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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投资

与休闲享受的完美结合

开发商: 服务公寓管理:



巴厘岛。仅仅是提到这个名字就能唤起人们对天堂的想象。这千

真万确，但又不止于此。巴厘岛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岛；

它蕴含着一种情绪，潜藏着一种灵感在这里您能体会到富有热带

气息的心境。

巴厘岛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之一。这个天堂岛位于印度

尼西亚爪哇岛和印度尼西亚东部之间，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当

地人包容而又热情好客也是国际闻名。充满异国情调的寺庙和令

人心生敬畏的宫殿与迷人的自然风景相映成趣。巴厘岛的宗教文

化让人触动，也为寻求平静与安宁的人们提供了精神上的安慰。

巴厘岛的餐饮类型非常丰富，您可选择当地美食，也可品尝其

他国家的风味，甚至私人订制的独特美食，以满足每一个人的口

味。太阳落山之后，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音乐、娱乐活动和觥筹

交错，著名的夜总会就会活跃起来。在内陆，您会看到高耸的火

山、原始的丛林和色彩斑斓的梯田。毋庸置疑，您会爱上巴厘岛

美丽的海滩。享受阳光，沙滩和大海。这些美景与世界一流的服

务和酒店标准相得益彰。简单地说，巴厘岛将文化，自然，餐饮

和娱乐融为一体，让您流连忘返。

欢迎来到巴厘岛。在这里您总能找到另外一个留下来的理由。

巴厘岛--天堂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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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胜地巴厘岛

旅游数据

2018年巴厘岛接待游客1600多万人次，其中国际游客600多万人次，国内游客900

多万人次。过去十年里，巴厘岛旅游业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创下骄人记录，2020年， 

巴厘岛有望吸引1800多万游客。

作为世界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个天堂之岛已经横扫了众多享有国际和国内

盛誉的旅游奖项。其中包括猫途鹰在2017年推出的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2018年，巴

厘岛以其无法抗拒的魅力赢得了全球旅游目的地营销峰会和世界文化旅游论坛的三项

重大荣誉，在以下类别中位居榜首：十佳蜜月旅游目的地、十佳海外旅游目的地及十

佳豪华旅游目的地。

毋庸置疑，巴厘岛无可否认是全球最火的旅游胜地，并将持续下去。

2

经由伍拉赖国际机场前往巴厘岛的游客人数

资料来源：巴厘省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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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世界

以其无尽的大自然魅力，不胜数的名胜古迹，丰盛

的饮食，丰富的零售品和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巴厘

岛在所有能想到的方面为您提供无与伦比的体验。

以下就是参观这个完美度假目的地的充分理由。

文化

巴厘岛独特的文化意味着每个到访的人都会留下永

生难忘的记忆、感受到引人入胜的体验。许多人都

会对巴厘岛人民的热情记忆犹新，并必对其文化名

胜夸赞一番。

例如，维诗奴神鹰雕刻公园。这座文化地标位于巴

厘岛的巴东地区，历时28年建成，以毗瑟奴主像

为主要景点。公园最近落成，令人惊讶的是，它也

是一个多功能场所。公园举办了许多音乐盛会，包

括亚洲最盛大的年度电子舞曲音乐节——Djakarta 

Warehouse Project（DWP）音乐节。

旅游胜地

旅游杂志和假日博客一致认为，现在巴厘岛旅游的

核心位于水明漾。这里为游客提供美食、购物、文

化及娱乐服务，并为大多数希望探索岛上无数景点

的游客提供了一个家庭式基地。附近其他高人气的

旅游中心有长谷/巴拉瓦地区、库塔、乌布和努沙

杜瓦。

海滩

提到巴厘岛，就不能不提到它那令人惊叹的海岸和令

人屏息的沙滩体验。这些家喻户晓的名字——水明漾

海滩、库塔海滩、努沙杜瓦海滩、金巴兰海滩、

巴拉瓦海滩、乌鲁瓦图海滩——为那些寻找被称为

“维他命之海”的人们提供了所有能想象到的元素。

旅
游

胜
地

巴
厘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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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活动

