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到
吉隆坡逸兰武吉锡兰服务式公寓

坐落于吉隆坡黄金三角区的中心地段，

为您在繁华闹市中缔造一处静谧的私人绿洲。



163 Lounge, 48及4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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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 I L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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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逸兰
武吉锡兰服务式公寓

探 索 周 边

吉隆坡黄金三角区
吉隆坡逸兰武吉锡兰服务式公寓为您在吉隆坡繁荣市区内缔造一处
宁谧的世外桃源，公寓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有“黄金三角”之美誉
的市区中心，让您轻松到达吉隆坡最繁荣的商区。公寓周围遍布
高楼大厦，彰显了吉隆坡这一现代都市的无限活力。夜晚街景璀璨
迷人，信步可达“黄金三角”商业区，商品琳琅满目，让您畅享丰
富多彩的购物、餐饮和娱乐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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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边 景 点

购物
从吉隆坡双子塔下著名的阳光广场（Suria KLCC），到武吉
免登的柏威年广场（Pavilion），有众多国际知名大牌门店和
当地独立精品店铺林立，琳琅满目的商品，应接不暇，从大牌
名品到由马来西亚特色的工艺品，应有尽有，让您畅享自在
购物。

观光
您可以带孩子到吉隆坡双子塔的水族馆探索奇妙海底世界，
观看海洋生物展，了解丰富多彩的海洋知识；或到壮观的旧
吉隆坡火车站前拍照打卡；还可以到吉隆坡北部闻名遐迩的
黑风洞来一场有趣的探险活动。

美食
傍晚时分，华灯初上，您可以漫步在璀璨华丽的茨厂街
（Petaling Street）的唐人街，或到当地最受欢迎的小吃街 

— 阿罗街（Jalan Alor），品尝别具风味的街头小吃等大排档，
从正宗福建炒面到印度咖喱等特色美食，多不胜数，待您来
一饱口福。

融合了地道小巷、现代街道和摩天大楼，
金三角地区完美体现了吉隆坡的繁华及
活力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



您在繁华都市中
的静谧之所

吉隆坡逸兰武吉锡兰服务式公寓为您
在繁华闹市中缔造一处静谧的私人绿洲，
我们的客房空间开阔，装潢典雅别致，
从85+平方米的宽敞单卧室公寓到双卧
以及三卧室公寓，均配有设施完善的
厨房，以及洗衣机、烘干机，高速无线
网络覆盖等一系列便捷设施；房内还
为您设置了办公区域，无论您是商务
出差还是度假旅行，我们都会让您享受
惬意舒适的家居生活。



