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usti Grand Park 2

臶

褷

泰國芭提雅城市是常年遊客訪問最多的地方

之一，這個海灘城市位於泰國的南東方向，

距離首都曼谷中心約130公里，離曼谷國際機

場114公里。開車從首都曼谷到芭提雅城市車

程大約1.5到2小時。

芭提雅城市還擁有自己的國際機場烏塔堡，

而且離羅勇府很近，芭提雅城市目前是泰國

裡面一個最適宜人居住的地方。

提起泰國，人們自然而然會想到：蔚藍的天空，

清澈的海水，海天相接，躺在沙灘上，吃着新鮮

的水果，思考着晚上要吃哪種海鮮，期待着夜幕

的降臨，去擁抱美好的假期，用力的感受這座不

夜城的魅力？

就在這個時候，一帶一路的大筆一揮，正在沙灘

上的你，就這樣的趕上了又一個投資的好機遇，

錯過了80年代，這個機會錯過了天知道要不要再

等30年，東南亞GDP連年攀升，下一個世界的增

長點毫無疑問的就在東南亞。

簡介

杜斯特集團公司於2005年創立，主要目的是在芭

提雅Jomtien地區設計和建設住宅。

Dusit希望建造的每個房屋未來都是一個生活的家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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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附近配套設施

南亞置業(香港)

將會為業主提供專業的出租服務

首付只需20%

全款70萬起的房價更是誘人

不僅如此永久產權更是國內所可望不可及的

一個真正買不了吃虧買不了上當的選擇

升值空間巨大 , 目前芭提雅樓市年增長率15%

以上

下面給您詳細介紹一下杜悉集團的最新項目：

Dusti Grand Park 2

ꔢ項目

效果圖

項目施工：2018年

項目竣工：2022年

項目戶數：919戶

價值：2.022億泰銖

在Dusti Grand Park前面即將興建新的項目為
Dusti Grand Park 2期，預計完成於2022年。 
同時開發商將會採用高質量建材，如光澤框架，大理
石，瓷磚和高端建材以 便為客戶提供最好的成品。

以下為項目信息 :

- 綜合性大型會所，內設有商鋪

- 健身房

- 桑拿

- 大型泳池

- 兒童泳池

- 公共休息區域

- 接駁車

- 地下停車場

- 臨時停車場

- 智能家居

- 24小時保安

- 閉路電視

付款方案：

預訂金$20000泰銖，約港幣$5000元

首期：20%

中期付款：40% 

（3年內 , 分6次付 , 約每年供樓價 7%）

收樓尾款：40%

ୌꠂଘᶎࢶ

؊֖ଘᶎ硳ຎࢶ

ࢶࣳಁ

南亞置業(香港) 將在9月份舉行第一批睇樓團，睇

樓團將會協調時間，成團前往芭提雅機票連酒店4

天3晚費用3800元（具體價格隨季節變化），在出

行期間如您擁有了DUSTI GRAND PARK 2，則此

次您成團的所交費用全免！！！

掃描QR CODE即可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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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過了80年代，這個機會錯過了天知道要不要再

等30年，東南亞GDP連年攀升，下一個世界的增

長點毫無疑問的就在東南亞。

簡介

杜斯特集團公司於2005年創立，主要目的是在芭

提雅Jomtien地區設計和建設住宅。

Dusit希望建造的每個房屋未來都是一個生活的家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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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附近配套設施

南亞置業(香港)

將會為業主提供專業的出租服務

首付只需20%

全款70萬起的房價更是誘人

不僅如此永久產權更是國內所可望不可及的

一個真正買不了吃虧買不了上當的選擇

升值空間巨大 , 目前芭提雅樓市年增長率15%

以上

下面給您詳細介紹一下杜悉集團的最新項目：

Dusti Grand Park 2

ꔢ項目

效果圖

項目施工：2018年

項目竣工：2022年

項目戶數：919戶

價值：2.022億泰銖

在Dusti Grand Park前面即將興建新的項目為
Dusti Grand Park 2期，預計完成於2022年。 
同時開發商將會採用高質量建材，如光澤框架，大理
石，瓷磚和高端建材以 便為客戶提供最好的成品。

以下為項目信息 :

- 綜合性大型會所，內設有商鋪

- 健身房

- 桑拿

- 大型泳池

- 兒童泳池

- 公共休息區域

- 接駁車

- 地下停車場

- 臨時停車場

- 智能家居

- 24小時保安

- 閉路電視

付款方案：

預訂金$20000泰銖，約港幣$5000元

首期：20%

中期付款：40% 

（3年內 , 分6次付 , 約每年供樓價 7%）

收樓尾款：40%

ୌꠂଘᶎࢶ

停車位平面效果圖

戶型圖

南亞置業(香港) 將在9月份舉行第一批睇樓團，睇

樓團將會協調時間，成團前往芭提雅機票連酒店4

天3晚費用3800元（具體價格隨季節變化），在出

行期間如您擁有了DUSTI GRAND PARK 2，則此

次您成團的所交費用全免！！！

掃描QR CODE即可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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