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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件相关事件相关事件相关事件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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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文博孟文博孟文博孟文博  1366156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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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欧债危机为缓解欧债危机为缓解欧债危机为缓解欧债危机，，，，吸引国外投资吸引国外投资吸引国外投资吸引国外投资，，，，欧洲一些国家相继推出购房移民政策欧洲一些国家相继推出购房移民政策欧洲一些国家相继推出购房移民政策欧洲一些国家相继推出购房移民政策。。。。

2013201320132013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希腊议会批准了希腊投资移民促进法希腊议会批准了希腊投资移民促进法希腊议会批准了希腊投资移民促进法希腊议会批准了希腊投资移民促进法：：：：愿意投资希腊不动产愿意投资希腊不动产愿意投资希腊不动产愿意投资希腊不动产

的在希腊居住或是养老的无工作的非欧盟公民的在希腊居住或是养老的无工作的非欧盟公民的在希腊居住或是养老的无工作的非欧盟公民的在希腊居住或是养老的无工作的非欧盟公民，，，，只要获得购买只要获得购买只要获得购买只要获得购买 25252525 万欧元以上万欧元以上万欧元以上万欧元以上

的房产所有权的房产所有权的房产所有权的房产所有权，，，，一家人就可以申请得到希腊一家人就可以申请得到希腊一家人就可以申请得到希腊一家人就可以申请得到希腊 5555 年居留许可年居留许可年居留许可年居留许可，，，，房产不出售房产不出售房产不出售房产不出售，，，，居留居留居留居留

可继续可继续可继续可继续，，，，直至获得希腊护照直至获得希腊护照直至获得希腊护照直至获得希腊护照，，，，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年龄限制。。。。    

222201301301301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塞浦路斯内政部出台永居新政塞浦路斯内政部出台永居新政塞浦路斯内政部出台永居新政塞浦路斯内政部出台永居新政，，，，即针对置业移民项目即针对置业移民项目即针对置业移民项目即针对置业移民项目

获得永居的法律释法条文获得永居的法律释法条文获得永居的法律释法条文获得永居的法律释法条文，，，，新政从新政从新政从新政从 201320132013201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7777 日起实施日起实施日起实施日起实施。。。。塞浦路斯永居新塞浦路斯永居新塞浦路斯永居新塞浦路斯永居新

政相对先前法案政相对先前法案政相对先前法案政相对先前法案（（（（8.238.238.238.23 新政新政新政新政））））更加精细化更加精细化更加精细化更加精细化，，，，正式明确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由同正式明确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由同正式明确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由同正式明确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由同

一开发商售出的两套房产一开发商售出的两套房产一开发商售出的两套房产一开发商售出的两套房产（（（（2222 住宅住宅住宅住宅、、、、1111 住宅住宅住宅住宅++++商铺或商铺或商铺或商铺或 1111 住宅住宅住宅住宅++++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二手房除二手房除二手房除二手房除

外外外外））））来申请永居来申请永居来申请永居来申请永居，，，，主申请人的超龄小孩需要提出独立申请主申请人的超龄小孩需要提出独立申请主申请人的超龄小孩需要提出独立申请主申请人的超龄小孩需要提出独立申请，，，，主申购买房产的净主申购买房产的净主申购买房产的净主申购买房产的净

值需要是值需要是值需要是值需要是 30303030 万欧元万欧元万欧元万欧元+30+30+30+30 万欧元万欧元万欧元万欧元////超龄小孩超龄小孩超龄小孩超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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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点评事件点评事件点评事件点评：：：： 

一一一一、、、、中国富人移民新趋势中国富人移民新趋势中国富人移民新趋势中国富人移民新趋势 

（（（（一一一一））））移民意愿加强移民意愿加强移民意愿加强移民意愿加强，，，，超过一半富人已移民或正在考虑移民超过一半富人已移民或正在考虑移民超过一半富人已移民或正在考虑移民超过一半富人已移民或正在考虑移民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

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 60%的人

士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关考虑。根据胡润介绍，中国企业家之所以选择移民，主要出于以下

几点原因考量：子女教育、医疗体系、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出入境自由以及资本抗风险性

等。 

图表图表图表图表 1   高净值人士移民意愿高净值人士移民意愿高净值人士移民意愿高净值人士移民意愿 

已完成

未完成，已决定

已考虑未决定

未考虑

 

数据来源：《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课题组整理 

（（（（二二二二））））中国移民在世界移民数量上排第一中国移民在世界移民数量上排第一中国移民在世界移民数量上排第一中国移民在世界移民数量上排第一，，，，分布广泛分布广泛分布广泛分布广泛 

