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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umnia Orchid villa owners and their families will be able to enjoy their island home which will
also be operated as luxury rental destination property in order to provide an operating return on
investment. Investment in this programme represents security - a second citizenship and a
Caribbean property, a key element for any international wealth preserv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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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瓜和巴布達公民計劃
投資房產公民入籍計劃的最低投資額為
400,000美元， Tolumnia 蘭花別墅是獲政
府批准的地產項目之一，符合投資入籍安提瓜
公民身份。每個申請家庭仍須繳付額外法律費
用、政府手續費及第三方背景調查費，進行相
關的移民體檢。申請程序可以協議簽妥後立即
開始，由遞交申請表格後計，公民身份的批核
時間只需三個月左右。
成功申請的新公民可以隨時去安提瓜享受無壓
力的生活，沒有任何停留限制。安提瓜的公民
更可以免簽證到英國、加拿大、所有申根國家
及其他國家共120多個。

Tolumnia蘭花別墅業主和他們的家庭可以
在他們的物業享受一個豪華假期，其餘時間可
將物業在奢侈物業市場上出租，租賃的部分回
報可以用來更好的管理他們在島嶼的家。安提
瓜投資入籍計劃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安全，而
第二公民身份和加勒比財產，也是國際財富保
值策略的一個關鍵因素。
此外，5年後，您可以選擇出售您所投資的房
產，同時仍然保留您的護照，而未來的買家仍
有資格獲得一樣的投資入籍公民身份。

The 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 Programme requires a minimum
investment of US $400,000, in an approved property development,
such as Tolumnia Orchids, for an investor to apply for citizenship.
There are additional legal fees and government processing fees per
family application and investors also have to undergo third party
security and medical checks before approval. Processing time to
citizenship is promised to be only 3 months by the Antiguan government and your application can begin immediately upon execution of
the reservation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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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所有權的好處
加勒比海最受追捧的物業所有權，與歐洲貴族共享的尊貴地址
以入籍公民計劃的形式，以最低投資便可進入高端物業市場
物業全部裝修均由國際設計師設計
頭一個五年期間沒有經營成本
入籍的申請在簽署預約協議後立即開始，預計申請時間僅需3個月
預計投資回報約為2％
專業管理和市場營銷團隊在國際豪華度假市場經驗豐富
物業所有權可在5年後出售給一個新的申請公民身份的投資者
安提瓜沒有所得稅

• Investment into the high end property market at minimum citizenship investment level
• Ownership of premium land, an address shared with European Peerage
• Fully furnished by international designer
• Ownership of an exceptional piece of real estate
• No operating costs for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ownership
• Application for citizenship begins immediately upon execution of reservation agreement
•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of and market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luxury vacation market
• Projected 2% return on investment
• Capital appreciation
• Units can be re-sold to a new citizenship investor after 5 years
• Warm, year round tropical climate and relaxed lifestyle
• Antiguan citizens are not taxed on their worldwide income
• Visa free travel to 130 countries including Canada, the U.K.,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all 28 Schengen states
• Life citizenship for all passport holders in Antigua
• Antigua has no capital gain taxes or estate t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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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性而別緻，安提瓜島上有365个海灘
，在一年365天里，每天可以去一個不
同海灘，這里也是豪華遊艇和板球愛
好者的旅遊勝地。安提瓜島超過100平
方英里，它是個以英文為主要語言，
歷史悠久的千歲島嶼。這個常年溫暖
、擁有舒適熱帶氣候的小島，是一個
非常受歐洲皇室歡迎的渡假勝地，對
島上旅游業的發展有很大的優勢。

Tolumnia渡假別墅將是您在安提瓜
的渡假基地，您可以漫步在一望無際
的海灘，可以參加各項陸上運動或海
上活動，包括航海、潛水和海釣等等
，更可以前往聖約翰的首都免稅購物
區採購。島上的餐飲選擇多樣化，當
地捕獲的紅鯛魚、龍蝦和其他海產新
鮮可口，既可找到優雅精緻的餐廳，
亦可放鬆一下，享受別有一番風味的
海濱燒烤。

倫敦（8小時）
紐約（5小時）
邁阿密（3小時）
多倫多（5小時）
蒙特利爾（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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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有很多直飛安提瓜的航班，
包 括 倫 敦 （ 8小 時 ） ， 紐 約 （ 5小 時 ）
，邁阿密（3小時），多倫多和蒙特利
爾（5小時）。多個國際及地區航班均
每天定時通過VC伯德國際機場，因此
公民很容易便可享受到免簽證旅遊的
好處。

