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机会

巴拉姆度假社区

可持续发展社区——伯利兹

第一阶段



位于中美洲伯利兹（Belize）科罗萨尔（Corozal）的可持续发展社区，是拥有101套别墅/套房、59套周围别墅、20套公寓的度假村

投资机会

• 巴拉姆度假社区（巴拉姆，Balam Escape）呈现一个特别投资机会，可投资位于伯利兹可持续、碳平衡的奢

侈海滩度假胜地和别墅。

第一阶段

−由主要高档酒店运营商运营

− 101套套房/别墅，其中21套已出售给个人投资商

− 59套周边品牌别墅以及20套酒店式公寓

−预计内部收益率超过20%

• 巴拉姆正在通过私募配售方式筹集3800万美元，这部分资金占75%的股权

• 有机会与经验丰富、多向发展的开发商合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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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 开发商拥有9500英亩（3800公顷）土地，包括超过4英里长的原始海滨。

• 综合开发具有超过20亿美元的工程价值，以及逾十亿美元的潜在利润。

• 此提案只涉及工程开发的第一阶段，即100英亩（40公顷）土地的开发。预计在这块土地添加全面服务、海滩

度假酒店和住宅。

• 第一阶段包含的酒店和住宅将隶属于全球认可的高档品牌。

• 开发商的最终愿景是创造一个融合伯利兹自然景观的可持续发展、碳平衡社区，巧妙利用当地自然资源，

并为人们提供与自然平衡的生活、工作、研究和学习的场所。此项目将利用最新技术水平提供能源、工艺固体

和废水的替代物，同时生产饮用水并降低耗水量。

环境、经济和社会的持续性是保护自然、文化和历史资产的关键，也是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UNWTO）所有活动的核心。
可持续旅游并不是旅游的独特或特殊形式，但所有形式的旅游，包括生态旅游，应更努力

追求可持续性。

塔勒布·瑞法依（Taleb Rifai），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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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位置

• 伯利兹位于中美洲，北部与墨西哥接壤，东临加勒比海，南面和西面是危拉马拉（Guatemala）。

• 伯利兹面积为8876平方英里，人口约330000，是中美洲面积第二小、人口最少的国家。

• 伯利兹是个开放、私营部门引导的经济体，以农业输出、制造业、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为主。

• 美国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美国）大陆航空公司（Continental Airlines）、达美航空公司（Delta）、全美

航空公司（US Airways）和中美洲航空公司（TACA）都有飞往伯利兹的航班。此外，弗洛勒斯岛（Flores）、危地马拉

市、圣佩德罗苏拉（San Pedro Sula）和坎昆（Cancun）也设有伯利兹的马雅岛航空公司（Maya Island Air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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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

项目发起人Dr. Hartmut W. Porsch是一位住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美籍德裔房地产开发商，他正在创建一个名叫巴拉

姆度假村的总体规划、可持续、碳平衡的生态社区。整个项目将最终包含4500套住房和三个奢华酒店、一个赌场、

码头、高尔夫球场、水疗中心以及一个环境研究中心、学校和医院，都建立在原有的9,500英亩土地上。

3,000英亩或31%的土地将保留为自然保护区。

6



3. 工程 续

总体规划第一阶段

• 位于巴拉姆度假村场地东南部的100英亩土地

• 拥有80个房间的奢华5星级度假酒店，由一家国际管理公司运营

• 21套酒店别墅将出售给个体投资商，可参与租赁项目

• 19套酒店别墅将出售给个体投资商，无酒店服务

• 出售20套公寓

• 出售40套二卧室、三卧室和四卧室品牌别墅

• 拥有30个泊位的码头

• 有机农场和水产养殖中心

• 寄宿村庄

• 红树林苗圃

• 研究、开发和展览中心

• 飞机跑道和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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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阶段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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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概念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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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合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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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历史时间轴