根据 2007-2010 年间的统计，目前海外华侨华人人数总计 46190908 人，具体分布如图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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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图表图表图表 2   海外华人华侨分布情况海外华人华侨分布情况海外华人华侨分布情况海外华人华侨分布情况 

洲别 地区 人口数量（人） 小计（人） 

亚洲 东南亚 32025400 33231200 

东北亚 726100 

南亚 139200 

中亚 74800 

西亚 265700 

欧洲 东欧 222850 2211650 

中欧 239050 

南欧 437350 

西欧 1252600 

北欧 59800 

大洋洲  805660 805660 

美洲 北美 4998000 9157498 

中美 367198 

南美 3792300 

非洲 南非 498350 784900 

西非 96250 

东非 79700 

北非 110600 

合计 46190908 

数据来源：《海外华人人数统计表》；课题组 

二二二二、、、、欧洲各国投资移民政策比较欧洲各国投资移民政策比较欧洲各国投资移民政策比较欧洲各国投资移民政策比较 

（（（（一一一一））））希腊移民政策门槛低希腊移民政策门槛低希腊移民政策门槛低希腊移民政策门槛低，，，，程序便利程序便利程序便利程序便利 

希腊于 2012 年年底推出“房产换居留”计划，外国人购置希腊 30 万欧元房产就送欧盟留居许可。在此前申请希腊

移民的条件中，申请人还需提交银行存款证明，能够证明每月至少有 3500 欧元的流动性收入或是在银行至少有

35000 欧元的存款，另外需出具官方认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今年 4 月 9 日，希腊将该计划的门槛从方案中预设的最低起点 30 万欧元调降为 25 万欧元。愿意投资希腊不动产的

在希腊居住或是养老的无工作的非欧盟公民，只要获得价值 25 万欧元以上的房产所有权，一家人就可以申请在希

腊 5 年的居留许可，房产不出售，居留可继续，直至获得希腊护照，没有年龄限制。新的居留许可政策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战略型投资的居留许可；二是买房送居留许可。希腊对投资者居住的时间并没有硬性要求，投资者也

可以在全希腊范围内自由选择置业。 

（（（（二二二二））））塞浦路斯移民申请条件更加宽松塞浦路斯移民申请条件更加宽松塞浦路斯移民申请条件更加宽松塞浦路斯移民申请条件更加宽松，，，，审批程序更加便捷审批程序更加便捷审批程序更加便捷审批程序更加便捷 

近年来，塞浦路斯由于其移民政策的相对优惠，也得到了富人们的广泛关注。2009 年塞浦路斯推出购置 30 万欧元

以上房产可办理全家欧盟绿卡的政策。申请人无需证明投资资金来源，无需经商背景，无语言要求，申请人只要每

两年赴塞浦路斯一次，永居签证就不会被取消。 

2012 年 8 月 23 日，塞浦路斯内政部就买房移民政策发表公告，就是所谓的“8.23”新政。在新政中，买房移民政

策进一步放松， 简化了审批程序，免除面试，缩短了审批时间。但也提高了境外年收入最低限额，设定了存入 3

万欧元的要求。今年 5 月 10 日，塞浦路斯内政部出台永居新政，允许购买同一开发商售出的两套非二手房产申请

永居，主申请人的小孩也可独立申请永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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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希腊希腊希腊希腊、、、、塞浦路斯与其他欧洲买房移民国家的政策比较塞浦路斯与其他欧洲买房移民国家的政策比较塞浦路斯与其他欧洲买房移民国家的政策比较塞浦路斯与其他欧洲买房移民国家的政策比较 

通过政策的解读，可以看出，希腊和塞浦路斯的购房移民政策门槛较低，而这也是目前陷入欧债危机国家移民政策

的总体趋势。具体和其它欧洲国家的政策比较如图表 3 所示。可以看到，希腊同属欧元区和申根国家，在居住方面

没有要求，手续较为便捷。 

图表图表图表图表 3   欧洲各国买房移民政策比较欧洲各国买房移民政策比较欧洲各国买房移民政策比较欧洲各国买房移民政策比较 

 希腊 塞浦路斯 葡萄牙 西班牙 奥地利 拉脱维亚 

购房最低金

额 

25 万欧元 30 万欧元 50 万欧元 50 万欧元 40 万欧元 中心地区 15

万欧元，其它

7.5 万欧元 

是否欧元区 是 是 是 是 是 目前不是 

是否申根国 是 目前不是 是 是 是 是 

审批时间 3 个月 2 个月 45 天 3-6 个月 3-6 个月 3 个月 

居住要求 无需居住 无需居住 每年 7 天 每年 1-3 个

月 

每年不少于

半年 

无需居住 

数据来源：课题组整理 

市场影响评估市场影响评估市场影响评估市场影响评估：：：： 

一一一一、、、、欧债危机可能引发风险欧债危机可能引发风险欧债危机可能引发风险欧债危机可能引发风险，，，，购房移民需谨慎购房移民需谨慎购房移民需谨慎购房移民需谨慎 

上述投资移民政策大多是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背景下，陷入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为吸引国外投资而制定的移民政

