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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对于我们的工作充满热情，以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解决方案为荣。	根据普华永道新的全球战略“新方程
式”，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我们的客户建立信心和可长期持续发展的方案。	您可以期待我们的团队从您开始考虑将塞浦
路斯作为一个选项的第一天起，到您在岛上开始运营的那一天，以及更长远的未来持续为您提供支持。	我们将为您的
搬迁之旅提供计划并管理所有重要节点，与我们的网络公司合作以提供跨境最佳方案，引进合适的专家，最终快速无
缝地持续交付工作成果。

本指南旨在为您提供到达塞浦路斯之前和期间所需的所有信息，从移民要求到有关塞浦路斯生活方式的信息。	有关我
们指南的更多信息，请随时联系我们（请见此刊物的最后一页的联系方式，或访问	www.pwc.com.cy	以了解我们可以
为您提供的其他业务支持。

塞浦路斯最近制定的“2035前景”目标里，这个国家致力成为
世界上最适合生活，工作和经商的国家之一。“2035 前景”是
基于长期经济增长战略方向，旨在巩固和加强塞浦路斯的优势，
扩大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商业中心，可持续发展的领先者和欧洲的
高科技中心之一。

这个美丽的地中海岛屿历来对想要建立第二基地的国际集团来说
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司法管辖区。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见证了
企业的战略转变，众多公司加强他们在塞浦路斯的存在，
通过在当地雇佣员工和建立业务设立了运营实质。 新建立的公
司类型涵盖广泛，从初创公司到国际企业集团，涉及信息通信技
术、航运、基金等多个领域。岛上的多元文化背景，安全的社会
环境，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保健系统也是企业家们自己也选择在
这里安家落户的原因之一。 

Philippos	Soseilos
菲利普斯	索西洛斯
	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普华永道塞浦路斯

http://www.pwc.com.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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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

面积

天气类型

人口

民族构成

宗教

欧盟成员

预期寿命

语言

尼科西亚

9,251	平方公里	

地中海式气候

120	万（计于	2021	年	7	
月）*	官方数据将于	2022	

年	6	月公布

希族塞人社区（约	75%）
土族塞人社区（约	10%）
外国居民（约	15%)

希腊东正教（多数）、穆斯
林、亚美尼亚人、马龙派教
徒、拉丁人和其他宗教	

塞浦路斯自	2004	年	
5	月	1	日起成为欧盟
成员国

冬季	+15°C	
夏季	+35°C	

希腊语（官方），土耳
其语（官方），	英语
（广泛使用）

平均温度

80.9岁

中间年龄 
37.3岁

塞浦路斯简介

关键信息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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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成员
货币 •	 欧盟和欧元区

•	 联合国
•	 欧洲理事会
•	 英联邦
•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欧元	（欧元区成
员自2008年1月1
日）

总统共和国

上届选举在2018	
年	1	月。
每五年一届选
举。

尼科斯·阿纳斯塔
西德斯阁下

DBRS	晨星：BBB	/
稳定的
标准普尔：BBB-/正面
惠誉：BBB-/稳定
穆迪：Ba1	/	稳定

国家形式

选举

总统

信用评级/
塞浦路斯展望（截至 

2022 年 4 月）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欧元）		
24.920（2021	年估计）

• GDP 增长 % 
5.7%	(2021),	4.0%	(2022的预计)

国家立法机关

基于成人选举权	
政府每五年选举
一次

法律框架 时区
塞浦路斯的法律制度以英
国普通法为基础，经过民
事修改

+2	小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国家电话代码
•	 +357
•	 所有电话号码都有	8位加

区号
•	 每个区的区号（适用于
•	 固定电话）：

•	 尼科西亚	-	+357	22
•	 利马索尔	-	+357	25
•	 拉纳卡	-	+357	24
•	 帕福斯	-	+357	26
•	 法马古斯塔	-	+357	23
•	 手机号前缀	-	+357	9

信息来源：
塞浦路斯统计局（参考人口统计报告）和财政部 www.mof.gov.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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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

塞浦路斯有两个主要机场:

	
拉纳卡国际机场: 	位于拉纳卡西南	4	公里处。	拉纳卡国际机场是塞浦路斯的主要国际门户。

帕福斯国际机场: 	位于塞浦路斯帕福斯市东南	6.5	公里处。

下面的地图显示了上述机场的确切位置.

塞浦路斯的连接

塞浦路斯被认为是欧洲和中东之间的区域交通枢纽。	两个机场（拉纳卡和帕福斯）
年客运量约1000万人次。

众多航空公司运营往返塞浦路斯的航班，其中一些还在塞浦路斯建立了基地。

帕福斯国际
机场

拉纳卡国际
机场

帕福斯

拉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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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地区分布

塞浦路斯有六个区：
•	 尼科西亚（半占领区）
•	 利马索尔
•	 拉纳卡
•	 帕福斯
•	 法马古斯塔（半占用区）
•	 凯里尼亚（占领区）	

	
	
	

塞浦路斯的首都是尼克西亚。 尼科西亚和利马索尔是最大的城市和主要商业中心。
该岛被联合国缓冲区划分，北部被土耳其占领。
.

以下是从尼科西亚/利马索尔到其他城市的一些指示性旅行距离：	

•	 尼科西亚到利马索尔	85	公里
•	 尼科西亚至拉纳卡	45	公里
•	 尼科西亚至帕福斯	148	公里
•	 尼科西亚至法马古斯塔	82	公里
•	 利马索尔到拉纳卡	69	公里
•	 利马索尔到帕福斯	67	公里
•	 利马索尔到法马古斯塔	109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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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Union

Sunny

Sunny

Sunny

Euro Currency

Euro Currency

340 days of sun

Healthcare

Healthcare Healthcare

Tourist destinationUniversities

Universities

Universities

Universities

Multilingual
Educated workforc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Union

Strategic Location

Sunny

Euro Currency

340 days of sun

Healthcare

Tourist destination

Tourist destinationyy

Universities

Strategic Location
Educated workforce

Educated workforce

Educated workforce

European Union

Multilingual

Sunny
s of

Sunny

340 days of sun

340 days of sun

Healthcare

Tourist destination

Universities
Multilingual

Educated workforce

塞浦路斯的主要亮点

塞浦路斯在欧洲主要城市和其
他有竞争力的地区的生活方式
排名第五

塞浦路斯是欧盟最大的
第三方船舶管理中心

塞浦路斯拥有一个训练有
素，有各方面专业技能，并
英语流利的人力资源市场

塞浦路斯拥有高度发达
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
教育机构和医疗中心

塞浦路斯是欧洲阳光最
充足的国家，每年的日
照时间超过	340	天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第三大
岛，位于欧洲、非洲和亚洲
三大洲的十字路口

塞浦路斯是一个多元文化
的社会，除了希腊裔外，
还有许多其他种族。

塞浦路斯被评为世界上
人口少于500万的国家
中最安全的国家

塞浦路斯拥有完善的数字
网络、可靠的高速国际互
联网连接和出色的电信基
础设施

塞浦路斯将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商业环境与轻松稳定的生
活方式相结合。	移居塞浦路
斯的外籍人士可以与家人一
起享受高品质的生活

最阳光充足的国家

三大洲的十字路口

最安全的国家

数字网络

发达的基础设施

船舶管理

专业众多的人力资源

多元文化社会

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优商
环境

最佳生活方式排名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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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信息

塞浦路斯曾经是已知世界
上最富有的国家。	在铜和
青铜时代，岛上丰富的天
然铜资源出口到其他国家

每年秋天，大约	10,000	
只大火烈鸟在向南迁徙到
温暖的气候期间，会在拉
纳卡机场附近的盐湖临时
停下来觅食

帕福斯市在	2017	年获得了
欧洲文化之都的称号。但这
并不是帕福斯在历史留名的
原因。	古墓葬、城堡和宫
殿的遗迹使整个小镇成为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
产之一

塞浦路斯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
岛	，文明可追溯到公元3000
年前

阿依纳帕是欧洲最受
欢迎的夜总会区之一

绝大多数塞浦路斯人会
说英语，商务交流以希
腊语和英语进行

塞浦路斯甜酒	
“	commandaria”被公认
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命名酒，
被称为	“葡萄酒的使徒’

塞浦路斯	50	多个海滩因
清洁和安全而获得欧盟蓝
旗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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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塞浦路斯作
    为公司总部/
  商业基地

位置 

成立公司

基础设施 欧盟成员

塞浦路斯地处战略位置，是区域商业中心
和极具吸引力的个人/旅游目的地

•	 广泛通畅的航空公司连接
•	 所有本地商业银行均设有国际业

务部门
•	 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技术、电信等
•	 当下数字化经济的发展——政府

的战略重点

塞浦路斯自	2004	年起
成为欧盟成员国

•	 在塞浦路斯设立和运营公司非常容易
•	 独具优势的	知识产权税务政策以吸引	拥有知识产权或技术的公司
•	 对高管有吸引力的搬迁税收优惠
•	 英语被广泛使用并作为主要的商务语言

为什么塞浦路斯是一个有优势的总部基地？

一直以来，塞浦路斯吸引了众多寻求在这个地区建立第二基地的国际公司。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集团公司选择塞浦路斯设立公司总部以接纳大批雇员，并在岛上建立实体经营，	
包括各级员工的搬迁，以及安置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最终受益股东及其家人也搬迁至此。

关键优势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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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与教育 生活方式

