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大师级的开发案

就是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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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概观
我们是谁？

民丹岛度假胜地占据整个印尼民丹岛的北部，民丹岛是位于南

中国海廖内群岛的最大岛屿。这个总面积18,000公顷的开发案

是由	PT Bintan Resort Cakrawala 以及其联营公司来总体规

划和管理。这个地区包括了屡获殊荣的度假村、大师设计的高

尔夫球场、以及颇受欢迎的休闲娱乐设施和旅游景点。

这颗被隐藏的宝石是一处世界级的度假胜地，落座于洁白的沙

滩和葱郁的树林里，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保安和稳定系统。这

个地区只限度假旅客和度假村员工进出。



由新加坡和印尼双方政府合作开发的民丹岛度假胜地

创始于1990年，是一处国际和区域性可投资的旅游景

点，且受到双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民丹岛度假胜地在

2009年被指定为自由贸易区，享有特别税务优惠以鼓

励投资。除此之外，印尼政府还指定此地为国家资产级

此新加坡－印尼合作联盟致力于开发此区域，创建必要的基础

设施，为各个设计中的开发案找寻适合的投资者。从初始合作至

今，合作联盟在民丹的投资和行动已经为这个地区的卓越表现贡

献出全新的功能和组件。此合作联盟也从此发展为一家在新加坡

股票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称为	Gallant  Venture Ltd。自从	民丹

岛度假胜地	(目前为		Gallant  Venture Ltd  旗下的子公司) 
在1996年正式成立，以及2006年	Gallant Venture Ltd 在新加坡

股票交易所	(SGX)	挂牌上市至今，以下各项建设都已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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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区’，罢工或骚乱将不备允许。

由海上连接民丹岛到新加坡和巴淡岛的渡轮和码头系统					

大型蓄水池、供水处理和分配系统以提供充分并达到

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饮用水

	

独立自持的电力发电系统

	

光纤电讯系统

	

符合新加坡标准的道路系统，连接班达民丹特拉尼(BBT)

渡轮码头和民丹岛度假胜地内所有的度假村和区镇。

	

加强原有印尼旅游警察的私人警力

	

私人消防和紧急应对基础设施，备有受训于

新加坡的督导级消防人员

	

健康管理系统以对抗蚊虫和一些此区特有的疾病。

自从引进此系统后，民丹岛度假胜地已经被宣布为

‘无疟疾’区

•	 环境控制系统以确保此地产的自由生态平	

	 衡（白色沙滩和自然绿色丛林）能被维持

•	 提供员工住宿的市镇备有当地食品和零售	

	 店铺

卓越的设施和现代化的基础设备造就了民丹

岛度假胜地赢得一些殊荣，如由I-S杂志所颁

发的‘最佳周末去处’、由M&C亚太金牌奖

的‘最佳高尔夫球场’和由伦敦世界旅游交

易会（World Travel Mart, London）	所颁发

的‘WTM1997年全球奖’。

我们是做什麽的？

在民丹岛度假胜地，我们提供度假村业者完整

的总体规划和支援服务，包括：

•	 渡轮服务和码头营运

•	 景点营销和推广

•	 产物租赁和员工住宿

•	 地产和市镇管理

•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支援如道路、

	 饮用水、稳定的电力供应

•	 重要服务机构如消防、保安、环境和

	 社区支援

这小册子是为谁而制？

六月湾有满足每个人的一些东西　－无论您是

经验丰富的开发商正在找寻您的下一个开发

案、活跃的企业家探寻商业投资机会、或是寻

找梦想中度假屋的个人。

六月湾是一个特殊的投资提案，它不仅提供诱

人的财务投资回报潜力，它也容许您成为协助

改造民丹岛为首选世界级生活所在地的重要

功臣。

加入我们在六月湾的旅程吧　－　它任由您来

开发。



 第二章: 

