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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豪华住宅缔造者 - Richstone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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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屡获殊荣的房屋建筑商 Richstone Properties在打造精致豪华住宅物业方面拥有超过 20 年的经验。其物业在英
国、欧洲和毛里求斯出售和出租。 Richstone Collection 是他们于毛里求斯、法国和伦敦的独家物业组合,提供人员

这个冬天比羽绒服时
髦的选择就是它

入冬四件套没它我不
看？这是一张50款羽
绒服种草清单

配备齐全的精选租赁。

3. 去看《长津湖》，不只因为有顶...
4. 最萌韩剧《柔美的细胞君》，普...
5. 2021年，你最想庆祝的一件事是...
6. 穿了那么多年牛仔裤 这条“没...
7. 看完《鱿鱼游戏》并不够 撞色...
8. 56岁的她仍想谈论爱和欲望，这...
9. 冬天想要保暖还要辣 有可能吗
10. 从希尔顿大小姐到舒淇，最美的...

Langdale House 是一栋拥有 7 间卧室的别墅,配有酒窖、娱乐室和健身房。位于 伦敦Roehampton Gate SW15。
市场价为 10,250,000 英镑。
2020年,伦敦的超豪华住宅销售量问鼎全球,表现优于纽约和香港等传统竞争对手;莱坊预计,2020年至2025年英国房
价累计涨幅为24%,年涨幅约4%至5%。作为一个充满魅力和无限可能的国际城市,伦敦的超级豪宅市场已摆脱“脱
欧”的影响,这也证实了英国是世界领先的财富目的地。
此外,数据显示,富裕的海外买家一直在减少对高端公寓的投资,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伦敦庞大的豪宅市场,以寻求更大
的隐私。
总部位于伦敦的Richstone Properties,是英国、欧洲和毛里求斯顶级住宅供应商之一,但他们却远不止是一家房地产
开发商。
超豪华住宅的缔造者
屡获殊荣的Richstone Properties 在英国、欧洲和毛里求斯通过卓越的建筑和室内设计以及对室内生活和室外空间
的优质演绎,在建造豪华住宅方面拥有超过 20 年的经验。他们不是传统的私人开发商,不仅因为其提供无与伦比的
设计和卓越的品质,并且对细节毫不妥协;也因为他们为高端买家和租户建造、设计和运营一系列精美豪华住宅物
业。
Richstone Collection 是一个私人独家高端、人员配备齐全的住宅组合,仅供短期租赁。凭借无与伦比的服务标准和
随时待命的员工,可满足住户的各种需求,入住 Richstone Collection 住宅物业是放松身心的最佳选择。Richstone
Properties创办人Laura Rich-Jones表示:“入住 Richstone Collection 的住宅物业,您将享受顶级酒店的所有待遇,同
时更具私密性。每年只有少数精选客人可入住,而且大多数预订都是通过口耳相传。 ” Richstone Properties的每套
物业都坐落在风景壮丽的环境中,尊享世界一流的建筑和设计,领略当地丰富的历史。

Rachel Comey 2022年春夏高级...
Nicole Miller 2022年春夏高级成衣...
St. John 2022年春夏高级成衣-伦敦
Langdale House, Roehampton Gate, 伦敦SW15

Philosophy Di Lorenzo Serafini ...

David Rich-Jones 和他的妻子 Laura 于 20 年前成立公司,并通过不断超越预期的成果建立了卓越的声誉。
Richstone Properti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David Rich-Jones 表示:“作为一家家族企业,我们深谙如何打造完美的住
宅,提供独特而卓越的生活体验,同时确保我们的买家或租户感受到‘家’的温暖。”
作为一家资源丰富的家族企业,Richstone 还提供一系列卓越的附加服务。从厨师、管家、园丁,到保姆、司机和家
庭私人教练,Richstone 团队能够将他们的客户与该地区的顶级专业人士联系起来,让新住户快速轻松在当地安顿下
来,享受顶级居住体验。
漫步在 Richstone 的物业中,人们可以轻易感受到建筑各处的巧思与精准考量,从饰面质量到自然光的采用,再到令人
叹为观止的景观和建筑细节。而另一真正吸引买家的环节是 Richstone 贴心的售后服务。公司提供一整年的维护服
务,涵盖物业的各方面(第二年可协商),这是市面上前所未有的,真正吸引了潜在的高端买家或租户。
有关服务包括每周一次的花园景观维护和系统维护保养,包括加热和冷却系统、花园灌溉系统、音响、照明、安全
系统、所有机械和电气安装甚至窗户清洁的维护和服务等。
Richstone住宅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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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设计及建造 Richstone 住宅时,都是从花园开始。首先评估地块及考虑花园的各个方面,之后才将建筑放置在花
园内。近年户外空间越来越重要,花园也更为受欢迎;所有 Richstone 物业都拥有精心设计及空间充足的园景花园。

Isabella House 是一套 6 卧室别墅,设有娱乐室、书房和商用厨房/洗衣房。位于伦敦Richmond。
Richstone 住宅的另一主要特点之一是楼梯,它由海外供应商手工制作,通常需要 6至8 个月的时间。通过在车间建造
和组装,以确保所有零件完美契合,然后将其拆卸并送到 Richstone物业重新组装。楼梯从设计到选材和油色都是度
身定制,成为所有房屋的焦点。每一个 Richstone 项目都是独一无二且极为关注细节。尽管这带来了许多挑战,但在
所有 Richstone 住宅中,都有一种简约的美感。

Villa Charlotte是一栋 6 卧室套房别墅,享有海景、山景和高尔夫球场美景,还设有健身房、理疗室、娱乐室和员工宿
舍。位于毛里求斯的 Anahita Golf and Spa Resort。市场价为 10,500,000 美元

Sudbrook House 是一间 6 卧室别墅,设有健身房、娱乐室和酒窖。位于伦敦修道院巷,SW15 5JL,市场价为
5,950,000 英镑
“多年来,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和亚洲买家及投资者的强烈兴趣。我们相信,Richstone打造的独特房屋是渴望拥有或
居住在真正地道且精心制作的房屋中的个人和家庭的理想选择;他们重视并欣赏伦敦、法国或毛里求斯的工艺、创
新、世界一流的室内设计和无与伦比的服务。”David补充道。
关于 Richstone Properties

David 和 Laura Rich-Jones为Richstone Properties 的创办人兼董事。公司现有约 40 名专业人士,拥有广泛的技能
和专业,且团队不断壮大,包括测量师、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及物业经理等。
Rich-Jones家族 于 20 年前创立了 Richstone Properties,并在开发高品质住宅物业方面享有盛誉,这些物业拥有奢
华、精致和经典设计与现代风格。该公司为租赁和销售市场建造物业——内部团队负责监督每个项目,从最初的设
计到规划许可和建造,再到销售或租赁营销、管理和客户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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