无论是躺在酒店洁净的游泳池旁，翻看着您最喜爱

的书，在屡获殊荣的水疗中心享受全天的自我呵护，

还是在亚洲最时髦的夜总会放飞自我，您在巴厘岛

的总体感觉就是——幸福。

心灵体验

巴厘岛以印度教为主，作为心灵体验目的地越来越

受欢迎。金塔马尼、贝沙基寺和海神庙等令人神往

的精神之地，以及岛上各种令人敬畏的神庙，都是

那些寻求平静和精神共鸣人们的必游之地。在这方

面，冥想营地和瑜伽静修处提供了多项服务。

户外及水上活动

从巴杜尔山的日出徒步旅行到巴厘岛动物园与红

毛猩猩共进早餐，再到各种水上运动和景点，如风

筝冲浪、漂流和海堤，巴厘岛总是以其丰富的户外

和水上活动使您心潮澎湃。

美食

巴厘岛也为您提供令人难忘的美食。食品和饮料

选择清单令人瞠目结舌。各地的美食都可以品尝

一点——巴厘岛的rijsttafel（米餐），美味的印

度尼西亚nasi campur（混合米饭），香脆的babi 

guling（烤猪肉），正宗的意大利面食，

新鲜的日本寿司，丰盛的澳大利亚早餐，顶级咖啡。

从富含草药和香料的当地精选，到健康的有机食品，

再到博采众长的咖啡馆，巴厘岛不仅是感官盛宴，

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味蕾盛宴。

冲浪 欣赏日落 美食

探索文化之旅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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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岛馨乐庭巴拉瓦海滩服务公寓是一家屡获殊荣的服务公寓，位于巴厘岛新

兴的旅游中心长谷。 服务公寓地理位置优越——步行一分钟即可到达美丽的

巴拉瓦海滩；周边有种类繁多的食品、饮料和商品可供选择；位于巴厘岛文化

及达人中心。 自然，文化，美食及娱乐。 所有这些都尽在巴厘岛馨乐庭巴拉

瓦海滩服务公寓。

服务公寓拥有226间客房，包括工作室套房，单卧室公寓，双卧室公寓和标志

性的总统套房。 由雅诗阁以馨乐庭品牌进行专业管理。雅诗阁是凯德置地集

团的成员，是全球最大的服务公寓式住宅运营商之一。 馨乐庭是一个世界知

名品牌，其总部设于欧洲，现在在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拥有众多服务公寓。

巴厘岛馨乐庭巴拉瓦海滩服务公寓的设计将现代风格与巴厘风格集于一身。通

过专业设计，服务公寓的外形可以使宾客最大限度地享受巴厘岛令人叹为观止

的日落美景。不同于一般服务公寓典型设计——走廊狭窄，房间分布于两侧。

服务公寓运用空气井、宽敞的绿地和独特的社交互动空间创造了一种透气的空

间感。 所有的套房及公寓均设有阳台，供客人放松身心并欣赏美景。服务公

寓独特的屋顶设有空中泳池和空中酒吧，非常适合吹着清新的海风同时感受巴

厘岛的日落美景。

屋顶还设有浪漫的空中花园，客人可在此欣赏美景、漫步空间宽阔的绿地。服

务公寓拥有设施齐全的开放区域，是客人进行互动与社交的场所，

比如联合办公、瑜伽、烹饪课程等。

简介

巴厘岛馨乐庭巴拉瓦海滩服务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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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商：  服务公寓管理:

巴厘岛馨乐庭巴拉瓦海滩服务公寓本身就是一个景

点。服务公寓邻寓公的地面酒吧，周围是郁郁葱葱

的绿色植物，氛围令人身心放松。伴随着空中酒吧

的氛围，客人可在屋顶的空中游泳池欣赏令人惊叹

的绿色植物和日落美景。屋顶的空中花园是一个多

用途的空间——在黎明时做瑜伽锻炼、在午餐时学

习烹饪课程、在晚上和情侣浪漫漫步、孩子们在这

宽敞的空间里尽情奔跑。

服务公寓设备齐全的健身房为宾客保持肌肉线条提

供了一个完美的体育场所。

服务公寓的水疗中心为那些想要自我呵护的宾客提

供了一个放松圣地。在度假期间工作可以带来不同

的感受和意义，客人还可以使用多功能会议厅、会

议室和功能室来满足他们的工作和活动需求。此

外，服务公寓还拥有多功能的社交空间，可以举办

瑜伽和全面健体（cross-fit）等体育活动。

服务公寓还拥有许多大小适中的社交空间，可用于

举办烹饪课、研讨会、网络办公/联合办公等活动

或庆祝活动。食物和饮料的选择丰富多样——服务

公寓设在一楼的餐厅设有室内休息区、户外休息

区，大堂酒廊和咖啡厅。

服务公寓资源与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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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岛馨乐庭巴拉瓦海滩服务公寓也是您在巴厘岛度

