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座落在园林土地上、经现代化豪华翻修改造过的
中世纪养老局和宫殿教堂 



旧时养老局
概况：  

宫殿教堂概况： 

占地面积：  

居住面积： 

使用面积：   

健身区面积：   

供暖系统：   

停车位：  

房产购买价：  

买家所需付的佣金： 

建筑年份 17 世纪，1934年 扩建 

1983年 / 1984年 翻修 

1993年 / 2003年 改造 

建筑年份 1914年，2003年进行了整体翻修与改造 

大约 17.231 平方米 

大约 290 平方米 养老局  
大约 180 平方米 宫殿教堂(二层)    

大约 470 平方米 总共 

另加阁楼的居住储备空间 

大约  90 平方米 养老局   

大约 180 平方米 游泳池 

大约 220 平方米 养老局与宫殿教堂的连接部分 

天然气集中供热系统,Buderus品牌,安装年份为2003年，绝大

部分面积属于地暖供热, 所有浴室都配备了高档浴巾烘干暖片 

2个地下停车库车位 

4.200.000 欧元 

3,57 %  (包括19 % 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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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豪华房产位于梅尔布什市东北部

Strümp与Ossum-Bösinghoven两区中间的

自然保护区内。尽管它拥有如此自然静

寂的地位位置，但是离市中心却很近，

并且拥有非常良好的基础设施。经由A44

号高速公路，大约15分钟之内，您就可

以到达杜塞尔多夫飞机场与杜塞尔多夫

繁华的市中心。  

高中、小学与幼儿园都在附近，骑自行

车即可到达。居住在这里，日常购物也

十分方便。此外，高尔夫俱乐部、网球

俱乐部以及各式骑马场也位于5-10分钟

的车程内。而距离最近的火车站开车5分

钟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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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概况： 
 

此处物业是一个历史悠久并被极为精心维护

的房产建筑组合，由中世纪养老局的部分建

筑以及改建后的宫殿教堂联合构成。它位于

一片高达15000平方米、近杜塞尔多夫市的古

老园林土地上。 

 

17世纪建成的养老局拥有一整层的地下室，

并于1934年被大规模的进行了重建。不久前，

此栋建筑曾经过了现代化地完整翻修与改造，

改造过程中，它被分成两部分。目前，其中

靠近宫殿教堂的右侧一半供出售。 

 

宫殿教堂同样于2003年被复杂地完整翻修与

改建过。极尽豪华又带有欧洲古典韵味的现

代化大型室内游泳池位于它的一层，二层则

是阁楼般优雅华丽的大厅，其独特的拱形式

屋顶使整间大厅显得更加高贵宏伟。位于地

下室一层的宽敞健身通道完美地连接了宫殿

教堂与养老局的右侧一半建筑。 

 

在独特的生活理念与豪华的配备基础上，此

处房产物业为居住在这里的人提供了能满足

最高标准的生活空间。而两栋建筑物内的设

备所达到的也是现代化的最高技术标准。 

 

   

此处房产物业属于佩施宫殿建筑组

群的一部分，但是这处中世纪养老

局、宫殿教堂以及相应的土地，无

论是在国家土地簿上还是法律上都

已经被从佩施宫殿中独立划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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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世纪养老局二层、面积高达65平方米的宽敞客厅内修葺了法式古
典壁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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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养老局的建筑格局 
 

一层： 

走廊  /  衣帽间 /  用餐区 / 厨房 

二层： 

客厅/  办公室 /  带有淋浴的客用卫生间 /  走廊 

阁楼层： 

3 间儿童房/ 家庭图书馆 / 配备浴缸的浴室卫生间 / 配备淋浴的浴室卫生间 

地下室： 
宽敞的走廊 / 客房 / 客用卫生间 / 储物间 /  兴趣爱好室 /  进入地下停车库

的通道 

阁楼: 

余留的扩建空间 

左图： 大气明亮的用餐间，临近厨房，室内古典的法式开放式壁炉使整个房间更富

有古典韵味（养老局一层）。  

 

右图：天然纯木订制的Woodworker厨房内，配备了La Canche的天然气炉灶以及

Gaggenau与Müller品牌的电器（养老局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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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养老局与宫殿教堂的地下通道被设计成了现代而古典的健身区，
健身区内设有蒸汽浴、桑拿房以及带有大型淋浴的日光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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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殿教堂的阁楼拥有独特而宏伟的拱形屋顶以及两个古典的法式开放式壁
炉。阁楼的地面铺布的是法国17世纪的纯木地板。高达8.5米的玻璃落地
窗使整个房间更加通透、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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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殿教堂的建筑格局 
 