3.4 房间组合

• 别墅组合的设计是为了吸引不同类型的宾客和投资商

• 第一批40套酒店别墅中有19套用于出售，但不包含在租赁项目中

• 其他住宅部分包括15套岛屿别墅、25套泻湖别墅和20套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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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组成部分描述

• 拥有101套房间的酒店将散布在岛屿的第一阶段土地上。房间组合将包括复式公寓、豪

华别墅、别墅套房，以及为较大家庭准备的三卧室和四卧室的休息寓所。每套别墅拥有

自己的瀑布池、配备内外淋浴间的卧室和露天平台。另有19套酒店别墅用于个体业主，

将不参与租赁项目

• 另有40套别墅和20套公寓将出售给个体业主。这些房屋分布在海湾的南部，将具备与酒

店相同的装潢。房屋业主可以参与租赁项目。所有的别墅业主和他们的客人将能够使用酒

店餐厅和其他酒店设施

• 拥有30个泊位的码头，船只可按天数或季度使用。别墅业主也可以在度假期间使用码

头

• 探索中心的宗旨是让游客熟悉伯利兹的动植物、当地珊瑚礁及其保护区。这里还有为成

人和儿童提供一系列活动，并将吸引来自其他度假村的客人

• 寄宿村庄展示本土农村的平台，供巴拉姆员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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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组成部分描述续

• 后勤部门包括酒店运营需要的所有的支持服务，包括预定、厨房、维护、仓库、

洗衣、员工餐厅和休闲区及行政办公室。这里只设置部分屋顶，预计位于主餐厅、

前台和码头附近

• 基础设施和飞机跑道将在第一阶段建设。宾客和货物运输可使用飞机跑道和度假村内

的公路。预计度假村内只能运行高尔夫球车和其他电动车

• 研发中心（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将监控项目的可持续性技术并继续寻找

其他或改良的替代物。韦雷基金会（Verena Foundation，巴拉姆股东）将资助并操控研

发中心

• 有机农场将为度假村厨房提供新鲜蔬菜和草本植物。这将降低度假村对大陆地区新鲜蔬

菜的供给要求

• 建设一个水产养殖中心，采用可持续方法养殖，为度假村餐厅和员工提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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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交通

• 公路：巴拉姆度假村西边有一条当地公路，连接伯利兹与科罗萨尔湾（Corozal Bay）

这条公路上有一条泥土路可以通往海边。这条公路之前是一家测井公司在使用，即这片土地之前的业主，现在将改善

这条路的状况

• 航空：伯利兹国际机场位于度假村以南30英里，每天都有几趟航班飞往美国、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主要城市。宾客

可以从机场前往度假村。工程第一阶段包括一个飞机跑道，用于满足小型商用飞机和私人飞机的需求。巴拉姆飞机跑

道将包含一个直升机起降场。一条新公路将连接飞机跑道和度假村

• 轮船：第一阶段将建立度假村码头，因此可以从海上前往度假村。建设度假村建筑物期间，船只可直接停在施工场

地

新公路 到达驳船 飞机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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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经营商&品牌

•开发商已与全球豪华生态度假村经营商——第六感集团（Six Senses）进行讨论。第六感集团表示有兴趣管理度假村

并已提供：
- 条款标题
- 财务和经营业绩预测

- 现阶段尚未签订合同

• 其他经营商也在考虑范围中，若投资者有首选的合作经营商也可以向开发商提议

• 四季酒店集团（Four Seasons hotel）最近的现场参观也得到很好的效果

• 其他适合的经营商包括：
-东方快车酒店（Orient Express）、One & Only、香格里拉（Shangri-La）、朱美拉（Jumeirah）、丽嘉酒店（Ritz-Carlton）、

红木酒店&度假村集团（Rosewood Hotels & Resorts）、GHM、G.L.A. International、Patina、悦榕集团（Banyan Tree）、