假的理想胜地。服务公寓距离一百多个高级娱乐、购

物和餐饮场所仅一步之遥。长谷地区交通顺畅，由此

进出巴厘岛其他地区的旅游景点和名胜古迹也十分方

便。服务公寓的名字来自于巴拉瓦海滩。

一个离服务公寓只有100米远的美丽海滩。周末夜市

期间，当流动摊位和美食车成群结队地聚集在海滩上

时，游客可以加入到熙熙攘攘的当地人中，共享快

乐。

晨间散步、排球、水上运动、冲浪，这些只是巴拉

瓦海滩活动中的一小部分。

有很多理由都可让您决定在巴厘岛巴拉瓦海滩度过

一整天（和一整夜），同时我们还建议您去探索长

谷和巴厘岛其他好玩的地方！早上，在巴拉瓦海滩

大街的Milk & Madu 咖啡店喝杯很棒的咖啡，让自

己精神饱满。午餐时间，在佩特坦盖特大街的Merah

Putih餐厅品尝丰盛的印尼美食。晚上，您可以在

Finns的沙滩沙发上享受凉爽的海风。

海滩俱乐部距离海岸线仅数米，啜饮着椰林飘香

（冰镇果汁朗姆酒），同时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

将自己与美丽的海滩日落融为一体。所有这些地

方距离务公寓服都只有几分钟的车程。

旅游必去之地包括附近的库塔和水明漾，这些地方在

今天被认为是整个岛屿的游客中心。您还可以参观海

神庙（Tanah Lot），这是一个旅游文化地标，

这里有古老的印度教朝圣寺，以其独特的海上环境和

迷人的海滨景色而闻名。有艺术倾向和热爱大自然的

游客可以参观乌布，那里有风景秀丽的稻田、

乡村、艺术工艺品市场以及古老的寺庙。猴林是巴厘

长尾猴的天然家园，也是一个游客经常参观的景点，

也位于乌布。

由于篇幅有限，本书无法面面俱到得介绍到巴厘岛的

所有景点和名胜古迹。为此编写了全套旅游指南。然

而，我们可以做的是在接下来的几页中突出介绍大家

所喜爱的一小部分精品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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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点

海神庙

海神庙是巴厘岛最重要的地标之一，

以其独特的海上环境和日落背景而闻名。

乌布猴林

这里是一座寺庙，一片茂密的森林，

是数百只猴子的自然栖息地。 游客们为这

里的自然魅力和清新空气所吸引。

巴拉瓦海滩

巴拉瓦海滩是一个美丽的海滩，白色的沙滩

从水明漾海滩延伸至此，在这里可以欣赏

到印度洋的全景。

德格拉郎梯田

宏伟的水稻梯田让游客欣赏大自然的壮丽

景色，同时游客可深入了解当地人的文化

和习俗。

维诗奴神鹰雕刻公园拥有雄伟的破坏神与神

鹰雕像，使您了解丰富的印尼文化遗产。

水明漾是巴厘岛从遥远的边缘岛屿转变为时

尚大都市旅游目的地的缩影。

巴厘维诗奴神鹰雕刻公园 水明漾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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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岛，吉安雅

巴厘岛，博拉班 巴厘岛，乌布 巴厘岛，巴东

巴厘岛，巴东 巴厘岛，水明漾



旅游点

乌布艺术村

乌布艺术村将购物和文化融为一体，

在这里可以 买到由当地人特别制作的各种

手工艺品。

巴厘岛，乌布

金巴兰海滩

金巴兰比巴厘岛其它偏僻的海滩更具活力，

是欣赏海湾日落的海鲜晚餐的理想场所。

巴厘岛，金巴兰

巴厘岛动物园

巴厘岛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动物园，

在郁郁葱葱的热带环境中观察500多种珍稀

动物。真是个美妙的地方。

巴厘岛，苏卡瓦堤

姆杜克村

作为一个山区村l落，这里有干净、

绿色的环境、清新的凉爽空气和迷人的自

然景点。

巴厘岛，贝沙基

塔曼阿云寺

塔曼阿云字面意思是“美丽的花园”，

通常被认为是巴厘岛最具吸引力的寺庙

之一。

巴厘岛，巴东

瑟库普尔瀑布

瑟库普尔瀑布是巴厘岛最佳全景自然目的

地之一。

是崇尚自然游客的完美度假胜地。

巴厘岛，狮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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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娱乐