策，因此具有门槛低的特点，但与此同时，目前考虑投资移民仍需防范欧债危机可能引发的投资风险。 

2012 年 12 月 17 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选择性违约”上调至代表前景稳定的

“B－”级，这表明标准普尔承认希腊已从破产边缘逐渐恢复稳定。希腊央行预计，今年希腊经济衰退幅度虽然低

于 2012 年的 6.4%，但高于此前预计的 4.2%。此外，今年希腊的失业率可能攀升到 28%，直到 2015 年才可能开始

下降，最快有望在 2014 年恢复增长。目前希腊房地产市场价格呈下降之势，但希腊很多开发商的杠杆化程度不高，

同时在市场高峰期积累了资产，基本已跌到谷底，预计今后两年房地产市场价格将趋于稳定，整体房地产市场处于

周期调整期。因此，投资希腊房产有一定风险，但风险不大。 

二二二二、、、、移民政策放宽优劣并存移民政策放宽优劣并存移民政策放宽优劣并存移民政策放宽优劣并存，，，，需注意不利事项需注意不利事项需注意不利事项需注意不利事项 

希腊和塞浦路斯是非英语国家，主要语言是希腊语和土耳其语，且入籍前不能在当地工作，不享有当地社保资格，

这是移民者及其子女上学必须关注的问题。 

此外，希腊的 25 万欧元最低限制只是指的房产净值，在希腊买房还需一次性缴纳约房价 10%的税款，还有希腊政

府为应付债务危机而新设的“紧急房产税”， 拥有 10 万欧元以上房产的人，将被征收相当于房产价值 0.1%至 0.2%

的特别房产税，价值小于 10 万欧元的房产，则根据房龄和地段征收每平方米 0.5 欧元至 20 欧元的“紧急特别房产

税”，把应缴税款并入电费一并缴纳，对不缴纳税款的民众作断电处理；投资者 18 岁以上子女及父母并不具备随同

申请希腊居留许可的资格。 

对于移民塞浦路斯来说，要想入籍需要在当地住满 5 年，5 年里面不能在当地工作，这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不小

的门槛。另一方面，存款税事件之后，当地一部分有钱人对银行信用失去了信心，将钱投资于土地，使得当地房价

略微上升。 

专栏专栏专栏专栏：：：：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存款税存款税存款税存款税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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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银行业的过度扩张是事件重要的导火索之一，来自塞浦路斯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 月份，塞浦路斯

银行业总存款 680 亿欧元。其中，国内居民占 430 亿元，其余来自国外，该国银行业规模约为国内经济规模的 8 倍。

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下，塞浦路斯经济总量连续三年萎缩，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希腊经济崩

溃之前，塞浦路斯银行一度把储户的资金大笔投入希腊贷款和债券，随后遭受重击。同时，塞浦路斯银行还重金投

资本国的主权债务，该国的主权债务激增。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其银行业危机可以说既是希腊危机的衍生品，

更是欧盟遮盖风险式救助计划的必然结果。 

2012 年 3 月 16-17 日，塞浦路斯政府为获得援助，屈服于国际债权人压力，提议通过对每个银行存款账户征税筹集

58 亿欧元的法案具体征税方案是对 10 万欧元以下及 10 万元欧元以上存款分别一次性课征 6.75%和 9.9%的税。18

日宣布关闭银行和股市，导致银行和股市连续关闭 10 天。19 日塞浦路斯议会否决课征存款税， 22 日标普宣布下

调塞浦路斯评级，深夜，塞浦路斯议会通过银行重组和资本管制法案。24 日，塞浦路斯再次与欧盟、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欧洲央行等三驾马车达成银行业重组具体方案的协议， 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提供 100 亿欧元

救助金。 

此次事件使得标准普尔宣布，将该国的主权长期外币信贷评级从之前的 CCC+调降至 CCC，且展望为负面。与此

同时，中国新移民的买房款在此次事件中一夜之间亏损了 10%。存款税事件史无前例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一旦

债务危机爆发，储户可能要为其“买单”，银行里面的存款可能被冻结甚至被划走。银行信用的缺失，对于塞浦路

斯这个以低税率和资产安全闻名的避税天堂来说是一个噩梦。人们在投资国外或者移民的时候，应当警惕海外资金

一旦进入塞浦路斯很难转回国内的风险，政府债务出现危险，包括商业银行、资本市场出现动荡的可能性都存在，

给资金安全带来了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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