Tolumnia蘭花
私密度高的精品物業，兩棟豪華別墅位於高地，
俯覽270度的加勒比海無間斷全海景。
物業位於安提瓜別緻的南海岸，現代風格4-5間
臥室的別墅將被景色優美的熱帶花園所包圍，並
選址在獨享的“大草原”附近，俯瞰威洛比灣，
與歐洲貴族共享一個地址。物業的名字來自生長
在當地一種罕見的原生蘭花。
利用加勒比地區溫暖氣候的特色，這兩棟經過精
心設計的別墅完美的融入了島上的現代生活。壯
觀的景色從寬闊的室外和室內生活區均可一覽無
餘。超大玻璃面板配合高大、優雅百葉窗、寬大
的陽台和低垂的屋頂輪廓線，可以在保持房間涼
爽的同時，保證不影響對美景的欣賞。
物業位於安提瓜南側， 到最近的餐廳和海濱僅
需2分鐘，並靠近遊艇出游的英格蘭港，附近還
有商店、餐廳、網球場及遊艇俱樂部和海灘。
這個特殊的物業是由Ondeck生活開發，由歐洲
建築師、國際設計師和專業施工人員組成的團隊
。 Ondeck生 活 也 將 管 理 并 負 責 銷 售 物 業 ，
Ondeck生活專业領域是在歐洲和北美市場，專
營豪華度假物业出租。作為Ondeck帆船的姊妹
公司，運營和營銷團隊擁有一流的知識和高端加
勒比海旅遊的經驗。

A private, boutique, development comprising of only two luxurious villas located on an
elevated bluff offering uninterrupted panorama to north, east and south over the
Caribbean Sea.
The site, on the south side of Antigua is only 2 minutes to the nearest restaurant and
waterfront, and close to English Harbour for yachting, shops, restaurants, tennis,
yacht club and be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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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宅 Tolumnia
第一棟發售的物業――大宅 Tolumnia，可作為12个等於分數單位。這間豪華別墅占地近
一畝，包括650平方米迷人的室內和室外生活空間。包括5間臥室的套房和多娛樂區，這個
別墅將符合最適合挑剔的客戶要求。
物业景觀充分利用天然地形，確保業主、來賓和遊客均擁有完全的私密性，寬闊的视野和
來自北方偏東舒适的微風。
無論是作為一個加勒比海渡假家园或投資，這都是一個极佳并且罕有的豪华物业。

主要特點
280度无遮擋视野，加勒比海美景，獨享的高私密性地址
最近的餐館和海濱只需2分钟路程，靠近繁华的英格蘭港口
~商店、遊艇、餐廳、網球場、遊艇俱樂部、海灘和國家公園一應俱全

歐洲建築師和5星級標準
園景花園密植加勒比海水果和開花樹木及各种鮮豔的熱帶植物
高拱形天花板主客廳和用餐區和主人套房
高級飾面
全裝修，由国际室內設計師一手打造
當代风格的定制櫥櫃，厨房設備齊全
2个主臥室套房連室外雙淋浴區和私人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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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寬敞的臥室套間，和优美的景色
壁炉和溫馨的休息區
休息區毗鄰大型无边际泳池
夏季露天餐飲
燒烤，酒吧和娛樂區
媒體室，平面電視，無線上網
吊扇和獨立控制的空調
寬敞的有頂陽
制冷柔風
抗颶風衝擊条件建築/備用發電機
管家，司機，廚師，保姆，24小時禮賓服務提供
運營和營銷團隊拥有高端加勒比海旅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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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我們
安提瓜
Ondeck 生活
Tolumnia 蘭花別墅
安提瓜遊艇俱樂部碼頭
法爾茅斯港
安提瓜,西印度群島
聯繫電話：+12687207657
電子郵件：kay@ondeckliving.com
www.ondeckliving.com

香港花園道33號
聖約翰大廈6樓
联系電話：+ 852 9811 5849
ccasia@netvigator.com
http://www.corporatecapitalasia.com

免責聲明：本資料僅作準買家的指導，並不構成任何要約或合同的一部分。此處包含的信息可能有所變更及買方必須自己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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