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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圆环瞰景复式公寓系列

7套定制一居室 / 两居室复式公寓位于450英尺高的

巴尔地摩塔顶层，傲视金丝雀码头。

顶层公寓为住户打造别具一格的生活空间，提供360度绝世景观。

4403实拍景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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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荣誉
超越传统

巴尔地摩塔以450英尺的高度傲立
于伦敦码头区。Galliard Homes在
斩获建筑大奖的高层住宅楼内匠心
打造7套全新顶层瞰景复式公寓——
每一套公寓均为您提供独具特色的
生活方式。

巴尔地摩塔斩获以下奖项：
2017年国际地产大奖
最佳高层住宅建筑奖

该奖项认可了巴尔地摩塔作为首都
伦敦最具活力地标建筑的地位。在
为业主提供欧洲和全英范围内屈指

可数的绝佳景观。

建筑师团队：

巴尔地摩塔的建筑师团队由国际知名建筑设

计师组成。

SKIDMORE OWINGS & MERRILL INC 
(SOM) LONDON UK

该团队在全球50多个国家设计建造了超过

10,000个项目，其中包括位于迪拜的世界最

高建筑哈利法塔（The Burj Khalifa）。

由以下企业联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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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无限的室内外空间

电脑合成顶层复式公寓4406客厅/餐厅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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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地摩塔
项目简介

•   巴尔地摩塔是金丝雀码头皇冠上的明珠。建筑外观
极具空间设计美学意义，建筑高度保障360度无遮挡
美景。

•   整栋建筑均为私有产权公寓，44-45层复式顶层旨
在打造伦敦顶级景观高级公寓典范。

•   项目一层配有双层挑高大堂并配有24小时前台礼宾
服务。

•   项目配套服务设施包括：商务中心、大屏幕电影放
映厅、健身房、一层咖啡厅（计划中）。

•   项目配有地下车库、全新景观花园和公共空间。

•   每一位业主均可使用“the Club”——业界顶级健身
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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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桥
主线火车                   搭乘地铁6分钟

金丝雀码头站
泰晤士河巴士              步行1.7公里

金丝雀码头站
地铁伊丽莎白线          搭乘轻轨8分钟

金丝雀码头站
地铁银禧线     

过港站
码头轻轨 步行300米

格林威治北站
阿联酋航空空中缆车    搭乘地铁19分钟

金丝雀码头站

德特福德

格林威治

格林威治半岛

金丝雀码头

巴尔地摩塔

西码头站 
Westferry

All Saints

Poplar

West India Quay

Canary Wharf
Elizabeth line services

Canary Wharf
River Bus Pier

Canary Wharf

Canary Wharf

C a n a r y  W h a r f

Heron Quays

South Quay

Arena Apartments
North Greenwich

GREENWICH 
PENINSULA

O2 ARENA

BLACKWALL TUNNEL

Crossharbour

Millwall Outer Dock

Mudchute

DEPTFORD

GREENWICH

Island Gardens

Greenwich Pier

Cutty Sark for Maritime 
Greenwich

诸圣站

白杨站

女王线换乘站

南码头站

过港站

麦塞特站 

西印度码头站

金丝雀码头站

苍鹭码头站

北格林威治站

布莱克沃尔河底
隧道

O2 体育馆

米尔沃尔外码头

岛园站

格林威治泰晤士河
巴士站

卡提萨克站

金丝雀码头
泰晤士河巴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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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丝 雀 码 头 
坐 拥 全 英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之 最

巴尔地摩塔业主距离码头区自动运行轻
轨网络（DLR）仅一步之遥，同时紧邻地
铁银禧线（Jubilee）和横贯伦敦的伊丽
莎白线地铁/横贯铁路（ElizabethLine/
Crossrail）。待伊丽莎白线全线通车后，
仅需20分钟即可通勤全城，40分钟以内
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使得业主的国内和
国际旅程变得异常便捷。巴尔地摩塔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附近公共交通发达 
（拥有路网、铁路网、运河巴士、地铁网
络和空港服务）。

