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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信息备忘录由浩华管理顾问公司代表某国际投资商（下文中也称为 “客户” 或 “开发商”）发布，包含关于安提瓜巴布达特别经济区酒店投资组合的机密信息。报告正

文叙述了这项工作的目的。 

本文件严格保密，不得复制、摘要、披露、提及、描述或为任何第三方构成参考。本文件并不对本文件中所述的投资机会（以下称为“投资机会”）进行评估，因此顾问
不承担任何关于该投资机会的可行性和适宜性的责任。本文件既不得解释为对投资机会合理性的评价、公平意见和/或声明，也不得被任何人，包括但不限于任何顾问、独立
专家和/或会计，用作任何财务分析和/或可行性分析的基础。本文件以数据为基础，使用的方法和标准可能不同，因此结论可能不同并/或产生不同的结果。本文件所依据的
投资机会的相关信息和数据由客户提供，未由顾问独立核实。因此，顾问对进行或未进行本文件所载信息的相关任何调查、分析和/或独立尽职调查的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文件并非详尽无遗，也不包含对投资机会进行评估可能需要的所有资料。此外，本文件所载的信息和数据不能取代每个接收人必须自主进行的评估和分析。本文件不

构成任何性质的建议，也不构成投资邀请或撤资邀请，也不构成对公众的要约或合同要约、劝诱，也不包含客户和/或顾问的任何性质的保证。本文件所载的信息和数据既不
构成合同意愿的表达，也不构成客户、顾问和/或其各自代表的任何类型的责任，包括前合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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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本文件涉及介绍在加勒比岛屿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特别经济区——安巴经济
特区的投资机会。

这份信息备忘录(下文中简称 “备忘录” )旨在支持安巴经济特区开发的酒店投
资组合部分，其中包括位于安提瓜未经开发海岸理想位置的9家酒店和度假村，交
通极为便利。

推动该投资机会的开发商是该项目和所涉土地的所有者。唯有该开发商有权建

造总共约23.5万平方米的酒店、休闲住宅物业、其他建筑物、基础设施和物流设施。 

该开发商与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进行了谈判，并于2015年成功获得了自由经济
区的特殊地位，因此目前该地区的投资享受着极大的便利。

文件

此备忘录由浩华管理顾问公司撰写，其中的信息和数据来源于一个通用的“酒
店总体规划”和随后为九家酒店中的每一家单独准备的“商业计划”。 

图片、图纸和效果图由Erregi工程和建筑公司提供。 

有关此投资机会的进一步文件和数据可通过数据室查阅。 

若要访问数据室，请写邮件与mterraneo@horwathhtl.com联系。

关于此信息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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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会 

投资机会 
     借助该独一无二的投资机遇，您可以于一个全世界闻名的目的地、在一个极

其有利的商业环境中进行投资，而放眼全球，这样的投资机会寥寥无几。

     该资产是一片总面积为685公顷的土地，其中123公顷已授权用于独家酒店开

发，开发总面积为23.5万平方米，目前分为9个酒店和度假村，包括休闲住宅。

     这一酒店业投资组合涉及9家资产，在其设计时即考虑到了它们在根据市场前

景所制发展计划之内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但其组成不是强制性的，可以根据投资

者的偏好和观点进行调整。

出售涉及整个土地开发地块。

    在每个项目的规模、级别、地块上的精确位置方面，建筑物授权没有限制。

灵活性

本投资机会非常灵活，因为：

§ 它是为全球开发投资者而设计的

§ 每个资产的地块都可以进一步根据投资者的观点做调整

§ 业主/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建立的关系是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因此可以进

一步讨论和获得量身定制的购买和开发条件

明显的优势

本投资机会提供明确的商业优势。最显著的是：

§ 投资没有税收和基础设施标准要求

§ 酒店和度假村不征收营业所得税

§ 对雇佣不征税（工资免税）

关于这些和其他优点的更多信息可在第12页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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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间天堂一隅

人间天堂一隅

安提瓜位于加勒比海和北大西洋之间，波多黎各东南

方。 它是加勒比地区的背风群岛之一，也是安提瓜和巴

布达国家的主要岛屿，是英联邦的一部分。 

旅游业是安提瓜的主导产业。 该岛几十年来一直很

受国际游客欢迎。它配备齐全，并提供直达欧洲和美国的

交通。

维尔伯德国际机场是通往东加勒比及其他地区，特别

是安提瓜、巴布达和蒙特塞拉特的国际门户。 它位于圣

约翰岛东北8公里处，是背风群岛最大的机场之一，每年

旅客流量近百万（2018年数据）。

该岛也是全球所有主要邮轮航线的频繁和热门航线，

同时也是加勒比地区最大的游艇停泊地之一。

游轮码头位于圣约翰港的传统码头。游轮也停靠在法

尔茅斯港附近。

安提瓜和巴布达

巴哈马

开曼群岛 波多黎各

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

格林纳达

巴巴多斯

马提尼克

美属
维尔
京群
岛

瓜德罗普

多米尼克

安圭拉

多米尼加共和国
海地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牙买加

古巴

阿鲁巴 博奈尔

英属维
尔京群
岛

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丁斯

库拉索

圣基茨和
尼维斯

圣卢西亚

巴布达安提瓜
圣约翰

博兰斯

英国港镇

威利基斯

科德灵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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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要客源市场到安提瓜有许多直飞的航班选择。

§ 美国：亚特兰大、佐治亚州 (ATL)、夏洛特、北卡罗来纳州(CLT)、迈阿
密、佛罗里达州 (MIA)、纽约(JFK)、纽瓦克、新泽西州(EWR)；

§ 加拿大：蒙特利尔(YUL)、多伦多(YYZ)；

§ 英国和欧洲：法兰克福、德国(FRA)、伦敦、英国(LGW)、曼彻斯特、
英国(MAN)、米兰、意大利(MXP)；

§ 其他加勒比岛屿：安圭拉(AXA)、巴巴多斯(BGI)、多米尼加共和国
(SDQ)、多米尼克(DOM)、瓜德罗普(PTP)、尼维斯(NEV)、波多黎各(SJU)、
圣巴特雷米(SBH)、圣基茨和尼维斯(SKB)、圣卢西亚(SLU)、圣马丁(SXM)、
圣托马斯、美属维尔京群岛(STT)、圣文森特(SVD)、特尔托拉、英属维尔
京群岛(EIS)、特立尼达和多巴哥(POS)、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PLS)。

航班
维尔伯德国际机场有：
§ 加拿大航空公司；
§ 美国航空公司；
§ 英国航空公司；
§ 加勒比航空公司；
§ 德尔塔航空公司；
§ 背风岛航空（1974）公司；
§ 联合航空公司；
§ 美国航空公司；
§ 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
§ 西捷航空。