•	 高质量的医疗保健
•	 从幼儿园到大学的高质量国际学校教育
•	 塞浦路斯人均大学毕业生人数在欧盟名列前茅

•	 拥有美好生活方式的国际化岛屿
•	 被评为世界上第	5	个最安全的小国
•	 欧洲阳光最充足的国家，拥有	64	面蓝旗海滩
•	 与其他欧洲商业中心相比，生活成本相对较低

以塞浦路斯为商业基地的产业成功案例

将总部迁至塞浦路斯的优惠

国际商务 劳动市场

•	 塞浦路斯拥有现代、透明和高效的亲商法律
•	 基于英国普通法的框架
•	 被经合组列入的司法管辖区白名单
•	 公司税率为12.5%。	与	60	多个国家/地区建立广泛的双边税务协定

网络
•	 符合条件的证券交易（例如股票、债券、债券）	可享有免税
•	 股息收入绝大多数情况下免税
•	 支付给非塞浦路斯税务居民，或非居籍塞浦路斯税务居民的款项，

通常免预扣税
•	 根据全球最佳实践的运营实质要求

•	 船运
•	 金融科技、电子支付机构及相关
•	 外汇
•	 游戏和娱乐
•	 信息通信技术
•	 加密和区块链（经纪人、交易所等）
•	 私募股权公司和投资基金
•	 家族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政府宣布了针对在塞浦路斯设立/经营的公司和个人的新鼓励措施。

改革旨在鼓励和促进技术行业员工、企业高管和其他专家迁移到塞浦路斯，以支持当地信息产业、金融科技、制药和航运
业的发展，最终丰富塞浦路斯的创新生态系统。	其他成长中的行业，如基金、总部设立和设立家族办公室，也会受益于
专业人才的增加。

在移民和税收方面主要的鼓励政策，我们在相关章节中进行了总结。	此外，政府将推出多项其他改革措施，包括提升核心
技术基础设施和促进战略投资的机制。	

•	 	多语种、高素质专业人士的人力
资源，大多数为英国和美国的毕
业生

•	 高效的移民制度，允许高管和家庭
顺利搬迁，并且政策允许同时搬迁
众多人数

•	 移居该岛的员工可享有税务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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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居塞浦路斯 - 
移民要求

进入塞浦路斯

在塞浦路斯居住

即使塞浦路斯还不是申根区的一部分，申根签证持有人也可以在没有另外短期签证的情况下进入塞浦路斯，前提是他们
持有有效的两次/多次入境申根签证。	他们可以在	180	天内在塞浦路斯停留	90	天。	居住在塞浦路斯并拥有塞浦路斯永
久或临时居留许可的第三国国民（即非塞浦路斯和非欧盟国民）可以通过有关大使馆申请申根签证。

此类申请的批准由有关大使馆自行决定，在收到此类批准后，申请人将获得申根签证。

第三国	国民也可以在塞浦路斯大使馆申请签证。	上述签证可用于进入塞浦路斯。

如果没有所要求的签证或申根签证，可以为就业情况被授予入境许可。

在来塞浦路斯之前必须考虑旅行	Covid-19	的要求，以便在访问时遵守适用的措施。

第三国国民的居住和就业
	
在塞浦路斯注册的公司，如果其多数股权的股东属于第三国国民最终受益所有人	(UBO/s)	或上市公司，被视为外国利
益公司，可在完成一次性“公司资格程序”后在塞浦路斯雇用第三国国民	。	

待调到塞浦路斯的第三国国民员工可以使用适用的签证入境，并完成申请临时工作和居留许可所需的相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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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工作和居留许可

•	 公司可以雇佣高技能的第三国员工，其月薪在2.500	欧元以上。
•	 公司还可以雇佣每月毛收入在2，500欧元以下的第三国员工（但需预

先批准）；
•	 公司员工总数的	70%	可以是	第三国员工（为期	5	年）；
•	 第三国员工就业许可证的签发有效期最长为	3	年，到期可续签；
•	 第三国	员工从移民当局接受其许可申请并开具相关收据的那一刻起就

可以合法地在塞浦路斯就业。在有入境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在进入塞
浦路斯后从事合法工作；

•	 公司必须在塞浦路斯购入或租用办公地点；
•	 第三国/欧盟员工需要与塞浦路斯公司签订雇佣合同；
•	 如果第三国许可持有人连续3个月以上在塞浦路斯境外，许可证将视

为失效；
•	 提交申请时申请人必须在场。申请人的指纹、电子签名和照片将作为

生物识别信息被收录；
•	 第三国员工的家庭成员可以根据家庭团聚政策搬迁到塞浦路斯。	

一般情况下，需在主申请人得到批准后家属可提交申请。

•	 在塞浦路斯合法且连续居住至少	5	年的个人，可拿到长期居留许
可；

•	 申请人应在塞浦路斯拥有工作许可证，并有足够的就业收入和适合
自己及其家属的住所；

•	 申请人应持有为期至少	18	个月或开放期限的雇佣合同。	申请人
应持有希腊语水平证书；

•	 长期居留许可的有效期为	5	年，可以续签。	申请处理通常需要	
12-24	个月，并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	 塞浦路斯还提供与特定雇主和特点职位相关的就业永久居留许可
（E	类）。	针对授予担任高级管理职位或高度专业化职位的第三
国员工。	

欧盟国民的方案

在最近一次进入塞浦路斯后的	4	个月内，
计划在塞浦路斯定居的欧盟公民需要获得欧盟人士注册证

就业长期居留许可和永久居留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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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公民身份

基于居住年限的入籍公民身份
	
•	 如果第三国国民已在塞浦路斯完成累计7	年的合法居留，则可以申请入籍塞浦路斯。	根据政府	2021	年	10	月的

公告，如果一个人在塞浦路斯居住和工作，上述规定可能会更改为	5	年，如果他/她还获得了精通希腊语的相关
证书，则该规定可能会缩短为	4	年	（此变更以有关机构最终批准为准）

•	 欧盟国民可在塞浦路斯居住满	5	年后申请塞浦路斯公民身份
•	 除了满足最低居住时间外，申请人必须达到其他要求

作为塞浦路斯公民的配偶入籍 

塞浦路斯境内国民的外国配偶（欧盟国民和第三国国民）：
-	在申请日期之前已结婚	3	年并在塞浦路斯居住满2	年

海外塞浦路斯国民的外国配偶（欧盟国民和第三国国民）：
-	已结婚至少3年
-	可以选择在塞浦路斯领事馆/大使馆提交上述申请



4

税务信息和数据

计税方式

塞浦路斯税法中的个人
税务居民解读和信息

塞浦路斯纳税居民的个人应就其全球收入缴税，即从塞浦路斯和国外所有来源产生或累积的所有收入，无论该收入是否
实际汇入塞浦路斯。

非塞浦路斯原籍的税务居民个人免征特别国防贡献税，该税针对于来自塞浦路斯和国外的股息收入、非主动盈利的利息
收入和租金收入。	预计来塞浦路斯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属于这一类税务居民。

在塞浦路斯居住的外国个人，其就业收入享有重要免税政策。

如果个人在任何日历年（与纳税年度相同）在塞浦路斯居留超过	183	
天，则被视为塞浦路斯税务居民。

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还引入了第二项税务居民测试，即“60	天规
则”。	

因此，从	2017	纳税年度起，如果个人满足纳税年度的“183	天规则”
和/或新的“60	天规则”，则该个人被视为塞浦路斯的税务居民。	
	

“60	天规则”适用于在相关纳税年度：	

1.	 在任何其他一个国家居住的时间总计不超过	183	天，并且
2.	 不被视为任何其他国家的纳税居民，并且
3.	 在塞浦路斯居住至少	60	天，并且
4.	 与塞浦路斯有其他明确的联系。	为满足此条件，个人必须在纳税年

度的任何时间在塞浦路斯开展业务和/或在塞浦路斯受雇和/或担任塞
浦路斯税务居民公司的职位（董事），前提是在此年内未终止工作关
系，并在纳税年度保留他/她在塞浦路斯购买或租用的永久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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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塞浦路斯的天数计算如下，适用于“183天规则”和“60天规则”：	

•	 离开塞浦路斯的那一天算作在塞浦路斯境外的一天；
•	 抵达塞浦路斯的当天算作在塞浦路斯境内的一天；
•	 在同一天抵达和离开塞浦路斯算作在塞浦路斯境内一天；
•	 在同一天出发和抵达塞浦路斯算作在塞浦路斯境外一天

关于	Covid-19，根据	2020	年发布的政策，塞浦路斯税务机关通常会遵循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关于个人税务居民身份的
非约束性指南。	该政策的应用对纳税人来说是非强制性的。	此外，该政策还提到，每个案件都将根据其自身情况进行
评估。	2021	年发布了一项新政策，确认塞浦路斯税务机关将在	2021	年继续遵循经合组织的非约束性指南，前提是与	
Covid-19	相关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存在。

个人所得税

免税信息

以下所得税税率适用于个人：

纳税年度的应课税收入 税率 累积税金

欧元		(€) % €

0	-	19.500 0 0

19.501	–	28.000 20 1.700

28.001	–	36.300 25 3.775

36.301	–	60.000 30 10.885

超过  60.000 35

* 在塞浦路斯居住的外籍人士，获取了非居籍税务居民身份，此类股息和利息收入免缴所得税和
国防特别贡献（参见后续的特别国防贡献部分）。 

** “证券”一词包括（除了其他类型之外的）股票、债券、债券、创始人股份
以及在塞浦路斯或国外注册成立的公司或其他法人的证券。

•	 利息收入（由日常经营活动产生或与个人日常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利息除外）*
•	 股息收入*
•	 工作收入（见下文）
•	 90	天规则：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向海外的非塞浦路斯税务居民雇主或塞浦路斯税务居民雇主的外国常设机构提供超

