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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know the U.S.  Grow with US. 

直投美国  价值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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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栋别墅数量量                            47 （⼀一期12套售罄）

交房时间               2018年年底-2019年年中

别墅套内使⽤用⾯面积                                       163-240平⽅方⽶米

加州⼟土地备案号                            2222-036-007-008

产权属性                                         永久产权        

       

楼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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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社区 独栋别墅 双⻋车位⻋车库
⼟土地永久产权 低房产税 低物业费

亮点

▪︎ 全屋冷暖智能恒温空调 
▪︎ 全屋天花板内嵌可调式LED灯
▪︎ 厨房优质橱柜⽯石英⽯石台⾯面、科勒勒⽔水盆五⾦金金
▪︎ 厨房GE厨房电器器® ：集成式抽油烟机、灶台 烤箱、垃圾处理理器器、洗碗机
▪︎ ⼆二楼设有独⽴立洗⾐衣房
▪︎ 全房卫⽣生间配备科勒勒卫浴®
▪︎ 主卧配有步⼊入式⾐衣帽间，超⼤大浴房，双池洗⼿手台、⽯石英⽯石台⾯面 
居住成本低：物业费低（$124/⽉月），房产税低（1.2%），政府不不加收教
育附加税（No Mello Roos）

▪︎绿⾊色住宅：物理理节能恒温系统，太阳能电池板发电，节⽔水滴灌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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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一（双层）3卧 2.5卫 

客厅

户⻔门

厨房

 客卫

双⻋车位⻋车库

⼀一层

主卧主卫

⾐衣帽间

⼆二层客厅

洗⾐衣房

卧室⼆二 卧室三

⼆二层

- 164平⽶米（1,761平⽅方英尺）：3卧2.5卫

- 送双⻋车位⻋车库、私家庭院

- ⼆二层设有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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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二 （三层）4卧 3.5卫

户⻔门

双⻋车位⻋车库

客卧

卫⽣生间

⾐衣帽间

⼀一层

客厅

厨房

 客卫

餐厅

洗⾐衣房

碗橱

⼆二层

主卧

主卫

⾐衣帽间

卧室⼆二 卧室三

⾐衣帽间

卫⽣生间

三层

改装

- 188平⽶米（2,028 平⽅方英尺）：4卧3.5卫

- 送双⻋车位⻋车库、私家庭院

- ⼀一层可选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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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三 （三层）3卧 3.5卫 ⼤大露露台

客厅

厨房

 客卫

餐厅

洗⾐衣房

卧室⼆二

⼆二层

主卧

主卫

⾐衣帽间

三层

露露台

户⻔门

双⻋车位⻋车库

卧室三

⼀一层

可选卧室四
- 241平⽶米（2,593平⽅方英尺）：3卧3.5卫

- 送双⻋车位⻋车库、私家庭院、⼤大露露台

- ⼀一层可选装家庭影院或第4个卧室

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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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间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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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间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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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户型   热销不不断

户型⼀一   户型⼆二   户型三

洛洛杉矶 鲍德温区

PACIFIC 
VILLAS

北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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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洛城帕⻄西菲（Pacific Villas）位于洛洛杉矶鲍德温公园市，圣盖博
⼭山⾕谷（San Gabriel Valley），地处Ramona⼤大道和Maine⼤大街的
交叉⼝口。

紧邻圣塔菲休闲公园，阿凯迪亚、天普等传统华⼈人区。

衔接洛洛杉矶重要联络线10号、210，605公路路，交通便便利利。
近⼗十年年，该区域基础设施提升，具有较⾼高的升值空间，⾮非常

值得投资。

PACIFIC 
VI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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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理位置优越 ⽆无限升值潜⼒力力

洛洛杉矶鲍德温公园，经济发展好，平均家庭收⼊入较⾼高，⼤大多数居⺠民

属于⼯工作中上阶层， 该市平均家庭收⼊入约为$75,000美元。

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报告，其中⽩白⼈人占⽐比⾼高达75%，同时
是⼀一个年年轻的区域，50岁以下⼈人⼝口占到70%。

圣盖博⼭山⾕谷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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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强汇聚 洛洛杉矶 优势⼈人才汇集

柔似蜜市
Rosemead

帕萨迪纳市
Pasadena

✓  凯萨鲍德温医疗中⼼心（Kaiser Permanente 
Baldwin Park Medical Center）
✓   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
财富500强公司之⼀一）
✓   环球注塑模公司（Universal Plastic Mold，
美国⻄西海海岸最⼤大的注塑商之⼀一）

