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忘的生活方式
无与伦比的价格





迪拜制造
用世界塑造世界。

凭借超25,000种的产品和服务，本集团致力于通过卓越和创新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达禄比集团已从25年前在迪拜Deira开设的店铺发展成为中东地区最值得信赖的品牌。 这个身价数百万美元的集团一直在不断增加其全球业务
和年度收入，这得益于一个不断增长的超过2500人的大家庭。 达禄比集团总部位于迪拜，并在中东和亚洲的9个国家开展业务。

该集团拥有许多获奖的垂直业务。 达禄比建筑材料是该地区的最大的建筑材料公司，旗下提供超过25,000种产品。Danube Home是目前在
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印度和非洲发展最快的家具零售品牌。 Alucopanel是阿联酋唯一一家生产A2级外墙覆
面板的工厂。 该集团还拥有Cha Cha Chai和‘达禄比系统’等其他成长型企业。

该业务的房地产开发部门‘达禄比房产’被评为阿联酋五大开发商之一。 公司的主要业绩包括按时交付优质资产，并取得创纪录的销售成果。

凭借其持续增长和巨大的消费者信心，达禄比集团已经获得了50多个不同类别的奖项。 该集团的理念是提供卓越的品质并建立持久的关系。

达禄比集团



迪拜 - 投资者天堂



高资本增值

随着迪拜众多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

、零售业和世界著名景点的出现，

住宅公寓的价格正在上涨。

高额租金回报（8％-10％）

随着许多人前往迪拜工作向往更好

的生活，预计住宅公寓的租金将会

增长。

便捷投资

稳固法律体制正式控制监管市场。 迪

拜永久产权物业向所有国家的投资者

开放。 开发商和项目经由阿联酋迪拜

政府注册，认证和批准。

100％免税

没有资本利得税

租金收入不征税

积极发展  经济

它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经济增长最快

的经济体，这意味着更多的商业机

会，与子同时人口和住房需求也将

持续增长。

幸福和  安全的城市

迪拜是世界上最幸福和安全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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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禄比 - 投资者的最佳选择

优势：

永久 所有权 高投资回报率高资本增值

所开发项目都在迪拜土
地局注册并被监管

25年的荣誉性企业品牌 重要的地理位置

经济型
价格 配备全套家具家电

最好的 付款
计划

世界级的设施 豪华装饰 按时交付每一套房产



达禄比地产连续第三年被“福布斯中东”评为“阿拉伯世界顶级房地产开发
商”，“海湾商业奖最佳房地产公司”“住宅高层发展”奖阿拉伯房地产奖，
被阿联酋土地部门认定为“房地产大亨”。

奖项和荣誉







达禄比置业旗下的ELZ-艾乐兹公寓位于迪

拜发展最快的街区之一Arjan区域。 坐拥轻

巧便利和舒适的空间，艾乐兹公寓通过将节

省空间的住宅与最先进的基础设施和57,000

平方英尺的休闲空间相结合，提供了一种趣

味生活方式体验。

艾乐兹公寓拥有270套房源，提供单身公寓

，一卧和两卧公寓，简约的起居空间提供私

密性和安全性。艾乐兹公寓提供超过41％的

户外绿地。 它结合了基本的基础设施需求，

如入口大厅和停车场、物业配套设施有园景

花园、健身俱乐部、烧烤露台、凉亭休闲区

等。

在提供环境舒适人性化基础设施和社区生活

美食的同时，艾乐兹公寓还可以便捷地前往

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路（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Road），从而达到

