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浦路斯
永久居留权

 承诺您全家获得永久居留权



塞浦路斯永久居留权

声明：
本册所含内容和信息仅用作一般性宣传，不可视其为建议，或视为完整或精确的呈述，不可仅以此为基准。本公司或公司的任何董事或员工不对该所含
信息的可靠性作任何担保或承诺，并概不负责或承担任何由于使用所提供的信息而（直接，间接或必然）产生的损失，责任或费用。



- 100%通过率
- 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审批流程(最快三周，最长两个月)
- 要求简单，无语言测试、教育证书和体格检查
- 每两年访问塞一天即可保留永居权

我们对申请流程和通过率非常有信心，如果您
未能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获得永久居留审批，我
们承诺全额退还您已支付的房款 *

*两个月的开始日期是从收到塞浦路斯内政部
参考号码的证据之日起，该号码证明您已根据
法规6(2)条款提交了移民许可证的申请。该承
诺的前提是您符合内政部6(2)条款项下塞浦路
斯居住许可申请“快速通道”的要求。允许行
政延误两个星期的宽限期。

塞浦路斯永居项目保障非欧盟国公民通过投资30万欧元房产，在2
个月内获得永久居留权，投资便捷安全。投资者、其配偶及25岁
以下受其抚养的子女均受益。并且，居留权是永久性的！申请过
程一步到位，亦可在中国远程操作，无需亲自访问塞浦路斯。

我们公司对永居权申请经验丰富，很乐意全程协助您。

退款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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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居权身份意味着您整个家庭有权利
在塞浦路斯或继续在您本国自由居
住，需要时随时使用此许可。它可以
成为今后的一张保单。

永居权持有人也有权在塞浦路斯拥有
股份或开办企业，作为全球出口贸易
的中转地，并享受塞浦路斯低廉的企
业征税政策。塞浦路斯也是通行整个
欧洲的大入口，航线四通八达，申请
签证也简单快捷。永居权的持有人申
请申根签证仅需一周时间。塞浦路斯

不久成为申根国家之后将使旅行更加
便捷。塞岛提供极好的教育机会，让
您的子女轻松通往世界知名大学。

您更有权利在7年后申请成为欧盟公
民！ 

“永久居留权让您的家庭在欧盟国家
自由居住和通行，享受极好的教育和
医疗服务，或为不可预测的将来提供
保单！”

该居留许可证使其投资者、其配偶、未成年子女、25岁以下的未婚成年子女（在塞浦路
斯以外就学）、25岁以上的成年子女（在塞浦路斯就学）、及其申请人的父母和配偶的
父母均受益。塞浦路斯项目是独一无二的，一旦获得许可，便终身有效，即使子女独立
后仍然有效。获得永久居留权并进而获得欧盟公民身份将会为您和您的后代带来财富。

获得永久居留权需投资30万欧元的房产（不含增值税）。购买优质房产是一项有保障的
投资，我们承诺为您出租房产，使您获取一笔收益。您只需购置总价值30万以上的一套
或多套房产。

获得塞浦路斯
永久居留权的好
处是什么？

谁可申请？

投资

Elysia Park The Emerald Amorosa

2.  塞浦路斯永久居留权



塞浦路斯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拥有战略性的
地理位置。它坐落在亚非欧三大陆的交界处，
拥有无可比拟的通行便利。塞浦路斯拥有丰富
的遗产，美丽的沙滩和欧洲最干净的游泳海

域，还拥有清新的空气，舒适的地中海气候以
及设施便利的国际性都市。该岛国生活低成本
高水平，是广受欧洲人喜欢的全年海滨或高尔
夫度假胜地。

塞浦路斯

- 正式的欧盟成员国
- 优质英式教育(塞浦路斯有很多私立英语学校和大学，
   可通往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
- 风景优美，犯罪率极低
- 战略性地理位置，快捷通行亚非欧
- 全年的宜人气候
- 多文化的环境，英国人居多，中国人群不断增多
- 塞浦路斯10%的人口是英国常住居民
- 医疗体系成熟
- 生活相对成本低，水平高
- 无遗产税
- 英语通用
- 非常干净的空气，拥有欧洲最干净的游泳海域
- 和香港一样，塞浦路斯是前英国殖民地， 
   拥有高效透明的英式法律体系
-  子女可免费就读希腊语学校

