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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塞浦路斯

地址位置：    地中海岛国，欧洲东南部

首       都：    尼科西亚 全国人口：115.6 万

重要城市：    帕福斯、利马索尔、拉纳卡、法马古斯塔

欧盟成员国： 2004 年 5 月加入欧盟

国土面积：    9251 平方千米，地中海第三大岛

宗       教：    希腊东正教、伊斯兰教、其它

语       言：    希腊语、英语、土耳其语

治       安：    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全球最适合定居的国家排名第五位

没有遗产税，没有房产税，欧盟零关税，欧盟税率最低

欧盟自由定居，享受教育、医疗、工作、人权一切权利

普罗塔拉斯 翡翠湾公馆  
Protaras  Emerald Bay Suites

爱神之岛：塞浦路斯
Cyprus-The Island of Aphrodite



普罗塔拉斯 • 阿依纳帕
Protaras and Ayia Napa

翡翠湾公馆沙滩实景图
Beach View from Emerald Bay Suites 

塞浦路斯合力投资有限公司（HOLIMAX）

是由新加坡环球金融投资集团与塞浦路

斯臻品集团合资组建的专业从事塞浦路

斯房地产开发的公司。

合力公司首个开发的项目塞浦路斯“翡

翠湾公馆”位于蓝旗沙滩最多，水晶般

清透的水域，普罗塔拉斯市绿海湾。

项目占地面积 5528 平方米，建筑面积

4312 平方米，有三十二套高级一线海

景公寓，是企业家、投资者、家庭的理

想目的地。

Cyprus Holimax Investment Limited is a joint 

venture between Singapore Universal Financial  

Investment Group and Cyprus Quality Property 

Developments Group, which specializes i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n Cyprus.

The first development Cyprus project by 

Holimax is the "Emerald Bay", located in Green 

Bay , Protaras where with numerous blue flag 

beach and crystal clear waters . The project 

covers an area of 5,528 square meters, with a 

construction area of 4,312 square meters and 

32 sets of high level sea view suites, which are 

ideal destinations for entrepreneurs, investors 

and families.



翡翠湾公馆位置
翡翠湾公馆坐落于普罗塔拉斯和克
里克岬角，阿依纳帕海滩附近最具
人气的海岸之间。
此区域以蓝旗沙滩盛景而闻名，是
展现著名地中海丰富景观的优质潜
水活动地。

Location View
Emerald Bay is situated between the popular 
beaches of Protaras, Ayia Napa and Cape 
Greco, one of the most visited natural parks 
of the island. The area is renowned for its 
Award-winning blue-flag sandy beaches. 
Emerald Bay Suites stands above Green 
Bay, a famous site for diving that offers 
spectacular views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翡翠湾公馆交通四通八达：
距 克里克国家森林公园 2.8KM
距 日出海滩 3KM
距 阿依纳帕游客中心 5.6KM
距 阿依纳帕水上世界 11.2KM
距 拉纳卡国际机场 42.3KM
距 首都尼科西亚 95KM

Transportation：
National Forest Park Kavo Gkreko  2.8 km
Sunrise Beach 3KM
Tourist Information Ayia Napa  5.6KM
Ayia Napa Monastery  11.2KM
Larnaka International Airport 42.3KM
Nicosia 95KM



翡翠湾公馆 B 座效果图
Architecture Rendering of Emerald Bay Suites Towe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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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湾公馆实景影像图
Real image map of Emerald Bay Suites

翡翠湾公馆公寓平面图
Layout plan of Emerald Bay Su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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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湾公馆 C 座效果图
Architecture Rendering of Emerald Bay Suites Tower C



翡翠湾公馆特点：

项目接连着海岸，设有俱乐部，客
人停车场，无边泳池，保健室和健
身房，吸烟区，入户安保和景观花
园，俱乐部配家庭影院设施，24 小
时礼宾服务。
精装修豪华公寓，顶楼屋顶阳台，现
代大空间内饰，家庭自动化系统和令
人惊叹的海景。
塞浦路斯有 9000 多年历史，是古欧
洲文明发源地，无污染的地中海胜地，
位于亚洲、欧洲、非洲之间，每年有
340 天日照，有 64 个蓝旗沙滩。
普罗塔拉斯是塞浦路斯最受欢迎的最
优质的潜水和游泳目的地之一，水晶
般清透的水域和很多蓝旗沙滩，也是
夜生活丰富的活力区域，有大量全岛
知名的高品质餐厅和酒馆。

Emerald Bay Suites Design 
Features：
While at home the residents of Emerald Bay Suites 

will luxuriate in contemporary spacious interiors that 

are complemented by breath-taking sea views. Every 

living space is open-plan and every Suite comes 

fully furnished and with home automation systems. 