马里奥特（Marriott）、Oberstar、皇冠酒店（Tiara Hotels）、索内斯特酒店（Sonesta）、Common Hotels & Resorts、
欧姆尼酒店（Omni Hotels）、洛兹饭店（Loews Hot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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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碳中和，零废弃， 可持续

此项目的设计理念为碳中和开发、利用绿色技术及对环境敏感，采取下列方案：

•项目的建筑物使用本土建筑材料，如土砖、石块、saltillo瓷砖和土地，以避免砍伐木材或输入大量建筑材料。

使用这些自然材料也可降低制冷时所需的能源

•绿色方案是这项工程的核心，项目将符合具有环境保护意识人士对整体碳还原和自然资源使用的期待

•电力：计划使用可持续技术提供电力，包括生物柴油发电机设备。巴拉姆集团相信项目地点有足够的生物

质能源，能够以低于伯利兹人目前从墨西哥输入电力的传统供电方式的价格，为这些替代技术提供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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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碳中和，零废弃， 可持续 续

• 另一个电力选择是使用漂浮在附近一个泻湖中的光电材料（太阳能电池）

• 运输系统：开发者希望这个社区中没有汽油驱动、造成空气污染的车辆。巴拉姆度假村将设计支持步行、自行

车和电动车辆的基础设施，同时也将满足残疾客人和员工的需要。除混合动力和重型服务汽车外，巴拉姆度假村将

不使用或租赁汽油车

17



• 供水方案包括用回收水浇灌花园、无输入饮用水、室内虑水器及使用反渗透清洗系统、雨水收集、对水需求

低的园林绿化植物

− 项目计划将可回收水/再生水用于灌溉（伯利兹的最大发电机和回收水使用者）

− 饮用水由反渗透装置和/或空气制水机提供

− 小型污水处理装置，如使用各样尺寸的Klargester Bio Disc系统处理住宅和商用建筑的废水

• 固体废物：除了避免浪费计划，开发者还采取了零废弃原则，保证所有废弃材料得到重新利用、回收或转

为不向环境排放任何有毒物质的能源

• 碳中和：开发者将追踪项目所有的碳排放，并在自己的3000英亩土地上开发造林项目，以消耗第一阶

段施工和运营造成的碳排放，达到项目的碳中和

• 自然保护：此工程包含一个自然保护区。一个大泻湖中的岛屿已指定为自然保护区，那里是200多种本

地黑头鹮鹳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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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团队

5.1 开发商

Dr. Porsch是美籍德裔房地产开发商，目前住在佛罗里达州

的迈阿密。

执行总裁Dr. Hart Porsch是一个有远见的开发商，曾两次成功指导

大型土地开发项目，完工总价值超过5亿美元。他具有土地成功

开发的敏锐洞察力和挖掘土地潜力的独特能力，为实现愿景而兢

兢业业。他在美国和德国的土地开发方面有不小业绩。

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Unit16 West
Development, LLC,——这个开发项目包括3500多套房屋的土地和

140英亩商业用地，获得内部收益率超过60%。Dr. Porsch是这个项

目的主要开发商和投资商。

德国柏林——这个项目是位于柏林外的大型开发项目，包括700
多套住宅房屋、两个高尔夫球场和一个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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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团队

主办人挑选了专业的外部顾问，组成一个执行团队：

Balam Investments
Dr. Porsch 开发商

www.balamescape.com

Victor Barrett 建筑师

Blue Dolphin Research & Consulting
持续性Dr. Harzen

Chromo Design
平面设计www.chromodesign.com

Ecoworks EIAwww.ecoworks-bz.com

EDSA
规划www.edsaplan.com

Habitare
市场营销/销售www.habitare.com.gt

HVS
Hospitality咨询公司www.hv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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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团队 续

Jones Lang Lasalle
顾问www.jll.com

Paola Penafiel 市场营销

Rider Levett Bucknall
成本顾问www.rlb.com

Swaback partners
规划www.swabackpartners.com

Verena Foundation
美术顾问www.verenafoundation.org

Douglas Walker 工程服务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Services

3R Hospitality 接待顾问
www.3rhospital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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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律