过	90	天的带薪服务的全部工薪报酬
•	 因退休金、退休金减免或死亡或受伤赔偿而一次性收到的全部金额
•	 所有被批准的基金（例如公积金）的所有支付中的个人资本积累
•	 出售证券的全部利润**	

*对在塞浦路斯取得税务居民身份的外国个人的就业收入免税的部分
•	 移居塞浦路斯并开始工作且年薪超过	100,000	欧元的个人应能够在	10	年内享受	50%	的所得税豁免。	必须符合

某些特定条件，例如此个人在就业之前的一年不是塞浦路斯的税务居民，或者在塞浦路斯就业前最近5年里有3年
不是塞浦路斯税务居民。财政部长已宣布政府打算从	2022	年开始对	50%	豁免进行修订，包括将最低工资降低至	
55.000	欧元，并将豁免年限增加到	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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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约为 100.000 欧元的个人的有效税率可能低至 8%-9%。  

•	 移居塞浦路斯并以起薪低于	100.000	欧元的个人应能够享受相当于其薪酬的	20%	或	8.550	欧元（以较低额度为
准）的减税。	减税有效期为	5	年，从就业开始后的纳税年度开始，最后一个符合条件的纳税年度为	2030	年。此
免税优惠不能和以上提到的50%收入税减免同时使用。

税收减免

缴纳社会保险

以下是可以从收入中扣除并免税的：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雇主和雇员都承担8.5%的税率。	
2022年需缴纳社保薪酬最高额度如下：

雇主还应向某些其他公共基金捐款。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个体经营者应缴纳其收入的	15.6%。	

缴纳金额根据自雇人士的专业或行业，有上限和下限。	

扣除类型 允许金额

向工会或专业团体的捐款 全部金额

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的	20%（针对收入税)

向经批准的慈善机构捐款（附收据） 全部金额

社会保险、医疗基金（最高为薪酬的 1.5%）、养老金和公积金供款（最高为薪酬
的 10%）和人寿保险费（最高为保险金额的 7%）

高达应课税收入的	1/5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直接或间接投资于获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金额（自 2021 
年 6 月 30 日）

最高为扣除前的应纳税收入的	50%
（每年最高	150.000	欧元）。	未使用
的扣除额可以结转并在接下来的	5	年内
申请，但须符合上述最高限额。	

研发费用 预计很快就会提供更高的扣除额，可达
研发费用的	120%。

工资期间 €

周薪 1.117

月收入 4.840

年薪 5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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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利息和房租收入的特别国防税 
(‘SDC’)
特别国防贡献（“SDC”）是只针对同时为塞浦路斯税务居民和塞浦路斯原籍身份的个人的股息收入、“被动”利息
收入（由日常业务活动产生或与个人日常业务活动密切相关的利息除外）和租金收入的税务征收。

根据特别国防贡献政策定义个人税务居民，是按照如果个人根据《遗嘱和继承法》（除某些例外情况）有塞浦路斯的
原籍，或者如果他在课税年度之前20年内至少17年是塞浦路斯的税务居民。此政策在反避税条款覆盖之下。

原籍指个人出生时父亲的长期居住地点。

如上所述，来塞浦路斯生活和工作的第三国员工被定义为非居籍人士，可根据这项定义免除此类股息、利息和租金收
入的特别国防贡献税。

根据	2001	年《综合卫生系统法》（2017	年修订的	89(I)/2001)，塞浦路斯引入了一个综合卫生系统，旨在为民众提供
平等享有全面卫生保健系统的机会。患者可以选择一个来自私人或者公共医疗保健部门的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

与实施一般卫生系统	(NHS)	相关的贡献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开始，目前的费率如下表所示：

*个人从公司债券（自 2019 年 6 月 26 日起）、塞浦路斯政府储蓄和发展债券以及公积金所获得的所有利息收入须按 3%（而不是 30%）的税率
缴纳特别国防税 ）。
** 租金收入扣除25%，然后按 3% 征税。 租金收入也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支付的外国税款可以用来抵扣特别国防税。

医保税收简介

*与公共或地方当局办公室或其他办公室的持有人有关，其收入不属于 (i) 或
(iii) 或 (iv) (vii)。 GHS 贡献的年总收入上限为 180.000 欧元。 

收入类型 税率

来自塞浦路斯和非塞浦路斯税务居民公司的股息收入 17%

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利息收入 0%
	

其他利息收入（“被动”）（*） 30%	/	3%

租金收入（扣除25%）（**） 3%

参考 类别 课税收入 率

(i) 雇员 自有薪酬 2,65%

(ii) 雇主 员工薪酬 2,90%

(iii) 自雇 自有收入 4,00%

(iv) 养老金领取者 养老金 2,65%

(v) 公职人数* 公职薪酬 2,65%

(vi) 塞浦路斯共和国或负责任职人员薪酬的自然人/法人 官员薪酬 2,90%

(vii) 赚取租金、利息、股息和其他收入的人 租金、利息、股息收入等 2,65%

(viii)	 共和国的综合基金(Πάγιο	Ταμείο	τη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 (i)、(iii)、(iv)	和	(v)	人等的薪酬/养老金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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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税项

资产增值税 
	
对出售塞浦路斯境内的不动产产生的溢价，包括出售直接拥有此类不动产的公司的股份产生的溢价，按	20%	的税
率征收资本利得税（出售此类资产的溢价不征收所得税）。

此外，从	2015	年	12	月	17	日起，出售间接拥有在塞浦路斯境内不动产的公司的股份以及至少	50%	的上述股份的
市场价值来自此类不动产的收益需缴纳资本利得税。在股份出售的情况下，只有在塞浦路斯境内的不动产相关的那
部分收益需要缴纳资本利得税。

资本利得税定义下的出售指交换、租赁、赠与、放弃使用权利、授予购买权以及在取消财产处置时收到的任何款
项。

在任何认可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不包括在这些规定中。

不动产的某些处置不受资本利得税的约束，其中包括因离世而产生的资产转移、父母对子女或夫妻之间或三级亲属
之间的赠予、对经批准的慈善机构和政府的赠予、对/来自家族企业的赠予（视情况而定）、征用等。

在	2015	年	7	月	16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收购的土地以及带有建筑物的土地在处置时将免征资本利得税。
此项政策施行时受特定条件限制。

个人可以从资本收益中扣除终生豁免但累积至最高限额为	85.430	欧元的收益（视条件而定）。

*  上述税务信息和数据，基于截至本出版物发布之日的相关法律规定。 政策的任何变更可能具有也可能不具有追溯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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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塞浦路斯拥有覆盖面广泛的法律法规系统，完善和保障员工的权益。 作为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完全遵守与劳工有
关的欧盟法律。

员工在法律保护下免受出于年龄、性别、宗教、性取向、残疾、种族和民族的一切形式的歧视。

塞浦路斯有完善的全国社会保险制度，雇员可以申请和领取生育和陪产假津贴、短期缺勤的疾病津贴以及老年、丧
偶和无法工作的抚恤金。

塞浦路斯法律框架

塞浦路斯劳工法的
重点

宪法对工作权利的保护

遵守欧盟法律法规

防止工作中不公平解雇和歧视的法律保护

维护员工权利的广泛法律法规网络

以英国法庭系统为蓝本的劳资纠纷法庭

由雇员、雇主和政府供资的国家社会保险计划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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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境内雇员的主要权力和
利益

•	 雇员必须通过由雇主以书面方式提供对于雇佣条款的解读
•	 特定产业内的雇员有最低薪酬的保护
•	 除非雇员是月薪雇佣，其他的薪酬必须在每星期支付
•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8小时，包括加班时间在内
•	 雇员有权每天有至少11个小时连续休息的时间
•	 塞浦路斯法律规定了新员工的最短试用期以及解除雇佣关系的最短通知期
•	 每周工作	5	天的员工有权享受	在塞浦路斯遵循的公共节日之外的20	个工作日的带薪年假	
•	 新妈妈们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有权享受带薪的连续18周产假，并且在随后的孩子们	出生时	

都有另外的产假
•	 新父亲有权享受最多连续	2	周的无薪育儿假，他们从社保部门申请领取津贴
•	 父母还有权额外获得连续	18	周的无薪育儿假，以便照顾和/或参与抚养孩子

在塞浦路斯境内购买不动产

塞浦路斯的继承法

根据塞浦路斯法律，第三国国民可以购买塞浦路斯的不动产，但需获得
以下塞浦路斯政府机构的批准。非欧盟国家的国民在塞浦路斯租房不超
过33年的情况下不需要此批准。

普遍来说，（惯常居住）居住在塞浦路斯的个人，无论其资产位于何处，
均受塞浦路斯继承法影响。

作为例外，如果（惯常居住）居住在塞浦路斯的人	拥有外国或双重国籍可
以选择让由给予他们公民身份的国家的法律来管辖他们的继承。如果不明
确做选择，则由塞浦路斯继承法管辖。

塞浦路斯的继承法是一个综合的法治系统，即（1）承认个人有通过遗嘱
处理资产的权力并且（2）强制施行继承体系。在这个综合体系下，一个	
死者可以通过遗嘱将他的部分遗产分配给他选择的任何人，同时他的剩余
财产将归其继承人，例如配偶和/子女（如果	死者已婚并有孩子）,或其他
亲属（如果他没有配偶或子女的话）。	例如，对于一个有配偶并育有三个
孩子的人，	以下适用：

