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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应吸引海外投资者在葡萄牙投资的需求, 葡萄牙政

府在二零一二年八月建立了一项政策,为给予在葡

萄牙投资的非欧盟国公民发放和更新居留许可(也

称黄金居留Golden Visa)。 

 
凡是进行法律规定的其中最少一项投资活动的非

欧盟国公民可获取居留证, 凭此证除了能进出及在

葡萄牙居住, 还可在大多数的欧洲国家(申根区)自

由通行。 

 
黄金签证为投资者提供多项优点: 

(i) 豁免签证-自由通行26个申根区国家; 

(ii) 停留时间要求宽松( 没有 “移民监” ); 

(iii) 家庭团聚权利( 一人申请, 三代移民 ); 

(iv) 五年後可申请永久居留; 

(v) 六年後可申请入葡萄牙国籍( 须满足某些

法律条件 )。 

 
这项政策简称 ARI  ̶  投资活动的居留许可(根据第

23/2007号法律), 近来被第63/2015号法律修改

及已通过其最新的第15-A/2015号细则性法令(更

改了前第84/2007号细则性法令)。新制度一方面

增加符合获取居留许可资格的投资活动范围, 另一

方面扩展家庭团聚的权利包含的情况。 

 

增加符合增加符合增加符合增加符合资资资资格的投格的投格的投格的投资资资资活活活活动项动项动项动项目目目目    

为了取得黄金居留的发放, 该项投资活动必须通过

个人或公司直接进行, 最小限期为五年。 



 

 

02 

www.rfflawyers.com 
Praça Marquês de Pombal, 16 – 5º (Recepção)/6º  

1250-163 Lisboa • Portugal 

T: +351 215 915  220 • F: +351 215 915 244 

contact@rfflawyers.com 

 

根据最近实行的法例修改, 现符合资格的投资活动

为以下: 

(i) 资金转入, 其金额等於或高於一百万欧元, 

包括对公司资本的投资; 

(ii) 创造最少十个就业岗位; 

(iii) 购买价值至少五十万欧元的房地产; 

(iv) 购买房地产以及在其实施重修工程, 两者

金额的使用合共至少三十五万欧元,  该房地产可以

是已建设至少三十年的楼房, 或是位於城市重修区; 

(v) 资金转入, 其金额等於或高於三十五万欧

元, 运用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公共或私人机构发展的

研究项目, 该机构应纳入国家科技系统中; 

(vi) 资金转入, 其金额等於或高於二十五万欧

元, 通过中央直接或周边管理服务处丶公共实体丶

隶属於公共企业部门的实体丶公共职能丶具公共

用途的私人职能丶夸市实体丶隶属於地方企业部

门的实体丶市政社团的实体和公共文化社团, 运用

在投资或支持艺术创作或国家文化遗产的修复和

保养; 

(vii) 资金转入, 其金额等於或高於五十万欧元, 
购入用於中小型企业资本化的投资基金或风险资

本基金的出资单位, 为此, 投资者应提交资本化计

划及证明其可行性。 

 
投投投投资资资资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根据以上提及的最新细则性法令, 为满足投资活动

最低额要求可由个人或一人有限公司实行, 其住所

(指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可设在葡萄牙或其他欧盟

国家, 这情况下需在葡萄牙设有固定设施(透过其

进行商业, 工业或农业性质活动)。 

 
另一方面, 关於房地产和用作恢复工程目的的房地

产购买投资活动,  可以是: 

(i) 以共有财产制度购买; 或 

(ii) 为该不动产设立从五十万以上的负担 (例

如购买六十万的房产, 只能以其作十万的抵押, 为

保障投资最低额五十万); 或 

(iii) 把房地产以商业, 农业或旅游业用途租赁

。 

 
鼓鼓鼓鼓励励励励在低人口密度在低人口密度在低人口密度在低人口密度区区区区的投的投的投的投资资资资活活活活动动动动    

在符合资格授予黄金居留的投资活动领域, 有另一

项新措拖 ̶ 当投资活动在低人口 

密度区进行时, 将会得到减少最低投资金额的优惠

。 

 
因此, 除了纯资金转入或用作购买出资单位的资金

转入金额最少分别一百万及五十万欧元之外, 假设

投资活动在低人口密度区进行(那些根据统计用途

的领土单位命名表, 被界定为第三级别的领土 ̶  每
平分公里居住人口少於一百人或其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少於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五), 最低投