签订融资协议后，施工前还需执行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包括：

•巴拉姆土地投资一期有限公司（Balam Land Investments I Ltd）与投资商之

间签订合营企业协议（包括投资协议、股息）

•与酒店经营商签订管理及相关协议

•建筑许可证

•贷款协议

•与建筑公司签订施工协议

•出售别墅的法人团体协议

财政结构

•巴拉姆土地投资一期有限公司是接收投资商资金的实体。开曼政府（Cayman
authorities）将处理接收资金的财政需求，且每位投资商将办理自己的财政结构和

税务责任

•巴拉姆度假村、开发商和3R Hospitality不是财政顾问，

任何对此投资机会有意向的投资商应咨询独立的财政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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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公司结构

公司预期结构如下，可以根据投资商的要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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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与政府的关系

项目第一阶段预计为伯利兹公民创造300个新工作岗位，并将促进对伯利兹基础设施逾2000万美元的直接投资，

无需伯利兹政府的资助，且政府为巴拉姆集团提供税款抵减额。

此项目已取得政府要求的所有批准文件，包括环境许可（Ecoworks制作的《环境影响评估》）。

注意，建筑许可证将在提供工作图纸后发放，一旦资金到位且选定最终经营商后即可准备工作图纸。

为表示对项目的支持，伯利兹政府为巴拉姆度假村提供了几项鼓励措施，如进口材料和机械设备免税。

可申请获得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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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财务

7.1 融资要求

• 投资媒体将通过发行普通股或优先股筹集38,000,000美元

• IDB（泛美开发银行）已出具意向书（LOI），提供酒店施工费用40%的资金

• 其他商业贷方提供的额外借款需达到约50%的项目成本

• 物业作为贷款的担保

• 股票配售将占投资媒体普通股的75%，超过七年便具有融资内部收益率高于20%优先回报率

• 股权安排符合按照债务时间表，与施工进度保持一致。投资商的四次现金注入将安排在每月的1号、8号、17号和24号

• 酒店开业六个月后开始分配利润，留出最少5百万美元的储备金

• 别墅建筑的开工将根据预售情况安排，因此，工程的资金要求和时间安排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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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资金使用

• 提议股权为整个第一阶段股权的75%，包括开发商

提供的土地部分付款

• 预计IRR超过20%，通过下列方式向投资商分配

•20%IRR时为资金的75%
•25%IRR时为资金的75%
•之后为50%

• 土地价值为1200万美元
• RLB已估算了施工成本

• 已估算其他成本

• LTV建立在IDB(4)的意向书为基础
•

•
•

高级贷款占酒店和公共区域的40%
低级贷款占总开发成本的20%
20%别墅销售额将用于融资开发

注4：泛美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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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债务方案

•泛美开发银行（Inter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 www.iadb.org）创建于1959年，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提

供发展融资，并支持可持续和气候友善项目的开发。其资金来自48个成员国家，其中包括26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海国家

-其意向书通过高级贷款形式为项目成本提供高达40%的贷款

-另外20%的贷款需通过资本市场或关系银行筹集

• 商业银行

-现阶段并未接触其他银行

• 模式设想

-50%LTC（以IDB的LOI为基础）

-25年分期偿还

-开发商的部分付款250万美元，包括在LTC估算中

•其他考虑

-借款人为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的特殊目的实体

-抵押品包含第一阶段的土地和施工进度

-其他抵押品需与贷方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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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施工成本