游轮

大多数国际游轮停靠安提瓜：

§ 皇家加勒比游轮；

§ 公主游轮；

§ 诺唯真游轮；

§ 荷美游轮；

§ 迪士尼游轮；

§ 丽晶七海游轮；

§ 名人游轮；

§ 世鹏游轮。

便利的交通 国际直达航线

1.2. 便利的客源市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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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经济区的地位

安巴经济特区由安提瓜和巴布达国家众议院和参议院批准，其

免税政策受到英联邦及安提瓜和巴布达法律的永久保护。安提瓜和

巴布达经济特区可永久享受零税收政策。

为保证投资者在安巴经济特区中的特殊地位而进行的立法、行

动和随后的措施，完全提供给有需要的投资者进入数据室查阅。 

安巴经济特区面积约685公顷，近7平方公里，由19个功能区组

成，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旅游岛、中安国际自由贸易区、安巴离

岸免税区、安巴国际保税仓区，安巴金融银行中心等基础功能设施、

文化教育及休闲区.。

安巴经济特区提供最具国际综合竞争力的奖励和优惠政策，包

括：全面零税政策、免费金融政策和无限制的离岸免税购物政策，

以吸引国外直接投资。

     安巴经济特区将成为具有国际旅游吸引力的新的全
球离岸平台，与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和百慕大竞争，

甚至更具吸引力

圣约翰

游轮码头

机场

魔鬼桥

英国港

安巴经济特区

2. 安巴经济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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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安巴特区 — 安提瓜和巴布达投资框架

理想的地理位置： 安提瓜全年交通便利，位于加勒比区域中心，地理位置优越。对于任何游轮航线来说，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中心航路点。并且从这里只需要进行当地

的短途旅行即可到达开曼群岛、巴巴多斯和巴哈马等主要岛屿。它的位置使从美国这个全球最富有之一的主要市场入境变得很容易。 

品牌知名度：加勒比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地区，吸引了商业（经济特区的金融区和会展区）旅行者和休闲旅行者。特别棒的是，作为一个完善的豪华服务和房地产平台

已有几十年了，但加勒比的意识仍在不断提高。在这一趋势下，安提瓜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投资者的关注。 

政治稳定：从政治和社会角度看，安提瓜和巴布达是一个小而稳定的国家，有一个基于威斯敏斯特（英国）制度的强有力的民主政府框架。

安全和安保：安提瓜和巴布达是加勒比安保最良好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在低犯罪率和社会保障方面，与全世界相比，情况也非常好。该国没有遭受国际恐怖主义的

明显理由。人民的态度是平静的、和平的、热情好客且欢迎外国人的。 

投资者保护：该国的法律制度起源于英国。法律法规均对投资者进行保护。在该地区内，该国在执行合同和保护投资者方面排名很高。国家为商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监管、透明和支持性的环境。 

贸易环境：该国是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ECS）在共同中央银行和货币区内的成员。确认了区域自由贸易的协定包括世贸组织协议（WTO）、加勒比共同体协议

（CARICOM）、科托努协议（COTONOU）和美国国家环保局协议（EPA）。 

2.1.  投资安巴经济特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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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巴经济特区提供的几个投资机会范围内，得益于对营业利润的一套具体奖励措施及该地区在安提
瓜岛内的有利位置，酒店业的发展显然是最有利的。旅游业是该岛未来最可信和最实在的业务，并将在很

少波动的情况下提供坚实的回报。

投资安巴特区 — 明显的优势

自由经济区地位：允许投资并对营业利润完全不征税、无义务承担基础设施、不对工资征税；获得公民身份非常便利；与地方政府以双赢的方式谈判获得有利条件也很容易；地方政
府一直致力于促进国家的福祉和社会福利。 

壮观的自然条件：美丽的景观、原始的自然、完美的交通可达性。

奖励与优惠：在此地区内，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位于该地区的实体在海外开展业务，以此来尽量减少其在全球的税收负担。 

2.1.  投资安巴经济特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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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特区（SEZ）是与该国其他

地区的商业和贸易法不同的地区。

经济特区位于一国的国界之内，其

目标是增加贸易平衡、就业、投资、

创造就业和有效的管理。

主要税务优势清单：

§ 无资本利得税；

§ 不限制利润和进口资本的返还；

§ 不征收遗产税或继承税；

§ 如果是该国公民，世界范围内的收入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见下文）；

§ 双重公民身份（参见“公民投资计划”）；

§ 快速办理投资申请（就政府程序而言：3-4个月）。

酒店开发运营具体优势：

§ 酒店投资不征税；

§ 对酒店业运营不征收利润税；

§ 货物和商品（包括原材料、食品等）不征收进口税；

§ 对酒店雇员的薪金不征税（降低了劳动成本）；

§ 购买休闲地产可获公民身份（销售额 > 30万美金）。

”

“

2.2.  投资安巴经济特区：税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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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巴经济特区：酒店开发和运营的主要优势

酒店建设和土地购买
         安巴经济特区不允许对酒店开发征税，因此建筑和施工不征税，也不收取基础设
施费用。土地收购和所有权不收国税。这一优势是有效建设、缩短回本期以及减少酒

店开发风险的基础。 

食物和其他进口材料的成本
         餐饮成本约占餐饮部门销售额的约23-25%。这类货物的进口在安巴经济特区是免
税的。这个明确的成本优势，可以使餐饮业务降低至少20%的成本。根据餐饮销售的
重要性，这种节约可以对总营业毛利（GOP）产生积极的、+2-3%的影响。 

劳动力成本
         通常，劳动力成本被报告为酒店运营中最显著的成本项目（占总收入的25%-
30%）。 在安巴经济特区，工资不收取地税或国税，因此可以获得明确的成本优势。
部门收入和总营业毛利（GOP）可以因为成本的大幅降低而提高5%以上。

酒店利润

         对营业利润免征税，这对经营现金流产生了积极影响。据估计，经营现金流的净
增长甚至可达30%。

         这本身就是在安巴经济特区考虑经营的一个明确的理由。

酒店开发的便利及更高的盈利能力
         安巴经济特区提供了各种激励措施，可以使酒店运营比平均利润高出8%以上。
得益于其利润免税的特殊地位，酒店可以增加超过30%的资金流动性。因此，项目
也将产生更高的投资回报率（ROI），这也是得益于对土地所有权和建设不收费和
不征税的政策。

经营现金流

+30% 

总营业毛利
+5% 

总营业毛利
+3% 

更短的回
本期

更高的回
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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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趋势

§ 在2018年，安提瓜和巴布达虽然仅占加勒比国际到访游客的1%，但超过了该地区的整

体表现，与2017年相比增长了8.7%；

§ 在2019年前7个月，安提瓜和巴布达的旅游业比2018年同期增长9.7%，进一步超过了

2017年与2018年的良好业绩。

§ 根据官方新闻报道，在2019年底，安提瓜和巴布达的旅游官员庆祝了第30万名游客的

航空抵达。该目的地访客量的年增长率为11.5%，是加勒比平均水平（+5%）的两倍，

是美国平均水平（+2%）的五倍；

§ 游客来源：需求由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加勒比岛屿主导：其中美国（38.7%；10.4万
人）、英国（26.3%；7.1万人）、加拿大 （14.2%；3.8万人）、意大利 （2.5%；7千
人）；