Penthouse Suites will also have rooftop terraces.

The residents of Emerald Bay Suites will enjoy 

direct access to the beach, and amenities that 

include an infinity pool, landscaped gardens and a 

clubhouse. The clubhouse will have wellness rooms, 

a gymnasium, a cigar lounge, and home theatre 

facilities. Finally, residents may avail of Emerald Bay 

Suites,’ 24-hour concierge service, gated security and 

ample parking.

Cyprus is the pristine Mediterranean destination, 

with 9,000 years of history, and positioned at the 

crossroads between Europe, Africa and Asia. With 340 

days of sunshine and 64 blue-flag beaches, Cyprus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desirable destinations 

for entrepreneurs and private investor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crystal-clear waters and numerous blue-

flag sandy beaches of Protaras and Aiya Napa have 

made them the one of the hottest destinations within 

Cyprus, and the area is vibrant with an exciting night 

life and an abundance of famous restaurants and 

quality traditional tavernas.



重要提示

任何人只要在塞浦路斯投资 200 万欧元购买房产，五天内颁发永居身份

证（绿卡），三个月后颁发塞浦路斯国家公民护照，享受欧盟成员国公民

享有的免费义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一切社会福利。

塞浦路斯护照享有全球 159 个国家免签证待遇。

本集团投资开发的塞浦路斯翡翠湾公馆项目，享受置业入籍待遇，并委托

华商国际交流中心有限公司全权办理购房五天领取塞浦路斯身份证，六个

月内领取塞浦路斯护照的相关工作。



申请人亲临考察塞浦路斯房产项目，选择一套 / 多套房产 / 确定投资项目，

签署购房协议 / 投资协议，并在律师指导下，按要求将资金转入开发商指

定专用账户，支付全部房款费用。

申请人按照律师要求准备全部申请资料，这些材料须经官方翻译成希腊语

和英语。

内政部自申请提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颁发永居身份证（绿卡），3 个月

后批准申请，领取护照。

申请人子女及父母在主申请人办理入籍手续后方可递交移民申请，因未成

年子女和主申请人同时获批永居卡，所以未成年子女的护照会在递交申请

3 周后完成受理，未成年子女可在任意时间登陆塞浦路斯办理相关手续；

成年子女及父母则需要按要求先申请永居卡，等持永居卡满 6 个月后方能

领取护照。

本集团合作方：华商国际交流中心有限公司全权全程为阁下提供置业入籍

服务。

塞浦路斯护照申办流程
Application Process of Cyprus Passport



一步到位同时取得永居和护照，解决出境和身份问题；

6 个月直接拿护照，无任何居住要求，无移民监；

一家三代（投资人 + 配偶 +28 周岁以下未婚子女 + 父母）；

接受任何国籍人士申请，且塞浦路斯允许双重国籍；

欧盟公民身份可自动继承，子孙后辈都可自动享有；

没有遗产税，没有房产持有税，不对非纳税居民收入征税；

世界著名旅游胜地，地中海式气候宜人，零污染国家；

治安良好，是欧洲犯罪率最低的国家；

欧盟内贸易和服务零关税，轻松进入 5 亿欧盟公民自由经济市场；

纯房产投资，无政府捐赠要求，无需 CRS 申报。

塞浦路斯护照项目优势
Advantage of Cyprus Passport



2015 年颁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2014 年度塞浦路斯在卫生和初等教育

类别名列全球第 9 名，高等教育和培训类别名列第 33 名，数学和人文科

学排名第 10.