7.4 施工成本 续

根据建筑师提供的规划和第六感集团提供的计划表，比利有限公司（Rider Levett Bucknall）估算了施工成本。此成

本包括出售给个体业主的其他别墅。

工程将遵守戴德郡（Dade County）的施工规范（FL，USA）。

其他费用包括：

₋ 将土地提升一米的补助

₋ 暗礁工作
₋ 码头
₋ 房屋正面和背面

₋ 小教堂
₋ 水疗中心
₋ 公路和飞机跑道

除RLB的成本估算，使用资金（P25）还包括其他共计930万美元费用。这些费用的分配如下：

-家具、固定装置和设备（FF&E）需470万美元（平均每套房屋花费26100美元）

-根据施工进度投保建筑保险60万美元

-设备需200万美元（IT、高尔夫球车、水上运动产品）

-最终建筑平面图、完整审批流程以及别墅的营销&市场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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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别墅 & 公寓销售

项目包括用于出售给个体投资商的100套房屋，其中包括：

• 40套别墅将隶属酒店——条款规定19套别墅不参与租赁项目

• 40套二卧室、三卧室和四卧室别墅可与酒店经营商签订租赁协议

• 20套公寓可与酒店经营商签订租赁协议

•房屋业主委员会（法人团体）将协调房产经营商与管理机构的关系

时间安排

• 需考虑施工与别墅销售的时间差异。基本方案是在预售别墅前确定主要投资商，一旦获得资金便开始建造

度假村主体部分

• 模式只依赖别墅销售额的20%，便可增强项目的可行性、减少风险并将有助于从借款人获得较低的利息

• 预计从项目启动第二年起，别墅可在四年时间售完

• 若实际别墅销售与基础方案不同，开发商与投资商可能会推迟一些别墅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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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别墅 & 公寓销售 续

价格：

• 每套房屋的净面积和预计售价请见第33页。模式不包括因各阶段启动的时间差异导致的销售价格增

涨，也不包括通货膨胀导致的价格调整。我们已计算了扣除交易费用（过户和代理费）和品牌费用后的

净价

房地产代理商：
• 我们已经与几个国际代理商进行接洽。大部分主要代理商（Knight Franck、Savills、Sotheby、Christie）

在伯利兹没有设置办事处。为了利用他们的国际销售优势，我们预计在伯利兹为其中一个代理商创办特

许经营权，这个成本包含在项目估价中。

• 正式投标申请书将在适当时候发送给这些代理商。

公共关系和市场营销：
• 制作、通过并实施推广策略，以便将此项目输入预期别墅业主的思想中。此策略将为每个

主要市场量身定制。

业主预计来自几个主要市场，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中东、俄国、中国、南亚和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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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别墅 & 公寓销售 续

下列地区和周边国家也有一些别墅销售的项目：

位置 名称 别墅 开发商

里维埃拉玛雅（Riviera Maya，墨西哥）
Fairmont Mayakoba 401 OHL Desarrollos

里维埃拉玛雅 Banyantree Mayakoba 107 OHL Desarrollos
里维埃拉玛雅 Rosewood Mayakoba 128 OHL Desarrollos
Santa Lucia 第六感集团 163 Malgretroute (Wayne Girard)
土耳其&凯科斯群岛 第六感集团 53 Salt Cay Devco Ltd.
牙买加 第六感集团 60 James Burr (Private Investor)
伯利兹 Caye Chapel (Plan.) - 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
伯利兹 桑迪角海滩度假村（Sandy Point Resort）48 Herman and Douglas Penland
伯利兹 Zophora 100 Amble Resorts
伯利兹 Blackadore Caye (Plan.) - Leonardo di Caprio
总计 1,060

32



7.5别墅 & 公寓销售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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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酒店经营业绩
101个酒店套房 （120套减去19套不参与租赁项目的业主）



