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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投资、 
度假或生活…

上思睿 Sansiri 都被公认是泰国优质别墅、联体别墅和公寓开发商的领导者。从高级别墅到

豪华公寓﹐我们提供的住家以精确的空间设计及对每一个空间细节的精心考量，使其不失其

美观和功能。

位于世界上最有活力和令人兴奋的国家之一﹐且拥有超过30年的房地产业经验﹐上思睿

Sansiri 以创新的产品和生活化的服务继续作为开创高品质的先锋。

当您在泰国投资房地产时﹐首先考虑您购买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在泰国投资房地产常见的

原因﹐包括：

• 作为主要的住所

• 作为办公室或工作场所

• 用于资本增值投资

泰国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国家﹐其提供了房地产投资者许多的投资选择。诸如地点、便捷的

交通、可达性、靠近便利的设施﹑单位面积大小、装潢和其他的考量因素﹐最重要的是﹐取

决于您购买的原因而有所不同。

上思睿 Sansiri 努力提升住户的生活品质和为所有的客户创造一个丰富、有价值的生活体

验。同时确保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的最大满意﹐其包括商业合作伙伴、员工或当地社区。我们

的承诺不仅延伸到我们的客户﹐也扩展到整个社会。Sansiri 的“社会改变”项目是我们坚

定不移地奉献以回馈社会的具体表现。



投资于一种生活方式









投资者指南



永久产权或租赁权

永久产权

具永久产权的公寓是外国买主在泰国最好的购买选择。由于

特殊的情况﹐根据佛历 2522 年（公元1979年）公寓法的概

述﹐永久产权的公寓允许外国人可直接拥有公寓单位的所有

权﹐以及该公寓公共财产的共同所有权。换言之﹐永久产权

的所有权授予完全的房地产所有权﹐以及它是外国人在泰国

被授予所有权的最佳形式。

上思睿Sans i r i提供给外国买主一系列的购买选择﹐包括坐落

于曼谷和许多遍布在泰国主要度假胜地的永久产权公寓。

• 已竣工的房地产需要支付该房地产的全额（100%）。

• 尚在施工中的房地产最初需要支付 30% 的金额﹐其余的 

 70%于完工后支付。

租赁权

或者﹐外国人可以向当地的土地厅注册房地产的租赁权﹐此

包括公寓和永久产权土地的租赁。通过此一程序﹐外国人可

以获得租赁权及有效地使用该土地和允许拥有该土地上的建

筑物或建购物。泰国法律限制租赁期限最多为30年﹐租赁期

满后﹐租期可以再延长。如在泰国注册公司﹐外国人也可以

买土地或房子。

49%

购买配额

对于具有永久产权的公寓﹐外国人最多

可以购买该公寓总建筑面积的49%。 

因此﹐在购买之前﹐必须注意该公寓外

国人所有权的配额﹐这是非常重要的。



预订和购买

为确保公寓单位的预订﹐买方被要求须预付订金和头期款。一旦该项目完工后﹐剩余的金额必须全

部付清。上思睿Sansiri 也要求买方所在国籍的护照复印件。对于之前曾在泰国购买房产的外国买

主﹐有必要确认买主用泰文拼写的名字和之前购买房地产时所用的名字是一样的。买方在泰国购买

房地产可以经由以下方式支付：

•  以现金或信用卡预订

•  自外国汇入外汇

买方无论是汇款至上思睿 Sansiri 的银行账户或者是上思睿 Sansiri 所指定的银行账户﹐其必备的

信息如下：

•  银行账户名称

•  银行名称

•  银行账户号码

• 银行地址

•  SWIFT Code

•  汇款目的（即购买房地产）

资金来源声明

非泰国居民之外国人在泰国购买公寓﹐当注册房地产所有权时﹐必须出示资金来源声明给地方土地

厅。所有的资金必须以外汇的形式汇入泰国﹐之后﹐收款银行会将该款项兑换成泰铢。

外汇交易 

若汇款金额大于 50000 美元的款项﹐收款银行将发给外汇交易单（FET）。少于50000 