•	 如果在没有任何后事安排的情况下去世，即没有遗嘱，幸存的配偶和
三个	孩子们有权平等分配他的财产(每人1/4）

•	 如果他留下遗嘱，无论遗嘱内容如何，受益人（们），无论是否是他
的继承人还是其他第三方人士，只能最多得到他遗产的25%，未亡配
偶和三个孩子平等分配其余的75%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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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浦路斯缔结民事结合

	塞浦路斯民事结合法	(184(I)/2015)	在2015年12月9日生效，将民事结合纳入了塞浦路斯的法制体系。

民事结合程序于2016年1月生效。

民事结合的缔结应在有书记官权力的地区官员面前完成。
	
收养法除外，民事结合法有其专属的影响和效果，如同在婚姻法覆盖下举行的婚礼相同。任何在塞浦路斯法律条款中提
及的配偶，定义包括在民事结合下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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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塞浦路斯的生活成本

租金和生活费用参考

地点：市中心/临近市中心
结构：包括一间会议室（可容纳	8	人）和五个办公空间/开放式平面
普遍状况:  新建/新装修，高品质商务空间，不包括家具
办公室面积：办公室大约200	平方米

上述租金代表市场上普遍观察到的平均范围，确切的租金可能会根据物业具体的位置
和大小、建造日期、物业的特点等而有所不同。

地点：市中心或近市中心

办公室租金

别墅和公寓的租金

租金参考 尼科西亚 利马索尔 拉纳卡 帕福斯

每 平方米 /月 12	欧元	-	20	欧元 25	欧元	-	40	欧元* 10	欧元	-	15	欧元 8欧元	-	14	欧元

年租金（2年 合同， 
200 平方米）。

29.000	欧元	-	
48.000	欧元

60.000	欧元	-	
96.000	欧元

24.000	欧元	-	
36.000	欧元

19.000	欧元	-	
34.000	欧元

Indicative Rentals 
per month Nicosia Limassol Larnaca Paphos

两居室不带家具的公寓 600	欧元	-	1.200	
欧元*

700	欧元	-	1.500	
欧元*

500	欧元	-	950	欧
元*

400	欧元	-	850	欧
元

四居室不带家具的别墅 1.500	欧元	-	3.500	
欧元

2.500	欧元	-	
5.000	欧元**

1.000	欧元	-	2.500	
欧元**

1.500	欧元	-	3.500	
欧元**

*	不包括沿海的高楼项目，那些项目租金更高

*		不包括与高楼项目相关的异常值，那些项目租金率更高
**	不包括与高楼项目相关的异常值，那些项目租金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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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类似，我们给予一个年度水电费用参考： 

-		水费：	100-200	欧元
-		互联网/固定电话：	300-650	欧元
-		手机话费：	350-650	欧元
-		照明和取暖费用：	1500-3000	欧元	（公寓），	3000-5000	欧元	（别墅）
-		市政税收：	200-300	欧元
-		公共物业管理：	400-800	欧元

年度水电费

出行的费用参考

主要必需品的价格参考

休闲 价格范围 （€)

膳食（廉价餐厅） 7.00-26.00

2人餐（中档餐厅，三道菜） 30.00-70.00

国产啤酒（0.5	升生啤） 2.00-5.00

进口啤酒（0.33升瓶装） 3.00-6.00

咖啡（普通） 2.50-4.00

软饮料（0.33	升瓶装） 1.00-2.00

商品 价格范围(€)

牛奶（普通），（1	升） 1,19-3,10

一条新鲜白面包	(500g	) 0,75-1,80

牛肉馅（1kg）（或等同的后腿红肉） 6,95-12,99

鸡胸肉（1公斤） 5,95-9,99

当地面食（500克） 0,59-1,65

芝士片	(250g	X2) 5,15-7,99

速溶咖啡（100g） 2,99-6,49

糖（1公斤） 0,59-1,00

苹果（1公斤） 1,00-3,00

香蕉（1公斤） 1,00-2,00

西红柿（1公斤） 1,10-2,55

意大利面（0.5	公斤） 0,59-1,99

土豆（1公斤） 0,59-1,30

黄瓜（1公斤） 1,99-5,85
水（1.5	升）x6 1,52-3,00

软饮料（0.33	升瓶装） 1,00-3,00

一瓶葡萄酒（中档/本地） 4,00-10,00

国产啤酒（0.5升瓶装） 0,76-2,00

进口啤酒（0.33升瓶装） 1,00-4,00

上述费用的信息至 2022 年 3 月，之后可能会发生变化。

*价格可能会因店家不同。

信息来源： 工商能源旅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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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关
  和进口规定

家庭消费

移居塞浦路斯时，进口家居和个人用品在海关清关可能需要租赁合同或购房
合同的副本。还可能必需和海关办公室预约检查这些进口的物品。

以下是进口个人物品到塞浦路斯所需文件的指示性清单：

•	 	装运货品清单
•	 	托运人的	护照
•	 	房子合同显示在塞浦路斯出租或者购买的房产
•	 	雇主的确认信，确认托运人在塞浦路斯就业
•	 	孩子们所上的学校确认他们入学登记

如果达到以下条件，第三国国民不需要在向塞浦路斯进口自己使用过的居家
物品和个人用品时支付进口关税，	消费税或者增值税	：

•	 第三国国民在欧盟境外连续居住至少12个月
•	 	物品在搬迁后12月内进口到塞浦路斯
•	 	物品已经被第三国国民在前一个居住地使用至少6个月

有关人士必须递交相关申请，才能获得进口关税，	消费税	或者	增值税的豁
免。

在进口后12个月内，获准给予免税的物品不得出售、出借、质押、出租，	
或者转移。

酒精和烟草产品或者用于贸易或行业的物品没有资格获得豁免。海关可能在
出关时进行检查。

进一步详情，请访问海关和进口部门的网址www.mof.gov.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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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联系方式
•	 海关和消费税部：电话	22	601	657	/	22	601658
•	 塞浦路斯在欧盟的代表处：电话：22735350

货币限制
价值等于或超过	10,000	欧元的现金或黄金必须在抵关和离关时向海关和
消费税部门申报。

货币兑换 
可以在尼科西亚和其他大城市的银行兑换非塞浦路斯货币。

免税额

塞浦路斯免税 

由于塞浦路斯属于欧盟，在欧盟境内旅行时，	个人有权购买香水、护肤品、化
妆品、香槟、葡萄酒、指定的烈酒、时尚配饰、礼品和纪念品，并支付等同免
税的价格购买。这些物品的免税额不受限制。

如果个人是从非欧盟	国家进入，下列的商品可能由17岁以上的旅客带入塞浦路
斯而不用承担关税：

•	 200支香烟或者100支小雪茄或者50支雪茄或者250克烟草
•	 1升烈酒（超过体积的22%）或者	2L强化葡萄酒或者气泡酒
•	 4升蒸馏葡萄酒
•	 16升啤酒
•	 除了以上商品，可添加其他被允许的商品价值至430	欧元	（旅行者年龄在

15岁之下，商品价值减至175	欧元）
	

禁止进口的物品

毒品、淫秽物品、弹片刀、匕首、假冒和盗版商品、用于于非法打猎的物品，	
枪支和	弹药。

一些受限制的商品需要授权进口的包括植物，动物和动物产品，	肉，	鱼，	芝
士，	蜜糖，	贵重金属，	猎枪和	弹夹，	运动手枪和电信设备。
	

禁止出口的物品

以上提及的物品全部禁止出口。同时受限制的出口物品包括古物，和野生植物
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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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汽车

居住在欧盟另一个成员国或非欧盟国家可以个人，	如果想将个人财产转
移到塞浦路斯，在某些情况下	条件他/她避免支付消费税和	增值税。	相
关的信息	能够在www.mof.gov的网址上，“搬迁日常居所”部分里的“
海关手续指导手册”里找到，并且可以找到有关申请豁免消费税和增值
税的信息。

如果免税申请因为没有达到条件而被海关拒绝，可以做出以下选择：

•	 支付相应消费税和增值税	（如果后者是应付的）；
•	 将物品放置入海关仓库；
•	 将物品转移到其他欧盟国家；或者
•	 将物品出口到非欧盟国家

如果个人财产包括机动车辆，在车辆入关24小时内必须到最近的海关申
报。如果车辆到达的第二天是公共假期或周末，就必须最晚在随后的第
一个工作日申报。

海关将签发相关表格并提供副本。车辆必须和相关文件一起带至内陆运
输	部门进行检查和登记。

私人使用的车辆在塞浦路斯可最长每年连续停留6个月。如果个人想要在
塞浦路斯保留机动车辆超过	6	个月，他/她必须在有关部门（道路交通部
门）注册车辆并且完成申请程序。

进口后必须遵循的条件

在没有得到海关负责人批准的情况下，不得出售、出借、质押、出租、
出口、转让或	处置进口的车辆，除非此车辆已经在通过交通部门在塞浦
路斯注册。任何违反上述条件的行为均构成	非法的行为并将承担严厉的
处罚。

拥有左轮汽车的个人有机会向塞浦路斯进口此类汽车塞浦路斯，	条件是	
必须在塞浦路斯有关部门完成流程，并且符合特定条件，以及支付有关
的税额。

如果需要更多的	信息，	您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
海关和消费税部门	电话：	22	601	657
	传真：	22	302	031
电邮地址：	heardquarters@customs.mof.gov.cy