巴尔地摩塔距离主要交通站点及时间：

Crossharbour

DLR services

Canary Wharf

Jubilee line services

Canary Wharf

Elizabeth line services

North Greenwich

Emirates Air Line Cable Car

Canary Wharf

River Bus Pier

London Bridge

Mainline Services

顶层圆环瞰景复式公寓

搭乘轻轨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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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享生活尽在
金丝雀码头
区位概览

•   巴尔地摩塔距离轻轨过港站（Crossharbour）为步
行300米。

•   搭乘码头轻轨仅需3站（5分钟）即达金丝雀码头交
通枢纽并换乘地铁伊丽莎白线。

•   待伊丽莎白线全线贯通时，乘客仅需6分钟即达利物
浦大街站（Liverpool Street），13分钟抵达西伦敦
核心邦德街站（Bond Street）。

•   搭乘地铁伊丽莎白线39分钟即达伦敦希思罗国际机
场。

•   业主可步行或者搭乘码头轻轨轻松抵达金丝雀码头
尽享便利的商业配套：大型综合零售商场、各色室
内外餐厅、休闲娱乐场所等。

•   业主可同时搭乘码头轻轨10分钟即达东南伦敦最大
公共绿地——格林威治皇家公园和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中心——格林威治海军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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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44

45

一层

二层

4403

4404

4405

4406

4407

4408

4409

4403

4404

4405

4406

4407

4408

4409

复式公寓4404实拍景观图

瞰景复式公寓
户号               户型        套内面积
      平米 平尺
4403 一居室 86.7 933
4404 一居室 64.6 695
4405 两居室 99.9 1075
4406 一居室 64.2 691
4407 一居室 71.1 765
4408 一居室 64.5 694
4409 一居室 62.0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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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页所示图片为电脑合成复式公寓4406效果图。

复式公寓4404 / 4407 / 4408 / 4409的内部装修和空间布局与4406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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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4403 4403
一层 二层

户型设计以实际结果为准。总面积容错率控制在5%以内。

4403在6套一居室复式公寓中面积最大，

该公寓享有北向金丝雀码头景观和西向伦

敦塔桥与老金融城景观。

总面积：
套内面积    86.7 平米   933 平尺

一居室

复式公寓4403实拍景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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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4 4404
一层 二层

复式公寓4404实拍景观图

户型设计以实际结果为准。总面积容错率控制在5%以内。

该户型一居室共有5套，每一套享有不同室

外面积与朝向。4404享有北向金丝雀码头

金融城景观。

总面积：
套内面积    64.6 平米   695 平尺

北



26 27

北

4405 4405
一层 二层

复式公寓4405实拍景观。

两居室
户型设计以实际结果为准。总面积容错率控制在5%以内。

该两居室复式公寓提供了极致奢华的

室内外居住空间，业主可享有180度

全视野景观。

总面积：
套内面积   99.9 平米  1075 平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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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英尺的高度完美地捕捉了金丝雀码头

金融城的绝美天际线。
复式公寓4405实拍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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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6 4406
一层 二层

复式公寓4406实拍景观图

4406享有6套一居室中最大的室外

空间，超大的室外空间望向东北，

俯瞰格林威治半岛全景。

总面积：
套内面积   64.2 平米   691 平尺

北

一居室
户型设计以实际结果为准。总面积容错率控制在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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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4407

二层

一层

复式公寓4407实拍景观图

一居室

该公寓拥有可纵览泰晤士河美景、格林威治半岛和格

林威治海军建筑群壮丽美景的宽敞东南向大露台。

总面积：
套内面积    71.1 平米   765 平尺

户型设计以实际结果为准。总面积容错率控制在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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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8

二层

一层

复式公寓4408实拍景观图

一居室

4408不仅享有舒适的居住环境，更为业主提供了全景

天际线景观，完美地将泰晤士河蜿蜒的曲线和狗岛南

部景观以及格林威治海军建筑群展示出来。

总面积：
套内面积    64.5 平米   694 平尺

户型设计以实际结果为准。总面积容错率控制在5%以内。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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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9