美元的款项﹐银行则给予信用票据。

报关单 

向海关申报金额和币种是必要的程序。海关将发给该项金额的收据﹐该收据可以提交给银行﹐以取

得确认信函。

我们建议外国买主们向您的律师咨询﹐以协助购买。



额外的注意事项

税收是另一个您购买房地产时必须考虑的因素。那些考虑在泰国投资房地产的外国买主﹐通常不了

解在买卖房地产时可能发生的税收问题。

•  转让费 

 转让费适用于永久权房地产的购买一项﹐该费用相当于官方对该房地产评估价格的2%。转让费 

 由买方或卖方支付取决于双方在买卖协议中的条款。在房地产所有权的转让日﹐该笔转让费将支 

 付给该房地产所在地的地方土地厅。

•  租赁登记费 

 若租赁期少于3年﹐租赁登记不被要求依法强制执行。如果租赁期超过3年和长达30年者应向土 

 地厅登记﹐以确保法院的强制执行。目前﹐租赁登记费为整个租赁期租金的1%﹐这笔费用通常 

 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协商一致﹐平均分担。

•  特种商业税（SBT） 

 无论公司或个人想要出售持有不到5年的房地产﹐必须支付具体营业税。税率依照出售价格或官 

 方对该房地产评估价格的3.3%（取金额较多者﹐其中包括市政税）。

•  印花税 

 印花税的征收视不同的法律文件而有所不同。印花税仅适用于在具体营业税（SBT）不适用的  

 情况下。

•  预扣税（WHT） 

 如果卖方是一间公司﹐预扣税被估计为介于土地部门的官方评估价格或合同中的销售价格的1% 

 计算（取金额较多者）。若是个人因销售房地产所赚取的收入﹐其中包括公寓单位﹐应依照泰国 

 税法缴交预扣税。预扣税的计算是基于该房地产的官方评估价格的累进税率。

备注：

当您将外汇汇入泰国时﹐在外汇交易单中所列的收款人姓名和买主必须是一样的﹐也和在买卖协议中的姓名相同。

汇入的款项总金额不得少于在买卖协议书中规定的该公寓单位的净值（泰铢）。于汇款指示中﹐请明确注明该汇款的目的为 

“For the purchase of a condominium in Thailand”（为了购买在泰国的公寓）。



卓越的居家服务

无论您是住在泰国还是国外﹐我们提供专门的居家服务﹐以确保你的房地产便利及有效地被用心管

理。我们细心的工作人员将负责房地产共管的部分﹐如为您付账单﹐此为众多的无忧服务条款之

一。我们有三种服务以满足您的各种需求﹐无论是持续性的房地产照顾、协助或特殊要求。

1．搬入配套

协助业主和住户做房地产转让前的检查服务。

我们提供什么 

•	 在房地产转让前做检查服务﹐包括内置家具承包商的评定和批准以及装置时的管理和监督﹐ 

 并附以装置前和装置后的照片。

上述的检测服务将依照标准文件中的概述加以执行。业主必须在转让房地产所有权后的 30 天内﹐

提供核准证明。（时间长短将取决于承包商）

•	 安装和测试电话线路、电缆线和网络服务等﹐此项服务必须在搬入前完成。 

•	 于搬入前提供全面的清洁服务。

2.年度房地产管理配套

年度房地产管理配套﹐包括支付水费、电费、电话费和网络费等费用。用户将获通知有关必须提前

支付这些账单的金额。

我们提供什么 

•	 清洁服务﹐与清洁服务供应商合作（视合同中同意的范围）﹐包括包月服务﹐此项服务将每月进 

 行二次。

•	 维护服务﹐以确保每个房间都保持在最佳的状态。如在使用过程或因意外发生造成任何的损坏﹐ 

 承包商将负责维修﹐该费用由业主承担。

不包含在配套中的可供选择服务项目: 

•  大扫除 

•  病虫害防治 

•  空调服务



3. 	度假配套

度假配套服务﹐包括接机服务、住宿前后的清理工作和停留期间的日常用品代购（费用由客户支付）

。客户必须提前三天通知Plus礼宾部。

我们提供什么

•	 代客户安排机场接送或其他运输服务（客户自付）。

•	 住宿前、中、后的清洁服务工作。

•	 住宿期间全套的洗衣服务。

•	 在该房地产内举办聚会﹐可代为安排地点和备办餐饮服务。

•	 代订饭店、餐厅、SPA 和旅游等服务。

•	 至超市和商场购买日常用品以及订餐和赴餐厅取餐服务（价格因地而异）。

条款和条件:

•业主和住户必须提交填妥的申请表格﹐并支付希望使用的礼宾服务费用。

•对于搬入配套和年度配套﹐业主和住户必须提前通知Plus礼宾部关于家具

    细节和所需的服务。

•若使用外包服务﹐客户可直接支付给外包供应商﹐包括发生的任何额外费用。

•度假配套适用于所有的度假胜地﹐包括普吉岛、芭提雅、华欣和考艾。

•价格和提供的服务因地而异﹐与Plus礼宾部确认前﹐请先检查服务费用。

•清洁服务时间﹐每天08.00到17.00。

•相关的服务须在3天前预订。如为长周末和节日必须在7天前通知。

由Plus房地产有限公司辖下的礼宾部管理



公司简介



2000

1997年经济危机

后，上思睿Sansiri
有限（大众）公司
通过调整产业结
构，摆脱负债，成
为泰国房地产的姣
姣者之一。

2006

建造前，房产销售

额已增加到160亿
泰铢，年终首次突
破一百亿。

2010  

Settha 
Thaweesin 上

思睿Sansiri有
限 

为覆盖全泰国，上

思睿Sansiri向其他
府扩大商业范围，
包括清迈、普吉、
华欣、孔敬、芭提
雅和考艾。并且与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合作，关注儿童福
利，加强了社会责
任感。

2012

2013

旨在改善Sansiri社区的
项目取得重大成就，使其
受代表私营企业，参加

2013年在瑞士日内瓦举
办的聚集世界各地政府和
私营企业的“联合国贸易
和人权座谈会”。

上思睿SANSIRI的第一
个精品酒店开发项目

ESCAPE Hua Hin投入
运营，之后第二个精品酒

店项目ESCAPE Khao 
Yai于2014年投入运营

2015

The Monument 
Sanampao高档住宅项

目，The Line Jatujak-
Mochit 公寓大厦（BTS与

上思睿Sansiri合资开发的
第一个项目）

更多项目，拭目以待。。

上思睿Sansiri素坤

逸67巷房产项目，
荣获“亚太地区商
业地产奖”的“
亚洲最佳住宅项
目”。

2007

1996

上思睿Sansiri 有限
（大众）公司于泰
国资产市场注册

上思睿Sansiri公布了

11个公寓大厦建设项

目、6个别墅项目、2
个现代排屋项目，房
产销售额增加到91亿
泰铢。

2003

Starrwood 
Capital Group与

上思睿Sansiri成为
合作伙伴

1999

San Samran
华欣“珍珠之
家”公寓大厦
项目启动，投
资两亿五千万
泰铢

1988

公布集团新商标，
提高同行竞争力。

2011

1984

San Samran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构建生活﹐而不仅是建筑

凭着超过31年的经验和在全泰国数百个项目﹐包括两间酒店和在伦敦.肯辛

顿的住宅项目﹐上思睿Sansiri  被公认是泰国优质房屋、联体别墅和公寓开

发商的领导者。

建造精心设计、做工精良的住宅﹐我们力求不断地提升我们住户的生活品

质。

上思睿Sans i r i也是泰国唯一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房地产开发商﹐提供的

全面服务远远地超出了传统的开发商。其中包括我们的 Plus 房地产代

理﹐Quintessentially Lifestyle 尊贵私人礼宾服务和假期租赁﹐我们将由

始至终地充分照顾客户的需求。

我们的行程将继续…

31 年  
274 个项目 

74,212 个单元  
16 个府  
1 个世界级项目

上思睿Sansiri通过融资
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资

金链。截止2014年12
月，上思睿Sansiri实收

股本为145亿8200万
泰铢，相比去年同期的

102亿100万泰铢有长
足增长。 

上思睿Sansiri与曼谷天

轨集团BTS签署合资协
议共同开发天轨沿线的
住宅项目。

2014

里程碑

(大众）公司总
裁，成为公司最
大股东。

Chiangrai

Udonthani

KhonKaen

BangKoK & ViCinities

Chiangmai

Bangsaen

rayong

Korat

Cha-am

CUrrent

PhUKet

sUratthani

had yai

hUahin

Pattaya

neW LoCations



上思睿开发项目

Narasiri-泰国独栋公寓的顶级产品

Residence 65-位于曼谷市中心的顶级联

排别墅项目，仅10套

Quattro-位于Thonglor中心区的高档公寓，拥

有顶级配套服务



Baan Mai Khao-位于普吉最美丽及最具魅力的迈考海滩之高档海景公寓

Setthasiri Watcharapol -现代泰式风格独栋别墅，以平衡及建筑美感

为基础，在泰式居所中充分体现“完美居所”的概念



上思睿sansiri的子公司
上思睿Sansiri是泰国唯一能够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房地产开发商。我们为客户提供了更多附加的销售