如果口请拨打，看拨打以下海关总部下免税部门的电话：
22 601 657 和 22 601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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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住宅

其他欧盟国家或者非欧盟国家的居民，如果在塞浦路斯购买或者建筑住宅，可以在达到以下条件的情况下，申请请拨
打其物业的增值税降至5%。	条件如下：

1.	 该物业做为申请人的住宅至少为期10年，
2.	 在收房之前，已经在塞浦路斯税务部门递交了减少增值税的申请，
3.	 塞浦路斯税务当局批准申请，	和
4.	 申请人18岁以上，并且没有在另一个物业上享有增值税减免

根据建筑的建筑容积率，可建造面积的前200平方米可以享有5%的增值税降低。

如果被批准的申请人在收购物业满10年之前停止将此物业做为住宅，那他/她必须给税务部门返回增值税优惠。增值税
返款额度应根据物业被停止做为住宅的年数。

根据增值税法修改后的规定，纳税人可以申请为其他物业降低增值税，	甚至在10年有效期过期之前，	前提是纳税人
税务当局返回购买上一个房产是得到的相应税务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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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塞浦路斯居住  

寻找住所

水电

众多房地产经纪人、报纸和搜索引擎提供可租赁和	购买	的	住宅物业信息。

符合相关准则，第三国国民	就可以在塞浦路斯购买房地产。把产权转移给第三国国民，必须事先的相关部门的批准。

在水电公司开设账户以得到服务，通常需要提供以下文件：

•	 国外的水电费账单
•	 IBAN	确认
•	 国际护照
•	 出租	协议
•	 在塞浦路斯的居住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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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暖

大多数家庭和室内空间采用空调/电热/燃油加热器/壁炉取暖。

塞浦路斯用水

每个主要的城市都设立供水部门，为所有建筑供水。大多数建筑在屋顶或者在附近至少和屋顶
等高的结构上设立冷水和热水储水箱。

大多数情况下利用太阳能给水加热。

厨房通常配备冷热水水龙头，使用储水箱的水，以及直接从主水管提供冷水的总开关。	太阳
能必须在使用热水前至少一个小时开启（加热所需时间可能会有不同，取决于安装的加热装
备）。

塞浦路斯供电

塞浦路斯的供电电压为	230	伏，交流	50	赫兹。插座通常为13	安培，大多数建筑内配置方形
插头。可以从同一个适配器使用数个低功率电器（即收音机、电子钟等）。不推荐使用通过适
配器使用大功率电器（即电加热器、烤面包机、	熨斗等）。许多酒店可应要求在前台提供适
配器，也可以从电器店、超市和杂货店购买。

家庭和企业也习惯采用光伏发电设置。

电话和互联网 

电话服务由塞浦路斯电信管理局	(CYTA)	提供，以及其他私人服务提供商（例如	
Epic、Cablenet、Primetel）提供。地区CYTA实体店每年免费提供电话目录和黄页。

CYTA	还提供宽带互联网接入。其他互联网接入的提供商是	Epic，Cablenet，和Primetel。互
联网连接是通过宽带（DSL网络，	4G，	5G)	和	光纤。

手机在塞浦路斯使用广泛，可以通过和以上服务提供商签服务合同。另一个	选择是	即用即付系
统，充值码可在线或在商店购买，	从5欧元起。	电话账单每月结算，	水电账单双月结算。

您可以选择用银行账户自动直接支付水电费账单，或线上支付。也可以前往水电部门的地区办
公室以现金或者支票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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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浦路斯购物
	

塞浦路斯在所有城市都有许多零售商店、商场和超市。这些商店是通常在周一至周六从上午
7：30营业至晚上8：00。许多超场，	购物中心和一些大的商店还在星期日营业，通常从上午
10：00至晚上8：00。

在12	月，大多数商店都会延长营业时间，有时会在星期日全天营业。虽然许多零售商店从6	月
到8月开始在下午1:00	至下午4:00	期间有午休时间	，大部分食品店和所有超市全天营业。确切
营业时间请咨询商店的网站。

商店营业通常如下：
•	 夏天，	（6月到8月）	商店营业时间为上午	8:00	–	下午	2:00，和	下午5:00	-	晚上		

8：30
•	 冬天，	营业时间为上午8:00	–	下午1:00，和	下午2:30	-	06:00	（春秋季延长到	晚上	7:00/	

08:00）

许多较大的商店以及旅游区的商店在午餐时间不关门。有些商店是	周三和周六	01:00	PM	-	
02:00	PM	之后以及周日全天关门（部分例外）。许多商店也提供网上购物服务。主要的购物中
心请见如下：

尼科西亚

The Mall of Cyprus	–	3	维吉纳斯	英石。，	沙可拉斯	商场	公园，	斯

Nicosia Mall	-	2	马德里街，2306	尼科西亚

The Mall of Engomi	–	7-9，	28	奥克托夫里乌，	恩戈米

Neo Plaza Retail and Fun Park	-	格里戈里	阿森蒂乌	135,	科基诺三通	2660

利马索尔

MY MALL Limassol	–	285	富兰克林	罗斯福	路，	坂木

拉纳卡

Metropolis Mall of Larnaca	-	都会	购物中心，	5	欧洲的	联盟	大街，	6043,	拉纳卡，	塞浦路斯

帕福斯

Kings Avenue Mall	–	坟墓	的	这	国王	路	和	英石。	保罗的	大街，	帕福斯

补充说明：
•	 所有城市都有24小时售货亭和面包店
•	 塞浦路斯当地特产包括手工蕾丝，编织窗帘和桌布，丝绸，	编篮，	陶器，	银器，	皮革商

品，	葡萄酒，	水果，	蔬菜和乳制品
•	 有数个网上外卖服务（例如	Bolt，	Foody，	Wo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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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塞浦路斯的教育资源
塞浦路斯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提供高质量国际教育。
在所有城市都有这样的学校，主要包括英语学校。

尼科西亚

学校名称 托儿所幼儿园				 小学		
1-6	年级

中学
7-13	年级 信息来源

The English School √ www.englishschool.ac.cy

The Junior School √ √ www.thejuniorandseniorschool.com/

The Senior School √ www.thejuniorandseniorschool.com

The Grammar School √ √ √ www.grammarschool.com.cy

G C School of Careers √ √ √ www.gcsc.ac.cy

The Falcon School √ √ √ www.falconschool.ac.cy

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 √ √ www.aisc.ac.cy

The Pascal English School √ √ √ www.pascal.ac.cy

The American Academy √ √ √ www.aan.ac.cy

Russian Embassy School √ √ √ -

Romanos English Nursery School √ www.romanosnurseryschool.com

Gallo-Kypriako Scholeio 
(Ecole Franco Chypriote De Nicosie) √ √ √ www.efcn.info/

Giraffe Private Nursery School √ www.giraffenurseryschool.com/

Kindergarten Irsa Lt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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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托儿所幼儿园				 小学		
1-6	年级

中学
7-13	年级 信息来源

Little Stars Private Montessori Kin-
dergarten & Day Care √ http://littlestars.com.cy/

Little Gems Montessori Nursery √ https://www.littlegemsmontessori.com/

Nicholl’s Kindergarten √ -

TGT HUB PRIVATE KINDER-
GARDEN √ https://thegivingtreecentre.com/

about-nursery/

The English Nursery School M.S. 
Ecole Maternelle √ https://www.englishnursery.com.cy/

Morningside Montessori Elementary 
Private School √ http://www.morningsidemontessori.

com.cy/en/home

利马索尔

学校名称 托儿所幼儿园				 小学		
1-6	年级

中学
7-13	年级 信息来源

Logos School of English Education √ √ √ www.logos.ac.cy

The Heritage Private School √ √ √ www.heritageschool.ac.cy

The Grammar School, Limassol √ √ www.grammarschool.com.cy

The American Academy, Limassol √ √ √ www.americanacademy.ac.cy

PASCAL Private Primary School, 
Lemesos √ √ www.pascal.ac.cy/englishschool/ 

Angel’s Sun Nest kindergarten √ angelsnestpreschool.ac.cy/ 

Busy bees Private kindergarten √ -

Foley’s School √ √ √ www.foleysschool.com/ 

Johanna Demetriou English-Greek 
Nursery School √ www.johannaskids.com/ 

Silverline Private School √ √ √ www.silverlineschool.com/ 

Little Wonders Kindergarten √ www.kidsclub-kidskool.com/ 

L.I.T.C. Russian English Private 
School √ √ √ www.litcschool.com/ 

IMS Private school √ www.ims-edu.com/ 

Morfosis Russian Private School √ √ www.morfosisschool.com/ 

St. Mary’s school √ √ www.latincatholicsofcyprus.com

Pupils of Pythagoras School √ √ √ www.cyprusrussiaschool.com/ 

http://www.morningsidemontessori.com.cy/en/home
http://www.morningsidemontessori.com.cy/en/home
https://angelsnestpreschool.ac.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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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纳卡

学校名称 托儿所幼儿园				 小学		
1-6	年级

中学
7-13	年级 来源

Med High Pre-/Junior / High School √ √ √ https://medhigh.com/

The American Academy √ √ √ www.academy.ac.cy

Pascal English School √ √ √ www.pascal.ac.cy

Little Gems Montessori Nursery
Private Kindergarten √ www.littlegemsmontessori.com/

阿莫霍斯托斯

学校名称 托儿所幼儿园				 小学		
1-6	年级

中学
7-13	年级 信息来源

Xenion Private Preschool √ √ √ www.xenion.ac.cy/en

帕福斯

学校名称 托儿所幼儿园				 小学		
1-6	年级

中学
7-13	年级 信息来源

British School Aspire √ √ √ www.aspireschool.ac.cy/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Pafos √ √ √ www.paphosinternationalschool.com/

Private Kindergarten/Primary TLC √ √ √ https://tlccyprus.com/

注意：学年从九月初开始。

如果需要最近的完整学校清单，请查询以下网站：	
http://www.moec.gov.cy/en/schools_info.htmlhttp://www.moec.gov.cy/en/schools_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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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方面，高等教育方面，	有提供希腊语和英语课程的国立大学以及大量私立认可的大学。

当地的学院和大学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其中大多数还以英语授课。	值得一提的是，塞浦路斯的大学声誉良好，每
年都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学生。	事实上，根据	2016-17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塞浦路斯大学	(UCy)	已跻
身欧洲前	200	名大学之列。	有关国立和私立大学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教育和文化部网站www.highereducation.
ac.cy/en.

