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莲花台





心之所向，爱之所往





The very centre of your heart is 
where love lives.

本公寓分为2室户型和3

室户型,共有18套。一层的

公寓享有私人花园的配

置。其他楼层拥有宽敞的

露台,可以随时欣赏高尔夫

丰富的个人空间

球场及周边的水景,园景。

充足的自然采光,卓越的室

内设计,拥有一座家园,感

受一生幸福。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on eath.

在这座花园般的家,      
总有花一样的心情。

心灵对自然的守望,距离只在
咫尺之间。





The soul is here for its own joy.

露台,花园与周围的自然景观完美融合
独占美景,只有天空在你之上。

家是一部协奏曲,每个人都是
独特的跳跃音符。



远离都市生活的喧嚣,莲花
台为您提供了一个宁静的
港湾,让您的灵魂和感官得
到放松。在大自然的包围
下,每天都有新的体验。

亲近自然





PUN HLAING ESTATE 总体规划

仰光德威国际学校

Pun Hlaing 西罗亚医院

Pun Hlaing房产样板间

Pun Hlaing高尔夫俱乐部

会员俱乐部

Awei Metta 宾馆

行驶区

莲花园

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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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台场地 规 划

总有一盏灯,为晚归的人守
候~~
让爱带您回家~~
莲花台,等待只为您~~

在PUN HLAING
的核心地带





全景露台花园,见证惬意尊
贵的艺术生活。

Quality 
never goes out 

 of style.
山水有界,我心无疆



Orientation of plan may be reversed and purchaser agrees to accept the same. Actual usable space may vary from stated area. Dimensions, specifications and architectural detailing are subject to minor modifications. All renderings are Artist’s concept.

2两卧室户型1一层/
二层A栋

总面积
2,638.34平方公尺    
245.11平方米            

2,027.82室内面积    
606.11室外面积



Orientation of plan may be reversed and purchaser agrees to accept the same. Actual usable space may vary from stated area. Dimensions, specifications and architectural detailing are subject to minor modifications. All renderings are Artist’s concept.

两卧室户型2一层/ 
二层A栋

总面积
2,702.8平方公尺            
251.1平方米

2,029.43室内面积      
673.38室外面积



Orientation of plan may be reversed and purchaser agrees to accept the same. Actual usable space may vary from stated area. Dimensions, specifications and architectural detailing are subject to minor modifications. All renderings are Artist’s concept.

三卧室户型1一层/
二层A栋

总面积3,051.5平方公尺
283.5平方米

2,280.8室内面积770.77室
外面积



Orientation of plan may be reversed and purchaser agrees to accept the same. Actual usable space may vary from stated area. Dimensions, specifications and architectural detailing are subject to minor modifications. All renderings are Artist’s concept.

三卧室户型2一层/
二层A栋

总面积
3,116.1平方公尺     
289.5平方米

2,291.25室内面积  
825.5室外面积



公寓内部装修

l 所有浴室和盥洗室的  
墙面瓷砖

l 客厅,餐厅,浴室,佣人
室,大厅,走廊和阳台
的瓷砖

l 所有卧室的木制拼花
地板

l 装饰用实木复合门

l 带玻璃的铝制推拉门

l 带水龙头的多功能厅

l 清除室内多余油漆

l 卧室里的嵌入式衣柜

施工概要

l 钢混结构

l 砖石外墙和内墙

l 坡面顶用混凝土,平面
顶采用防水系统建造

l 铝制窗框与纱窗

l 车道和停车场

l 景观围栏

l 雨水排放及污水处理
系统

l 停车场

l 浴室地板和阳台防水

l 承重8人的三菱电梯

l 每个楼层的消防设施

l 遮雨棚的外部油漆

l 生物滤池污水处理

l 小区消防栓



l 陶瓷墙砖和防溅板

l 地板砖

l 厨柜

l 不锈钢水槽和水龙头

l 烤箱,冷藏柜

l 带有洗面盆,镜子的组
合浴室柜冷热水龙头

l 冷热水淋浴间

l 嵌入式水槽的化妆室

l 主卧室的浴缸及电路
系统

厨房相关

浴室相关

l 隐形电路

l 通用电源插座

l 整体照明

l 客厅和主卧室的电视线
路连接

l 卧室采用分体式壁挂
式空调,客厅采用隐
藏式中央空调

电路系统



远见未来,圈定高
端生活新腹地
以悠然之态,
尊享悠然生活。
以华丽之容,
彰显独特魅力。

Nature is 
life’s favourite home.





Panoramic.
秀美景观尽显眼底
惊现繁华都市的宁静,
彰显尊贵生活的从容。

Spacious.
超大露台,突破
视野的极限
动则繁花似锦,静则风景如画。

Pure 
Relaxation.

舒适便捷                                                           
完善配套,感受幸福人生。



Vibrant.
生活,运动,健康,一
个都不能少。
运动健身,休闲娱乐,
品茗聊天,志同道合
就在咫尺之间。

Exclusive.
左手现在,右手未来,
选择就趁现在
黄金地段,非凡生
活。在莲花台,崭
新的机会在等待
着你。

Easy 
Livimg.

家之极致,专注品位
传世新经典,享受
现在时。





YOMA LAND公司

Yoma Land是缅甸最知名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之一,本公司长期以来专注于高品质
和可持续的住宅,商业,工业和酒店开发,前身为Yoma Strategic Holdings。

YOMA战略控股有限公司
Yoma Strategic Holdings是一家集房地产,销售,汽车,农业物流,旅游业务于一体的
缅甸领先优质企业,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Yoma Strategic Holdings正
与Yoma Group的合作伙伴一起,采取综合经营的模式,在缅甸建立多元化的业务组
合。公司在2014年的治理和透明度指数中排名前10%,并在2015年第十届新加坡
企业奖中获得最佳管理董事会(银奖)。



Contact:

Yoma Land Home Sales

Club House, Pun Hlaing Estate Avenue 

Hlaing Tharyar Township, Myanmar

电子邮件: punhlaingsales@yomaland.com

网址: www.punhlaingestate.com

网址: www.punhlaingestate.com

仰光莲花园中文销售

微信: lotusgarden-y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