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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在园区土地上的大型奢华别墅 
--配备室内室外 2个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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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型：

地理位置：

建筑年份：

翻修：

占地面积：

座落在园区物业土地上的大型豪华别墅

索林根市 Solingen 

1964年, 1975 年扩建

2011年全面翻修 (包括窗户、电路、屋顶绝缘防寒    

层、地板、墙面、室内天花板、浴室、厨房等） 

2013年兴建了室外可加温游泳池，配备过滤系统和

泳池盖。

土地物业号 160 (可兴建房产土地)大概 3224 平方 

 米 

土地物业号 159和 161 (森林土地)大概 2364 平方 

米 

居住面积：       一层：  大概 228 平方米

室内游泳池   大概 77 平方米 

 (配备桑拿房、淋浴和卫生间)  

二层:   大概 114 平方米
------------------------------------------------------------------------------------ 

总面积:  大概 419 平方米 

居住空间储备：  阁楼 大概 12–20 平方米 (1间房) 

使用面积：   地下室  大概 90 平方米 

双车位车库 (可供暖):   大概 31 平方米 

房间数量：  9 间房, 其中 3 间睡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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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   3间浴室另加 1个客用卫生间 

 

耗能： 依据能量需求证书 120,6 kWh/(m²*a) ; 

                    主要耗能能源： 天然气 E，通过燃气电热联产技术

获取家用电能与热能 ( 设备安装年份：2006) 

 

供暖系统： Dachs-电热联产发动机（安装年份 2006）与壁挂式

锅炉（安装年份 2007）。此外，浴室中配备浴巾烘

干暖气片 

 

停车位： 可供暖双车位车库、双车位室外车篷以及庭院/室外

空地 2-4个车位 

 

房产概况：       此处大型豪华别墅拥有高达约 324 平方米的居住面         

                    积和 9 间房，并且在不久前进行了包括窗户、电   

路、屋顶绝缘防寒层、地板、墙面、室内天花板、

浴室、厨房等的全面翻修，是一处品质极为高档的

房产。室内配备游泳池、桑拿房和浴室的健身区以

及现代的可加温室外游泳池使居住在这里的生活质

量超乎完美。与此同时，它不仅座落在占地面积高

达 3224 平方米的古老园区土地上，而且还被同属于

此处房产的左右相邻高达 2364 平方米的森林土地环

抱其中，“在属于自己的私人森林里惬意散步”再

也不只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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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经由带有客用衣帽间和客用卫生间的宽敞厅廊

进入别墅的一层。从这里您可以进入其他房间，以

及配备室内游泳池、桑拿房、酒吧、淋浴和卫生间

的健身区。位于花园一侧的客厅里阳光通透，开放

式壁炉更增添了整个客厅温馨的家居感。客厅旁边，

同在花园侧的，还有一间台球厅和厨房。厨房是特

殊订制的，配备各种米勒 Miele 和西门子 Siemens

品牌的高档嵌入式家用电器。从客厅、台球厅和厨

房，您都可以通向宽敞的被屋顶部分遮盖地室外露

台。厨房外一侧的露台还安装了壁炉和电视，高档

舒适的室外沙发可以容纳 12 个人在此共度愉快时光。

另外，位于一层的还有带有阳台的办公室与客房。  

 

主卧室位于别墅的二层，它大气、明亮而谧静，能

为繁忙劳碌的您提供一个高品质的休憩空间。主卧

室旁是一间非常时尚、宽敞的衣帽间和豪华浴室。

衣帽间可以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轻松地被改建成儿童

房或者另外一间卧室。此外，二层还有一整套包含 1

间开放式厨房、2 间卧室和 1 间浴室的独立公寓，能

为您的家朋在到访期间提供温馨的私人空间。 

 

别墅的部分面积是设有地下室的。除常规的技控室，

地下室还有一间储物库存房与洗衣间供您使用。 

 

面积高达约 3224 平方米的园区物业土地上独具匠心

地复杂栽种着各种树木与灌木丛。园区内设有 LED

照明系统、一个滚球球场和一个大型室外可加温游

泳池。游泳池配备了现代的电动泳池盖和过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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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处宽敞的花园露台更是让人驻足难忘、流连忘返。

