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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麽要希腊黄金签证? 

1. 申请简便，只需两个月申请时间 

2. 无逗留要求 

3. 申根26国自由进出 

4. 享受免费教育及医疗 



KLCC Park 申根国 



KLCC Park 

26 Schengen Countries 
26个申根国 



KLCC Park 

欧盟，申根及欧元区 



KLCC Park 国家 英国 塞浦路斯 西班牙 葡萄牙 希腊 

  居住要求 180 日 每2年1日 一次 每年7日 不适用 

处理时间 5 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2个月 

最低投资额 2百万英镑
  

30万欧元 50万欧元 50万欧元 25万欧元 

资本支出€ 1.25百万英
镑 

30万欧元 50万欧元 50万欧元 25万欧元 

免签证旅游 167 140 170 165 161 

居留许可证比较 



KLCC Park 在欧洲，那里可以买到居留许可? 



KLCC Park 



希腊移民政策 
 

最低物业投资额欧元25万 



KLCC Park 
只需25万欧元，畅通申根26国   





 希腊黄金签证 怎样获取? 

投资欧元
25万物业   

从您所
在的国
家申请 

2个月内
收到 

好处 

特色 

没有居留
要求 

进出申根26国 

免费教育 

免费医疗 



KLCC Park 购房3部曲 

1. 购买价值超过欧元25万房产，可亲自或遥距购买。 

2. 

完成黄金签证申请。你需要: 
• 申请 表  
• 2 张近照 
• 房产买卖合约 
• 已购买医 疗 住 院 保 险  

3. 在希腊领取黄金签证或委托人把证件寄到你家中 







理想天气和优美环境 

关於希腊 

• 人囗1100百万 
• 每年300天阳光普照 

 
• 180 天完全没有云层覆盖 

 
• 平均气温:  冬季     10°C 
                           夏季     26°C 
 



希腊主要经济体：航运 

希腊公司拥有世界油轮的22.5％和散货船16.8％。如今，航运仍
是希腊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2008年，中远集团获得了经营权比雷
埃夫斯(Piraeus )35年（5年可选择延续合约 ）。 



希腊主要经济体：旅游业 

 

• 6,000 岛屿 
• 128 海湾 

• 壮观的庭园与清幽海滩 
• 地中海美食饮食习 惯 （预期寿命80 岁） 



KLCC Park 



KLCC Park 
雅典衛城（Ακρόπολη）位於希臘首都雅典，是最著名的衛城（頂端城市）之一。衛城是
由平頂岩構成，位於海拔150米（512 英呎）。 

雅典衛城 



雅典衛城 



KLCC Park 圣托里尼(Santorini) 

圣托里尼岛环上最大的一个岛也叫圣托里尼
岛，别名锡拉岛 



KLCC Park 
圣托里尼岛位于基克拉泽斯群岛的最南端，面积约73平方公里，
人口约一万四千余人，多为希腊人。 

圣托里尼(Santorini) 



雅典购物 



雅典购物 



雅典晚膳 



雅典晚膳 



雅典晚膳 



圣托里尼晚膳 



KLark 雅典房产价格 

雅典房产 价 格 自 2008 年 已 下 降 50% ， 为长期投资者提供优质投资价值 
 
雅典房产每年租务回报达4-5% 















希腊告知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提早退出救援

方案 



典型雅典公寓:低楼层和无公共设施 



Our Project: 
 

Athena Residence 
雅典娜豪庭  

 



KLCC Park 

希腊地钱图 



KLCC Park 



KLCC Park 雅典娜豪庭  



KLCC Park 雅典娜豪庭  



KLCC Park 雅典娜豪庭  



KLCC Park 雅典娜豪庭  



雅典娜豪庭  



雅典娜豪庭  









项目 资料 

产权: 永久产权 

价格: €250,340 – 397,190 

卧室数目: 1 & 2 

  面积:   574.70 – 913.10 平方尺. 

位置: 雅典市中心 

完成日期: 2015年3月 

付款型式: 30% 首期, 70% 完结时交付 

租务回报: 净租务回报4% p.a. (保证 2 年回报) 

设施: 健身室，停车场，天台花园 

单位数目: 14 

楼层: 7 

关于项目 - 雅典娜豪庭 



成本项目 描述 百分率 % 

过户费 购买房产价格的3.0%   3.00% 

律师费 委托希腊律师代表你与发展商签署买
卖合约 

~ 1.00% 

家俱 不适用，租客自行安排 0.00% 
 

前期支出(买家支付) 

4.00% Total 

雅典娜豪庭: 前期支出 



项目 描述 百分率% 

服务费 每年每平方尺€2  每年0.50%  

物业税 0.1% - 1.0% payable on an annual basis based 
on value of the property.  There is no Real 
Property Tax if your property portfolio is 
below €300,000 

 
每年0.00%  

物业租务收入税 每年收入首€12,000，收入税率11% 
 
€12,000之後税率23% 

 
每年0.40% a 

持续成本(买家): 

雅典娜豪庭:持续成本 

0.90% Total 



KLCC Park 

如物业在2006年1月1日後兴建，希腊政府收取23%为
增值税 

如果你买雅典娜豪庭，是没有增值税因为此物业在
2006 年1 月1 日前建成的 



没有增值税的 有 23%增值税的 

或0%增值税的
雅典娜豪庭 

你的理想投資是 

或 



销售成本（卖方支付）： 

成本项目 描述 百分率 % 

中介费 中介收取楼宇销售价格的3%作中介费 3.00% 

收益税 净收益的15%为增值税 15% 

雅典娜豪庭 :销售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