§ 到访目的：休闲是前往安提瓜和巴布达的游客的主要目的（占游客的80.7%），但商业

和职业目的在过去5年中的年增长最高（+4.7%），即使它们占比仍然有限（3.9%）；

§ 平均逗留时间：大多数（53%）游客平均逗留4至7天。 停留8至14天的游客占所有游客

的28%。在2018年，只有9%的游客停留了15天或更长时间；

§ 首选住宿类型：过夜游客更喜欢酒店和类似的设施（占总流量的81.4%），而不是其他

类型的住宿；

§ 入住率水平：2010年之后，安提瓜的酒店入住率迅速回升，2017年达到60.9%。豪华酒

店的入住率最高（62%)，其次是中型酒店（61%）和经济型酒店（56%）。

资料来源：浩华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安提瓜和巴布达旅游部、安提瓜酒店和旅游者协会数据整理；*为提供的数据

2018年航空抵达的季节性

非居民游客抵达国境

+11.5%

+9.7%

+28%

3. 加勒比酒店市场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
月

- 七
月

一
月

- 七
月

一
月

- 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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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趋势

§ 根据Booking.com和猫途鹰提供的资料，安提瓜和巴布达共有58家住宿酒店，共

有3,675间客房；

§ 酒店住宿的组合主要为中档和高档，共占客房量的70.1%（38%为4星级，32.1%

为3星级），但5星级酒店（占客房总量的25.6%）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另一方面，

经济型酒店的占比较小，低于3%；

§ 五星级酒店的平均规模较高（104.6间客房），其次是四星级酒店（87.3间客房）

和三星级酒店（56.1间客房）。 经济型酒店的平均规模最低（10-15间客房）；

§ 属于安提瓜酒店和旅游协会的酒店在2017年为34家，2018年为32家。 按类别分

析显示，2017年中档酒店为22家，其次是豪华酒店（7家）和经济型酒店（5

家）；

§ 酒店季节性营业主要集中在11月至4月之间，大多数经济型和中档酒店也在10月、

5月至7月期间经营。

资料来源：浩华根据Booking.com数据、猫途鹰数据及安提瓜酒店和旅游者协会数据整理

酒店及类似住宿设施

2017年按类别及按月营业酒店的百分比

3. 加勒比酒店市场

经 济  中档 豪华

经济

经济

豪华

中档

5星级 4星级 3星级 2星级 未说明

酒店

客房数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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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巴经济特区元素

酒店

金融中心

大学城

技术研发区

购物中心

医院和医疗中心

国际总部

工业区

海运站

深水码头

船坞和码头

赌场区

商业住房投资项目

高尔夫球场和别墅

     酒店业在安巴经济特区整个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开发规划中起着关键作用。总体规划将特别经济区90%以上的原始海岸分配给酒店和度假村、旅游和体育基础设施。
更概括地说，安巴经济特区是为了发展商业区、物流平台、住宅区以及教育和医疗设施而设。

     酒店发展区位于安巴经济特区的东部海岸，包括两个小岛屿，这是豪华层级内私人开发和安全开发的理想地点。酒店和度假村的其余开发区域都以其它用途区域
加以缓冲，并且都面对海洋。沙滩或红树林离建筑地块只有几步之遥。

15

5

7 8 27 28

1 2 3 4 6

10

11

13

14

12 18

16

17

19 20

21

9 22 23 24

25 26

4. 安巴经济特区开发总体规划



16

     加勒比岛屿提供了大量的其它发展选择。

     靠近世界上最大的旅游市场（美国）和在豪华层级的特定顶级思维定位是其明显的优势，有潜力在任何酒店产品和细分领域取得成功。 

     本投资组合由9个发展机会组成，但互相之间没有制约关系。它们是根据当前和未来的市场趋势，根据一致的市场细分来构想的。投资者可以选择改变酒店产品的规模、市场规模
甚至酒店产品的类型。 

     该产品组合是一个很平衡的目的地开发的理想组合：此酒店投资组合，在世界范围的休闲和商业异国地图上创造了一个新的目的地。 

5. 酒店投资组合：产品组合

     加勒比海群岛是西方（都市）快节奏生
活下的人士寻求的的理想之地。美国和欧洲
紧张的都市生活方式增加了在加勒比地区排
毒及重焕活力的需求。世界上该地区的保健
度假村最为适宜和值得信赖。

豪华 & 身心保健

赌场及加勒比休闲
     加勒比岛屿历来以其休闲和体育设施而
闻名，其中高尔夫运动必不可少。在开发具
有吸引力的项目如高尔夫、赌场、水上公园
和主题度假村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在这些项
目上，加勒比的吸引力都在住宿的风格和体
验中起着关键作用。

     加勒比岛屿是举办奖励计划、企业大会
甚至大型展览活动的完美地点。然而，为会
展会议这一细分市场提供独特的适当设施的
酒店仍然很少。

商业 & 激励 

家庭及仅限成人（情侣）
     无论是在短暂的休闲还是暑假时光，加
勒比岛屿都受到家庭及寻求特别活动、疗养、
蜜月、会见/与朋友团聚的夫妇的高度追捧。
这些细分部分的吸引力来源于是原始的水/大
自然、丰富的娱乐节目和浪漫情调。

高档家庭

度假村

安巴经济特区酒
店投资组合细分

2 家专设
度假村，
共550 间客房 

3 家专设酒店
及度假村，

共910间客房 

2 家专设
度假村, 

共410 间客房 

2 家专设
酒店，
共 500 间客房

超高档仅限

成人度假村

高档水上乐
园度假村

超高档
加勒比体验

度假村

高档大型品

牌会展酒店

豪华码            

头酒店

赌场酒店

豪华保健&
高尔夫度假
村&别墅

顶级豪华
精品水疗
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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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几年，安巴经济特区将成为美洲最大的酒店开发点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具声望的酒店之一。 