✓    沃尔玛超市（Wal-Mart）
✓    塔吉特超市（Target）
✓   家得宝（The Home Depot），美国装修业巨
头

✓  艾利利丹丹尼森（Avery Dennison 
Corporation）公司总部，全球领先的
压敏敏胶标签材料料、标贴、零售服装标

签及办公⽤用品制造商

✓  美盛旗下的⻄西⽅方资产管理理公司

（Western Asset）总部
✓    华美银⾏行行(East West Bank) 总部   

✓  爱迪⽣生国际（Edison 
International）电⼒力力⽣生产
和传输公司总部

鲍德温公园市
Baldwin Park

洛洛城帕⻄西菲
Pacific Vi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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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20分钟⻋车程：洛洛杉矶市中⼼心
    ⽐比佛利利，六旗魔术⼭山主题公园，华谊兄弟，美国国家⼴广播、环球公司，环球影城

⽣生活不不仅是便便利利 更更有中国99⼤大华超市
• 17分钟到99⼤大华超市
• 19分钟到Puente Hills East 购物中⼼心
• 15分钟到达阿卡迪亚购物中⼼心（Arcadia Mall）
• 15分钟到全统⼴广场购物中⼼心（San Gabriel Square）
• 20分钟即到洛洛杉矶CBD
• 30分钟到达加州理理⼯工⼤大学，南加州⼤大学

吃喝喝玩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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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24分钟⻋车程：安⼤大略略国际机场（Ontario）
2028年年奥运会，提振洛洛杉矶东区经济。
安⼤大略略机场客运航空，拉动洛洛杉矶东区就业。

洛洛杉矶第⼆二国际机场，已开通中国台北北桃园直⻜飞航线；计划开通天津、⽆无锡、⻘青岛、厦⻔门

等城市国际航线。

医疗⼯工作便便利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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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学校 GreatSchools评级 年年级 距离（⻋车程）

①
Pearl Preparatory Private School 

珍珠⼩小学
10分 幼⼉儿园-⼩小学 12分钟

②
Rio Hondo Preparatory School 

⾥里里约洪都中学 8分 初中-⾼高中 15分钟

③
St. John the Baptist School
鲍德温公园圣约翰浸礼会私⽴立学校

10分 幼⼉儿园-⼩小学 3分钟

④
West Covina Christian School

⻄西科维纳基督教会学校
10分 幼⼉儿园-初中 4分钟

⑤
Foothill Christian School

⼭山麓基督教学校 8分 幼⼉儿园-⼩小学 15分钟

⑥
Firm Foundation Christian Academy

Firm Foundation 基督教会学校 10分 幼⼉儿园-⾼高中 6分钟

⑦
Hope Lutheran School

希望路路德学校
10分 幼⼉儿园-⼩小学 20分钟

⑧
Dove Day School

Dove Day 学校 10分 幼⼉儿园-⼩小学 16分钟

注：

1. GreatSchools是美国国家⾮非营利利学校评分组织，为全美家⻓长提供有关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整学校和教育的信息。 该⽹网站根据50个州的学校考试
成绩和各种其他综合因素评分。截⾄至2017年年7⽉月，GreatSchools数据库包含美国超过138,000家公⽴立，私⽴立和特许学校的信息。

2. K-幼⼉儿园；1-5/6年年级：⼩小学；6/7-8年年级：初中；9-12年年级：⾼高中。

知名私校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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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大学林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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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奥运会 交通升级 区域崛起 增值潜⼒力力⼤大

随着2028来到，1,500亿美元注⼊入洛洛杉矶基础设施⼤大升级。
地铁东延：新建的地铁线Metro Gold Line交通枢纽，极⼤大提升区域价值。
场馆道路路升级：鲍德温公园区更更是此次奥运赛事场馆惠及区域。

美国权威Zillow 统计，2017-2018区域房价年年涨    8.3%

⻋车程10分钟

地铁⾦金金线IRWINDALE

地铁⾦金金线IRWIND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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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存量量少 价格⽀支撑强

“洛洛城帕⻄西菲”所在区域独栋别墅单位⾯面积销售中位价 $385，同⽐比增⻓长11.9%。

区域数据强 租⾦金金⼀一路路看涨

“洛洛城帕⻄西菲”所在区域4卧及以上独栋别墅平均出租价格 $2,540，同⽐比上涨 9.8%。

价值洼地 强势初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