7.7 IRR分析

投资商的分期投资预计安排在每月的1号、8号、17号和24号。 年度IRR预计

假设50%长期总成本（LTC）的债务情况

酒店运营不足6个月时不向投资商分配利润

储备金低于500万美元时不向投资商分配利润

债务仅收取36个月的利息，酒店开张后开始分期偿还



7.8 额外收入

基础方案中没有考虑到的其他几个潜在的收入来源，也将对项目产生一定影响。

缩短施工期
•第六感集团提供的现金流量预测显示完成酒店的各项设施需要五年时间。开发商认为酒店能够在36个月内

完成第一阶段的开发，可提供更多出售房间，带来额外收益

减少不参与租赁项目的酒店别墅业主
•基础方案允许19位酒店别墅业主不参与租赁项目。若减少不参与租赁项目的业主，便能带来额外收入及

有限的追加成本

公寓、岛屿及泻湖别墅业主可参与租赁项目

•其他别墅可增加房屋组织，以便通过酒店出租，为酒店带来额外收入

•模式没有包含40套岛屿及泻湖别墅以及20套公寓的业主使用餐厅、水疗中心、设施等的收入

为别墅业主提供的其他服务
•别墅业主支付额外费用，可获得清洁、维护、餐饮服务

•分析不包含码头停泊费，这能带来大量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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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退出方案

投资者可选择的两个退出方案

• 巴拉姆收购投资者的股份

─ 以事先商定的价格

─ 获得最小优先回报后

─ 5年至7年持有期后

• 使用国际经济公司，通过招标的方式将度假村卖给第三方。

我们所提供的第二种方案（度假村销售）需符合以下条款：

� 持有期限为7年（3年建设期，4年运营期）

� 9%的终端资本化比率

� 3%的交易成本

优先受益：

• 假定投资者将获得75%的回报，多达内部收益率的20.0%

• 一旦实现20%的内部收益率，投资者将获得60%的回报，多达内部收益率的25.0%

• 投资者和开发商将平分任何超过内部收益率25%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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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SWOT 分析

优势（StrengthsStrengthsStrengthsStrengths）
� 独特的环境

� 可持续发展

� 碳中和

� 当地政府支持

� 飞机跑道项目将促进游客增长

� 原始美丽的周围景观

� 重点保护土地区域

� 赞助商在总体开发上有丰富经

验

� 稳定的美元汇率 (c. 2/1)
� HVS对伯利兹的发展前景持正

面的观点

劣势（WeaknessesWeaknessesWeaknessesWeaknesses）
� 在游客的心中伯利兹还不是一

个度假目的地

� 伯利兹合格的建设和酒店人才

不多。人力资本将从邻国引进

（墨西哥、危地马拉）

� 地区偏远将产生额外成本

机会（Opportunities）

� 可以将伯利兹定位为

生态旅游目的地

� 预计10年内，旅游增

长可以翻倍

� 基础设施的改善将吸

引更多游客

� 缩短美国主要城市飞

往伯利兹的时间

� 是巴拉姆未来其他旅

游项目计划的一部分

� 与世界第二大的堡礁

仅相差几英里

风险（ThreatsThreatsThreatsThreats）

� 全球金融危机可能会

影响伯利兹的经济稳

定

� 天气的不稳定性

� 其他加勒比国家的可

持续发展计划可能会

影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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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市场信息

8.1 伯利兹酒店市场

• 根据WTO发布的数据，2011年旅游行业对GDP的直接贡献达

350.6mn伯利兹元（GDP的12%），预计2012年将上升5.6%，达

370.4mn伯利兹元，2022年将达530.0mn伯利兹元（占GDP的13.2%）

• 这主要反应了旅游行业对经济活动带来的冲击，例如酒店、旅行

社、航空及其其他交通运输服务（不包括市郊运输）。但同时也包

括了由旅游业直接带动的餐厅和休闲等经济活动。

• 美国是伯利兹游客来源最大的国家（66%），其次是欧洲（12%）

和加拿大（7.5%）。

• 在两年的衰退期后（2008至2009年），接下来的几年，来伯

利兹的旅游人数就不断增长。

来源：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加勒比旅游组织（Caribean Tourism Oganization）

39



8.1伯利兹酒店市场 接上

• 伯利兹是加勒比地区增长最快的旅游目的地

• 伯利兹的酒店大多是比较低端的独立酒店

• 酒店的房间数量都趋于较少

• 近几年来，有一些机构宣称有计划进入伯利兹酒店市场，但

都还在计划阶段

来源：H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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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其他地区市场信息