值得注意的是，塞浦路斯的人均大学毕业生比例是欧洲最高的。	相对于欧盟内其他国家，按照国民总产值比例，塞
浦路斯的教育支出名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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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速极限
距离和时速限制以公里为单位。高速公路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	（每小时63英里），	大多数
其他道路时速限制为每小时80公里	（每小时	50	英里），在有建筑的区域内时速限制为每小时50	
公里（每小时	32	英里）。

交通高峰时间
市区的高峰时间大约是	07:15am-08:30am、13:00pm-13:30pm	、14:30pm	-	15:30pm、和	
17:00pm	-	18:30pm。

交通法规
开车时使用手机、吃东西或受酒精影响，以及任何不系安全带或戴安全头盔（自行车）的人都
会受到严惩。孩子们	五岁以下不得坐在前排乘客座位上，必须坐在固定在后座的儿童安全座
椅上。

加油站
加油站全天24小时营业，	接受现金或者信用卡片。	在正常工作时间会有服务人员为您加油。

10

塞浦路斯的交通 

行驶方向
塞浦路斯的道路系统与英国完全相同。	汽车在道路的左侧行驶。

道路状况
高速公路和主要道路符合高标准。	市内、小城镇和乡村道路维护良好。	所有的道路都是免费
的。

总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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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执照

允许来自以下国家的第三国国民在塞浦路斯使用本国驾照，最长时限为6个
月：

澳大利亚、加拿大、格鲁吉亚、冰岛、日本、列支敦士登、新西兰、	挪
威，	俄罗斯，	塞尔维亚，	南非，	韩国，	瑞士，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美国，	津巴布韦

六	(6)	个月期限届满后，必须按照规定申请考取塞浦路斯驾驶执照，或者
将本国驾照换成塞浦路斯驾照。
负责驾照的是是道路交通部门，申请人必须出席申请，并携带以下文件用
于申请驾照：

•	 申请人从塞浦路斯的电力部门或者水利部门收到的账单，或者社保部
门发出的证明文件，以证明申请人已经在塞浦路斯居住满6个月

•	 居住许可，护照和身份证	

将国外驾照转成塞浦路斯驾照
•	 是以上所列国家之一的公民	（或者欧盟公民）	无需在塞浦路斯做驾驶

测验
•	 他们的国外驾照可以转换成塞浦路斯驾照
•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驾照会被撤销
•	 费用为40	欧元	

在塞浦路斯考取驾照
•	 如果个人希望保留本国驾照，那么他必须考取塞浦路斯驾照
•	 他需要先拿到练习执照
•	 此外，	他还需要通过驾驶考试
•	 全部的费用（包含学习者的	执照	+	预约驾驶测试+20	次驾驶课程）：	

大约	450-550	欧元
	

常识信息：
•	 全部驾驶执照由交通部门批准颁发
•	 塞浦路斯驾驶执照在所有欧盟成员国内有效

有关塞浦路斯驾驶执照的更多信息，请有关部门网站：
 www.rtd.mcw.gov.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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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浦路斯行驶

在某些情况下，在塞浦路斯开车是必要的，因为其他类型的交通服务（即巴士）在偏远地区使用并不频繁。首都尼科
西亚与	沿海	的城市利马索尔，	拉纳卡和帕福斯之间的公路联系为四车道高速公路。

停車處
整个城市都有停车地点，您可以通过停车收费表或通过手机支付。停车场的停车表有使用说明。	
有单条或双条黄线的路边不允许停车。

租车
塞浦路斯机场和各大城市都有租车公司的办公室。您可以找到本地和国际租车公司。车辆应提前预
订	，尤其在夏季。

租车没有里程限制，价格从每天15	欧元到	200	欧元不等	，取决于租车季节和车辆类型。

酒精限制
司机应注意饮酒量。法定呼吸酒精量为每100	毫升的呼吸含22微克以下的酒精。	法定血液酒
精量为每100毫升血液含50微克以下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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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车

塞浦路斯有四类公共汽车可供选择：

• 市内的公共汽车 连接城市内不同区域并在白天频繁运行。在夏季，公共汽车运行时间会加长到
较晚的时间。

• 跨城市公共汽车 日常连接所有城镇，行驶经由常用道路
• 乡村公共汽车 接连几乎所有村庄到附件的城市，行驶并不频繁
• 机场巴士

以下是选择性的公共汽车服务联系方式：

尼科西亚/拉纳卡

塞浦路斯公共运输
电话：	1416
公共交通网

利马索尔

利马索尔乘客运输公司	(EMEL)	
电话：	77	778	121
电子邮件：	info@limassolbuses.com
可在网站中找到更详细信息:	en.limassolbuses.com

法马古斯塔

法马古斯塔区运输组织	(OSEA)	
电话：		23	819	090
电子邮件：info@osea.com.cy
可在网站中找到更详细信息: www.osea.com.cy

帕福斯

OSYPA有限公司-	帕福斯运输组织	(Ο.ΣΥ.ΠΑ.)
电话：80	005	588
可在网站中找到更详细信息： www.pafosbuses.com

en.limassolbuses.com
www.osea.com.cy
www.pafosbus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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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

自行车

在塞浦路斯有三类出租车服务：	城市内的，	跨城市	（可共享，并且需要预订），	和乡村的。	价格由政府部门监管，
并且所有出租车都设置咪表。	在重要城市内，每30分钟发一次共享出租车。

塞浦路斯鼓励骑自行车，所有主要城市的大多数酒店和各地的不同地点都可以租用自行车。大多数主要地区都有自行车
道。建议在指定路径骑行

更多信息可在以下链接中找到：www.mcw.gov.cy

城际联系方式

电话：	80	007	789
电子邮件：	info@intercity-buses.com
可在网站内找到公共汽车的行程：www.intercity-buses.com

Travel Express 旅游快车联系方式

电话：	25	877	666	（利马索尔），	22	730	888	（尼科西亚）	
电子邮件：	taxi@travelexpress.com.cy
可在网站中找到更详细信息：www.travelexpress.com.cy

Kapnos Airport Shuttle 卡普诺斯机场班车联系方式（前往拉纳卡和帕福斯机场）

电话：	77	771	477
可在网站中找到更详细信息： www.kapnosairportshutt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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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的车辆保险

欧盟法律规定全部	汽车有第三方保险。	当地的和国际的保险公司在塞浦路斯运营，提供各种方案的车辆保险。

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必须联系保险公司，	取决于事故的严重性，	也有可能必须联系警方。

11

在塞浦路斯买车

购买和拥有车辆

在塞浦路斯，可以在经批准的经销商找到众多类型的新汽车或大量的二
手车供选择。

汽车每年或每六个月征税一次，并且必须投保。道路税在每年1月到期支
付。对免税汽车的申诉自三月开始。费用根据发动机的大小而定，并由
银行或网上支付。

塞浦路斯在2000	年引入了	MOT	定期汽车检查测试，	由仍然在路行驶
的年代最长的车辆开始。根据相关	法律，每一辆车都必需的通过MTO测
试。

可以在交通运输部门（DoRT）更改车辆的所有权。

海关政策管辖货物按照关税分类，被免去增值税后自由流通和使用，前
提是特定的某些情况下被运到塞浦路斯以及是用于特定目的。

本部分是指移居塞浦路斯法案内涵盖的有关对于将私家车运至塞浦路斯
会得到的税务减免。

市场上有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以及	电动汽车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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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塞浦路斯的
    医疗健康

公共和私人医院

•	 个人可以在塞浦路斯的公立医院或私人医院自费得到医疗保健服务	。	

•	 在塞浦路斯经营的本地和国际保险公司可以为个人和家庭的不同需要提供各种医疗保险计划，（医保覆盖范
围根据每个保险公司会有不同）。	您可以参考塞浦路斯保险	协会的网站	www.iac.org.cy	，进一步了解信
息。

塞浦路斯的医院 

以下是塞浦路斯的公共医院：

医院 地址

Nicosia General Hospital Lemesou	Avenue,	2220	Latsia,	尼科西亚，电话：22	603	000

Makarios Children Hospital Acropoleos	Avenue	Strovolos，尼科西亚，电话：22	493	600

Limassol General Hospital Nikeas	Avenue,	3304	Kato	Polemidia,	利马索尔，电话:	25	801	100