客房布局 A 客房布局 B

洗衣机和
烘干机

iPod 基座 家庭影院
音响设备

高速 Wi-Fi 
网络连接

全配套厨房

单卧室公寓内卧室和起居室相互独立，还带有设施完善的厨房，
让您能自在地邀请朋友到家中做客，共同享受丰盛的晚宴。

卧室内有舒适柔软的双人大床，为您卸下疲惫，尽享一晚好梦。

总面积：85平方米

客房设备：熨斗和熨板、室内保险柜、电子钥匙系统、瓷器、玻璃器皿及餐具

厨房设备：冰箱、微波炉、烤箱、洗碗机、带抽油烟机的电磁炉、咖啡机、全套烹饪炊具

免责声明：房间布局仅供参考，实际房型配置可能会略有不同，需视乎公寓供应情况而定。

单卧室公寓
您 的 個 性 化 居 所



洗衣机和
烘干机

iPod 基座 家庭影院
音响设备

高速 Wi-Fi 
网络连接

全配套厨房

清晨醒来，放眼落地窗外，尽情感受吉隆坡的迷人城景。
室内起居室和用餐区相互独立，还设有独立的更衣室；

静谧的书房为您提供办公等多用途空间；两间卧室宽敞舒适，
供您招待亲友留宿。

总面积：141平方米

客房设备：熨斗和熨板、室内保险柜、电子钥匙系统、瓷器、玻璃器皿及餐具

厨房设备：冰箱、微波炉、烤箱、洗碗机、带抽油烟机的电磁炉、咖啡机、全套烹饪炊具

免责声明：房间布局仅供参考，实际房型配置可能会略有不同，需视乎公寓供应情况而定。

双卧连书房公寓
您 的 個 性 化 居 所

客房布局



洗衣机和
烘干机

iPod 基座 家庭影院
音响设备

高速 Wi-Fi 
网络连接

全配套厨房

豪华三卧公寓室内空间宽敞，起居室和用餐区有舒适的沙发和座椅，
让您和家人齐聚一堂，自在畅聊。一间主卧室和两间客房
配有特大床、大床和单人床，缔造静谧安逸的睡眠空间，
更有充足的存储空间和一张办公桌，为您带来无限便利。

总面积：191平方米

客房设备：熨斗和熨板、室内保险柜、电子钥匙系统、瓷器、玻璃器皿及餐具

厨房设备：冰箱、微波炉、烤箱、洗碗机、带抽油烟机的电磁炉、咖啡机、全套烹饪炊具

免责声明：房间布局仅供参考，实际房型配置可能会略有不同，需视乎公寓供应情况而定。

豪华三卧公寓
您 的 個 性 化 居 所

客房布局



您的理想
社交空间

位于酒店顶层的163 Lounge是一个独特
的复式社交空间，静谧的阁楼让您可以
专心工作或看书；精美绝妙的空间设计
和超高的天花板，营造出温馨安逸的
舒适氛围，窗外是吉隆坡的迷人城景，
更可饱览吉隆坡塔的迷人景观。在美景
围绕下，您还可以与朋友同事畅聊人生，
也可以在这里放松地参加非正式工作
会议。不论日间还是晚上，这里都是
您与亲朋好友聚会的绝佳场所。我们
也会在这里为长期入住的宾客提供美味
丰盛的早餐。



设施及服务
公寓为您提供一系列设施和服务，让您享受极致奢华的体验。清晨
您可以在温馨舒适的休息室享用早餐，晚上可以与朋友或同事在
这里玩台球；日间还可以在奥运会标准的室外游泳池尽情畅泳，
舒展身心。无论您是长期住宿还是短期住宿，我们都会以细致周到
的服务，让您享受丰富多彩的生活。

全天候服务
我们为您提供一系列个性化款待服务和宾客
服务，以及24小时接待和安保，让您轻松享受
极致奢华与舒适的居住体验。

163 Lounge
温馨别致的多功能社交兼会议空间，为您提供
舒适便利的工作、休闲或娱乐空间。　

室外游泳池
毗邻的俱乐部会所内有奥运会规格的游泳池，
供您自在畅泳，尽情舒展。

健身房
健身房环境舒适优雅，设备先进完善，随时
满足您的健身需求，让您轻松拥抱健康生活。

儿童游乐场
室内和室外游乐场里设有滑梯、攀岩和秋千等
玩乐设备，供儿童玩乐，享受美好欢乐时光。



公寓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有“黄金三角”之美誉的市区中心，
让您轻松到达吉隆坡最繁荣的商区。

 吉隆坡塔
 乘车3分钟

 唐人街
 乘车5分钟

 双子塔
 乘车8分钟

 吉隆坡国际机场
 乘车45分钟

 

吉隆坡逸兰武吉锡兰服务式公寓
马来西亚吉隆坡Jalan Ceylon 10号 ,  50200

T: +60 3 2725 8888
enquiry.lpbc@lansonplace.com

有用信息

交通

Rapid KL
myrapid.com.my

 

旅游信息

Visit KL
visitkl.gov.my/visitklv2/

扫描二维码到公寓网站查看更多

交 通 配 套

畅游吉隆坡

Tourism Malaysia  
tourism.gov.my



lansonpla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