• 相比2011年，截至2012年6月，从拉丁美洲到加勒比的大多数地区的酒店入住率都得到增长。

• 只有波哥大（Bogota）、坎昆（Cancun）/切图马尔（Chetumal）和巴拿马城（Panama City）称以当地货币

支付的每间房的入住率下降了。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三个市场的酒店供应是最大的。

• 就酒店入住率而言，巴拿马城的房间需求增长，比其他在调研中的拉美国家高出11%。然而，这种巨大的酒店房间

供应增长也将导致酒店入住率比其他市场都低。

• STR在10月12日发布了墨西哥和加勒比的酒店建设报告（Construction Pipeline Report），指出墨西哥处于领先地

位，目前有2627个房间在建设，紧接着的是巴哈马（2250间房），这个比重很大原因是由巴哈马度假村项目（加勒比

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酒店项目）导致。多米尼克共和国（Dominican Republic）有1613个房间在建。波多黎各（Puerto
Rico）有651个房间在建

• 多米尼克共和国每间可销售房的收入是这些在调研中的加勒比目的地中最高的，相比前一年增长超过35%。

• 在所有选中的市场中，巴巴多斯的平均房价（美元）是最高的，2012年房间供应收缩了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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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伯利兹的旅游活动

• 著名的伯利兹堡礁（Belize’s Barrier Reef）是西半球最长的堡礁，长达185英里，为潜水者们提供了

一堵从墨西哥到近民气果群岛（Sapodilla Cayes）几乎连续布点的珊瑚墙——是世界第二大的堡礁。

• 海洋活动，例如潜水、浮潜、垂钓、泛舟、帆船以及乘坐独木舟，在伯利兹利兹堡礁都是非常流行的。

• 考古（Archeology）- 伯利兹是玛雅世界的一部分，从墨西哥南部延伸穿过中美洲。玛雅遗址包括寺

庙、宫殿、洞穴和和金字塔都被包围在密林和国家公园之中。

• 伯利兹城有着殖民时期保留下来的魅力，还有一个有着美味的餐厅和纪念品商店的村庄。

• 生态旅游 – 与哥斯达黎加一样，伯利兹也是领先的生态旅游目的地。这个国家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包括美丽的森林、瀑布、河流和洞穴。你可以去赏鸟、徒步、远足和划皮艇，用心感受这里原始的环境。

• 洞穴游览 – 伯利兹新增加的景点。

• 巴拉姆度假村将来的研究和展览中心也将计划吸引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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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伯利兹

• 在公元1世纪末玛雅文化没落前，伯利兹曾有好几个玛雅城市。17世纪到18世纪期间，英国和西班牙互相争夺这片

土地，1854年，正式成为英属洪都拉斯（British Honduras）的殖民地。英国和危地马拉（Guatemala）之间的领土争

端将伯利兹的独立推迟到1981年。危地马拉直至1992年才承认伯利兹这个新的国家，而且这两个国家现在还有着边界

纠纷。

• 伯利兹拥有333,000人口，是美洲最小的无岛屿主权国家。尽管克里奥尔语（Kriol）和西班牙与被广泛使用，伯利

兹是中美洲唯一一个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国家。

• 伯利兹是热带气候，可以分为两个季节：雨季（5月到11月）旱季（2月到5月）。

• 伯利兹海岸线总长为386公里，领土面积为23,000平方公里，大概是美国马赛诸赛州（Massachusetts）的面积。首都是

贝尔莫潘（Belmopan）建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1970年正式成为伯利兹首都

• 伯利兹是四个签署了中美洲堡礁项目（MesoAmerican Barrier Reef Project）的国家之一，其他三个国家为墨西哥、

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总部位于伯利兹。该项目是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在1992年联合国世界

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United Nations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后建立的，由世界银行管理。该项