地下室与健身区: 

主卧室 / 2 间浴室 / Woodworker品牌的储物

厨房 / 更衣室 / 卫生间 / 蒸气浴 /  带有

大型淋浴的桑拿房与日光浴房/ 配置了空调的

红酒房 / 地下室储物间/  技控室/  宽敞的

走廊/  大厅  

一层： 

室内游泳池/ 按摩浴 / Woodworker品牌

的储物厨房/  卫生间与浴室 /  大厅 

二层： 

拥有拱形屋顶、玻璃落地窗以及地面玻璃元

素的阁楼/  家庭图书馆 /  2 处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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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匠心设计成景观花园的园林土地上
不仅有一个池塘，而且还生长着珍贵的
古树和被修剪整齐的树篱。夜晚，园中
还可以开启现代的照明系统，使整个花
园更富有浪漫情调。 

+ 独特的生活理念与奢华的配置为居住
在这里的人提供了最高标准的生活空间。 

+ 连接养老局与宫殿教堂的地下通道被
设计成了现代而古典的健身区。健身
区内设有蒸汽浴、桑拿房以及带有大
型淋浴的日光浴房。 

+  二层的宫殿教堂拥有独特的拱形屋顶
以及大型古典玻璃落地窗。 

+  宫殿教堂的一层内是设计独特的大
型豪华游泳池，它使用的是Sicci马
赛克瓷砖和出产于法国勃艮第的钙质
砂岩。 

+ 宫殿教堂的阁楼拥有独特而宏伟的拱
形屋顶以及两个古典的法式开放式壁
炉。阁楼的地面铺布的是法国17世纪
的纯木地板。高达8.5米的玻璃落地窗
使整间房更加通透、明亮。 
 

+  经精细打磨过的墙面、屋顶 

+  养老局建筑室内的木制框玻璃落地
窗与宫殿教堂内的钢架玻璃落地窗 

+ 优雅的双扇玻璃门 

+  众多特殊订制的手工木制家具，比如
嵌入式木制橱柜、墙板和家庭图书馆的
木制书架。 

+  位于养老局主楼二层、面积高达65平
方米的宽敞客厅内修葺了法式古典壁炉 
 

+ 大气的用餐间，临近厨房，室内的
古典法式开放式壁炉使整个房间更富
有古典韵味。  
 

+ 天然纯木订制的Woodworker品牌的
厨房内，配备了La Canche的天然气
炉灶以及Gaggenau与Müller品牌的
电器。 

 
+ 高档的浴室（Dornbracht品牌的瓷
砖、Grohe品牌的浴室配件）和客用
卫生间内，部分洗手池采用的是法国
钙质砂岩。 

 

+  最新科技的报警系统（VdS-认证） 

+  多功能室内Linn品牌的音响系统 

+  教堂内的总线系统实现了对各种设备
的灵活遥控。 

+   Menerga 品牌的空调和通风系统 

+  瑞士品牌RSL的灯具 

+  配置了空调系统的红酒室 

+  采用高档碎石以及比利时上等蓝石
砖铺成的多处室外露台 

+  地下停车库有直接通入主楼的通道 

+  花园由部分水井自动浇灌（时间控
制） 

+  还有更多 

房产特点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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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É 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Cecilien大街  54 / 55号 电话： +49  (0)211  -  890 36 90 

                  杜塞尔多夫市            传真：+ 49  (0)211  -  890 39 99 

       邮编： 40474                     邮箱：info@robine-projekte.de 

网址：www.robine-projektmanagement.de 

自1989年起, ROBINÉ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便为客户提供来自杜塞尔多夫
市以及整个北威州高档房产物业的实时信息与专业咨询服务。现在，我们
可以回首的是与客户建立的近25年的信任合作关系。 

 

除了优质物业的营销，我们的服务业务还包括土地收购、项目开发与管理

以及在杜塞尔多夫市最佳地段兴建高档直接可入住的新楼盘。 

 

此外，我们还以现代而专业的方式重新规划长久滞留的房产物业，以引

领它们更加市场化。对于我们来说，项目管理即意味着为客户提供最高

信任度的全方位服务--无论是销售、改造或是对房产物业的重建。 

董事长：  Harald Robiné先生 

优质房产物业的规划、兴建与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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