企业和税收

永居权持有人可以在塞拥有股份，并通
过在塞开立公司享受低廉的企业税收政
策，企业税为净利润的12.5%。此外，
也可以将塞浦路斯的公司作为其本国出
口贸易的中转站，享受税收优惠。塞浦
路斯是著名的国际商业中心，连接东西
方的理想桥梁。它为世界各地的境外投
资提供一个税收高效通道。塞浦路斯的
税收体系完全符合欧盟和经合组织的要
求。它为国际贸易产生的收益提供各种
优惠参与免税规定，它适用于包括中国
在内的广泛双重税收协定网络，并对世
界任何地方任何形式的付款实行零预扣

税。通过使用塞浦路斯的公司开具所有
的出口单据，在塞积累最大化的利润，
永居权的持有人可以利用12.5%的企业税
优惠，并从非税务居民零红利税的政策
中获益。在塞居住时间少于183天的居民
即为非税务居民，其世界各地的收入都
无需纳税，只有除红利外在塞的收入需
要纳税。更多有关塞浦路斯的企业和税
收信息，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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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居留

家庭团聚

 将您的居留许可升级为欧盟长期
居留身份，您可以享受类似欧盟
公民的权利，包括工作和管理公
司。根据外来人口和移民法律第
105章2003/109/AC执行指令18H
条款，非欧盟公民在欧盟国居住
长达5年以上有权申请长期居民
身份。该欧洲法令为居留身份持
有人提供尽可能接近欧盟公民所
享受的一系列权利。这些权利包

括工作和管理公司，享受普遍的
税法，接受塞浦路斯和其他欧盟
公民同等的教育和专业机会，包
括奖学金。欧盟长期居留身份是
永久性的，适用于在塞浦路斯居
住长达5年以上的所有非欧盟公
民。关键条件是，申请者在5年
期内不能持续离开塞国超过6个
月，或累计不超过10个月。

根据塞浦路斯法律，永居许可证持有人的父母和二代旁系亲属可以
来塞访问或居住。想要来塞探亲度假的家庭成员可申请3个月的探亲
签证，如需停留更长时间，可申请为期1年的临时居留签证，并可每
年续签。

 欧盟长期居留身份的申请可以委托塞浦路斯当地的律师办理

根据法律规定，永久居民7年之后可以申请塞浦路斯公民身份。欧盟
公民可以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欧盟国家自由居住、工作、旅行，
享受医疗或接受教育。事实上，塞浦路斯护照持有人享受的免签证
旅行自由可以延伸到欧洲以外的许多国家。那些需要签证的国家，
如美国，签证要求非常简单，且几天之内就可获批签证。

公民

4.  塞浦路斯永久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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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6(2)类别移民许可
(快速通道)的法律要求:

2.年收入

3.定期存款

主要条件是购买一套/数套* 新的不动产, 价值超过€300000(不含增值税)。申请人必须填妥申
请表连同一份销售合同和至少€200000(不含增值税)的付款凭证。房产也能以公司名义购买,
如果公司注册人是永久居留申请人及/或申请人和配偶,并且他/他们是唯一的股东。此外,销
售合同必须提交到塞浦路斯国土和调查部。*申请人最多可购置2套住宅物业（公寓/别墅）
，或一套单元式住宅和一个商铺（最大面积为100平方米），或一套单元式房屋和一套办公
室（最大面积为250平方米），前提是总房价为30万欧元以上。此项政策适用于每位已婚夫
妇。从2013年5月7日，政府规定，直接从开发商购买的新房产才符合这项计划的资格。此
外，所有的房产应从同一家开发商购买.

申请人必须提供一份声明，辅以佐证说明合法来源的稳定收入是来自塞浦路斯以外的地方。
每位申请人的年收入最低为30000欧元，每位受抚养人另加5000欧元，并且每位受抚养的父
母和配偶的父母另加8000欧元。配偶的年收入可计入此次申请的标准。

申请人必须提供一张塞浦路斯银行账户最低30000欧元，
且须定期存满3年的存款单。到期后，这笔存款将无限制解冻。

1. 购买房产

6.  塞浦路斯永久居留权



4.意向声明

5a.18周岁以上的受养人（子女）

5b.18周岁以上非受养子女

6. 所需文件

申请人必须提供一份正式声明，确认他/她无意在塞浦路斯工作或从事任何形式的业务。不过，
申请人和/或他的妻子都有权成为股东，并接收在塞浦路斯注册的公司的股息收入，而不会影响
他们的申请程序或居留许可证。