和售后服务。

Plus房地产已迅速地成为泰国房地产服务供应商的领导者﹐其从事两个主要的业务领域﹐

分别为：

• 代理―房地产经纪服务﹐项目销售管理和专业咨询。

• 设施管理―综合性房地产管理服务。

Plus 房地产提供专家建议和咨询﹐拥有超过 20 年的经验和一个充满活力的团队。该团队

随时随地准备好以满足客户各种各样的需求和期望。

www.plus.co.th

“Quintessentially Lifestyle”会员制提供独有的专属特权﹐作为一个全球性的

私人会员俱乐部﹐为全世界的精英们提供屡获殊荣的礼宾服务和生活化的管理服

务。“Quintessentially Lifestyle”是一种个性化和积极主动的服务﹐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以迎合个人和企业成员的需求。

通过专家更深入的建议及专业知识和独有的专属特权﹐“Quintessentially Lifestyle” 

将满足您每一天的需求﹐保证您尽情享受生活的每一精彩时刻。

www.quintessentially.com



在令人惊叹的大自然之中享受简朴生活的魅力…欢迎来  ESCAPE 精品酒店﹐在这里我

们提供给旅客一个轻松、安静的居住环境。您的假期将在优美的大自然环绕下充满丰富

的感官体验﹐以迎合您对时尚度假生活方式的渴望。

www.escape-hotel.com

不仅仅是地区性的购物商场﹐HABITO以豪华及绿意盎然的环境和有益健康的有机产

品，将为住户提供的是一种真正的社群意识。从为前卫的住户准备的专营商品（niche 
goods）和服务﹐到提供符合道德生产准则的商品﹐HABITO的概念为那些寻找更多有

益经验的都市客户更丰富多彩的选择。

HABITO位于上思睿Sansiri T77项目区的中央。上思睿Sansiri T77项目区是一个有关

时髦住宅及零售业发展的广阔网络﹐位于素坤逸（Sukhumvit）77巷﹐将于2015年11
月开幕。

www.habitomall.com



服务和售后服务

上思睿Sansiri休闲室提供各种服务﹐是一个您可以不断启发新灵感的地方﹐在这里您可以找到每一

种生活方式的需求。Sansiri目前在2个黄金地点设立休闲室﹐分别位于曼谷Siam Paragon和普吉

Central Festival。欢迎来此享受免费的茶或咖啡﹐让您沉浸在Sansiri的生活方式之中。我们的休闲

室提供许多的设施﹐包括收藏众多有关设计、艺术和生活方式的图书馆﹐专供Sans i r i之家的成员

阅读。

在上思睿Sansiri﹐我们相信“家”这个字所代表的不仅只是个地址。“家”是一个避风港﹐在这里

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可以在一个积极正面的环境中享受他们的时光﹐在舒适和便利的环绕下过着

真正幸福的生活。我们致力于提供住宅房产和服务﹐为我们的客户的需要作出最好的回应。这是我

们对那些把他们的信任交给我们﹐和成为我们上思睿之家Sansiri Family重要组成部分的客户们的承

诺。

我们以专业的全方位服务提供给您更容易的房地产管理﹐旨在提升您在国内旅游地点的房地产价

值。*让您的“度假屋”成为可供来自泰国或其他地方的游客或退休人员租赁的最佳住所﹐为您所拥

有的房地产获取庞大的收入。

借由假日租屋项目﹐您将无忧无虑安心地获得投资的收益﹐且您的房地产将被细心地照料。

欲知更多详情﹐请访问www.rentalforholidays.com

*仅限于由Plus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的上思睿Sansiri项目﹐且位于泰国部分省份的旅游区。

上思睿Sansiri住宅服务应用程序（ IOS & Android）是一种新的移动服务﹐旨在为住户的利益提

供服务。通过下载这个移动应用程序﹐住户将可进入一个与大楼管理团队更亲近、直接的通信线

路﹐无论是您想查询和支付水电费、寄送邮件和包裹通知或其他的服务需求。此种“无纸化”的

做法﹐是一种和住户建立通信的新维度。



上思睿Sansiri的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上思 睿Sansiri社会变革（Sansiri Social Change）﹐

旨在持续性的了解实际问题的所在﹐并与来自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所有伙伴合作﹐以支持和改善儿童

和青少年的生活。

作为泰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官方合作伙伴﹐共同参与联合国的计划﹐给与发展中国

家的儿童和母亲以人道和发展的援助  Sansiri 致力于建造一个让每个孩子都拥有平等权利的世界。

欲知更多详情﹐请访问www.sansiri.com/socialchange

企业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