与闹市区完美连接。 艾乐兹公寓确实是迪拜

新时代的明智选择。





开启您充满正能量又轻快的生活

商业零售店

室内停车厂

安全系统和监控

惬意的日常便利带来的乐趣无与伦比。 小区安全系统和商业零

售店融合了艾乐兹公寓多方面的便利。 与此同时，从奢华的入

户大厅到意大利的卫生洁具，无处不体现出卓越的追求。



富丽堂皇的入户大厅



无边泳池
与户外休闲区域

*免责声明：请注意，公寓不带家具，家具需要额外收费。



体验休闲生活每天充满活力！

家是一个提供健康和清爽生活方式的地方。 在艾乐兹公寓，儿

童游泳池、配套休闲座椅的天际泳池和热带雨林体感区等生活

方式让您恢复最佳状态。 除此之外，烧烤露台等区域还为每个

人提供充满乐趣的休闲空间。

烧烤露台

儿童泳池

热带雨林体感区

*免责声明：请注意，公寓不带家具，家具需要额外收费。



享受宁静和睦每一天！

在艾乐兹公寓，配备各种设施，确保您的安心和惬意的社区生

活感。 

带水景的园景露台营造出宜人的氛围，休闲凉亭、健康俱乐部

和儿童游乐区则为每个年龄段的人们提供聚会场所。 在这里，

每一天都必将是轻松愉快的。

儿童游乐区

意大利卫浴 - Milano

游泳池甲板与休闲座椅

*免责声明：请注意，公寓不带家具，家具需要额外收费。



最先进的桑拿健康俱乐部
＆ 汗蒸房

*免责声明：请注意，公寓不带家具，家具需要额外收费。



客厅
白天

*免责声明：请注意，公寓不带家具，家具需要额外收费。



*免责声明：请注意，公寓不带家具，家具需要额外收费。

卧室
晚上



单身公寓
户型 1 – 单身公寓

代表平面图 一楼平面图

总面积区间

390.01 - 396.22 SQ. FT.
390.01 - 396.22 SQ。 平方英尺。

代表楼层平面图房号
01, 02, 04, 05, 06, 08,  09, 10, 11, 12,
15, 16, 17, 18,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3, 34

01, 02, 04, 05, 06, 08, 09, 10, 11,
12,  15, 16, 17,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1, 32

一楼公寓



代表平面图 一楼平面图

总面积区间

425.06 - 425.51 SQ. FT.
425.06 - 425.51平方英尺 。

代表楼层平面图房号
21 20

一楼公寓

单身公寓
户型2 – 单身公寓



1 BR 
户型1- 1卧公寓

总面积区间
690.29 - 693.78 SQ. FT.
690.29 - 693.78平方英尺。

代表楼层平面图房号
07, 13, 14, 19, 32 18,30 ,14 ,13 ,07

一楼公寓

代表平面图 一楼平面图



1 BR 

总面积区间
682.97 - 683.97 SQ. FT.
682.97 - 683.97平方英尺 

代表楼层平面图房号
20 19

一楼公寓

代表平面图 一楼平面图



2 BR 

总面积区间
1145.92 - 1150.73 SQ. FT.
1145.92 - 1150.73平方英尺 

代表楼层平面图房号
03 03

一楼公寓

代表平面图 一楼平面图

户型 2 – 2卧公寓



入户大厅到ARJAN街区



体验完美的生活方式

奇迹花园..........................................................................  1分钟的路程

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Road.........................................  1分钟的路程

Al Barsha购物中心......................................................................................  2分钟的路程
谢赫扎耶德路....................................................................................................  7分钟的路程
到最近的地铁站（阿联酋购物中心）..........................................................  7分钟的路程
迪拜国际机场...............................................................................................  25分钟的路程
迪拜世界中心（Al Maktoum国际机场）..................................................  30分钟的路程
知名学校分布在35-公里范围内



Al Maktoum Airport



!
!

完成 我们的承诺

我们深知作为您的房地产开发商的责任，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按

时交付您的房产。 我们坚信，作为一名成功的开发商，我们的

声誉源于我们对项目的按时交付和项目品质。 凭借我们强大的

资金链和我们在建筑材料领域25年的丰富经验，我们现有项目

的所有场地都在积极施工。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将钥匙交给您

时看到您满意的微笑。





 +971 800 5757  info@danubeproperties.ae  danubeproperties.ae

迪拜  | 阿布扎比 | 阿曼  |  利亚德  |  巴林  |  中国 |  孟买 |  德里 |  拉杰果德  |  科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