二层

一层

一居室

4409畅享南向景观，可饱览格林威治皇家公园、格

林威治海军建筑群、卡迪萨克帆船旧址和格林威治全

境美景。

总面积：
套内面积    62.0 平米   667 平尺

复式公寓4409实拍景观图

户型设计以实际结果为准。总面积容错率控制在5%以内。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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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项

• 鹅卵石灰哑光墙面配白色吊顶。

• 客厅、餐厅、厨房和卧室铺设Amtico智能拼接式白橡  

    树风格木地板。

• 白色凹槽踢脚线配同款式门楣。

• 白色凹槽样式户内门。

• 缎光贴面入户门。

• 黑色门饰。

• 黑色电源插口与开关。

• 户内台阶铺设Amtico智能拼接式白橡木风格木地板配

    玻璃挡板与黑色扶手。

• 外嵌白色轨道灯组配调节开关。

• 每个单元均配有Sono音箱与扬声器。

• 户内配备舒适冷气系统。

• 户内供应压力冷热水。

• 户内配备双层玻璃。

厨房

• 定制室内厨房设计：灰色哑光漆面落地单元柜配浅色

    现代橡木风格墙面单元柜，柜内安装关门缓冲装置。

• 浅灰色橡木风格早餐台。

• 浅灰色漆面操作台。

• 白色砖块造型全尺寸防溅面板。

• 法国高端家电品牌De Dietrich全套家电：落地烤箱、4

    灶眼电磁灶台、抽油烟机、洗烘一体洗衣机、洗碗

    机、冰箱、微波炉。

• 不锈钢下沉式洗碗池配冷热水二合一龙头。

• 墙面单元柜配照明灯条组。

• 中央控制一键开关。

客厅与餐厅

• 客厅装配电视专用插座面板（SkyQ），需订阅相关服

    务。所有电视面板安装数字广播和地面天线接口。

• 客厅与餐厅装配电话接口。

• 客厅装配BT光纤接口与Hyperoptic网络接口。

卧室

• 落地全尺寸大衣柜配灰色哑光面门和浅色橡木风格内

    里。

• 全部卧室装配电视专用插座面板（SkyQ）与数字广播

    和地面天线接口。

• 卧室装配电话接口。

浴室

• 大尺寸白色哑光大理石墙砖与地砖。

• 电热地暖。

• 梳妆台面装配双层抽屉拉门搭配浅色橡木墙面镜面

    柜，镜面两侧装配照明灯条组。

• 白色哑光大理石台面。

• 剃须设备专用插座。

• 白色浴室搭配无边框玻璃门淋浴台、壁挂式马桶和隐

    藏式双水箱、黑色不锈钢圆形水池。

• 钢制水龙头、水池台面下存水弯、水箱推板、恒温浴

    缸和淋浴龙头、淋浴花洒架杆、手持花洒和软管。

• 恒温电热毛巾架。

走廊

• 音视频入户门禁电话系统

公共区域

• 双层挑高入户迎宾门厅与礼宾前台铺设大尺寸地砖并

    辅以现代化装修、墙面装饰和照明灯组。

• 全部楼层与地下室均配备电梯。

• 节能墙面灯组。

• 公共区域安保自行车库。

地下停车库

• 地下车库提供代客泊车服务。

装修标准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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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中所出现的效果图和数据均旨在为房屋提供完整的描述但不作为法律或合同的部分依据来保证其准确性。  

英国Galliard Homes LTD保留更改任何规格和平面布局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册中描述的交通时间均为大致估算。 册中图片所示的内部装潢及其他所选取的图片为电脑虚拟而成，仅供参考。 
巴尔地摩塔（Baltimore Tower）和顶层圆环瞰景复式公寓（Arena Apartments）仅作为市场宣传之用而非真实邮寄地址。



LONDON CENTRAL  
销售与营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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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762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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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alliardhomes.com/baltimore-tower

V2 November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