目的两个目标：

• 通过防止陆源污染确保西半球最长的堡礁——伯利兹堡礁海洋生物的可持续发展；以及

• 保护捕捞范围内渔民们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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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伯利兹 接上

• 从1980年开始，大约50000中美洲的居民（大多是危地马拉人、萨尔瓦多人和尼加拉瓜人）为了逃离自己国家的内

乱移民至伯利兹。现在，大约有10000台湾人在伯利兹定居。

•
伯利兹可以分为6个区：科罗萨尔（Corozal）、橘园（Orange Walk）、伯利兹、卡约（Cayo）、斯坦港（Stann Creek）

以及托莱多（Toledo），每一个地区都有非常独特的旅游景观，但是这些地区共同的旅游活动就是沿海度假、野生动

物丛林冒险以及玛雅历史遗址探索。

• 伯利兹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文化和自然美景的旅游目的地。尽管伯利兹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它的地理环境却非

常丰富，从繁茂的松林、葱郁的热带雨林、大草原和红树林到沙滩、河流、小溪和瀑布，这些都使得伯利兹成为一个

顶级的自然和冒险旅游目的地。

• 伯利兹最具吸引力的景点是这个国家的海岸，由成百上千的小沙岛组成以及拥有世界第二大的堡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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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伯利兹 接上

• 伯利兹的司法系统是基于英国普通法和习惯法（English common law and practice），由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和地方法院组成。伯利兹签署了加勒比共同市场（CARICOM）下的关于建立加勒比地区法

院的协议（Establishment of the Caribbean Court of Justice）

• 2004年4月19日，伯利兹港有限公司（Port of Belize Limited）与全球最大的游轮公司嘉年华企业（Carnival
Corporation）就在伯利兹城港口建立游轮码头和旅游设施建设达成了一项合资协议。该项目覆盖面积达30英亩，由伯利

兹港有限公司所有，包括250米的码头和航道建设，容纳游轮与码头区的对接，消除游客和船员在游轮停靠是所产生的

问题。

• 伯利兹几乎与每一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是联合国（United Nation）、美洲国家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泛美开发银行（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和中美洲统合体（Sistema de la Integración
Centroamericana）成员。伯利兹还是加勒比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Caribbean States）、加勒比共同市场、加勒比太

平洋国家组织（the African Caribbean Pacific group of countries）、加勒比开发银行（Caribbean Development Bank）、

英联邦（the British Commonwealth）、国际复兴银行（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成员。

• 伯利兹认为自然资源的管理和环境保护对于它的居民来说是最重要的。意识到经济增长和对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相

互平衡的重要性，伯利兹以及开始稳步实施环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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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 该文件由3R Hospitality (3R)制定，仅供巴拉姆度假村的产权所有者极其下属公司（包括“Balam”）使用，不可

出版和披露给其他机构。这份文件是不完整的没有提及关于该份材料的口头阐述部分，应与该份材料的口头阐述结合

使用。

• 3R不是评估者，也没有评估执照，因此投资机会不应依赖于这份分析，也不作为贷款的依据。

• 该报告和口头阐述都是本着诚信的原则制定和准备的，3R对于涉及这类信息和观点相关的机构没有任何责任和义

务。有些信息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已经过时。

• 本文信息来源是可靠的，但未经过3R的独立查证。

• 该报告和口头阐述中一些涉及“前瞻性预测”的部分是基于3R、巴拉姆、潜在运营商和其他外部顾问的预测、评估、

推测和设想。

• 文章中使用的诸如“预计” “期望”“计划”“相信”“预定”“估计”和其他类似的词语和表达方式都只“前

瞻性预测”，包括但不限于入住率、收入、现金流、现金流量比率、建设成本和市场表现的预测。

• 前瞻性预测并不是对未来市场表现、所涉及的风险和其他一切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的保证。因此未来实际的结果和

趋势由于各种因素可能会与前瞻性预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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