FINNS 海滩俱乐部

这个别致的俱乐部位于长谷的贝拉瓦海滩，特点是其宏伟的全竹结构，宽敞且通风。 铺着蓝色瓷砖、

形状不规则的无边泳池俯瞰着滚滚海浪。 您可以休憩于遮阳棚下，或者在享受海景的同时浸泡在游泳

池中。 海滩俱乐部欢迎冲浪者，冲浪者可以在每次与浪花的亲密接触后享受冰镇啤酒和小吃。

土豆头海滩

这个海滩俱乐部是巴厘岛地标海滩俱乐部，

拥有屡获殊荣的餐厅、酒吧和俯瞰印度洋的

无边泳池。

巴厘岛，巴东

FINNS 娱乐俱乐部

Finns 娱乐俱乐部是一个世界级的体育和休

闲中心，位于长谷的外籍人士社区中心。

巴厘岛，长谷

降落伞餐厅

享受加州厨师Jacob Burrell在长谷最新餐

厅概念中的精致创作。

巴厘岛，长谷

巴厘岛，贝拉瓦海滩

FINNS BEACH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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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娱乐

OMNIA

OMNIA 俱乐部在乌鲁瓦图，花费极高，

是巴厘岛的奢华生活场景中的国际亮点。

巴厘岛，巴东

新库塔高尔夫俱乐部

新库塔高尔夫俱乐部坐落在石灰岩悬崖上，

俯瞰无尽的蓝色海洋线，为游客提供独特的

高尔夫体验。

巴厘岛，培卡图

盛开莲花瑜伽

巴厘岛的盛开莲花瑜伽会称得上是一个平

静安宁的世外桃源，深深植根于古典瑜

伽传统。

巴厘岛，乌布

海滩步道

库塔海滩步道以其开放式零售购物理念和

屡获殊荣的建筑设计为您提供独特的巴厘岛

生活体验。

巴厘岛，库塔

BHAVA 水疗中心

Bhava 水疗中心将通过东方世界的传统健康

理念，使您的身体、精神和心灵焕发青春。

巴厘岛，库塔

巴厘岛天空花园

巴厘岛天空花园享有印度尼西亚最佳俱乐部

的美誉，是举办派对和其他庆祝活动的最具

人气夜生活俱乐部。

巴厘岛，库塔

14

工程位置

巴厘岛，巴东，北库塔提布博能，坡梅丽三 阿纲

Jl.

扫描上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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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岛巴馨乐庭巴拉瓦海滩服务公寓设施齐全，以满足服务公寓尊贵客人的各种

需求。在屋顶的无边空中泳池里可享受无与伦比的日落美景。 一楼的地面游泳池

为成人和儿童提供了绝佳的游泳场所。 两个泳池边分别配有空中酒吧和地面酒

吧，在您游泳的同时，为您提供完美的伴侣——清凉的饮料和美味的小吃。

设备齐全的室内健身房里配备了所有健身必备器材，如跑步机、动感单车、

杠铃等。 全天24小时开放，供客人免费使用。 锻炼后，或在巴厘岛游览之后，

您可以在水疗和健康中心放松身心，这里提供一流的按摩、

面部护理和其他健康服务。

您会对服务公寓餐饮的丰富种类赞叹不已，餐厅设有室内及户外休息区、大堂酒

廊、咖啡厅，您既可以在服务公寓餐厅用餐，也可通过客房便捷服务在房间内享

受美食。

此外，服务公寓还提供旅游和交通套餐，以及在服务公寓社交场所举办的众多其

他有趣活动——瑜伽和普拉提课程、烹饪课程、社交活动、屋顶日落烧烤， 等

等。

服务公寓高品质设施

16

服务公寓高品质设施

巴厘岛馨乐庭巴拉瓦海滩服务公寓被定位为国际四星级服务公寓。服务公寓设施和装潢装修符合

相关标准，并经过严格的审查和质量测试。服务公寓所有套房和公寓都设备齐全，配有国际一流的

设备、家具、设备和卫生洁具。

服务公寓的所有房间都配有豪华的床上用品、设计精美的家具、平板电视、高品质卫生洁具、室

内全覆盖空调以及高速Wi-Fi。世界一流的服务标准使服务公寓的高品质设施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

