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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居住于欧洲申根区
欧洲最廉价的投资方案

希腊黄金签证

希腊的投资方案是欧洲最便宜的，只要在房地产投资不低于250,000欧元。对于那
些想获得入境签证的非欧盟 /欧洲经济区投资者，希腊可以说是最佳选择，因为
这里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并且手续方便快捷。

流程：
申请入境签证

签证获批

在申请过程中，申请人获得 D 类签证（有效期 1
年），即合法居留证件。

挑选房地产

该证持有者可享受居留许可的所有福利。

申请必备资料

获得黄金签证

优势：










所要求的投资额在欧洲最低；
 自由通行国家还包括：阿尔巴尼亚、安
无须在该国居住；
提瓜和巴布达、波黑、保加利亚、克罗
无最短居留时间要求；
地亚、塞浦路斯、格鲁吉亚、科索沃、
可居住于欧洲；
墨西哥、黑山、北马其顿、罗马尼亚、
手续快捷（3个月内）；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尔维亚；
有效期为5年，可续签；
 移民的天堂：
家庭成员可加入该方案；
 高质量的生活；
父母从该方案中受益；
 安定的法治环境；
自由通行欧洲26个申根国家，每半年
 安全的居住条件；
可滞留长达3个月。
 高效服务——获取简单；
 休闲机会；
 地中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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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D类）签证的常见必备资料

 有效护照或其它被希腊认可的旅游证
件；
 旅游保险
 无犯罪记录证明
 健康状况证明

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可随之获得居留权，家庭成员没必要和申请人同时前往希腊，
可以选择以后再前往希腊，同样会获得相应的入境签证。

我们帮您挑选合适的房子

交易费：
 公证费1%
 律师合同费：
交易金额≤€500,000的部分，费用为1%加24%的增值税，最少为
€2,500
 交易金额≥€500,000的部分，费用为0.8%加24%的增值税，最少为
€5,000，以高者为准。

管理费：（当有房地产时）






律师管理费€1,500加24%的增值税；
现金支出，例如入境费、交给国家的印花税；
为房地产业主签发5年居留权，费用€2,000；
如果您要进入希腊挑选房地产并亲自做安排，入境签证的签发费€180；
其他家庭成员（非主申请人）申请费每人€150，例如妻子、孩子和父母
（18岁以下儿童免费）；
 电子版居留许可证打印费，每个申请人€16。

整个流程手续费：
 额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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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居留许可证的其它方式 – 条件：

希腊黄金签证

 实施战略投资项目，投资项目应当对国家发展和国家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比
如采用新技术、创新、创造就业岗位、出口导向型、推广国内资源以及垂直
整合国内生产。对投资领域和投资地区没有限制。
 投资另类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投入金额不低于€400,000，前提是所投
资的基金只投资于希腊国内的公司。
 通过希腊的信贷机构购买希腊政府债券，购买金额不低于€400,000，剩余期
限至少为3年，该信贷机构须同时是托管人。
 在希腊的信贷机构存款至少€400,000，期限至少为一年，且投资人要求长期
续存。
 购买希腊国内挂牌交易的股票、公司债券、希腊政府债券，金额至少为
€800,000。
 购买至少€400,000的股权，可以在希腊或其他国家购买，但其投资对象只能
是在希腊合规市场或多种交易机制进行交易的普通股、公司债券。前提是，
该基金的资产至少为€3,000,000，且该基金及其管理方获得了欧盟监管部门
的批准。对于非欧盟国家，其监管部门必须是国际资本市场协会成员，且与
希腊资本市场委员会签订了双边信息交流协定。
 在希腊或其他欧盟成员国购买至少€400,000另类投资基金，该基金须只投资
于希腊的房地产，前提是，该另类投资基金资产不低于€3,000,000，且该另
类投资基金及其管理方获得了该国资金监管部门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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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希腊黄金签证

1. 为何要申请希腊的黄金签证？
目前，希腊正进行经济复苏计划，大量投资机会应运而生。希腊的投资方案最
欧洲最便宜的，所需最低投资额仅为250,000欧元。较低的生活成本、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以及较低的房价，优势数不胜数，让希腊成为跨国投资者最具竞争
力、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
2.
a)
b)
c)
d)
e)
f)

