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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双体游艇未来一片光明

文 | 栗超群    图 |Sunreef Yachts

——专访 Sunreef Yachts 集团总裁 Francis Lapp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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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知名的豪华双体船制造

商 的 Sunreef Yachts， 其 产 品

囊括 60~200 英尺的帆船和动力艇。

每一艘都是独一无二的定制产品，每

个细节连最吹毛求疵的船东都无可挑

剔。每一艘游艇都集高性能与豪华奢

侈与一身，无法想象的空间，夸张而

创新的设计。

本刊记者：Sunreef Yachts 作为豪

华双体游艇中最知名的品牌之一，请

您简要的介绍一下公司的发展历程？

Francis Lapp 先生：Sunreef Yachts 

成立于 2000 年，在波兰海岸开办了

Sunreef Yachts 船厂。那时市场上

还没有出现豪华双体船，所以我们

大胆自己生产，第一艘豪华双体船

Sunreef 74 于 2002 年下水。此后，

陆陆续续生产了大约 65 艘双体船、

帆船或动力艇，现在又有新动向，向

更大的项目——200 英尺的双体船迈

进。波兰总部有 450 名员工，从设计、

制造、管理、保养、游艇租借服务、

全套设施服务齐全。

本刊记者：Sunreef Yachts 每年的

改变都会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各

地的游艇展上。这一次又会带给大家

怎样的惊喜呢？

Francis Lapp 先生：我们每年都

会推出新的型号。2013 年有两个新

的双体帆船和大家见面：Sunreef 60 

LOFT 和新型超级双体帆船 Sunreef 

80 碳纤维型。第一款是应广大客户反

馈及需求，采用新概念设计的 60 英

尺帆船型，同时拥有开放式的沙龙区

域和位于船体下方的厨房。而新型的

Sunreef 80 是我们第一款以碳纤维为

主材料的游艇，

同时也是我最喜

欢的一款。令人

印象深刻的是她

外表动感十足，

航 行 速 度 非 常

快。Sunreef 90 

Ultimate 特 别

之处在于绿色环

保、外表时尚现

代，全身只重 55

吨，专为现代感

极强、热爱冒险

的船东设计。90 

Sunreef Power 

结合了动力艇与

双体船的双重优

势，90 英尺的船

却拥有 522 平方

米的空间，相当

不可思议！此款

游 艇 在 2013 年

6 月售出，预计在 2015 年中旬会公开

亮相。我相信到那时它一定会成为动

力艇界的明星。最后一个项目是巨大

三体船，210 英尺目前在造。除此之外，

我们也会着力推荐已在世界范围内广

受好评的 60、70、 80 双体船。

本 刊 记 者： 您 是 如 何 判 断 新 型

Sunreef 80 碳纤维型双体船市场的？

Francis Lapp 先生：我认为碳纤

维系列对于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这个系列需要非常大的船库用于

存放水上设备，所以非常适合于喜欢

帆船的人士。在第一次试航就能够在

15 节风速的情况下达到 12 节航速。

现在我们又售出了这个系列的第二款，

相信未来对 90~100 英尺的船会有很

大的需求。

本刊记者：您认为双体船会成为

传统超级游艇的竞争对手吗？

Francis Lapp 先 生： 我 认 为 这

需要一点时间，因为一个豪华双体

船在市场上仍然是一个相对新的产

品，客户也需要时间来适应她。在我

们 Sunreef Yahcts 作为新一代的超

级游艇所推崇的就是开阔的空间、稳

性、舒适性和巡航能力。为每个客人

提供完美的订制服务和质量。对于动

力艇也是低燃料消耗。这就是为什么

你能发现越来越多的双体船出现在海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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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对于双体船，为什么