致。

服务公寓也敏锐地意识到绿色运动的重要性，并努力做到环保。服务公寓的外面郁郁葱葱，绿树

成荫，是一种超乎美感的体验。服务公寓还专门设计了自然遮阳，这大大减少了电力消耗。同时服

务公寓的机械、电气和管道系统也经过特殊设计，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对生态的污染，同时为宾

客带来度假中让人熟悉的舒适感。

设
施

与
资

源

停车场

餐厅

屋顶花园 地面泳池

地面酒吧社交场所

儿童乐园
空中酒吧

大堂酒廊&咖啡厅

无边泳池

游泳池

健身房

Wi-Fi覆盖房间及公共

水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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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面图

 
一

层



2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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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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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层

 
六

层



24

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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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 A

酒店式公寓

31平方米



户型 B

单卧室

53平方米

26

户型 B1

单卧室（L型）

5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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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 C

双卧室

84平方米

28

户型 D

总统套房

224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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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的理念是让世界为您服务。在探索一座新城市时，做好准备去发现新城市种种新奇的事物，

同时我们也希望您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公司开发的公寓均位于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及社区中心，

为勇敢的旅行者提供顶级的舒适和便利，以满足他们在工作或休闲方面的需求。入住我公司公寓，

就意味着您不需要改变您本来的生活方式，轻松前往世界主要目的地和旅游胜地。欢迎来到雅诗

阁——您想怎么住就怎么住，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您在服务公寓的绝佳体验会使您流连忘返、念念不忘。通过多样的豪华住宿、覆盖全面的宾客设施

和服务，思之您所思，我们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让您有更多时间专注于旅行中更重要的方

面。无论您到哪里，都有我公司优秀员工为您服务、满足您的所有需求。在您工作、休息或娱乐

时，可以在独特的环境中享受真诚的服务。

在城市的喧嚣中享受超凡的家居舒适，我们是您国际生活方式的理想避风港。每一次入住，您都

会发现优雅与舒适的完美结合。

30

     服务公寓运营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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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诗

阁
集

团服务公寓目录

雅诗阁库宁甘服务公寓雅加达 

馨乐庭拉苏纳服务公寓雅加达

馨乐庭库塔海滩服务公寓巴厘岛

馨乐庭皇家湾服务公寓孟加锡

雅诗阁吉隆坡服务公寓吉隆坡

雅诗阁奥查德服务公寓新加坡

馨乐庭启汇城服务公寓新加坡

馨乐庭素坤逸11号服务公寓曼谷

馨乐庭千禧奥提加斯服务公寓马尼拉

馨乐庭摄政区服务公寓西贡

雅诗阁北京服务公寓北京

雅诗阁澳门服务公寓澳门

雅诗阁衡山路服务公寓上海

馨乐庭阿什利服务公寓香港

馨乐庭新宿区服务公寓东京

馨乐庭海云台服务公寓釜山

馨乐庭汉江服务公寓首尔

馨乐庭荔枝湾服务公寓广州

金奈萨默塞特绿道服务公寓金奈

馨乐庭雅加达拉苏纳服务公寓 馨乐庭巴厘岛库塔海滩服务公寓 馨乐庭首尔汉江服务公寓

馨乐庭南肯辛顿服务公寓伦敦 馨乐庭巴黎雷阿尔服务公寓 馨乐庭纽约连接第五大道服务公寓

亚太地区

馨乐庭圣乔治大道服务公寓珀斯

馨乐庭伯克服务公寓墨尔本

皮尔萨默塞特服务公寓霍巴特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欧洲

北美

中东及非洲

馨乐庭圣卡特琳服务公寓布鲁塞尔

馨乐庭艾菲尔铁塔服务公寓巴黎

馨乐庭巴迪区服务公寓里昂

馨乐庭选帝侯大街服务公寓柏林

馨乐庭兰布拉斯服务公寓巴塞罗那

馨乐庭巴比肯服务公寓伦敦

馨乐庭南肯辛顿服务公寓伦敦

馨乐庭连接第五大道服务公寓纽约

雅诗阁萨里服务公寓吉达

馨乐庭阿尔萨拉玛服务公寓吉达

雅诗阁公园服务公寓迪拜



Genesis Indojaya 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屡获殊荣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总部位于印度尼西亚，在

雅加达和巴厘岛设有办事处。我公司目前有多种项目类型，包括200多套公寓和220多个酒店单元，

还有几个令人期待的项目正在筹备中。

我公司的团队由来自新加坡、智利、西班牙、瑞士、德国、中国、香港和印度尼西亚的创始人、

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组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国际风格，并最终完成了我公司迄今为止最激动人心