我们为您提供了什麽？
六月湾是一个优质的亚热带海滩度假村开发案，位居印尼的民

丹岛占地超过1,300公顷。近邻国际知名度假村如民丹悦榕庄和

民丹岛地中海俱乐部，六月湾建案包括度假村、住宅和商业用	

地产。

有意参与这项另人振奋计划的投资者可根据个人的承担能力和

投资眼光来挑选适合的投资项目。



民丹岛度假胜地的中心
沿着民丹岛风景如画的北部滨海地区，位居中心位

置的六月湾发展案离班达民丹特拉尼 (BBT)渡轮

码头仅15分钟车程。这项开发案是为了完成将

六月湾开发案是一个经过总体概念设计的度假村，

有多样化的开发机会选项，包括：

•	 度假村酒店和住宿（滨海和湖畔）

•	 沙滩村

•	 商业混合使用

•	 店屋

•	 住宅混合使用

•	 海滨住宅

•	 住宅地产

•	 共管住宅用地

•	 高尔夫球场

•	 森林敏感地区开发（住宅区和度假村）

•	 教育和休闲娱乐

亚洲第一个经过总体概念 

设计的度假村

六月湾开发案的中心点即是六月湾沙滩村	

(Lagoi Bay Beach Village)，是活动和生活休闲的

地标，也将成为民丹岛度假胜地的代名词。就好比

普吉岛的巴东海滩，和巴里岛的库塔海滩。占地大

约20公顷，比起岛上的其他任何地方，这座沙滩村

将会有最密集的商业、休闲和娱乐活动，且都在脚

程可到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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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规划和专业管理

六月湾的总体规划是由	Gallant Venture Ltd 
和其子公司所开发。Gallant Venture Ltd 
从1990年代开始，就是巴淡岛工业园区和

民丹岛度假胜地的综合总体概念设计和开

发商。它的主要股东包括三林集团	 (Salim 
Group)、Parallax Venture Partners Ltd 、
胜科工业园区	 (SemCorp Industrial Parks 
Ltd) 和	Ascendas Investment Pte Ltd。

完善的基础建设和世界

级的管理

整个六月湾开发案将可享受由	 PT Bintan 
Resort Cakrawala	 所提供完善的世界级基

础建设、公用事业和支援设备，包括稳定

的电力供应、光纤电讯系统、24小时紧急

应变中心、消防队、保安、环境控制、医

疗支援和市镇维修管理。

度假村设备延伸到海岸线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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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地块边界线

森林保留区

地块识别码
A  住宅混合使用

B  滨海度假村

C  共管住宅用地

E  教育和休闲娱乐

R  住宅地产

SEW  废水处理设备

T  市镇中心混合使用

六月湾

插图A

插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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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远景
创造一个高品质的开发案，提供各类旅游、度假村和

土地使用规划

在对现场土地的开发潜能和物理特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之后，制定了土地使用规划图，完成个别

地块分割。这些地块将逐步卖给投资者，投资者有责任规划和设计自己的地块，其设计必须符合

总体规划指导纲领，且须经过民丹岛度假胜地的批准。

住宅设施和兼备商业和休闲机会的功能。与此同时，

还能保护此宝贵沿海地区的自然美景。

当开发完成时，未来六月湾的特点将会是		:

兼具度假村、住宅和商业设备，能够与天然海岸线和

大自然森林区和平共处

安全、迷人和实用功能的环境，同时提供住宅生活和

休闲活动所需

提供住宅居民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不受到旅游活动的干扰

稳定、可靠和有效率的公用事业设备，水务和通讯技术网路

土地使用规划的要素为：

•	 宽广的混合使用区

	 至少总开发面积的35%将被预留为开放

	 空间、休闲和立地保护用途

•	 环境保护

	 设计森林保护区和其他的植被敏感地区

•	 道路交通网

	 一套内部道路网设备(i)开发建案范围内可	

	 供车辆行驶的便捷交通，和(ii)	通往度假村	

	 和私人住宅区的专用道路交通管制。

•	 沿海行人专用走道

	 所有沿着滨海前滩的发展地块都必须以涨	

	 潮水位高度的平均值来预留后推空间，以

	 备未来建构行人专用道所须。

•	 内陆湖

	 新挖掘的湖是从现有的低洼沼泽地改建	

	 的，它为商业、住宅、旅游和其他举措提	

	 供了滨海地利。

•	 度假村

	 11块大型的分割地块面积不同（从2.6公顷				

	 到21.5公顷不等），最低的建筑占地面积和	

	 错开的建筑高度限制让现有的滨海风景尽	

	 收眼底。

•	 沙滩村

	 整个民丹岛度假胜地的活动中心，从滨海	

	 前滩一直延伸到内陆湖。

•	 住宅开发

	 低密度的住宅开发案完整的分布在山脚丘	

	 陵地，只有少部分的滨海住宅地产提供了	

	 整个六月湾和新加坡海峡的景致。

•	 共管住宅开发

	 大型的共管住宅开发案（从3层楼到

	 10层	楼）将集中在新挖掘的湖岸区。

•	 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会所

	 提供建造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会所的机会



第三章

就是您吗？
六月湾是一个等待被发现的秘密。许多人将渴望拥有这世界级

的发展地产，但只有少数能如愿以偿。您是否是一位俱有创作

力的投资者正在找寻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产投资机会呢？六月

湾将能启发您建造属于自己的梦想度假村、别墅或休闲娱乐地

产。六月湾由您来开发。



黄金地段

我们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多样的地块选择	–	从

别墅住宅到精品酒店和拥有500间客房的度

假村，还有餐饮和休闲娱乐设施。所有地块将

享受便利的直通道路、供电、食用水、通信网

路和废水管理服务。

滨海地块

11块土地已被分割预留为开发滨海黄金地

段建案。每一个地块都能享有直通滨海的便

利，距离从150到400公尺不等、六月湾全

景以及地点靠近中心位置六月村的优势。因

其区域的优势和海湾壮观的景色，此地段可

被开发为综合度假村住宿	–	包括滨海度假别

墅、套房和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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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餐饮选项种类繁多，有享受自然海风的露天