希腊黄金签证有哪些个人资料？
四张彩色近照；
有效护照复印件，或其它被希腊认可的旅游证件复印件；
旅游保险，过期日须在签证有效期之后；
无犯罪记录证明；
健康状况证明；
投资者须满 18 周岁。

3. 为获得希腊黄金签证，投资要求有哪些？
资产的投资数额至少为 250,000 欧元。另外，每个投资项目为管理人员签发的居
留许可证数量要根据总投资额而定。每个投资项目签发的居留许可证总数不得
超过 10 个（包括投资人和管理人员）。

4. 希腊黄金签证办理手续好办吗？
非欧盟/欧洲经济区投资者如果要在希腊开展投资活动，并想要获得入境签证和
居留许可证，希腊为其准备了方便快捷的办理手续。如果申请人不会说希腊语
或者不在希腊境内，最好找希腊当地的代理协助办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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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久可以拿到希腊黄金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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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日期开始二到四个月左右。要根据负责签发申请的政府部门和急需程度。

6. 希腊黄金签证有效期为多长时间？
根据分权管理秘书长的决议，第三国希腊黄金签证持有者可获得五年居留许可
权，到期后自动续签。

7. 希腊黄金签证持有者可以自由通行哪些国家？
申根区国家：
奥地利
比利时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意大利
拉托维亚
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耳他
荷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斯洛伐克
斯洛维尼亚
西班牙
瑞士
瑞典

可使用申根签证的国家：
阿尔巴比亚
安提瓜和巴布达
白俄罗斯
波黑
保加利亚
哥伦比亚

克罗埃西亚
塞浦路斯
佐治亚州
直布罗陀*21 天
科索沃*15 天
北马其顿*15 天

黑山*30 天
罗马尼亚
塞多美和普林西比*15 天
塞尔维亚
土耳其
墨西哥

8.希腊黄金签证可以带上我的家人吗？
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可以获得居留权，家庭成员没必要和申请人同时前往希腊，
可以选择以后再前往希腊，同样会获得相应的入境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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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可以申请希腊国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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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许可证持有者具有长期居住资格，这是入籍的必须条件。如果要获得长期
居留许可证，须同时满足法令 4251/2014 第 89 条和第 90 条。

10.有没有要求最短居住天数？
没有居住要求，五年后，只要投资仍然还在，就可以续签居住签证。

11.家庭成员包括哪些人？
根据相关法律，进入希腊的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公民的家庭成员包括：
o 配偶；
o 未满 21 岁的未婚子女；
o 受赡养者或其配偶的未满 21 岁的未婚子女，前提是，申请人和另一配偶分
别获得了对应孩子的监护权。
o 配偶的父母。
为了家庭团聚，这些家庭成员可以获得居留许可证。

12. 有了居留许可证就可以申请希腊国籍了吗？
如果要申请希腊国籍，必须要有居留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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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BK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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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over a decade worth of experience and a prominent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clients, BKMS has established a reputation that speaks for
itself. BKMS is covering a broad spectrum of industri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equired accounting treatment and tax implications as well as
the challenging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framework. Client Trust and
loyalty are the very fundament of every commitment undertaken by
BKMS. Adherence to a strict policy of professionalism therefore results in
continuously successful developments.

MULTI FAMILY OFFICE SERVICES 1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Tax Planning
Wealth Planning
Corporate Consulting
Legal Services
BKMS Limited 1
201 Strovolos Avenue
Off. 201-202, 2nd Floor
2049 Nicosia, Cyprus
info@bkmsgroup.com
Τel. +357 – 22 265 360
Fax. +357 – 22 265 361

The materials provided in this document are issu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and
are not designed to provide legal or other professional advice. Hence we accept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loss or damage which may arise from
reliance on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Readers are advised to seek confirmation
of statements made herein before acting upon them; specialist advice should also be sought on
your particular case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at your conven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