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室内设计：范思哲家居

室外设计：LONDON



在独特环境中

尽享

极致奢华



詹尼·范思哲公司创立于1978年，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时
装设计公司。1997年多纳泰拉·范思哲接手詹尼·范思
哲公司。在她的艺术指导下，该公司主要设计、生产和
分销各类时尚产品，包括高级女装、男女成衣系列、珠
宝、手表、配饰、香水和家具系列。

www.versace.com



圣
詹

姆
斯

公
园

国
会

大
厦

伦
敦

眼

圣
保

罗
大

教
堂

圣
玛

莉
艾

克
斯

30
号

碎
片

大
厦

九榆树区—

伦敦

新地标



DAMAC Tower Nine Elms London地处伦敦九榆树区，位于
沃克斯豪尔和巴特西之间。目前，九榆树区耗资数十亿英
镑资金打造超现代住宅区和国际著名商业区，致力于成为
英国首都一个新的艺术文化中心。该区毗邻沃克斯豪尔地
铁站以及多个公共汽车站。并且，北线延线和伊利莎白线
将继续延伸至伦敦其他区。

中伦敦的

重大改变

距离
希思罗机场和盖特威克机场

42-45分钟车程

地铁3分钟
到达维多利亚站

步行3分钟
到达沃克斯霍尔站

地铁5分钟
到达滑铁卢站

距离白金汉宫
12分钟车程

距离骑士桥
14分钟车程

地铁16分钟
到达伦敦塔桥站

地铁18分钟
到达国王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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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
一座全球
最宜居的城市

• 在这座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安全
强劲的城市为你营造一处轻松的环境；

• 毗邻希思罗和盖特威克两大国际机场，轻
松前往世界各地；斯坦斯特德机场和伦敦
城机场拥有完善的轨道交通系统；

• 邻近多处世界著名地标性建筑和文化遗
址，体验高品质生活；

• 在这座拥有众多举世闻名的学府的城市
中，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

• 享受卓越的医疗服务体系；

• 在这座民族多样性最高和广受海外移民欢
迎的城市里体验大熔炉般的生活；

• 提升您的地位和声望。



DAMAC Tower Nine Elms London营造一个开放的生活体验空间，毗邻时尚
街区和美丽葱郁的公共休闲广场。

九榆树区坐拥新考文特花园市场、美国大使馆和伦敦天际线重要组成部分
巴特西电站。长达两公里的泰晤士河横穿该区。根据重建规划，沿岸将新
设咖啡厅、酒吧、餐厅、文化景点和其他公共场所。

此外，该区将建设一个新的带状公园，公共空间面积高达50英亩，成为伦
敦南岸绿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区。所有这些和其他历史地标都近在咫尺。

九榆树区—
拥抱过去
和未来



尽享

这座城市的

时尚

与奢华 DAMAC TOWER
NINE ELMS LONDON

_

与魅力独特风靡全球的詹尼•范思哲独家合作，

倾力打造DAMAC Tower Nine Elms London，

为您带来极致的品牌生活体验。

范思哲家居首次携手奢侈品设计师和伦敦一家新

成立的住宅地产商，为您打造独一无二的室内设

计风格。



伦敦天际线的一个

新坐标



一座
现代化
建筑杰作

DAMAC Tower Nine Elms London，楼高50层，超现代风格设计，作为
城市天际线上的新地标而备受瞩目。

建筑室内外采用新颖独特的世界级设计，通过石头、陶瓦和玻璃等建筑
材料，创造又一个奢侈生活的灵感。

*需另行协商后享受服务。

THE NORTH TOWER拥有：

• 360间私人住宅公寓；

• 8010平方英尺的公共花园；

• 儿童乐园；

• 大型室内游泳池，并配备按摩浴池；

• 顶级健身房；

• 多样化酒店式服务*；

• 大型停车场*；

• 两座汽车电梯；

• 安全的自行车停车场*；

• 安全的储存设施*



当建筑遇上
大胆活泼的设计

_

艺术总监多纳泰拉•范思哲精心设计DAMAC

Tower Nine Elms London的每一处细节。

房间的各个角落，从灵感源自范思哲LOGO的水疗

中心马赛克墙面到卧室房门的希腊回纹装饰，

都是她的设计结晶。



在您的起居室
品味范思哲的魅力

在范思哲的设计余晖中享受美味

这是由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并不代表实际室内空间设计。室内景观仅供参考，并非公寓内部布局。 这是由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并不代表实际室内空间设计。室内景观仅供参考，并非公寓内部布局。



每个房间
尽显雅致与性感设计

范思哲
呵护您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这是由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并不代表实际室内空间设计。室内景观仅供参考，并非公寓内部布局。 这是由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并不代表实际室内空间设计。室内景观仅供参考，并非公寓内部布局。



伦敦
城市
风光

_

精心独特的建筑空间布局，让建筑的每一处角

落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室内景观仅供参考，并非公寓内部布局。



坐 拥 1 8 0 °

大 视 角 景 观

_

_

无论从北到南，还是从东到西，都能捕捉到日出日

落的迷人风光。

[ 位于40层的全景图 ]



进入DAMAC Tower Nine Elms London大厅时，您
便能感受到一种安静祥和的氛围。大厅的每一处
细节都精心打造、无与伦比，从高光泽的大理石
地板和豪华的范思哲座椅，到体贴的工作人员和

漂亮的鲜花。您的光临更是让大厦蓬荜生辉。大
厅设计优雅、采光良好，晴朗天气时通透明亮，
即使寒冷的冬天也营造出一种温馨舒适的氛围。

约上三两邻居前往公共休闲室，或俯瞰屋顶花园
和都市风光，或寻一处舒适、豪华沙发，坐下来
看看报，放松放松自己。

这是由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并不代表实际室内空间设计。 这是由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并不代表实际室内空间设计。