塞浦路斯 1961 年加入英联邦，教育体系与英国保持一致，普遍采用英联

邦教育体系。2004 年加入欧盟，为确保教育质量的最高水准，塞浦路斯

教育文化部已将塞浦路斯的教育体制与欧盟标准规则统一。截至 2012 年，

全国共有 341 所公立和 29 所私立小学，127 所公立和 38 所私立中学。

塞浦路斯实行 12 年义务教育，6 年小学教育，6 年中学教育，公立教育

全部免费。公立学校以希腊语为主，但是英语教育水平也很高，学生毕业

后可直接就读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大学无语言障碍。私立学校学生不论国

籍自己承担学费。私立学校多采用英美教育体系，教学水平相当不错，且

学费较低，如幼儿园约在 2000-3000 欧 / 年；大学约 7000 欧 / 年。

塞浦路斯教育
Cyprus Education



塞浦路斯政府医疗服务系统会根据申请人的个人情况（工作或过往工作经

历、家庭地位、收入水平）提供医疗保险资助服务。依据这些情况，符合

条件的申请人将会获发一张医疗卡。如果申请人不满足领取医疗卡的资格，

则可以通过缴纳政府税收从而享受公共医疗设施，如果他们需要高额的住

院治疗，费用可依据其收入水平予以减少。

社会保险福利覆盖未就业的附属申请人和所有满足条件的公民，可以免费

或者享受补贴的医疗和牙科治疗。移民到塞浦路斯的外国人，在其移民到

塞浦路斯之前，若已经在其他欧盟国家连续支付两年的社保费用，可以在

特定限期内享受塞浦路斯的社会保险福利。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养老金领取

人也有权享受免费医疗。

塞浦路斯医疗
Cyprus Health Care



塞浦路斯实行全球最具竞争力之一的税务体系，是欧洲知名的离岸金融中

心。塞浦路斯税收体制完全符合欧盟法律要求，是经合组织“实施高标准

反对破坏性税务实践”白名单上 45 个国家之一。和全球近 50 个国家签订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税务体系特点包括：

公司所得税 12.5%，为欧洲最低；

塞浦路斯公司在外国分支机构利润免税；

无关持股期限和比例，处置股份、国债和债券资本所得免税；

塞浦路斯境外不动产资本所得免税；

来源于知识产权收入的 80% 免税；

个人所得税率 20-35%，外国人符合规定适用 5% 税率规定；

无遗产税，无房地产持有税。

塞浦路斯税务
Cyprus Taxation



塞浦路斯政府于 2015 年 09 月发起一个综合性度假村赌场牌照招投标程

序。该赌场牌照已于 2016 年底颁发。该牌照将包括一个赌场度假村和四

个卫星赌场度假村牌照，该综合性度假村将包括超 5 星酒店，购物商城，

娱乐中心和赌场等，建成后预计将成为欧洲最大的赌场；塞浦路斯博彩业

每年将给塞浦路斯带来 50-100 万的游客，推动塞浦路斯旅游业及相关产

业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就业，吸引更多外资进入到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博彩业
Cyprus Casino



塞浦路斯内政部于 2014 年 06 月 01 日出台投资入籍法案，并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对法案进行修订。新政申请条件如下：

在塞浦路斯投资 200 万欧元购买居住类房产或投资 250 万欧元购买股权

或商业地产 +50 万欧元居住类房产；三年后只需保留 50 万欧元的居住类

房产，其余资产可出售。

主申请人年满 18 周岁，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和 28 周岁以下未婚子女，

如需申请投资人父母需增加 50 万欧元房产投资。

申请资料简单，只需提供：出生公证、结婚公证、18 周岁以上无犯罪公证，

个人简历即可申请；无语言、学历、商业背景要求；无需资金合法来源解

释；无面试和体检要求。

塞浦路斯入籍法案
Cyprus Naturalization Act



塞浦路斯护照页样本

Cyprus Passport Sample Page



新加坡环球投资有限公司是 2008 年在新加坡政府注册的

金融投资企业，已在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欧洲和塞

浦路斯等各国进行组合投资。投资领域涵盖房地产业、文

化艺术产业、医疗保健产业、高科技产业、IT 产业、养老

度假产业和发行、管理私募基金。

联系方式 /Contacts：

环球投资 执行董事 严洁

微信：janeyan2018

邮件：jane@100lake.com

环球投资 总裁 Steve Peña-Sy

邮件：Steve@100lake.com

塞浦路斯 项目总裁  徐秀敏

电话：+86 13903601001

微信：xiumin800

邮件：1030832355@qq.com



翡翠湾实景图 
View from Emerald Bay Suites

塞浦路斯合力投资有限公司
H O L I M A X   I N V E S T M E N T   L I M I T E D

塞浦路斯 项目总裁  徐秀敏

电话：+86 13903601001

微信：xiumin800

邮件：1030832355@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