接着在拉威沙滩启动了新项目。凭借着

菩提公寓1期，2期，3期（拉威沙滩），以及菩提奈阳公寓（奈阳沙滩）的丰富经验和取得的巨大成功，公司

乘胜追击继续发展壮大。在万众期待中推出最新项目：菩提“ V “ 公寓（拉威-普吉）该项目目前已完成

80%的建筑工程。

设计师保持了菩提公寓原有的中心设计理念，强调自然的重要性，并与当代建筑结合。在此基础上结合泰国，

日本和不丹的建筑风格，设计了独特的菩提“ V ” 公寓。该项目的选材将比之前的项目更加环保，质量更

加上乘。突出简约，宁静以及平和，细节更加丰富生动。建筑外墙将使用天然石材和耐久性材料装饰，与自然

和谐融合，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白色的建筑体，树木，绿植和花卉。巨大的园林，由精心挑选和专业种植的花

卉植被组成。公共区域约占整个项目的65%，由7个泳池，4栋住宅楼，桑拿房，游戏场，餐厅等等组成。菩提 

“ V ” 公寓（拉威- 普吉）坐落于美丽的拉威沙滩，离海边仅250米，远离主干道，为居民和投资者提供了

安静平和的生活环境。



菩提树房地产开发公司作为

开发商，一直在努力满足客

户需求，并且不断提高和完

善。菩提 “ V ”公寓最

突出的的特点是将项目分为

投资区和住宅区两个区域。

随着公司不断的创建和发

展。我们看到了投资和发展

的重要性。投资区将有国际

知名酒店品牌“最佳西

方”入驻，并由其专业的国

际化管理团队全面管理。居

住区，一如既往强调生活环

境的简约，宁静以及平和。

但在简约中充满了优雅的细

节，实用的设施，以及完善

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