宏伟的
大厅

公共休
闲室



这是由计算机生成的屋顶花园景观设计示意图，并不代表实际室外空间设计。景观布局仅供参考。 这是由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并不代表实际室内空间设计。室内景观仅供参考，并非健身房内部布局。

屋顶花园 健身房
公共屋顶花园，城市上空的一抹绿色，极具吸引力。我们所有的屋顶花园视野开阔、南北朝
向。你可以寻一处心仪的花园，前往观景露台，将北边的城市风光尽收眼底，或者来一场阳
光沐浴。这片公共室外空间面积8010平方英尺，绝对是您的另一处避风港。

健身房配备齐全的高科技健身设备，让你在锻炼身体的同
时‘畅游’伦敦，与世界擦身而过。



游泳池 伦敦还有比这里更棒的地方吗？这里，室内马赛克墙面上标志性的棕榈图案灵感源自希腊神
话，传说是范思哲DNA的一部分，带您走进范思哲的浪漫世界。

这是由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并不代表实际室内空间设计。室内景观仅供参考，并非游泳池内部布局。 这是由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并不代表实际室内空间设计。室内景观仅供参考，并非游泳池内部布局。

按摩浴池 在这里，享受舒适自在的泡泡浴，眺望窗外不一样的风景，
全身心地放松自己。



This is a computer generated image and is not representative of an actual internal space. This is a computer generated image and is not representative of an actual internal space.Views are indicative only.

私人影院 范思哲的精心设计让您尽享私人影院的豪华舒适，
带给您极具魅力的私密观影体验。 儿童乐园 儿童乐园极具特色，让孩子们与朋友一起在书本和游戏中健康快乐成长。



礼宾服务

我们全天候为您提供五星级礼宾服务。我们的礼宾员爱岗敬业、经验丰富，以用
心的服务满足您的所有需求。

客房服务

我们贴心周到的工作人员随叫随到，为您提供各层次服务。

餐饮服务

我们提供多样化的餐饮服务，满足您的口味和需求，包括浪漫晚餐、宴会、自助
餐或者鸡尾酒会。

代客泊车服务

这里，您不用担心停车问题。到了直接回家吧，剩下的事情请放心交给我们的代
泊司机。告诉我们您的出发时间，我们会提前为您做好准备，随时恭候您。

* 服务费中并不涉及相关费用，需另行交纳。

酒店式服务

在您入住时，我们会为您提供一份酒店式服务清单，

您可以自由选择任意服务，尽享伦敦的极致生活。*



达马克 
_

DAMAC Tower Nine Elms London项目由九榆树地产有限公司开

发。九榆树地产有限公司是达马克地产国际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家

全资子公司。达马克是中东地区最资深、最值得信赖的房地产公

司之一。达马克拥有丰富的房地产经验，截止目前，公司已经交

付了超过21700个住宅单位，拥有由超过40000个单元（这些单元

处于不同的规划和建设阶段）组成的开发组合。此外，公司的酒

店综合体将扩大到10000间左右的酒店客房、服务式公寓和酒店别

墅*。

奢侈生活、标志性设计和极致品质是达马克的名片。该公司以创意

产品闻名全球，与全球许多最著名的时尚生活品牌联手合作，为全

世界带来新鲜、独特的生活理念。

凭借其宏伟的愿景和强劲的发展势头，达马克正在塑造新一代奢侈

生活。

由电脑生成的阿联酋迪拜码头区DAMAC Heights公寓图。
*截止2018年6月30日的数据。



与范思哲家居的其他
合作项目 DAMAC TOWER

是拥有“中东巴黎”美誉的贝鲁特城市中一座顶级标志
性建筑。

坐拥 Solidere中心地段，楼高28层，室内装修由范思
哲家居倾力打造，为住户提供一个尽享活力之城极致生

活绝佳机会。

• 于2017年交付

• 楼高28层

• 82套公寓

• 建筑总面积407580平方英尺

• 带有独特设计的阳台

DAMAC RESIDENCES公寓是位于吉达滨海路
的一座顶级塔式高层住宅。

屡次获奖的Al Jawharah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高档住宅行业树
立了一个新的标杆，其部分豪华住宅室内装修由范思哲家居

倾力打造。

• 于2015年交付

• 楼高46层

• 61套公寓

• 建筑总面积935330平方英尺

• 带有独特设计的阳台

• 单间公寓、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四居室公寓、顶层公寓



销售中心

营业时间：10:00-18:00

伦敦市布朗普顿路100号，哈洛德百货公司对面，四楼
邮政编码SW3 1ER

电话：+44 207 590 8050
电子邮箱：sales@damactower.co.uk
官方网站：damactower.co.uk

室内设计理念 首席建筑师

一切平面资料，比如规格、图片、示意图、布局、照片等仅作说明用途。布局和个性特色、规格与物品可能有
所不同，或者由相同标准和风格的布局、特色、规格与物品代替。以上材料在印刷时皆为正确，不过必要时可
以无需通知进行更改。规格仅表示规格的质量和风格，可能并不完全代表开发中的实际规格。除非明确以书面
形式纳入合同，否则规格和平面材料不构成任何合同或保证的一部分。

MARKETING 
SUITE



DAMAC Tower Nine Elms London由九榆树地产有限公司开发。九榆树地产有限公

司是达马克地产国际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家全资子公司。2018年8月（中文版本）

NOVEMBER 2018 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