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求完美
的生活品质

在全球 20 0 座城市共同参与的排名中, 维也纳连续第 7 次荣膺

“美世（Mercer）生活质量研究”。全球最宜居城市 民主的社会风气、

稳定的经济水平、深厚的文化魅力，独特的风景名胜，使维也纳成为了一个理想、

舒适、安全的生活与居住之地。

¤  全球生活质量最高的首都城市 

¤  “绿色维也纳”：一半以上的城市面积由森林和公园覆盖

¤  自来水质达到直接饮用水平

¤  高效合理的交通和住房规划为世界树立榜样

 
¤  欧洲腹地的中立法制国家

¤  犯罪率低，社会满意度高

¤   位列全球富国排行榜前十名

¤  拥有多座世界著名医院，医疗体系优越完善

¤  世界一流的国际学校和大学 － 培养音乐和戏剧人才的圣地

¤  世界古典音乐之都

 
¤  不计其数的古典或现代歌剧，戏剧舞台

¤  驰名世界的咖啡文化，丰富多彩的美食餐厅

¤  具有 2000 年历史的维也纳 － 一座拥有传统之美的宜居城市





入住维也纳
享受皇家生活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世界名城，维也纳拥有着无穷的魅力。请在第一行政区展开您的探索之旅。

往日皇家之都的美景近在眼前。您可以漫步于 Tuch laub en 大街，享受那里优雅高贵的氛围。您也

可以欣赏斯蒂芬大教堂（Ste ph a n s dom）、国家歌剧院（St a at s op er）等华丽壮观的历史建筑。而

维也纳霍夫堡宫（Hof bu rg）、城堡剧院（Bu rg t he ater）和不计其数的博物馆、花园也将为您带来

视觉的盛宴。

¤  紧邻环路的顶级地段

¤  邻近维也纳大学、维也纳老股市大楼（ALTE BÖRSE），众多的文化机构近在咫尺

¤  到达斯蒂芬大教堂和名品购物大街只需几分钟步行

¤  人民公园和城市公园使您放松身心，亲近自然

¤  便利的公共交通和驾车出行条件

¤  距机场仅有 30 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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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之美与
现代风格的融合

© JP Molyneux Studio

能受邀负责 Pa la i s  S chot ten r i ng  Vien na  公共区域的修复和装修工作令我感到十分荣幸。在

今天这个相互交织的世界里，我们的客户群体不仅来自奥地利和整个欧洲，甚至遍布全球。

本次地产项目的卓越之处不仅在于这座全球首屈一指的魅力城市，而且还在于项目。所处的黄金

中心地段：被环路围绕着的维也纳历史文化中心。沿着享誉全欧的辉煌之路 － 环路（Ringstraße）， 

一座座重要的历史建筑鳞次栉比，引人注目。这些建筑是维也纳的象征，是这座艺术之城的象

征。2001 年，拥有千年历史的维也纳市中心古城区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除霍夫堡宫、维也纳国家

歌剧院以及艺术历史博物馆等公共建筑外，约6公里长的环路两侧伫立着一座座私家别墅和庭院，它

们均为欧洲著名建筑师的作品。

在当年奥匈帝国皇室贵族的宫殿之中，Pa la i s  S chot ten r i ng Vien na 位居中央。这座宫殿由威

廉·弗兰克尔设计建造，他的作品中还包括施雷辛格旧宫（d a s  a l te  Pa la i s  S ch le s i nger），萨赫酒

店（Hotel  Sacher）等地标建筑。

在本次 Pa la i s  S chot ten r i ng  Vien na  庞大的整修工程中，我希望能使这座著名建筑重现往日

辉煌。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Pa la i s  S chot ten r i ng  Vien na 必将成为一座举世无双的建筑作品。在

设计规划过程中，我一方面心怀对历史传统的敬仰，一方面着意为其赋予新时代的创意和灵感，体现

出维也纳多文化、多语种、多元化的城市风情。

胡安·巴勃罗·莫利纽克斯

（Ju a n Pablo  Moly neu x）



美景定制

Pa la i s  Schot ten r i ng Vien na 当年就是现代式皇家建筑风格的典范，也是 19 世纪繁荣时期建

筑风格的代表。“现代与历史的辉映，舒适与科技的融合。” － 这就是维也纳人世代秉承的文化理

念。经过翻新和改建后的 Pa la i s  S chot ten r i ng  Vien na 拥有四套皇家风范公寓和一套超豪华顶层

公寓。毫无疑问，它将成为维也纳最顶级的豪华住宅。

¤  个性化布局设计

¤  皇家风格高级公寓分别安置于 2 至 5 层（层高 3.80 至 4.20 米）

¤  超豪华顶层公寓（层高 3.50 至 5.20 米）

所有房间均为同层，私人电梯直达，景观气势磅礴，天台花园绿植布景

¤  拥有最先进的楼宇技术标准

¤  自带地下车库

© CUUBUUS Architects



满足最高需求
的顶尖服务水准

在被人们称为“B el le  Époque”的美好的繁盛时代，维也纳的社会中充满了乐观与激情。在这

一时期，经济的高度发展促成了当时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当年的时代精神和对新生活方式的追

求，在“新风格”皇家建筑 Pa la i s  S chot ten r i ng  Vien na  当中一览无余。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住

宅的建筑设计角度，也体现在整座地产的周边配套设施当中。种类丰富的服务项目也将为这里未来

的主人们提供一流的舒适生活。请尽享无懈可击的完美生活品质。

¤  全天候门卫守护  24/7

¤  家政服务   ¤  鲜花服务   ¤  私人保姆

¤  干洗服务   ¤  餐厅剧院预订

¤  管家服务   ¤  会议室

¤  宠物服务   ¤  私人教练   ¤  购物助理

¤  私人保安   ¤  烹饪及派对服务

© JP Molyneux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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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SRE SCHOTTENRING 18 REAL ESTATE GMBH

SCHOTTENRING 17/11, A-1010 WIEN

+43 1 310 12 11

INFO@PALAIS-SCHOTTENRING.COM

WWW.PALAIS-SCHOTTENRING.COM

ZIVILTECHNIKER GMBH 1010 WIEN

BÖRSEGASSE, +43 1 512 10 10, WWW.CUUBUUS.AT

合作伙伴

WEHDORN ARCHITEKTEN

ZIVILTECHNIKER GMBH 1050 WIEN

SCHLOSSGASSE 20, +43 1 544 06 44, FAX 01 544 4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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