Larnaca General Hospital Achepans	Street,	8026	拉纳卡，电话:	24	800	500

Paphos General Hospital Inomenon	Polition	Street,	6043	帕福斯，电话:	26	803	100

Famagusta General Hospital Christou	Kkeli	25,	5310,	帕拉利米尼，电话:	23	200	000

在过去几年中，塞浦路斯提供综合卫生系统 (GHS)，该系统为受益人提供广泛的医
保服务。 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gesy.org.cy

http://www.iac.org.cy
http://www.gesy.org.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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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塞浦路斯私立医院/诊所的指示性清单：

区 医院/诊所

尼科西亚

American Heart Institute 
215	Spyrou	Kyprianou	Avenue,	Strovolos,	2047,	尼克西亚.	电话:	22	476	777	

Apollonion Private Hospital Ltd
Lefkotheou	Avenue,	Strovolos,	2054，	尼科西亚。	电话：	22	469	000

Areteion Hospital
55	Andrea	Avraamidi,	Strovolos,	2024，尼科西亚。	电话：	22	200	300

Evangelistria Medical Centre Ltd
1	Michail	Georgalla,	1095，尼克西亚。	电话：	22	410	100

Hippocration Medical Centre 
10	Psaron,	Egkomi,	2408,,	尼科西亚。	电话：	22	502	000

Nicosia Polyclinic 
22	Achaion	Street,	1101,	尼科西亚。	电话：	22	780	780

拉纳卡

Saint Raphael Private Hospital Ltd
25	Gordiou	Desmou,	6045	拉纳卡.	电话:	24	840	840

Timios Stavros Hospital,
Rafael	Santi	17,	6052,	拉纳卡，	电话:	24	631666

利马索尔

Ygeia Polyclinic Hospital
21	Nafpliou	Street,	3305,		利马索尔。	电话：	77	777	790

Mediterranean Hospital
9	Stigos,	3117,	利马索尔。	电话：	25	200	000

帕福斯

Evangelismos Private Hospital
87	Vasileos	Konstantinou	Street,	帕福斯。电话:	26	848	000

Iasis Private Hospital
8	Voriou	Ipeirou	Street,	帕福斯。电话:	26	848	

帕拉利米尼 Lito Private Hospital
8	索提拉斯	大街，	5312，帕拉利米尼。	电话：	23	811	111

可从塞浦路斯卫生部	www.moh.gov.cy	获得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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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房

每个社区都有药房。药房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五8:00	am-7:00	pm（中
午休息时间为1:30	pm	-	4:00	pm），周日除外。而且，通常在周三和周
六下午2:00后关闭。指定的药房（每天轮流指定）每天营业到晚上	11:00
。晚上	11:00	之后，法律规定他们有义务在需要的情况下，在接到电话
后开门。

如果在紧急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找晚上药房。	塞浦路斯	在网站的地图上
显示岛上所有药店的地址。	使用这个网站，很容易找到最近的药房
https://www.cypruspharmacy.com/

通过此www.cypruspharmacy.com	可以找到塞浦路斯药房的联系方式，
或者通过以下电话联系每个城市的药房

城市 电话号码

尼科西亚 90	901	412

利马索尔 90	901	415

拉纳卡 90	901	414

帕福斯 90	901	416

法马古斯塔 90	901	413

健康

在当今繁忙的社会中，我们不断承受压力，需要一个可以放松自己身体和精神，缓解日常生活的压力的地方。在塞浦路斯
可以找到健康的地中海饮食和美好的天气	，每年	360	多天的阳光会让大多数人感觉更健康，并且在这里能够得到全面的
保健服务。

无论为了健康，	或者美容，或者特别的情况，	塞浦路斯在所有城市都有广泛专业的优质保健服务。

您可以选择从各种专业服务中进行选择，以满足个人的需求，包括	以下：

健康	（健身房，	瑜伽，	普拉提，	有氧运动，	肌肉强化和各种锻炼/培训）
身体和脸部治疗和按摩	（芳香疗法，	水疗，	足部反射疗法等。）
营养	（水果，	蔬菜，	谷物，	蛋白质	食品，	和	乳制品。）

全岛遍布众多专业中心，	包含酒店也设有这样的服务。
享受您的日常锻炼，	或者享有一个全面健康福利包，	做为您个人福祉的一部分！

https://www.cypruspharmacy.com/
http://www.cypruspharmac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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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活动

自行车游
在塞浦路斯骑自行车，	可以经过风景美好的指定路线，探索海
景，国家公园，和山景。

需要更多的信息，请查询	www.visitcyprus.com.

水上休闲 
游泳通常是安全的，但您应该注意强海	和暗流。遵循警告标志，只在正
式认可的海滩游泳。

塞浦路斯漫长的海岸线，加上晴朗的天气，为水上运动提供了理想的环
境。沿海地区有众多有认证的活动中心，提供众多的水上活动，包括：潜
水、帆船和风帆冲浪、香蕉椅、管道浮游、脚踏船、木艇、独木舟以及著
名的飞板。

这里有数个水上游乐场。	需要更多的信息，请查询
www.visitcyprus.com/index.php/en

水族馆
沿海地区设立了多个水族馆，展示各种各样的
动植物。	我们提供以下指示性水族馆名单：

• 海洋 水族馆	–	普罗塔拉斯	区域
• 帕福斯 水族馆	–	帕福斯	区域
•	 MUSAN（阿依纳帕水下雕塑博物馆），	阿依亚	纳帕		

+	357	97	707	792，	musan@agianapa.org.cy

公园
有不少面向家庭的公园，为了充满活力的游人提供了设计精良游
径。	这些公园包括以下：

•	 Athalassa公园	–	Athalassa区域，	阿格兰齐亚
•	 Acropolis	公园	–	Strovolos区域，	尼科西亚
•	 Ayiou	Demetriou公园	–	Strovolos区域，	尼科西亚
•	 Linear公园（人行道和自行车道）	-	靠近总统府，尼克西亚
•	 尼科西亚的	Kykkos	公园（也称为	Engomi	公园）-		欧洲大学

校园对面

塞浦路斯提供非同寻常的观光路线。这些路线包括：

•	 Commandaria葡萄酒	路线	–通过	立马索
•	 立马索的Krasochoria路线（立马索的葡萄酒路线）
•	 Diarizos	Valley	葡萄酒路线
•	 Byzantine	路线

www.visitcyprus.com
www.visitcyprus.com/index.php/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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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 活动
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罗多斯山脉及其田园诗般的森林，横跨塞浦路
斯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提供凉爽的夏季的避暑场所和冬季的运动
机会。在位于塞浦路斯中心的	特罗多斯山脉的顶部还可以找到唯
一的滑雪场。您可以享受到在美丽的地中海蓝天下进行冬季运动
的乐趣。Olympus山的斜坡上可以滑雪。

The	Cyprus	Ski	Club
Olympic	House,	Amfipoleos	21,	2025,	Strovolos，	
塞浦路斯	电话：	22	449	837	（办公室电话），
25	420	104	（特罗多斯滑雪店）
传真：	22	449	838
邮箱：csf@cyprusski.com
	www.cyprusski.com

远足 活动
对于很多人来说，最佳探索一个地方的方式就是靠行走。	塞浦路斯拥有指定
探索的壮丽景观。	我们提供以下可供远足的地点：	

Polemidia 国家森林公园就在立马索城外，有半自然和自然植被。它提供了
多种休闲娱乐，有野餐地点、远足径、儿童游乐场、运动场等设施	，以及饭
店和售货亭。

Macheras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岛的中心地带，	在特罗多斯山脉的东端。公园
历史悠久，	有高度的生态、水文和娱乐价值。它是	Natura	2000	网络的的一
部分	。	这个公园记录了超过600种植物，其中27种是当地独有原生的。	公园
提供许多娱乐设施，如野餐地点，自然小径和自行车道。

Athalassa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尼科西亚附近。公园提供各种娱乐设施以及远
足小径、自然小径、自行车道、野餐地点等，	排球和篮球空地，	咖啡馆和观
鸟地点。	访客	中心提供有关园中发现的动植物的信息，公园拥有大量的植物
物种，包括本土的和移植到塞浦路斯的。

以下是几条其他有趣的自然小径：
•	 Ayia	Eirini	-	Limeria（直线），	尼科西亚	区
•	 Aphrodite	（环形），	帕福斯	区
•	 Artemeis,	立马索区，	特罗多斯森林
•	 Platres-Kalidonia,	立马索区

高尔夫球
塞浦路斯的地中海气候和美丽如画的自然风景提供了全年打高尔夫的乐趣。	
https://www.cgf.org.cy/

www.cyprusski.com
https://www.cgf.org.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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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轮
数条短途游轮从塞浦路斯出发，船舶大而舒适，行程通常持续	在
两到五天之间。可以在塞浦路斯本地预定，或通过国外的旅游公
司预定，如果他们推出这个旅游项目的话。此外还有许多短途游
船往返于岛上所有的港口和钓鱼地点。

动物园
• 帕福斯 动物园	–	帕福斯	区域
• 利马索尔 动物园	–	利马索尔	区域
• Melios 宠物 公园	–	尼科西亚	区域

博物馆和古迹
•	 立马索考古博物馆	–	立马索
•	 塞浦路斯博物馆
•	 Marion	-	Arsinoe考古博物馆	-	Polis（帕福斯	区域）
•	 拉纳卡区考古博物馆
•	 Kurion当地考古博物馆	–	Episkopi（立马索区域）
•	 A.	G.	Leventis	画廊	–	尼科西亚		www.leventisgallery.org/home
•	 塞浦路斯剧院博物馆	www.cyprustheatremuseum.com
•	 塞浦路斯邮政博物馆
•	 Thalassa阿依亚纳帕市政中心