     本建议的投资组合的各构成部分不是强制性的，是根据当前和

未来的市场趋势得出的，其中包括：

§ 对该区域和岛屿日益增长的需求，这是投资长期回报资产的安

全基本指标；

§ 美国市场的邻近，因此投资组合包括了如高尔夫度假村、赌场、

成人和主题住宿产品部分；

§ 在保健领域胜出的机会，有两家专设度假村，可让健康领域的

领先运营商品牌化运营；

§ 人口老龄化，因此保健度假村和加勒比体验度假村也致力于老

年人、退休人士和社会游客，在高档和超高档层级竞争；

§ 房地产所有权和酒店业服务的整合，因此投资组合还包括带服

务的品牌顶级住宅单元。

     该细分市场的组合能很理想地在该地区潜在市场尽量减少供

应过剩的情况，并抓住真正的多样化机会。 安巴经济特区建筑区

总体达到24.1万平方米，酒店和度假村内可容纳超2400间客房。安

巴经济特区将在加勒比地区和类似目的地，如亚特兰蒂斯湾（拿

骚）、巴哈玛（巴哈马）或可可湾完美日岛屿（由皇家加勒比打

造）产生影响，塑造该地区旅游业的未来。

高尔夫度假村

和品牌别墅

 码头酒店

家庭度假村

超高档仅限成人
度假村

赌场酒店

精品水疗

度假村水上乐园度
假村

  会展酒店

加勒比体验
度假村

5. 酒店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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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加勒比海群岛历来由于安全的环境、沿岸海水、为儿童、尤其是喜爱冒险的8、9 - 
14岁儿童提供的诸多活动，而成为家庭旅游的理想目的地。

度假村提供：

§ 针对家庭的产品：对家庭友好的餐厅区域、连通房间或家庭房间、多样化的给家长

和儿童准备的泳池和活动、容易到达的沙滩、特殊度假村主题（如动物园、冒险乐

园、水上乐园、水上运动村等）；

§ 为家长准备的选择: 健身设施、广泛的餐饮选择；

§ 高档细分市场最适合此类产品。家庭愿意为特定的、能带来“奢侈感“的体验付费,这
种“奢侈感”主要来源于孩子的喜欢，而不是因为品牌带来的特权。

规划准则

  家庭度假村的计划通常比较相似，并且有一些必须考虑的准则：

§ 通常: 土地必须易于控制或隔离，通常是平坦的；一层或两层建筑物；

§ 客房: 多于150 -180间客房; 有大量的3床卧室、4床卧室和套房，其中有许多相互连

通的房间; 房间面积较大（高于其他种类高档度假村的平均值）；

§ 餐饮: 餐馆多种多样，包括儿童专用餐厅；

§ 其它: 各种各样的泳池，有合适的深度；儿童专用设施（儿童区/乐园、水上乐园、
运动场等）; 大型户外公园允许使用主题性设施。

在安巴经济特区内的定位

§ 它将对另一处高档和超高档海滨仅限成人度假村起到补充作用，为家庭及年轻朋友团
体提供服务；

§ 它会提供水上活动，但是作为多种设施中的一种，因此不会与水上乐园度假村相冲突；

§ 它不会与赌场酒店相冲突。赌场酒店将提供不同类型的休闲体验，更适合情侣、商人、
退休的长者和空巢夫妇。

5.1. 高档海滨家庭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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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概念特征

§ 定位：高档

§ 客房：300间客房及套房（10%）

§ 餐饮：6家餐厅、6家酒吧

§ 水疗和健康：水疗、健身房和室内体育设施，其中一些为儿童专用 + 室外体育设
施 + 4个主要游泳池（1个儿童泳池）

§ 其他：儿童设施（儿童俱乐部、游戏室、托儿所和内部游乐场)、一家室内剧院 
（可变为会议厅）。 

§ 总建筑面积：约24,500平方米。

初步收入预测
          根据观察到的加勒比地区家庭度假村的市场趋势，以及所预测的已售客房平均房价（ADR）和入住率（OR）分别为187美元和66%的情况下，度假村的预期总营业收入（GOR）将从第1年的

1,850万美元增至稳定年份的2,540万美元，即每间可售客房总收入 (TRevPAR) 为 232美元。到稳定年份，客房部收入将占总营业收入的53%，餐饮部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45%。

5.1. 高档海滨家庭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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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加勒比海群岛由于其特别活动、保健疗养、蜜月旅行、与朋友团聚等特色，而受

到情侣们的追捧。该细分市场的主要吸引力来源于沿岸海水、娱乐项目、某些异国情

调景点带来的浪漫感受、专属项目及专业品牌和度假村仅为其成人顾客提供的宁静氛

围与私密性。

这些度假村提供： 

§ 餐饮的多样选择 （主题餐厅、精品/美食）包括有限的桌位并需要预约；

§ 大量带私密性的的泳池，以避免人群的拥挤感；

§ 能直接到达的沙滩、独立的运动设施；

§ 多样化的客房选择，包括套房、行政套房和别墅/平房。

规划准则
仅限成人度假村是经典的阳光＆海滩度假村，重点提供丰富的餐饮服务、游泳池、

体育活动和放松/保健。这些度假村包括：

§ 通常: 

§ 土地面积必须足够大，以保证有足够的空间用以散步、放松并避免人群的拥挤，

与附近的开发项目之间有缓冲空间；

§ 建筑物可以高或者矮。未来的趋势是矮而分散的建筑（神秘及被保护的感觉而不

是人工冷冰冰的建筑）；

§ 客房: 多于200间；很大一部分是套房；客房面积很大；别墅/平房，通常面积很大并

带有小型私人涡流泳池；

§ 餐饮: 餐厅种类繁多，包括小型美食零售；

§ 保健 & 其它: 3-4个规模不大的泳池；水疗；设计时考虑进去的保健性；外部以保证

度假村安静的区域。

在安巴经济特区内的定位

§ 它将对提供给团体、家庭和朋友的另几处超高档海滨度假村起到补充作用，满足老
年人和特殊活动的需求、吸引有品位的行家/有加勒比地区旅行经验的客人；

§ 它会提供水上活动，但是作为多种设施中的一种，因此不会与水上乐园度假村相冲
突；

§ 它不会与赌场酒店或水上乐园相冲突，因为另两者将提供不同类型的密集趣味体验，
更适合期待狂热/肾上腺素刺激体验的年轻团体或个人。

5.2. 超高档仅限成人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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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收入预测

   根据观察到的加勒比地区仅限成人的全包式酒店的市场趋势，以及所预测的已售客房平均房价（ADR）和入住率（OR）分别为300美元和62%的情况下，度假村的预期总营业收入（GOR）将从

第1年的1,960万美元增至稳定年份的2,710万美元，即每间可售客房总收入 (TRevPAR) 为 297美元。到稳定年份，客房部收入将占总营业收入的63%，餐饮部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34%。

建议的概念特征

§ 定位：超高档

§ 客房：210间客房及套房、40套别墅

§ 餐饮：6家餐厅、5家酒吧

§ 水疗和健康：带水疗、健身房和室内体育设施的保健中心 + 4个主要游泳池

§ 总建筑面积：约24,500平方米。

5.2. 超高档仅限成人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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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高档水上乐园度假村

