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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以及其他要求

法律依据                     按照部长理事会决议(于2016年9月13日), 非塞浦路斯籍投资者可通过入籍成为塞浦
路斯归化公民（同时依照2002-2015年民事登记法)。

主要政策优势

第二个私人

和/或商业基地

01
人员自由流动

在欧盟境内自由旅行，居住，接受教

育，和工作。

02

03
资产，服务，和货物

的自由流通

04

投资者和所有家庭成员共同获取

塞浦路斯国籍(例如入籍申请人的配

偶，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和已成年经济未

独立子女 (必须年龄满18岁而未到28周岁)

主要申请人的父母 在另购一处至少

€50万欧元的房产后可以申请获得塞浦路

斯国籍。

投资选择 €200万(不包括
  值税)

一处必须永久保留的价值至   
少€50万*住房

总投资（不包括增值
税）

A1- 对于房产，土地开发和基础
建设进行投资

-   住宅性房产* √ €200万
-   商业房产，土地开发，或旅  
    游热点开发，或组合投资 √ √ €250万
A.2 - 购买，或建立，或参与运营   
设立在塞浦路斯的企业或公司 √ √ €250万

A.3 - 投资另类投资基金或购买塞
浦路斯企业或机构的金融产品。
企业或机构必须拥有塞浦路斯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执照。

√ √ €250万

A4 - 以上所述投资的组合-可包
括上限为€50万的塞浦路斯共和
国发行的政府债券投资。

√ √ €250万

* 至少投资一处价值€50万欧元的住宅（不包括增值税），此住宅必须永远保留。



 • 在得到塞浦路斯国籍之前，所以已成年申请者必须先获得居留许可。

 • 主要申请人可以和配偶共同提交申请。申请批准后，子女和主要申请人
的父母即可以提交入籍申请。

 • 入籍许可由塞浦路斯部长理事会发放。
 
 • 入籍材料递交内阁。由财政部部审阅经济条件。

 • 部长理事会在批准国籍申请有完全的决定权。

 • 申请者不自动成为塞浦路斯的税务居民，除非在任何一年期限内在塞浦
路斯停留超过183天。

 - 投资者的父母可以在投资一处价值至少€50万（不包括增值税）的住宅后申请塞
浦路斯国籍；此住宅必须永久保留。

 - 所有已成年申请者（主要申请者，配偶，已成年子女和主要申请者的父母）提交
无犯罪记录，并且必须不是欧盟制裁名单上被冻结资产的人士。

 - 所有以上所述的投资必须在成为归化公民当天以后保持至少三年。

 - 所有为入籍为目的所做的投资必须动用投资者从海外调入的新资金。

 - 企业高层资深经理可以申请入籍，前提为申请者的收入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税收
系统在三年的期限里提供了至少€10万税收。并且购买一处价值至少€50万（不
包括增值税）的永久保留住宅。雇佣申请者的公司必须完成一项符合以上经济条
件的投资。

条件和前提

信息重点



我们提供完整的私人定制服务

 • 针对于移民经济条件和要求，以及申请的步骤（批准的程序）和申请的要求做出咨询建议

 • 考查申请人的具体情况，创建最高效的方法来达到条件

 • 协助选择投资的方案

 • 协助检验购买合同的法律条款/以及相关文件

 •  提供房地产投资尽职调查

 • 协助考查投资所附带的税务影响

 • 与有关部门运行前预审

 • 协助建立持有投资的载体机构(包括另类投资基金)

 • 协助准备所要求的申请材料并按照标准组织申请文件

 • 持续监督申请的进程并且在必要时采取亲自介入的行动

 • 一旦申请者被授予国籍，我们会帮助完成所有家庭成员获得塞浦路斯护照和身份证的流程



 • 100% 成功率

 • 提供独立客观的咨询建议

 • 塞浦路斯国内最大的团队，拥有移民方面深厚的专业能力。我们的团队的专业人才包括：律师，移民顾
问，房地产专家，税务专家，国际合规专家

 • 对申请案例提供预审

 • 和有关政府部门深厚良好的工作关系

 • 对有关申请的所有过程和要求有详细的细节了解
 

 

我们为客户提供



Theo C Parperis
提奥.帕普利斯
合伙人
税务和法务负责合伙人
theo.parperis@cy.pwc.com

Phryni Yiakoumetti
芙丽妮.雅库迈蒂
总监
移民和迁移服务
phryni.yiakoumetti@cy.pwc.com

欢迎和我们讨论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td 普华永道

PwC Central, 43 Demostheni Severi Avenue,
CY-1080 Nicosia
P O Box 21612, CY-1591 Nicosia, Cyprus
电话: +357-22 555 000, , 传真: +357-22 555 001

City House, 6 Karaiskakis Street, 
CY-3032 Limassol, Cyprus
P O Box 53034, CY-3300 Limassol, Cyprus
电话: +357 25-555 000, 传真: +357-25 555 001

This content is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and should not be used as a substitute for consultation with 
professional advisors.

© 2016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wC refers to the Cyprus member firm, and may 
sometimes refer to the PwC network. Each member firm is a separate legal entity. Please see www.pwc.com/
structure for further details.

The above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relevant Decision and any other official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Fawn Ren 
任芳
助理经理
移民和迁移服务
中国商务发展
ren.fawn@cy.pwc.com

Tony Hadjiloucas
托尼.海吉路卡斯
合伙人
财富管理负责合伙人
tony.hadjiloucas@cy.pwc.com

Philippos C Soseilos
菲利普.索西罗斯
合伙人
咨询服务负责合伙人
philippos.soseilos@cy.pw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