餐厅、精致美食餐厅、家庭式餐厅、酒吧、快

餐等，可设立于六月沙滩村中心或湖畔。是

您拓展分店或开创新店面以满足新访客或附

近居民的大好商机。

健康与保健

经营医疗或健康业务的业主将可在六月湾找

到新市场。湖畔和田园诗般的周遭环境将如

天然磁石般吸引渴望舒缓放松的水疗爱好者

的青睐。何不成为第一个到六月湾设立品牌

的业者！

任您来租赁
六月沙滩村是位处整个开发案正中央的购物和娱乐

中心。这个地标将会是度假村旅客和六月湾居民最主

要的活动中心。

无论您是正在寻找拓展业务地点的商业业主，或是设

立新企业的精明企业家，六月湾有各种适合的地段和

面积供您选择。民丹岛度假胜地也设计了许多现成的

购物和商业场地，加上诱人的租赁配套让您能随时轻

松开业。

零售

提供品牌业者一个吸引旅客和居民到悠闲环

境购物的大好机会。诱人的租赁条约和现成

的购物和商用地产，有各种面积和地点供您

选择。

休闲娱乐

开设一个休闲娱乐事业，享受到民丹岛度假胜

地旅游的现成人潮。无论您是筹办一处水上

活动中心或娱乐场所，都将受到当地居民、访

客、旅客和团体的经常性光顾。

任您来开发
如果您是一位地产开发商正找寻一处具有投资回报潜

能，并且有机会在洁白沙滩和葱郁树林的大自然景观中

建造另人惊叹的地产契机的话，没有其他地方比六月湾

更适合您了。我们提供多重的选项让您来探索：

湖边地块

稍微偏近内陆，落座于淡水湖南岸，有一处独

特的地块正依畏在热带雨林的六月湾。这个

地块适合建盖水上别墅，在整个民丹岛度假

胜地里绝无仅有，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度假村

体验。旅客可轻松搭乘小船或水上德士跨越

淡水湖而到达六月沙滩村。

沙滩村地块

落座于六月沙滩村的37块地块，面积从0.2公

顷到1.1公顷不等，适合建造精品酒店（可达

60间客房）、零售商店和餐饮店。某些地块已

经被进一步分割成65平方公尺到150平方公

尺不等的小单位以满足小型投资者的需求。

所有地块离海边仅数步之遥，大部分的地块

都享有直接面对六月沙滩村行人步道的地利

优势。直接面对六月村行人步道的地块被区

分为‘混合使用’，将会有各式零售、健身、

餐饮店的功能。除此之外，某些地块将享有面

海的独特优势。



正在进行的住宅开发案

建造住宅的开发案已经在六月湾如火如荼的展开。

寻找投资机会或度假屋的个人或许可以即刻考虑以

下的建案：

•	 Pandai Indah 
	 落座于滨海黄金地段的162栋高级度假村别墅

	 住宅。

• Aranya Lagoi Residences
	 栖息在黄金地段山顶上的244块精美地块，享有	

	 全貌的南中国海、质朴的湖面、葱郁的树林和	

	 青翠的高尔夫球场景观	。

任您来决定生活方式 
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丹岛度假胜地将推出位于六月湾

可被开发成私人别墅、集体住宅或共管建筑的住宅地

块。正在寻找独特度假屋或退休屋且独具慧眼的投资

者也可以考虑选择各类即将建成的别墅单位或公寓酒

店性质的地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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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为何投资？
民丹岛度假胜地享有罕见的奢侈，它同时具备有高尚的自然美景

以及‘基础设施完备’的状态。在供水、电力、保安、电讯和道路

方面，我们已经准备完善。投资者可以即刻与我们合作开发他们

梦想中的度假村、别墅、零售或休闲娱乐场所。民丹岛度假胜地

还拥有20年总体规划和提供基础设施支援的经验，我们在这方面

的经验丰富可以协助投资者减低执行上的风险。



投资民丹岛度假胜地里的六月湾
民丹岛度假胜地以其世界级的基础设施而闻名。 

他已经是一处建立完善的市场，每年吸引将近50万旅客。

六月湾理所当然地享受了许多竞争上的优势，使其成为

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建案。

主要投资亮点 
地点卓越，享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六月湾地处东南亚的中心，靠近新加坡。从新加坡搭乘

渡轮只须45分钟船程。或可通过2个国内机场抵达。

其中一个位处民丹岛的丹绒槟榔，另外一个则是位于

邻近的巴淡岛。2010年新加坡成功吸引了一千一百六

十万到访旅客，预计这个数字将在2015年达到一千七

百万。新加坡旅游局(STB)正在推动新加坡和民丹岛

度假胜地为结合城市和热带雨林沙滩度假的“双景点

旅游”配套。印尼政府当局也授予自由贸易区的地位

(免除进口/出口税、增值税 (VAT)、针对奢侈品和通关物

品所征收的营业税）以鼓励对民丹岛的旅游投资。

根据2007年UU第4号规定 (http://www.sjdih.depkeu.
go.id/fullText/2007/44TAHUN2007UU.HTM)，和

2007年PP47号规定 (http://www.sjdih.depkeu.go.id/
fullText/2007/47TAHUN2007PP.htm)

既定的国际度假村景点，备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

民丹岛度假胜地在2010年吸引了433,764位旅客到访。

这些年来，旅客到访人数逐年稳定成长，除了新加坡人

以外，印尼本国人以及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印度和

澳洲的旅客也对民丹岛度假胜地在国际间日益普及的盛

誉有正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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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而有力的主要投资商和显著的利益共同体