描述

加勒比海群岛历来由于安全的环境、沿岸海水、提供的诸多活动，而吸引着年轻

家庭及情侣并为他们提供冒险乐趣、娱乐休闲活动。大部分度假村提供沙滩及海洋运

动作为休闲活动，但很少度假村可以称作是以水上运动为主题、并提供给少年儿童水

上乐趣的度假村。水上乐趣主题因此是一个提供差异化供应的好方法。
这些度假村提供：

§ 水趣及保健专用的室内及室外设施需要的合适空间；

§ 独一无二/特殊/有特色的水上体验，应至少有一项有绝对吸引力的项目（特殊海滩、

神秘漂流河、特别的泳池、特别的滑梯等等）；

§ 少年儿童的辅助设施，如游戏场、电子运动室等。

规划准则
水上主题度假村的设计通常比较相似，并且有一些必须考虑的准则：

§ 通常: 土地必须易于控制或隔离，一般是平坦的；建筑物不是很高，最好是三层或

四层；

§ 客房: 多于300间客房；有大量的3床卧室、4床卧室和套房，其中有许多相互连通的

房间；房间面积较大；

§ 餐饮: 餐馆多种多样；

§ 其它: 泳池各不相同。其它吸引力元素包括漂流河、喷池公园、冒险乐园、水滑梯、

水运动设施及水疗；电子运动设备是额外的吸引力元素；外部公园（土地）允许使

用额外的主题性设施，以为度假村提供有特色的可见性；海滩运动必不可少。应该

计划更多的沙滩排球场。

在安巴经济特区内的定位

§ 它将对另一处高档和超高档海滨家庭度假村起到补充作用，为带有儿童的家庭及年
轻朋友团体提供肾上腺刺激体验、水趣、纯“活动为基础的娱乐”服务；

§ 它会提供水上活动，作为市场细分需求的支持，对经典的海滨度假村起到补充作用；

§ 它不会与赌场酒店相冲突。赌场酒店将提供不同类型的休闲体验，更适合情侣、商
人、退休的长者和空巢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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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收入预测

      根据观察到的加勒比地区家庭和水上公园度假村的市场趋势，以及所预测的已售客房平均房价（ADR）和入住率（OR）分别为230美元和60%的情况下，度假村的预期总营业收入（GOR）将从

第1年的2,430万美元增至稳定年份的3,130万美元，即每间可售客房总收入 (TRevPAR) 为 238美元。到稳定年份，客房部收入将占总营业收入的58%，餐饮部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41%。

建议的概念特征

§ 定位：高档

§ 客房：360间客房及套房（约10%）

§ 餐饮& 会展：9家餐厅、7家酒吧；2000平方米的活动及会议空间

§ 水疗和健康：带水疗、健身房和室内泳池及涡流泳池，及室内水上活动

§ 总建筑面积：约30,600平方米。

5.3. 高档水上乐园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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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超高档加勒比海体验度假村

规划准则

     加勒比海体验度假村是经典的阳光＆海滩度假村，重点关注加勒比异国情调，并特别注重

与当地文化和自然的联系。其所处的确切位置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包括房间的视野）。土地面

积必须足够大，以保证有足够的空间用以散步、放松并避免人群的拥挤。此外，与附近的开发

项目之间必须有足够的缓冲空间才能使营造的“令人向往的热带环境”真实可信。要遵守的规划

准则为：

§ 通常: 建筑物不应超过2-3层；

§ 客房: 不应多于250-280间，越小越好；有很大一部分是套房，通常有别墅/平房；房间通常

很大；

§ 餐饮: 餐厅种类繁多，包括小型美食零售；

§ 其它: 游泳池的大小和位置至关重要。它们并不需要很多，但必须处于完美的位置，以提供
放松、与自然接触的真实体验；保健元素至关重要，不仅是水疗，还是度假村设计时考虑进

去的保健性。

描述

加勒比海群岛由于其沿岸海水、娱乐项目、浪漫旅行、主题派对及热带纬度带来的幸福感，

而成为旅游的理想目的地。加勒比海的异国情调体验是选择该目的地的主要吸引力。该度假村

将在安巴经济特区把这些吸引力发挥到极致，将自身定位于“异国情调的”及“非常规的选择”。
这些度假村将提供：

§ 带有加勒比海灵魂的客房和典型的“平房”式别墅，沉浸在自然之中，受其它建筑影响有限；

从房间到海滩或岩石的距离很短；建筑施工的环保方法；

§ 就餐的多样选择，包括需要预约的主题餐厅、精品/美食（限供）零售；

§ 大量带私密性的、专门设计的泳池，以避免人群的拥挤感；

§ 专门用于聚会和正在进行的活动/计划/吸引力活动的重要空间。

在安巴经济特区内的定位

§ 它将提供最佳海景/沙滩景色之一；

§ 它不会与仅限成人度假村相冲突，因为定位及定价将是差异化的；

§ 它不会与其它奢华度假村相冲突，因为它将提供较低的已售客房平均价格
（ADR），而且比起设计/空间/家具的奢侈感，它主要提供的是加勒比海式
休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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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收入预测
         根据观察到的加勒比地区超高档度假村的市场趋势，以及所预测的已售客房平均房价（ADR）和入住率（OR）分别为390美元和62%的情况下，度假村的预期总营业收入（GOR）将从第1年的

2,170万美元增至稳定年份的2,860万美元，即每间可售客房总收入 (TRevPAR) 为 392美元。到稳定年份，客房部收入将占总营业收入的62%，餐饮部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32%，健康收入占总营业收

入的服务5.8%。

建议的概念特征

§ 定位：高档

§ 客房：160间客房及套房, 40套别墅

§ 餐饮和会展：3家餐厅、4家酒吧；适合举行活动及娱乐活动的空间

§ 水疗和健康：功能性保健中心 （大部分为室外空间，可以开展瑜伽、个人训练、活

动、户外运动、团队活动、学校活动等）

§ 总建筑面积：约22,300平方米。

5.4. 超高档加勒比海体验度假村



26

5.5. 高档会展酒店
描述

     加勒比海群岛是举办奖励计划、公司集会甚至大型会展活动的理想目的地。然而，

拥有特别适合会展设施的酒店很少。

     这些度假村将提供：

§ 提供给大型参加活动团体同时举办不同活动的空间，多于400席主会议室；

§ 提供神秘的设计，以吸引奖励性旅游；

§ 提供有吸引力的设施给参加活动者的旅伴，如保健、自然、冒险、文化、美食等项

目；

§ 为团队建设及大型运动团体提供多种多样的项目、运动及设施。

规划准则

§ 通常: 土地必须易于控制或隔离，通常是平坦的；一层或两层建筑物；

§ 客房: 会展酒店的计划通常比较相似，并且有一些必须考虑的准则：

§ 多于300-350间客房；客房多为标准间，套房的数量有限（10%-15%）；房间面积通

常为中等，但大于一般的商业酒店；

§ 餐饮: 餐馆和酒吧多种多样；

§ 水疗: 水疗必不可少；

§ 其它: 大型活动需要特殊的规模适合的室外空间，以举办集会、宴会、团建项目及

住宿团体的特别项目。

在安巴经济特区内的定位

§ 它将对另一处高档海滨家庭度假村起到补充作用，为需要举办活动或纯属来岛休闲
的情侣、个人及团体服务；

§ 它会提供有吸引力的入门级定价（安巴经济特区的最低消费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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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收入预测
          根据观察到的加勒比地区商业和会议酒店的市场趋势，以及所预测的已售客房平均房价（ADR）和入住率（OR）分别为174美元和72%的情况下，度假村的预期总营业收入（GOR）将从第1年