资金额将降低百分之二十。 

 

根据国家统计局於二零一四年提供的数据, 显示在

二零一三年第三级别领土的平均居住人口为以下: 

i. Alto Minho – 107,3; 
ii. Cávado – 327; 
iii. Ave – 289,3; 
iv. Área Metropolitana do Porto – 848,2; 
v. Alto Tâmega – 30,9; 
vi. Tâmega e Sousa – 232,4; 
vii. Douro – 48,9; 
viii. Terras de Trás-os-Montes – 20,2; 
ix. Oeste – 161,4; 
x. Região de Aveiro – 215,3; 
xi. Região de Coimbra – 102,4; 
xii. Região de Leiria – 118,2; 
xiii. Viseu Dão Lafões – 80,3; 
xiv. Beira Baixa – 18,3; 
xv. Médio Tejo –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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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Beiras e Serra da Estrela – 35,5; 
xvii. Área Metropolitana de Lisboa – 931,7; 
xviii. Alentejo Litoral – 18,1; 
xix. Baixo Alentejo – 14,3; 
xx. Lezíria do Tejo – 57; 
xxi. Alto Alentejo – 18,4; 
xxii. Alentejo Central – 21,6; 
xxiii. Algarve – 88,4; 
xxiv. Região Autónoma dos Açores – 106,1; 
xxv. Região Autónoma da Madeira – 322,7. 
  
参照以下地图, 依据以上提供的资料, 黄色显示的

部分为每平方公里平均居住人口少於一百人的区

域(适用百分之二十的最低投资金额调减), 灰色显

示的部分为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超过一百人的区

域(换言之, 不适用调减, 维持原本的最低金额要): 

  
地图 

 

 

 

 

 

 

 

 

 

 

 

 

 

 

 

 

 

 

 

 

 

关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国家统计局目前为止还未

公布有关数据。 

 
居留居留居留居留证证证证的批准和的批准和的批准和的批准和续续续续期的期的期的期的证证证证据方法据方法据方法据方法    

 
a) 资资资资金金金金转转转转入入入入((((金金金金额额额额等於或高於一百万等於或高於一百万等於或高於一百万等於或高於一百万欧欧欧欧元元元元)))) 要求出要求出要求出要求出

示的文件示的文件示的文件示的文件:::: 

     (i) 在葡国土获葡萄牙银行(Banco de 

Portugal) 批准或登记的信贷机构的声明书, 证明

其储蓄户口的拥有权丶不受任何负担规限以及持

有来源於国际转帐等於或高於一百万欧元的结馀

金额 ( 在续期时, 证明持有季度平均结馀额为一百

万欧元的储蓄户口的拥有权), 或在综合户口的情

况时, 证明持有同额的股份; 或 

      (ii) 若购买葡萄牙国家公共债务工具, 需出示

由葡萄牙财资和公共债务管理机构(Agência de 

Gestão de Tesouraria e Dívida Pública-IGCP, 
E.P.E.)发出的证明书, 证明债务工具的拥有权丶不

受任何负担规限及其金额等於或高於一百万欧元( 

在续期时, 证明持有季度平均结馀额为一百万欧元

的储蓄户口的拥有权); 或 

      (iii) 记帐式证券的购买, 需出示由其登记机构

发出的不受任何负担的证券拥有权证明书; 或 

      (iv) 由寄托人存管的不记名实物证券的购买, 
需出示由寄托人发出的不受任何负担的证券拥有

权证明书; 或 

      (v) 非纳入中央证券存管系统的记名实物证券

的购买, 需出示由发行者发出的不受任何负担的证

券拥有权证明书; 或 

       (vi) 纳入中央证券存管的实物证券的购买, 需

出示由金融中介机构(申请人在其拥有户口)发出的

不受任何负担的证券拥有权证明书; 或 

      (vii) 关於其他的股份购买, 需出示最新的商业

登记证明, 以证明股份的持有权, 和标有交易价格

的股份买卖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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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若透过一人有限公司实行投资活动, 需出