Gallant Venture Ltd 透过其子公司 Bintan 
Resort Cakrawala (BRC)，是民丹岛度假胜地

开发案的业者、总体规划师和经营者。作为民

丹岛度假胜地的主要投资者，Gallant Venture 
Ltd 将会与其他投资商密切合作以期达到成功

开发六月湾的目的。六月湾已经拥有世界级水

平的基础设施、完善的总体规划、电信通讯网

水和电力供应。

大型的综合开发案即将成为民丹岛度假胜地的

未来

六月湾开发案将结合度假村、住宅、医疗中

心、零售和多样化的餐饮、水上运动和休闲娱

乐设施。位居现有度假胜地的中心，六月湾将

是民丹岛度假胜地里各类活动的主要枢纽。

结合村落和市集的六月湾沙滩村 (Lagoi Bay 
Village) 将成为民丹岛度假胜地最受欢迎的聚

集点。

显著降低投资风险

因为以下的因素，投资六月湾计划的风险有显

著的降低：

•  土地所有权期长：Hak Guna Bangunan  
 (HGB) 几乎是永久持有租赁的所有权。

 所有权可转让。所有权也可以向银行抵押 

 贷款。

• 改善的房地产投资环境：因其政治改革的 

 助力，印尼房地产的概况有显著的进展。 

 印尼目前的房地产透明度指数已和泰国、 

 菲律宾、南韩和印度等国家旗鼓相当。

• 强而有力的主要投资者：Gallant Venture  
     Ltd 有超过20年的营运经验、策略伙伴关 

 系、总体设计和土地使用规划方面经过验证 

 的实力，且有和知名酒店集团共同缔造成功 

 伙伴关系的辉煌战绩。

• 完善的酒店市场：民丹岛度假胜地是一处行 

 之有效的度假景点，有着强劲的增长驱动力 

 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民丹岛度假胜地拥有超  

 过15年的经营历史，有知名酒店品牌和综 

 合互补性设施的加持，是东南亚一处认同度 

 非常高的度假旅游景点。



24 25

t

投资容易
民丹岛度假胜地国际有限公司 (B intan Resorts 
International Pte Ltd) 会提供相关资讯来协助您执行

投资分析。已经承诺购买的投资者也可针对拟建项目

向我们的度假村开发团队征询详细的分析。

除了可靠的基础设施和支援，总开发公司 Bintan 
Resort Cakrawala 还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可以协助

我们的投资者和开发商申请建筑、入出口和工作

准证。公司还协助将政府的相关资讯发送给度假村

经营者。

业者和经营者也可以在营销策略上和	Bintan Resorts 
International 的景点行销团队合作。我们相信在和我

们的度假村业者和商业经营者合作的情况下，在吸引

游客和顾客到六月湾的努力必定能够达到更佳的品

牌行销和策略上的协同效应。

过去和预计到访旅客人数

2011年依国籍分列的到访旅客人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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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印尼投资指南
在这个段落里，我们编录了针对在六月湾和印尼投资

可能被经常问到的问题以及回答供您参考。

投资经常性问答
什麽是外商直接投资公司？为什麽我需要透过它在印	

投资？

外国人在印尼投资必须透过外商直接投资公司-或

Penanaman   Modal  Asing  (PMA)。您可以透过国家的

投资服务机构	 Badan Koordinasi Penanaman Modal 
( BKPM ) 来申请外商直接投资 (PMA)	执照。BKPM	 在

印尼各个省份的省都都设有代表处，以及在某些国家

如澳洲、日本、台湾、新加坡、英国和美国也设有代

表处。BKPM也有设立国家投资单一窗口	 (NSWi ) 的网

站，投资者可以透过网站	http://nswi.bkpm.go.id	 	

申请投资执照，您也可以透过这个网站找寻更多有关印

尼投资的相关资讯。

创立外商直接投资公司的标准为何？

只要2方或多方之间有同意协议来执行商业活动就可以

申请一间外商直接投资公司	 (PMA)。印尼政府为了吸引

外商到本国投资，外商投资责任有限公司时，在所有权

上并没有限制。比如，在外商直接投资公司里的各方可

以是非印尼居民的个人或机构。

然而，印尼国内的某些产业只保留给当地人参与，外商

投资可能面临所有权上的某些限制。这些产业项目在总

统令	 (Keputusa Pres iden)   第36/2010号的投资否

定列表	(Daftar Negatif Investasi or DNI) 中都有明列。

地产拥有权经常性问答
在印尼地产拥有的系统结构为何？

印尼有4种相关的土地所有权管辖于1960年第	5号法令，关于土地事物基础的基本规定	。

土地拥有权类别 特点

1）	 Hak	Milik	(HM)	
							或称所有权

•	 可继承土地权利，最强和最充分的土地权利

•	 可转让和向银行抵押贷款

•	 仅印尼公民可拥有

•	 在符合政府所规定的条件下，可准许大企业

					机构拥有

2）	 Hak	Guna	Bangunan																																									
							(HGB)或称结构使用权	
	