的2,290万美元增至稳定年份的3,130万美元，即每间可售客房总收入（TRevPAR） 为214美元。到稳定年份，客房部收入将占总营业收入的58.5%，餐饮部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39%。

建议的概念特征

§ 定位：高档

§ 客房：400间客房及（约10%的）套房

§ 餐饮和会展：7家餐厅、5家酒吧；室内4000平方米及室外5000平方米可用的活动及
会议的空间；户外设施可为大型活动及展览提供餐饮服务

§ 水疗和健康：水疗、健身房和室内游泳池及涡流泳池，其它室内水上活动设施，总
共3000平方米

§ 总建筑面积：约30,200平方米。

5.5. 高档会展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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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超高档赌场酒店
描述

       加勒比海群岛与巴哈马群岛及其它群岛一样，历来由于其休闲娱乐设施闻名。

其中带有体育活动及水上主题公园的赌场是最受欢迎的。因此，通过设计合适的

赌场设施及辅助设施，可以发挥赌博游戏的巨大潜在吸引力。

这些度假村提供：

§ 大的房间；大量的客房及套房；

§ 多样化的餐饮设施；

§ 具有吸引力的赌场；

§ 通常，该类酒店还提供其它具有吸引力的项目，因此，保健及健身设施非常关

键；

§ 高度分化的泳池、丰富的晚餐后活动、可以举行音乐剧、现场演出及私人或团

体活动的会展区域。

规划准则

赌场酒店通常设计得比较相似,有一些必须考虑的准则：

§ 通常: 地块要容易控制和隔离开；建筑通常很高，以保证顶层套房的视野及恰

当地将赌场区域隔离开；

§ 客房: 多于300间客房；客房面积较大，超过其它种类的高端度假村的房屋面积

均值；

§ 餐饮: 餐厅和酒吧种类繁多，不少于4个酒吧；

§ 水疗: 必不可少；

§ 其它: 带有多样化的室内设施的不同泳池；可以举行展览的室外公园（地块）。

在安巴经济特区内的定位

§ 对临海仅限成人度假村提供的超高档服务起到补充作用，为喜爱赌博的情侣提供在
安巴经济特区度过有吸引力的一晚而服务；

§ 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赌博服务，对其它娱乐设施，比如水上乐园起到补充作用；

§ 目标客户群为年轻情侣、商人、退休长者、空巢夫妇及年轻人团体，因此不会与其
它服务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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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收入预测

         根据观察到的竞争市场，以及所预测的已售客房平均房价（ADR）和入住率（OR）分别为300美元和75%的情况下，度假村的预期总营业收入（GOR）将从第1年的7,500万美元增至稳定年份的

11,070万美元，即每间可售客房总收入（TRevPAR） 为866美元。到稳定年份，赌场收入将占总营业收入的50%，客房部收入将占总营业收入的26%，餐饮部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18%。

建议的概念特征

§ 定位：超高档

§ 客房：350间客房及（约10%的）套房

§ 餐饮和会展：5家餐厅、5家酒吧；3000平方米会议空间

§ 赌场区和保健中心：带水疗、健身房、室内运动设施和室内儿童专用运动设施 + 户
外运动设施 + 3个网球场 + 4 个游泳池（1个涡流泳池）

§ 总建筑面积：约32,800平方米。

5.6. 超高档赌场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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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豪华保健&高尔夫度假村&别墅

描述

       加勒比海群岛与巴哈马群岛及其它群岛一样，历来由于其休闲娱乐设施闻名。其

中高尔夫运动必不可少。因此，将可以发挥18洞高尔夫球场的巨大潜在吸引力，这也

是因为，此种球场，尤其是带有现代化升级版休闲住宿单元及顶级水疗的此种球场，

在该地区仍未被很好地开发。

这些度假村提供：

§ 大的房间；

§ 多样化的餐饮设施；

§ 大量的套房及别墅；

§ 对高尔夫爱好者同伴具有吸引力的水疗；

§ 多种其它运动项目（网球、游泳、风帆、皮划艇、壁球等）。

规划准则

高尔夫&水疗度假村通常设计得比较相似,有一些必须考虑的准则：

§ 通常: 除了高尔夫球场用地，地块上其它部分要适宜附加运动项目；建筑通常不很
高，以保证减少对景观的影响。通常从1到3/4层；

§ 客房: 规模大于150-200间客房；客房面积较大，超过其它豪华度假村的房屋面积

均值；

§ 餐饮: 餐厅和酒吧种类繁多，不少于3个酒吧（池边、俱乐部、大堂美式）；

§ 其它:  带有多样化的室内水疗设施的不同泳池。

在安巴经济特区内的定位

§ 由于地处岛屿上，它将是“与世隔绝”而“宁静”的；

§ 它将是最豪华的，为少数顾客提供宽敞的空间；

§ 它将提供可售的（品牌化、带服务的）最大别墅及休闲住宅；

§ 专门为高尔夫爱好者和水疗爱好者提供服务，因此不会与安巴经济特区其它服务相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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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收入预测
         根据观察到的加勒比豪华酒店的竞争市场趋势，以及所预测的已售客房平均房价（ADR）和入住率（OR）分别为950美金和40%的情况下，度假村的预期总营业收入（GOR）将从第1年的6,990
万美元增至稳定年份的11,690万美元，即每间可售客房总收入（TRevPAR） 为889美元。到稳定年份，客房部收入将占总营业收入的68%，餐饮部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21%，保健部收入占总营业收

入的8%，次要部门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3%。

建议的概念特征

§ 定位：豪华

§ 客房：160间客房，含40间套房

§ 住宅: 100栋别墅, 均作“买房出租”用途的带服务的品牌化别墅

§ 餐饮和会展：4家餐厅、6家酒吧；1200平方米带设施的活动空间

§ 其它：带有水疗（4200平方米）、健身房和室内体育设施 + 各式各样户外运动设施 
+ 5个主游泳池（1个涡流泳池）

§ 总建筑面积：约36,900平方米。

5.7. 豪华保健&高尔夫度假村&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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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顶级豪华精品水疗度假村

