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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禄比豪华公寓项目

BAYZ达禄比的豪华公寓项目



达禄比集团自 1993年建立以来，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的业界奇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达禄比集团从迪拜老城区德拉的一个只有三

个员工的小商贸行起步 , 集团的创始人

RIZWAN SAJAN 先生带领员工一路艰辛创

业，披荆斩棘，终于将公司发展壮大成为市

值数百万美元的多产业的联合集团公司。今

天，达禄比集团的业务遍及中东和亚洲的九

个国家，拥有 2500多名员工。

达禄比集团公司：

 达禄比地产

 达禄比家居家具店

 CHACHA CHAI茶餐厅

 达禄比线上家具购物网站

 达禄比服装

 达禄比安全系统

 达禄比旗下与美资合作的建筑防火材料

上市公司

达禄比集团为客户提供 25000多种产品和优

质的增值服务，在广大客户中已经广泛享有

高度信誉，并且与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迪拜是一座将梦想变成现实的城市。这座在

阿拉伯沙漠中崛起的国际大都会已经成为全

世界人们最向往的圣地之一。迪拜以它的富

丽繁华、它的多彩的生活方式、丰富的文化

和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融合并存而闻名于

世。

迪拜——全球最宜投资的城市之一

迪拜已经成为中东和北非地区经济最多样化

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它是中东地区名副

其实的全球大都会。 迪拜宏大的发展规划、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它闻名于世的世界地

标，吸引者全球的精英来这里一展才华，实

现梦想，也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旅游者，使得

它成为全球旅游者必游之地。

选择在迪拜投资的理由：

 高回报率

 年租金收入高达：8%-10%
 持续增长的经济

迪拜是中东和北非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这意味着更多的商业贸易机会，人口增长

所带来的住宅需求。 迪拜拥有中东和北非

地区最好的基础设施。

 100%的免税收入

免营业税，免企业所得税

免个人所得税

 投资低门槛

健全法律管控下的健康竞争市场

迪拜的不动产对任何国籍的任何投资者开

放

任何开发商公司和开发项目均经过阿联酋

迪拜政府登记备案、审核和批准

 安全

迪拜的犯罪率全球最低，是公认的全球最

安全的城市之一。



在迪拜投资的理由

经过多年的努力，达禄比集团在建筑材料业

界占据了稳固的地位后，又雄心勃勃进军地

产开发市场，于 2014年成立了达禄比地产，

仅仅经过三年的运营和拓展，便成功推出众

多获奖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现在又推出它的

第九个著名的地产项目 Bayz 项目，再次证

明了达禄比地产公司的高品质地产在客户

中享有盛名。达禄比地产的所有项目一经推

出，便很快售罄。

达禄比地产荣列中东福布斯榜 “阿拉伯世

界顶级房地产开发商”的名单，并获得阿拉

伯地产大奖的“高层住宅开发奖”。达禄比

地产充分体现了信任、品质和让奢华不再昂

贵的理念。

达禄比地产的独特优势：

 拎包入住的公寓

 以一个卧室的价格，享受两个卧室的超值

 整体精致装修，每个细节符合高品质、多

功能性、设计美观和坚固耐用的要求。

 每月支付 1%-双倍投资回报

 房地产项目的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快捷



此项目所在位置位于迪拜商务港，有风

景如画的迪拜运河，沿岸为多个五星级

酒店。阿联酋的副总统、迪拜王国的外

交部长和领导者马克图姆王子，为此项

目的参与者。从 Ras Al Khor Sheikh
路 一直延伸至 Sheikh Zayed 路，迪

拜运河新开拓的两岸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很多商业和住宅区, 面积达到 64，
000,000 平方英尺。 此项目包括一些

写字楼和住宅区，带景观花园，附近有

马路、人行道、河流。 它附近有迪拜

世界闻名的建筑地标，在此居住，您的

奢华居所无疑是您的高贵身份的体现。



达禄比地产 BAYZ

@ BUSINESS BAY

梦想.目标.成就

达禄比地产的 BAYZ项目体现了迪拜一直所坚持的精

神。这座城市是充满梦想和激情的都市，它激励着您

追求更高的目标并努力实现目标。BAYZ 让您拥有值

得您骄傲的家，坐在家中，便可拥有哈利法塔雄伟秀

丽的景色，

几步之遥，就可到达现今迪拜最流行的逛街游览的好

去处-迪拜运河，共 29层的奢华公寓供您挑选。BAYZ
向您奉上 456套奢华高贵的公寓。它共包含 240个单

身公寓，120套一室公寓，48套两室公寓的和 24套

三室公寓以及 7个零售店铺。



达禄比地产的 BAYZ 项目生而与高
贵为邻，其周围均为全球最大的地
标性建筑，其中包括世界最高塔楼，
哈利法塔, 世界上最高的酒店万豪
酒店, 以及正在建设的世界最高观
景台。达禄比地产的 BAYZ 让您拥
有和尊享那些美得窒息的秀丽风
光。