Sunreef 60 和 Sunreef 70 动力型会获得

如此成功？

Francis Lapp 先生：主要是因为

她的多功能性。她们能航行速度很快

和航程很远。60 英尺的帆船也拥有

供 4 人使用的水流按摩浴缸、大的餐

桌、日光浴垫、能很轻松地穿越大西

洋和环行世界。而同尺寸的传统动力

艇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客人们喜欢稳

定性好和空间宽广的双体船，并且我

们还为他们提供奢侈与舒适性。对于

第一次购买的客人，动力双体船是不

错的选择，便于操作，而且轻松地就

到 25~30 节，同时还有很多水上新鲜

玩意儿，满足他们冒险。我们的大多

数动力双体船可用于租赁，客人们可

尽情感受休闲与舒适。

本刊记者：第一艘 Sunreef 90 动力型

已售出，您想扩大这个系列的尺寸吗？

Francis Lapp 先生：首先我们将

用一个新型 80 英尺动力型来填补 70

英尺和 90 英尺之间的缺口，目前我们

设计师正在设计中。同时我们也正在

以 90 动力艇原型，设计 120~150 英

尺船艇。虽然 90 动力艇只有 90 英尺

长，但是 13.5 米的宽度等同于 150 英

尺的游艇，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已经相

当了不起了。

本刊记者：您决定要进一步设计

一个大型的动力三体船？

Francis Lapp 先生：这是为一个

非常特殊的客户提供的设计 , 我们花

了很多时间考虑使用三个船体提供的

最有效的空间。外观具有流线型和动

感——有着 210 英尺的长度和 950 平

米的生活区域。这个项目仍在等待她

的船东出现，一个有远见和准备超越

所有其他游艇的人。

本刊记者：2014 年您的期望是什

么？能介绍一下船厂下一步的发展计

划吗？

Francis Lapp 先生：在 2013 年 7

月份成功签订 3 艘游艇，接下来我们

会很忙，我们的重心会放在他们的建

造上。我相信这次游艇展会给我们带

来更多的潜在客户。我们能满足所有

客人对 60~200 英尺动力艇及双体帆

船的需求。我也希望动力艇能成为主

流，让更多的传统游艇爱好者喜欢上

动力双体船，同样我们也开始建造 80

英尺、90 英尺和 100 英尺以上这样的

大型船。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工厂，

预计在明年年初完成。这样便能为建

造 200 英尺船提供更有效的工作环境。

我们还拥有 20 米 CNC 机床系统

用于制作模具，因此在制造模具的进

程方面，我们更快速、更动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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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船厂中每年会建造 20 艘左右的船

艇。根据发展需求，我们在美国劳德

代尔堡（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沿海城

市）和中国上海都设有分公司，便于

市场推广和销售。同样，为方便中东

客户我们即将在迪拜开设分公司。对

于有着 11 年游艇建造公司来说，我们

发展是非常快的。

本刊记者：游艇是一个比较特殊

的行业，客户期望能够得到包括售前

和售后全方位的服务，那么是否能为

我们介绍一下 Sunreef Yachts 的整套销

售服务情况？

Francis Lapp 先 生： 旗 下 有 诸

多部门当然也有非常专业的售后服

务体系。一旦交付船艇，海试是必

须 的， 售 后 服 务， 负 责 人 Joanna 

Petrykowska 将回答船东所有技术性

问题、技术咨询、调查、零部件供应等。

与最有名、最专业的船厂合作，有专

门的技术人员提供现场服务，我们的

售后服务体系辐射全球。

本刊记者：中国游艇市场的潜力

有目共睹，游艇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

烈，Sunreef Yachts 最大的竞争优势是

什么？

Francis Lapp 先生：我们是世界

上最先进的客户专业定制双体船制造

商，所以在这个专业领域很有竞争力。

最大的优势是全程都涉及，外部设计、

内部设计、航海建筑、工程设计等其

他部门。所以在时间上、质量上以及

价格上都很有竞争力。Sunreef 在双

体船和豪华游艇得到了非常好的平衡

及安全，平衡性与大空间于一体，优

雅时尚，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这

个产品在这个领域非常独特，能够在

短短时间内发展迅速。

本刊记者：Sunreef Yachts 作为一

个概念豪华双体游艇发明者，你怎么

来看待目前双体游艇这个市场 ?

Francis Lapp 先 生： 我 一 直 密

切关注船的发展趋势，我也非常开心

看到现在双体船作为超级游艇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之前也介绍过

我们 2002 年下水的第一艘豪华飞桥

双体船，尽管 2008 年金融危机，但

仍然备受瞩目。现在我也很高兴看

到我们的船东和游艇爱好者对我们

的概念双体船极感兴趣，我相信只要

有我们的船东和行业的鼓舞，未来会

一片光明。我们已经在上海开办了分

公司，尽力满足中国本土顾客需求，

Sunreef 70 Sailing 已 经 在 中 国 交

船，目前在三亚，因此有机会向大家

展现 Sunreef Yachts 的船只，对于

未来很有信心，打算每年向中国客户

出售 2~3 艘游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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