描述

加勒比海群岛是西方（都市）快节奏生活下的人士寻求的排毒及重焕活力的理想

之地。该地区的保健度假村最为适宜，且世界闻名。

这些度假村提供：

§ 宁静且远离人群喧嚣、空间设计开阔舒适；

§ 因此规模不能太大，150间客房最为理想；

§ 提供专业设施和项目，最好由该领域品牌化知名运营商运作；

§ 多样化的专业餐厅，使客人有专享某类美食服务的可能。

规划准则

豪华级别的保健度假村通常设计得比较相似,有一些必须考虑的准则：

§ 客房: 规模小于200间客房/单元；套房和独立单元（比如别墅或平房）占比很高；

房间面积较大；

§ 餐饮: 餐厅和酒吧种类繁多；

§ 水疗: 水疗规模较大，室内设施至少含有两个泳池（不同温度或者不同水质）；

§ 其它: 室外运动设施占有重要地位，种类多样。

在安巴经济特区内的定位

§ 对码头酒店和高尔夫度假村提供的豪华服务起到补充作用，并以自身的专业保健服
务和精品的定位脱颖而出；

§ 在该地区的顶级豪华层级里，坐落在一处私人岛屿上的该度假村提供了其它地位稳
固的（但可能已经没有新鲜感的）度假村之外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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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收入预测
        根据观察到的加勒比地区顶级豪华保健度假村的竞争市场趋势，以及所预测的已售客房平均房价（ADR）和入住率（OR）分别为950美元和58%的情况下，度假村的预期总营业收入（GOR）将

从第1年的3,490万美元增至稳定年份的4,830万美元，即每间可售客房总收入（TRevPAR） 为875美元。到稳定年份，客房部收入将占总营业收入的62.5%，餐饮部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27%，保健部

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9%。

建议的概念特征

§ 定位：顶级豪华

§ 客房：150间客房，含20%的套房和33%的别墅

§ 餐饮：3家餐厅、3家酒吧

§ 水疗中心：设有水疗、健身房和室内运动设施的健身中心，其中一些为儿童专用 + 
户外运动设施 + 2个网球场 + 2个主要游泳池（1个儿童泳池）

§ 其他：为大型活动及在体育、保健、瑜伽等区举办的活动提供餐饮服务的户外设施

§ 总建筑面积：约20,700平方米

5.8. 顶级豪华精品水疗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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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豪华码头酒店
描述

加勒比海群岛是提供游艇及租赁的理想之地，帆船和渔船的租赁尤其常见，并且

需要此类运动相关装备完善且有吸引力的地点。对游艇主及其亲友来说，对希望通过

游览及参与游艇活动的方式体验加勒比海的情侣来说，码头酒店都再合适不过。

该类型的体验尤其需要提供：

§ 能直达所租赁游船出发的码头；

§ 安全的锚定点；

§ 高比例的享有泊位景致的单元（一间房对应一个泊位）；

§ 能直达陆地私人船只存放库、游艇用品店及专门海上装备商店；

§ 能直达海滩；

§ 多样化的精品海鲜餐厅+24小时开放的美食酒吧/鸡尾酒吧。

规划准则

     码头酒店没有严格的概念上的要求，但通常：

§ 通常：围绕码头或小型锚定地点而建；

§ 客房：小于等于100间客房；因其“精品”理念，尽量不要标准化；套房占比很高

（30%-40%）；

§ 餐饮：餐厅和酒吧种类繁多，至少有一家酒吧临码头；

§ 其它：必须有水疗。其它设施需要满足游艇主亲友的需要（同伴的乐趣）。

在安巴经济特区内的定位

§ 对安巴经济特区另几处海滨度假村提供的豪华服务起到补充作用，比如高尔夫度假

村和保健度假村；

§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半岛的末端）和独特的环境（被船只围绕、或靠海滩），它

提供了其它度假村之外的一个特点很清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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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收入预测
        根据观察到的加勒比地区码头酒店和度假村的竞争市场趋势，以及所预测的已售客房平均房价（ADR）和入住率（OR）分别为400美元和70%的情况下，度假村的预期总营业收入（GOR）将从

第1年的1,330万美元增至稳定年份的1,900万美元，即每间可售客房总收入（TRevPAR） 为520美元。到稳定年份，客房部收入将占总营业收入的53.8%，餐饮部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41.5%，保健部

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3.6%。

建议的概念特征

§ 定位：豪华

§ 客房：100间客房和套房（40%）

§ 餐饮：3家餐厅、3家酒吧

§ 室内技术区：专门用于游艇和海上运动（在码头覆盖区和船库之外）。

§ 其他：有水疗和健身房的健身中心

§ 总建筑面积：约11,900平方米

5.9. 豪华码头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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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财务

     我们已根据市场惯例采用了一种收入计算方法，并使用了现金流量折现模型（DCF）来估测“已完成”状态下的每家度假村的当前价值，这是基于根据管理
合同协议进行运营的头10年中产生的现金流量进行的。

         根据当前的市场状况，考虑到加勒比海地区酒店业的平均低风险、度假村的具体位置及近来在同一市场和类似地点的酒店交易，顾问预测：目前的酒店
业开发价值（截至2020年3月）约为：

（计）1,125,111,000  美元
(拾壹亿贰仟伍佰壹拾壹万壹仟美元） 

 家庭度假村 仅限成人度假村 水上乐园度假村
加勒比体验度假

村
会展酒店 赌场酒店

高尔夫度假村和
别墅

精品水疗度假村 码头酒店 总计

客房                      300                      250                      360                      200                      400                      350                      260                      150                      100                  2,370 

地块 （公顷）               8                         6                          8                          4                          6                          6                        60                        22                          3                     123 

总建筑面积
（平米）                25,400                24,500                30,600                22,300                30,200                32,800                37,000                20,700                11,900             235,400 

酒店价值 
（千美元）        66,672        75,664        86,005        90,434        90,589     217,881     302,659     145,679        49,528  1,125,111

每间客房价值
（美元）              223,000              303,000              239,000              453,000              227,000              623,000          1,165,000              972,000              496,000             474,730 

安巴经济特区酒店业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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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限制

§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其子公司或其各自的董事、高层领导、雇员和代理人均没有独立核实本文件所载的任何资料，也没有对任何与本投资机会有关的潜在投资商或其顾问，就本信息备忘录或任何其

它书面或口头资料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充分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陈述或保证。

§ 此信息备忘录不构成出售或购买任何证券或资产的要约、邀请或建议，也不构成顾问的任何形式的承诺或建议。

§ 此投资机会无意成为一项公共交易或要约，且此信息备忘录没有、也不会被向安提瓜和巴布达或任何其他管辖区的任何国家、区域或联邦政府机构、证券委员会或监管机构提交、得到批准或获得建

议。对于在某管辖区内该要约或敦促构成不合法行为的，本信息备忘录不构成在此管辖区内向任何人出售或敦促购买此投资机会的要约。本信息备忘录的所有收件人应在收到本信息备忘录时告知自