的项目——馨乐庭巴厘岛巴拉瓦海滩酒店。

Genesis Indojaya 在其发展旅程中获得了许多声望很高的荣誉。在最近的2018年印尼房地产大奖

和2018年亚洲房地产大奖中，我公司很荣幸成为获得了以下奖项

2018年印尼房地产大奖

- 最佳精品酒店开发商奖——获得高度赞扬

- 最佳酒店建筑奖——获奖者

- 最佳公寓开发奖（巴厘岛）——获奖者

- 企业社会责任特别认可奖——获奖者

2018年亚洲房地产大奖 

最佳酒店建筑设计奖（印度尼西亚）——获奖者

32

开发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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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Genesis Indojaya 项目目录

西尼尔小树林 西尼尔阁楼

杰安别墅杰安溪谷

BEST CONDO 
DEVELOPMENT (BALI)

Citadines Berawa
Beach Bali

by Genesis Indojaya

WINNER

BEST BOUTIQUE 
DEVELOPER

Genesis Indojaya

BEST HOTEL 
ARCHITECTURAL DESIGN

Citadines Berawa
Beach Bali

by Genesis Indojaya

WINNER

SPECIAL
RECOGNITION IN CSR

Genesis Indojaya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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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公司&室内设计公司简介

我公司生态顾问简介

El Colectivo 由智利建筑师和西班牙室内设计师共同创建，提供全套创新建筑和创意设计作品。

其独特风格完美融合了充满活力的拉丁美洲风格、欧洲时尚元素及巴厘岛的玄妙文化。

El Colectivo 已在印度尼西亚和海外完成了许多项目，包括别墅、公寓、商业零售店和餐馆。例如位于印度尼西亚

的贝拉瓦公寓、塔拉斯（Teras ）公寓、西德（Seed ）度假酒店、Missibu 

咖啡馆以及位于西班牙的众多住宅和别墅项目。

曼特拉专注于环境物业管理，在客户的设计实施中提供适合当地的解决方案。曼特拉通过其在绿色环保咨询方面的专业知

识，提高资源和成本效益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该公司凭借其在印度尼西亚80多年高质量工作的综合经验保持着其良

好的声誉，近年来有20多个项目，包括乌布巴厘总督度假酒店、乌鲁瓦图阿丽拉酒店、乌布阿丽拉酒店、龙目岛大吉利

生态度假酒店等。在曼特拉的建议下，我公司设计了创新解决方案，以缩减公司运营费用并减少我们对环境长期造成的影

响。

巴拉瓦公寓

巴厘总督度假酒店

塔拉斯（Teras ）公寓

大吉利生态度假酒店

塔莫拉广场

乌布阿丽拉酒店

El Colectivo 中心

巴厘岛曼特拉（Mantra）

本文档中使用的平面图、图纸和图像仅用于说明目的，可能不是最终产品的精确
展示。开发商保留随时更改此类图像和规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承包商简介

雅加达四季度假酒店

塔林普尔曼酒店

巴淡岛梦帝国度假村

万隆喜来登酒店

35

PT Tunas Jaya Sanur

PT Tunas Jaya Sanur 于1978年在巴厘岛成立，现已发展成为巴厘岛最大的建筑和制造公司之一。它在房地

产和酒店业有超过35年的丰富经验，同时完成了很多经典作品。

PT Tunas Jaya Sanur 提供全方位的承包商工程，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完成了很多项目，包括巴厘岛、雅加

达、巴淡岛、万隆、马塔兰、泗水和西巴布亚。其中一些项目受到国际赞誉，比如雅加达四季度假酒店、雅

加达塔林普尔曼酒店、万隆喜来登酒店，以及现在我们的馨乐庭巴厘岛贝拉瓦海滩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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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CONDO 
DEVELOPMENT (BALI)

Citadines Berawa
Beach Bali

by Genesis Indojaya

WINNER

BEST BOUTIQUE 
DEVELOPER

Genesis Indojaya

BEST HOTEL 
ARCHITECTURAL DESIGN

Citadines Berawa
Beach Bali

by Genesis Indojaya

WINNER

SPECIAL
RECOGNITION IN CSR

Genesis Indojaya

WINNER

A Development by Genesis Indojaya

联络

营销中心

Jl. Pemelisan Agung, Tibubeneng 

North Kuta, Badung, Ba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