•	 一个可在非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建构和拥有建筑物										

				的权利，期限不超过30年，但可延长

•	 可转让和向银行抵押贷款

•	 可被印尼公民和在印尼注册成立并设藉印尼的

					公司拥有

3）	 Hak	Pakai	(HP)	
								或称使用权

•	 一个可以在国有或他人拥有的土地上，经过授予						

				某些权利和义务后，使用和/或收取土地上的生产				

				的权利

•	 可被印尼公民、设籍印尼的外国公民、在印尼注		

					册成立和留驻印尼的公司和设有驻印尼代表的国	

					外注册机构拥有

4）	 Hak	Sewa	Untuk	 		
								Bangunan	或称建筑租
							用权

•	 在付给地主一定数额的租金后，一个给于个人和

					企业机构使用土地并用于和土地结构相关目的的		

					权利

•	 可被印尼公民、设籍印尼的外国公民、在印尼注

				册成立和留驻印尼的公司和设有驻印尼代表的国	

				外注册机构拥有

欲获完整的信息，请参考http://www2.bkpm.go.id/file_uploaded/UNDANG-UNDANG-No-5-
Tahun-1960.pdf. 

在六月湾的土地为	 Hak Guna Bangunan (HGB)	 的法定拥有权。那是一种可更新的租赁

权，总租赁期为80年–细分为连续延长期限为30年、20年和30年。此拥有权之后可再延

续30年或50年。这个拥有权登记在国土局，可转让和向银行抵押贷款。



土地所有权的转让程序为何？

HGB 和 HP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必须到国土局

注册。Hak Sewa 土地所有权的赠与或转让给

他人无须到国土局注册登记。但为了获得更

大的法律保障，转让或赠与合同可以到公证

人处公正。

地产买主申请土地转让许可证	 (Jiin Peralihan 
Hak, IPH)		时必须呈交以下的文件:

•	 Akta Pendirian Perusahaan 
 (公司章程）

•	 司法部的官方公报　(Berita Negara)

•	 投资协调委员会的支持信函

•	 税务档案号码		(NPWP)

•	 投资公司的董事会委员及董事们的身份证

•	 土地拥有权声明

•	 土地使用和详细计划声明

•	 授权给	Gallant Venture	的代表以申请转让	

	 的授权书

•	 缴付全额的 BPHTB，一个购买土地和

					楼宇的税征费用

物业所有权或转让的费用为何？

持有物业的费用：

•	 土地和楼宇税(PBB)	–	0.5%的应课税值

		（课税值的设定为(i)物业价值不超过印尼盾	

				一亿为20%	(ii)	物业价值超过一亿为40%

• HGB	和	Hak Pakai 土地的所有权更新或延	

	 展费用：http://regulasi.kemenpera.go.id    

     /upload/9_PP%20No%2046%20Tahun%

     202002.pdf 

HGB的计算程式：

•	 30年期限：1%	(NPT-NPTTKUP)	x	50%
•	 少于30年期限：(期限/30)	x	1%	

 (NPT – NPTTKUP)	x	50%

物业卖方必须缴付：

•	 出售土地和/或楼宇的所得税	-	

	 交易价格的5%

物业买方必须缴付：

•	 土地转让税 (BPHTB)	-交易价格的5%

			（物业价值超过印尼盾六千万）

•	 民丹岛度假胜地内	-	0%增值税和奢侈税				

			（自由贸易区）

•	 公证人费用	-	大约为交易价格的0.5%

•	 印花税	–	印尼盾六千

土地和/或楼宇租赁

•	 租赁土地和楼宇必须缴付10%的税金

租赁物业的程序为何？

双方同意的物业租赁合同无须到国土局登

记，但为了得到更大的法律保障，双方可以到

公证人处公证。

地产拥有权经常性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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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成的机会洽讯

电话：+65	6389	3714

电邮：enquiry@lagoibaybintan.com

网址：http://www.lagoibaybintan.com	
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

Gallant Venture Ltd 子公司

为您呈现

这里所提供的讯息（包括地块细节）仅供参考。不得被解释为	PT Bintan Resort Cakrawala	针对相关地块所做任何性质
上的陈述或保证。任何人不得以此作为地块相关的判断依据。有意投资者必须自行考证以作为投资的完全凭据。

Bintan Resorts International Pte Ltd 2011年版权所有。所载资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任何技术上或编辑上的错
误或遗漏，BRI	概不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