申请人18-25周岁的未婚受抚养人可获得许可证，条件是在提交申请之日起，能够证明他们在塞
浦路斯以外接受全日制教育超过6个月，并且经济上依赖申请人。如成年子女在塞浦路斯接受高
等教育，不管他们的年龄，只要他们完成学业，就有权申请许可证。在这种情况下，稳定年收
入的要求需要提高，金额为每一位受抚养子女增加5000欧元。
根据移民法案第6（2）条于2014年1月14日的新修正案申请人的受养人将永久拥有许可。 申请此
许可需另外提交申请除包括所有以上提到的文件，另外需要父母声明希望继续帮助受抚养人并
且由校方提供全日制在校证明。 无需定期存款。

18周岁以上非依赖家长的子女也可以获得许可,条件是每个子女应拥有一套市场价值€300000
欧元不含增值税的已购房产(除了属于主申请人和他/她配偶的€300,000欧元外。对于这样的情
况,申请人必须提交已付66%房款的收据。例如,一个申请人有一名年龄30岁的子女,应购房产价
格€600000欧元或以上,并提供付款收据至少€396000欧元。按上述第6(2)条款，非依赖父母的子
女，申请时必须提交所需的所有其他佐证材料,如稳定年收入至少€30000欧元,和3年定期银行存
款帐单。

申请人必须提交犯罪记录证明（由原居住国出具），医疗保险单，结婚证和孩子的出生证明。
个人简历（CV），还需要护照（有效期至少2年）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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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    葡萄牙 希腊

塞浦路斯的政策与其他欧盟主要国家的居留政策相比，
塞浦路斯政策具有非凡的吸引力...

- 自由在塞浦路斯居住
- 永居权颁发给申请人和受抚养人
- 无需续签，申请人和受养人的许可永久有效
- 未来的一份保单
- 可以在塞浦路斯经商
- 享有申请欧盟公民的权利
- 轻松周游欧洲
- 享受优质的医疗保健和教育系统

- 无风险投资€300,000房地产
- 申请流程非常简单并且2个月内即可通过
- 100%的通过率

优势

投资要求

签证含盖

是否需要续签签证？

签证类型

签证周期

更新费用

申请费用

受养人签证是否过期？

访问要求

可否成为公民？

€300,000 

丈夫，妻子&25周岁以下受抚
养的子女&父母/配偶的父母

不，它永久有效

永久居留

永久

无

每位家庭成员€500

不，他们永远有效

每两年登入一天

是的， 7年后

€500,000 

丈夫，妻子和受养的18周
岁以下的子女

是，1年后，然后2年和2年

投资者居留许可

临时，5年

有，每人€2,568

每位家庭成员€5,137

是，18周岁之后过期

整个家庭- 1年7天，2-3年
14天， 4-5年14天

是，6年后， 但是必须先
获得永久居留权并通过B1
语言测试

€250,000 

丈夫，妻子和受养的21周
岁以下的子女

是的，每5年无限期

投资者居留许可

临时，5年

每人€75

每人€75

是，21周岁之后过期， 尽
管他们可以续签到24周岁

在递交申请时或之前

不，在D类许可下所度过
的时间不能被计算为获得
公民身份

与欧盟其它主要国家不同， 塞浦路斯可以授予永久居留权，并非临时居留权，因为目前塞浦路斯还不是申根国。投资
者无需担心政府政策的变化，因为永久居留证持有人的权利受充分保障。一旦塞浦路斯也成为申根成员国，它也可能
只提供临时许可证。如加入申根国，此变化将不会影响已经发出的永久居留许可证。

8.  塞浦路斯永久居留权



1.向民事登记和移民部提交MIP (1)申请表，或亲自到区办事处，通过邮寄或委托代表。可以由一名律
师代办书面材料，不要求申请人必须到场。

2.申请资料由民事登记和移民部审查，再提交给内政部，由常任内政大臣决定。这类许可证的申请通
常没有必要面试。

3.内政部应将他们的决定通过民事登记处和移民部门通知申请人/代表人。

4. 这类申请的审批时间是2个月!

5.一旦许可证被批准，申请人须在一年内登入塞浦路斯，以获得该许可证。

6.只要申请人及家属每两年至少访问一次塞浦路斯, 移民许可就不会被取消。

申请流程

2012年9月宣布快速通道的流程以来，
1000多名中国公民已获批塞浦路斯居留证！

 一个极其简单的程序甚至可以在中国安排，不用到访塞浦路斯!

1. 在塞浦路斯购买一处或多处房产价值€300,000（不含增值税）， 或从中国远程购买

2. 支付房款并准备永居文件（在塞浦路斯或中国）

3. 2个月内获得永久居留许可！

申请和批准证书样板。“最短”3个星期内即获得居留权！

简单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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