而高新科技的花园除草机器人将每日帮助您完美地

解决园内除草工作。  

 

                                              与园区土地左右相连接的是两块同属于此项房产的

的森林土地，面积共高达 2364 平方米。加上园区土

地，此项房产的占地面积共计 5568平方米。 

 

根据需求，您还可以付额外费用购得别墅内的家具

与家电。 

 

 

房产特点：   + 室内游泳池 (8 x 4 米) 带有桑拿，可供 4-6个人共 

/配置                                   同使用 

                                              + 室外游泳池 (7,5 x 3,5 米)，配备泳池盖与过滤系统 

+ 双层玻璃的高档木制窗户 

+ 浴室内安装了时尚高档的浴巾烘干暖气片 

+ 一整套独立的客用公寓 

+ 电动百叶窗 ( 通过 总线系统遥控 ) 

+ 台球厅 

+ 正对东南方向的宽敞室外露台，被屋顶部分遮盖，  

靠近厨房的一侧安装了室外壁炉与电视。室内游泳  

池外一侧的室外露台则正对东北方向。 

+ 配备家庭服务器的总线系统 ( 摄像监控技术、气  

象台、电动中央控制供暖系统、指纹扫描开门仪 

等 ) 

+ 报警防盗系统，可以调控成“在家”与“无人”的

两种监控模式，并设有防盗报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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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了嵌入式壁炉的客厅 

+ 衣帽间、浴室都配备高档壁橱 

+ 有机玻璃与特殊定制的 LED照明系统 

+ 酒吧与聚会厅 

+ 独立工作的草坪机器人（无绿色废物） 

+ 在所有房间与室外露台都能使用网络 

+ 特殊定制的厨房配备米勒与西门子高档品牌的家用

电器，厨房工作台由天然大理石打制而成（定制年

份 2010）。 

+ 花园内的滚球球场 

+ 长达 45米的私人车道 

+ 供给花园与洗衣房的雨水再利用设备（4000升） 

+ 独具匠心、令人流连忘返的园艺 

 

   还有更多… 

 

地理位置： 索林根市拥有 16 万居民，处于杜塞尔多夫和科隆两

大都市之间，通过 A46 和 A3 两条高速公路，驾车 30

分钟您即可到达其中任何一座都市。  

 

此棟豪华别墅位于索林根市最炙手可热的高档园林

住宅区内。临近的森林与自然风景区为青老年人提

供了广泛的娱乐休闲活动好去处。  

 

幼儿园、学校和商店也近在咫尺，驾车几分钟内即

可到达。  

 

商店                              4 分钟车程  

公共交通站点                 5-8 分钟步行  

最近的火车站                           7 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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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波恩飞机场     30 分钟车程 

杜塞尔多夫飞机场    28 分钟车程 

最近的医院      11分钟车程 

高中      6 分钟车程 

小学      5 分钟车程 

杜塞尔多夫大学      24 分钟车程 

伍伯塔尔大学     30 分钟车程 

高速 A3   5km / 10 分钟车程 

高速 A46    9km / 19 分钟车程 

房产购买价：  1.130.000,- 欧元 

买家所需付的佣金：  3,57 % (包括 19 % 的增值税) 

此项房产介绍只为您而制定，并且享有保密性。其中的各项信息都是在最准确的专门考察后得出的，然而我们不能为
其完全的准确性做出保证。此项房产介绍只为我们的直接房产信息接收人而制定。如此项房产介绍的接收人在没有告
知并获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将其内容公开给他人，此接收人必须向我司支付全部的佣金损失。如此项房产介绍接收人
在没有我方参与的情况下签署了购买房产合同，此接收人有义务告知我们并缴付佣金。房产证书经公证处正式公证后，
我方即有权在最短时间内获得相应的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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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介绍 

 

 

大气的厅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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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介绍 
 

 

 

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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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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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介绍  

 

 

 

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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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区内的桑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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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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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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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高空俯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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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房产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