培训中心
塞浦路斯政府提供语言和其他方面的培训课程（即培训	中心）和语言，
旨在提高	公民的社交、经济和文化素质。

培训中心教授的语言如下：	希腊语，	英语，	阿拉伯，	保加利亚语，	
法语，	德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罗马尼亚语，	俄语，	土耳其。

除了众多语言课程，	训练中心提供
各种以文化为主题的课程，如拜占庭音乐、摄影艺术、陶器，	圣徒传
记、	塞浦路斯人文学，	等等。

如果以上不能满足个人需要，	还有其他培训班提供别的课程，	
包括急救，烹饪	（各种各样的美食包括中餐、印度餐、塞浦路斯餐）到
园艺、建筑和木器	制作。

可以通过以下电邮得到更多信息：
尼科西亚：	epimorfotika@schools.ac.cy	
立马索：	epimorfotika.lem@schools.ac.cy
	拉纳卡：	epimorfotika.lar@schools.ac.cy	
帕福斯：	epimorfotika.paf@schools.ac.cy

以上信息指示性列表。	还有更多可用选项。

http://www.meliospetpark.eu/
https://www.leventisgallery.org/home
www.cyprustheatremuse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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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的银行  

在岛上经营的塞浦路斯本地和国际银行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广泛的服务。开设本地银行账户的程序通常在1-2个月
内完成 （取决于银行）。

对于国际银行而言，由于审查国外准备的文件，可能需要额外的时间。 银行在开户过程中进行了广泛的审查，
重点是客户资金来源和个人财富来源。

以下是塞浦路斯银行业的主要信息：

•	 塞浦路斯中央银行	(www.centralbank.gov.cy)	监管	银行业。它公
开了所有受监管银行的名单，包括外国银行的分行和在塞浦路斯境
内的代表处

•	 在塞浦路斯各地都有广泛的国际和本地银行网络，雇用会说英语的
员工

•	 各大银行都为个人提供全套银行服务	和企业：活期账户和储蓄账
户、现金卡和信用卡,	直接如账和长期订单,	外币换汇、长期储蓄和
投资账户、贷款和	抵押贷款

•	 所有银行都提供完整的网上银行服务，允许所有网上交易。帮助热
线会一直营业到晚上

•	 客户需要考虑到国内法规对于外国银行的规定	
	

所有主要信用卡，例如	Visa、MasterCard、Diners	Club	和	美国运
通，通常可以在餐馆、商店和	在酒店使用。

http://www.centralbank.gov.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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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取款机

银行营业时间

货币信息

货币兑换

自动取款机	（自动的出纳员机器）	是24	小时可供使用的外部银行。

每个月可以提取的金额取决于	每个银行的政策。	一般来说，银行允许每
天取出700	欧元	-	1000	欧元现金。

每个银行的工作时间都不一样。建议事先查询银行的工作时间。
银行周末，公众假期不营业。

塞浦路斯通行货币是欧元

在塞浦路斯经营的所有银行都提供外币兑换服务，以及欧元兑换其他
主要货币的汇率报价。在酒店也可以兑换外币。可以从塞浦路斯中央
银行得到有关汇率的更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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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信息

救护车 199/122

警察（紧急情况） 199/112

阿莫霍斯托斯普通急救医院 23 200 000/ 23 200 200

塞浦路斯国防线部队 22 807 650

塞浦路斯港口负责部门 22 817 200

当值医生 90 901 432

消防应急 199/122

医院信息 1400

拉纳卡国际机场 77 778 833

拉纳卡马卡里奥医院 24 800 500

拉纳卡老大众医院 24 304 312

利马索尔新大众医院 25 801 100

利马索尔老大众医院 25 305 333

尼科西亚马卡里奥医院 22 405 000

尼科西亚新大众医院 22 603 000

帕福斯大众医院 26 803 100

帕福斯国际机场 77 778 833

有用的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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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cci.org.cy	(塞浦路斯工商会)

www.cyprus.gov.cy	(塞浦路斯政府门户网站)

www.cyprusnet.com(一般信息网站)

www.cytayellowpages.com.cy	(黄页——企业名录)

www.mcw.gov.cy	(交通和工程部)

www.mfa.gov.cy	(外交部)

www.mlsi.gov.cy	(劳动和社会保险部)

www.mlsi.gov.cy/dl	(劳工部	(PES))

www.mlsi.gov.cy/dlr	(劳动关系部）

www.mlsi.gov.cy/sid	（社会保险司）

www.moec.gov.cy	(教育文化部）

www.moh.gov.cy	(卫生部）

www.moi.gov.cy	(民事登记和移民部)

www.moi.gov.cy/pio	(新闻和信息办公室)

www.visitcyprus.com	(塞浦路斯旅游组织)

有用的网站

早上好  -  Καλημέρα  -  Kalimera 

圣诞节快乐  -  Καλά Χριστούγεννα  -  Kala Christougena 

你好吗？-  Τι κάνεις;  -  Ti kanis?

我很好。谢谢  -  Είμαι καλά. Ευχαριστώ  -   Ime kala. Efxaristo

你叫什么名字?  -  Πώς σε λένε;  -  Pos se lene? 

一路顺风  -  Καλό ταξίδι  -  Kalo taksidi

有用的短句

www.ccci.org.cy
www.cyprus.gov.cy
www.cyprusnet.com
www.cytayellowpages.com.cy
www.mcw.gov.cy
www.mfa.gov.cy
www.mlsi.gov.cy
www.mlsi.gov.cy/dl
www.mlsi.gov.cy/dlr
www.mlsi.gov.cy/sid
www.moec.gov.cy
https://www.moh.gov.cy/moh/moh.nsf/index_en/index_en
http://www.moi.gov.cy/moi/crmd/crmd.nsf/index_en/index_en?OpenDocument
https://www.pio.gov.cy/en/
www.visitcypr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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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假期

元旦 - 1 月 1 日

主显节 - 1 月 6 日

绿色星期一 – 不定期公共假期 

希腊独立日 - 3 月 25 日

 希族塞人国庆日 - 4 月 1 日

希腊东正教耶稣受难日 – 不定期公众假期 

希腊东正教复活节星期一 不定期公众假期

劳动节 - 5 月 1 日

圣灵日不定期公众假期

圣母日 - 8 月 15 日

独立日 - 10 月 1 日 

希腊国庆日 - 10 月 28 日

圣诞节 - 12 月 25 日 

节礼日 - 12 月 26 日

日出和日落的时间段

一月 6:55 17:00

二月 6:35 17:30

三月 6:00 17:55

四月 6:15 19:20

五月 5:45 19:45

六月 5:30 20:00

七月 5:45 20:00

八月 6:05 19:35

九月 6:30 18:55

十月 6:50 18:15

十一月 6:20 16:45

十二月 6:45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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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塞浦路斯
在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中，普华永道塞浦路斯的目标是为复杂问题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为我们的客户、合作者和社会创造
价值。我们聚焦于质量，在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牢固的关系，拥抱未来。在充满挑战的时代，信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
要。

普华永道的新全球战略“新方程式”引领以人为本、以科技为动力的未来。它包括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并提出能够产生
影响并带来持续成果的创新解决方案的能力。

塞浦路斯的 1,000 多人与我们在 156 个国家/地区的全球网络中的 295,000 名专业人员联手打造了一支经验丰富的团队，
将智能方法、经验和技术创新相结合。

在充满活力且充满挑战的商业环境中，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我们将在您进程的每一步为您提供支持。随时准备
为您提供广泛的服务，满足您最复杂的需求。

税务咨询	

间接税

法律

国际私人客户

报税策略

审计与鉴证

咨询

我们拥有以下领域的行业专长，让您受益于我们深厚的行业知识和经验。	访问	www.pwc.com.cy，
了解我们可以为您带来优势。

金融服务

基金

能源

塞浦路斯证监局监管的投资公司

传播和技术

医疗健康

医疗健康

银行

房地产和建筑

零售和消费者

保险

娱乐休闲

政府和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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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塞浦路斯办公室

尼科西亚
PwC	Central,	43	Demostheni	Severi	Avenue,CY-1080	
Nicosia
P	O	Box	21612,	CY-1591	Nicosia,	Cyprus
电话	+357	-	22	555	000

立马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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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福斯

2	Falirou	Street,	CY-8035,	Paphos
P	O	Box	60479,	CY-8103	Paphos,	Cyprus
电话	+357	-	26	55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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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联系

弗里尼.亚库梅蒂 

总监
移民/跨国搬迁服务	
电话：+357	–	22	555	719
phryni.yiakoumetti@pwc.com

菲利普•索塞洛斯

首席执行官	&	主席
电话：+357	–	22	555	606
philippos.soseilos@pwc.com

克里斯.奥迪修斯 

合伙人
国际私人客户部门
电话:	+357	22	555	494
chris.odysseos@pwc.com

这内容只是做为信息参考， 不应视为代替咨询和专业的顾问。
© 2022普华永道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普华永道指塞浦路斯成员公司，有时也指普华永道网络。 每个成员公司是一个
独立的法律实体。 请 看 www.pwc.com/structure 了解详情。

任芳 

高级经理
私人财富服务部门	(讲中文)
电话:	+357	22	555	461 
ren.fawn@pwc.com

张露文 

经理
税务咨询部门	(讲中文)
电话:	+357	22	555	738
luwen.zhang@pwc.com

托尼.哈吉卢卡斯

合伙人
私人财富管理主管
电话：+357	–	25	555	270
tony.hadjiloucas@pw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