达禄比地产的 BAYZ 项目让

您重新定义高贵奢华

达禄比地产的 BAYZ 项目彰显高贵优

雅。 大堂铺就雪白的大理石，挑高的空

间、还有奢华家具上光滑闪亮的木纹让

您叹为观止。供聚会使用的派对厅中包

含了儿童游乐区和烧烤台。社区中还有

设备一应俱全的健康俱乐部，不仅有豪

华的游泳池，还有桑拿和汗蒸室等康体

设施。达禄比地产的 BAYZ项目将开辟

公共活动和运动区域。 BAYZ带整体橱

柜的厨房集中了各种豪奢品牌厨房设

施，只为您的舒适和奢华生活设计。浴

室铺就的是来自西班牙的高级瓷砖和意

大利的大理石，还有来自意大利米兰的

高级卫浴用具和设施。总而言之，达禄

比地产的BAYZ 项目让您用您的双眼重

新定义高贵奢华。



夜晚华丽转身为温馨

舒适的卧室

白天雅致的客厅



带景观的

游泳池

您可以在游泳池自在地游泳或

者悠闲地观赏着世界最高地标

的宏伟奇观。



生活就像一

场盛大欢乐

的派对

达禄比地产的 BAYZ 项目让拥

有奢华人生的您情不自禁想随

时开一个派对，与亲朋好友和亲

爱的孩子们畅享人生的美好时

刻。孩子们可以在儿童游乐区自

由玩耍。



健康就是

财富

健康俱乐部设有设备一应俱全

的健康俱乐部，不仅有豪华的游

泳池，还有桑拿和汗蒸室等康体

设施。此外，还设有佛教参禅室，

供您冥想，让您精神焕发。



完美客厅

客厅是家人和朋友们分享日常

经历、愉悦身心的温馨场所。

Bayz 设计的客厅能够为您带来

真正的乌托邦式的体验，一切都

是那么的完美。从配备齐全的家

具和配饰中选择您所喜欢的，更

好地适应您的尊贵的生活方式。



定制的厨房

你会愿意在这里消磨一整天的

光阴。时尚的、模块化的整体橱

柜的风格，打造完美的定制厨

房。多种颜色、风格和光亮烤漆

的厨房家具供您选择。享受Bayz
为您带来的这一切。



高贵的卫浴

奢华的意大利抛光大理石、高品

质的西班牙瓷砖以及来自米兰

的别具一格的陈设，让您的浴室

赢得别人羡慕的目光。



单间公寓-SA户型

公寓编号：03、04、05、06、07、12、14、15、16、17

总面积：412.58平方英尺

单间公寓-SB户型

公寓编号：11

总面积：472.54平方英尺

主平面图 主平面图

阳台

阳台

单间公寓

单间公寓

厨房

厨房

浴室

浴室

入口



1室公寓-1A户型

公寓编号：02

总面积：881.36平方英尺

1室公寓-1B户型

公寓编号：08

总面积：817.74平方英尺

主平面图
主平面图

入口
入口

餐厅 餐厅

厨房

阳台

阳台

客厅 卧室

浴室

阳台

浴室

客厅

卧室

厕所

厕所



1室公寓-1C户型

公寓编号：10

总面积：854.12平方英尺

1室公寓-1D户型

公寓编号：13

总面积：787.06平方英尺

主平面图主平面图

入口

入口

阳台

阳台

阳台

卧室

卧室

厕所

浴室

客厅

餐厅 厨房

厨房

餐厅

客厅

浴室

浴室



1室公寓-1E 户型

公寓编号：18

总面积：551.01平方英尺

2室公寓-2A户型

公寓编号：01

总面积：1141.31平方英尺

主平面图主平面图

入口

入口

阳台

卧室

浴室

客厅/餐厅

厨房

浴室

卧室 2

更衣室

卧室 1

浴室

厨房

客厅/餐厅



2室公寓-2B户型

公寓编号：19

总面积：1148.09平方英尺

3室公寓-3A户型

公寓编号：18

总面积：551.01平方英尺

阳台
阳台

主平面图
主平面图

入口

入口

卧室 2

卧室 1

浴室

厨房

杂物间 浴室 客厅

餐厅

客厅/餐厅

阳
台

卧室 1

卧室 2

卧室 3

浴室

厨房

阳台



触手可及的地

理位置

在如今忙碌的生活中，地理位置至关

重要。住在 Bayz，你和任何地方之间

的距离都不会太远。

 轻松驶入繁华的主路 Sheikh Zayed

路，和 Al Khail路

 距离迪拜运河只有几步之遥

 与迪拜购物中心（Dubai Mall）咫尺

之遥

 距离迪拜国际机场只有20分钟的车

程

 商业湾地铁站（Business Bay Metro

Station）就在附近，可以轻松抵达

 周边分布名校



我们非常清楚作为房地产开发商的责

任，致力于按时向您交付房产。我们

坚信，作为成功房地产开发商的荣誉

来自于项目的交付和建造高品质的公

寓。我们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在建材行

业 24年的丰富经验，所有的工地和现

有的项目都在积极建设之中，并取得

进展。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交钥匙时能够看

到您的微笑！”

兑现我们的诺言





迪拜办公室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谢赫扎耶德路

邮箱:113806
电话:+971 4 399 8333；传真:+971 4 399 8222
邮箱:enquiry@danubeproperties.ae

阿布达比酋长国办公室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达比

酋长国资本中心 (Capital
Center)Khaleej Ai Arabi 街
Liwa塔 301室(即将开业)

印度办公室

印度班德拉区国际展览中心（Bandra
Kurla Complex）Opp 印度工业信贷投资

银行（ICICI）G区主楼 1层 1单元

沙特阿拉伯办公室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Al Olaya法赫德国王路

Al Ebdaa塔MZ-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