己，并遵守各自所在管辖区内的所有适用法律要求。在接受本信息备忘录时，投资者被视为代表自己：他作为最终投资者而不是作为金融或其他中介接受。本信息备忘录的内容不得解释为财务、法

律、商业或税务咨询，任何投资者或信息备忘录的任何接受者都应接受自己独立的财务、法律、税务或其他咨询意见，并对本投资机会进行自己的调查和分析。 

§ 在尽一切合理的努力确保情况属实后，在尽其所能进行适当和仔细的查询后，顾问对本信息备忘录的内容承担责任并声明：本信息备忘录所载的信息与事实相符，且没有可以影响其重要性的遗漏。

然而，顾问不承诺更新此处所载的任何信息。

§ 我们提供了还未存在的资产的表现预测，并且阐明了我们的假设。由于这些预测是与特定概念紧密相连的，而投资者关于定位和概念的决定可能会导致一些重大或微小的变化，因此预测与实际可实

现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 此外，我们已基于该资产的经营结构、商业模式及收支结构的某些有限信息，提供了初步估值。我们因此不得不归纳并使用理论上的费用数值、并假设该酒店将根据管理合同协议进行经营。对价值

的估计毕竟总会带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它们将影响到该估值与评估日期销售所达到的实际价格的可能性。因此，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RICS）要求我们对此处所报告的预估价值进行置信度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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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酒店价值所采用的方法取决于该酒店的过往交易结果的准确性以及市场上可用的信息级别和准确性，以便确定当前整体市场的交易条件，并估算该酒店未来的交易潜力。

§ 经同类酒店收支的对比，我们认为对未来收支的预测比较恰当，因此，我们认为所作估值的的不确定性会相对较低。同时如上所述，酒店概念的改动性仍然较大。这一事实决定了：

我们只能将此作为一个初步的评估来考虑。

§ 本信息备忘录旨在且唯一目的是：为潜在投资者提供信息，使其对在安巴经济特区进行可能的投资作出评估。

§ 在本信息备忘录形成之日，本信息备忘录所载的所有历史或事实信息及与顾问有关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都是真实和准确的。就本信息备忘录所提供的有关第三方的资料而言，该

资料是从顾问认为值得信赖的公共来源提取的。然而，本信息备忘录无意包含投资者在决定是否把握此投资机会时可能希望获得的所有信息。本信息备忘录还载有某些信息，这些

信息不是过往信息，而是前瞻性的信息。顾问在这方面考虑到了合理的假设，但其天然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这里描述了一些，但可能不是全部，并且存在着无法实现一些估计、

预估、预测或其它前瞻性描述的风险，且这些描述从来不代表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7.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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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投资机会可以通过访问数据室来继续把握

要访问数据室，可以发送请求到电子邮件

mterraneo@horwathhtl.com 

数据室文件包括：.

1. 安巴经济特区整个酒店业总体规划 （由浩华管理顾问公司制

作）

2. 安巴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和建筑规划，包括酒店和度假村的初

步渲染（由Erregi工程公司制作）

3. 初步商业计划和对每个酒店/度假村价值的预估 （由浩华管

理顾问公司制作）

4. 安提瓜和巴布达特别经济区指南（由毕马威制作）

5. 有关投资机会和安巴经济特区法定基础设施的更多信息可在

https://www.antiguaabsez.com/ 上找到

8. 数据室 

要求更多信息并访问数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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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EZ: 安提瓜和巴布达经济特区

ADR: 已售客房平均房价（某一期间客房收入除以同期售出客

房数所得的结果

AGOP: 调整后总营业毛利（除去基本管理费但未扣除奖励费

用及固定费用的运营毛利）

AR: 可售客房（在酒店开放期间可以出售的客房数）

Avg: 平均

DCF: 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基于未来现金流及转售价值以预测

某资产市场价值的估值方法）

DOF: 双人入住因子（每间售出客房平均入住人数）

EBITDA: 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除去管理费及固定费用的运

营利润）

F&B: 餐饮

FB: 全餐（包含早餐、午餐和晚餐的饮食服务）

FEZ  (SEZ): 自由经济区（特殊经济区）

FF&E: 固定费用和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与建筑结构没有永

久联系的可移动家具、装置或其它设备）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M: 综合管理服务（综合管理集团为所有业务部门提供的集

中服务）

GOI: 总营业净收入（除去部门支出后的总收入）

GOP: 总营业毛利（未除去管理费及固定费用的运营利润）

GOR: 总营业收入（酒店运营的总收入）

HB: 半餐（包含早餐和另外一主餐，即午餐或晚餐的饮食服务）

MICE: 会议、奖励旅游、大型企业会议和活动（描述会议会展

市场的综合性术语）

MOD: 次要业务部门（包括如：停车、房客洗衣服务、商店、

付费电视、商务中心等）

NOI: 纯经营收益（除去储备基金后的运营收益）

OR: 入住率（在某一时期——通常为一年——售出客房占可售

客房的比例）

P.a.: 每年（每一年）

P&L: 损失和收益

PAR: 每间可售客房（基于开业期间可售客房数的收入或成本

参数）

Pax: 客人，人

POR: 每间售出客房（基于开业期间售出的房间数的收入或成

本参数）

Rev.: 收入

RevPAR: 每间可售客房收入（某一时期客房收入除以同期可售

客房数）

RN: 房晚（开业期间售出的房间数）

Tot. Rev.: 总收入

TRevPAR: 每间可售客房总收入（某一时期总收入除以同期可

售客房数）

VAT: 增值税

VFR : 探亲访友（需求市场细分：为探访亲戚朋友而旅行的旅

游者）

9.  缩写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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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ran Bacic
董事总经理
+39 342 89 39 610
zbacic@horwathhtl.com

Alessio Franzese
项目经理
+39 334 387 5873
afranzese@horwathhtl.com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意大利分公司
地址：Via Flaminia 21 
00196 – Rome, Italy
电话：+39 06 68 39 50 91
传真：+39 06 45 42 26 24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是一家在酒店业管理和营销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咨询公司，并且是浩华
管理顾问公司国际网络的成员公司。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是1915年在纽约成立的国富全球会计和管理咨询公司专业协会的成员。
国富全球是目前跻身国际排名前十的专业服务集团，在130个国家的约586个城市设有办事处。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酒店旅游和休闲）是一家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专业从事酒店、旅
游和休闲领域咨询的集团，通过本土知识和国际“愿景”的结合”，为全球客户提供项目经验和专
业知识。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从事酒店业的咨询机构，在39个国家设有50个
办事处。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在公共和私人旅游的不同领域获得了广泛的专业经验。

我们专注于：
• 酒店资产管理
• 旅游休闲
• 酒店估价
• 规划与发展
• 战略咨询
• 码头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

10. 重要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