示最新的商业登记证明, 以证明申请人为该一人有

限公司的股东; 

(ix) 在有别於纯国际资本转入的投资方法, 需

出示在葡国土获葡萄牙银行(Banco de Portugal) 

批准或登记的机构的声明书, 证明用作投资用途的

国际资本转帐。 

 
b) 创创创创造最少十造最少十造最少十造最少十个个个个就就就就业岗业岗业岗业岗位位位位 

在申请居留许可时, 申请人需出示最新的社会保障

证明和员工的劳动合同; 在申请居留续期时, 需出

示最新的社会保障证明和证明维持就业岗位的最

低额。 

 
c) 购买购买购买购买价值至少五十万价值至少五十万价值至少五十万价值至少五十万欧欧欧欧元的房地元的房地元的房地元的房地产产产产    要求出示的要求出示的要求出示的要求出示的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i) 不动产所有权取得的凭证； 

(ii) 在葡国土获葡萄牙银行(Banco de 

Portugal) 批准或登记的信贷机构的声明书, 证明

用於购买不动产或支付不少於五十万欧元定金（

买卖预约合同情况下）的国际资金转帐（在申请

续期时免除此声明书的出示）; 

(iii) 由物业登记局发出的最新证明, 内容包含

关於该不动产现行的登记丶附注和登录,表明不受

任何负担规限的财产所有权 (此证明在申请续期时

同样要出示）或在买卖预约合同的情况下, 出示物

业登记证明, 其附有有效的临时登记, 以证明定金

为不少於五十万的买卖预约合同； 

(iv) 房产记录簿(如法律上可行）； 

(v) 若透过一人有限公司实行投资活动, 需出

示最新的商业登记证明, 以证明申请人为该一人有

限公司的股东或不动产许诺购买人。 

 

d) 购买购买购买购买房地房地房地房地产产产产以及在其以及在其以及在其以及在其实实实实施重修工程施重修工程施重修工程施重修工程, , , , 两两两两者金者金者金者金额额额额的的的的

使用合共至少三十五万使用合共至少三十五万使用合共至少三十五万使用合共至少三十五万欧欧欧欧元元元元, , , , 该该该该房地房地房地房地产产产产可以是已建可以是已建可以是已建可以是已建

设设设设至少三十年的至少三十年的至少三十年的至少三十年的楼楼楼楼房房房房, , , , 或是位於市或是位於市或是位於市或是位於市区区区区重修重修重修重修区区区区    

在申在申在申在申请请请请居留居留居留居留许许许许可的情可的情可的情可的情况况况况下要求出示的文件下要求出示的文件下要求出示的文件下要求出示的文件::::    

(i) 在葡国土获葡萄牙银行(Banco de 

Portugal) 批准或登记的信贷机构的声明书, 证明

用於购买不动产及实施重修工程的不少於三十五

万欧元的国际资金转帐,  该金额需存到个人储蓄户

口, 同时证明该储蓄户口不受任何负担规限的拥有

权（在申请续期时免除此声明书的出示）, 或是, 

在综合户口的情况下, 证明持有同额的股份;  

(ii) 不动产所有权取得的凭证； 

(iii) 由物业登记局发出的最新证明，内容包含

关於该不动产现行的登记丶附注和登录，表明不

受任何负担规限的财产所有权; 

(iv) 房产记录簿; 

(v) 预先咨询申请丶预先通知申请或实施重修

工程的准照申请的已递交证明, 及在其他适用情况

下, 由相关市区重修工程的管理实体发出的声明书, 

证明该不动产位於市区重修区; 

(vi) 与取得葡萄牙建筑和房地产研究所

(Instituto da Construção e do Imobiliário, I.P.)
的合资格认可的法人订立的承揽合同, 为在该不动

产实施重修工程; 

(vii) 若透过一人有限公司实行投资活动, 需出

示最新的商业登记证明, 以证明申请人为该一人有

限公司的股东。 

 

在申请居留许可续期的情况下要求出示的文件: 

(i) 不动产所有权取得的凭证和由物业登记局

发出的最新证明, 内容包含关於该不动产现行的登

记丶附注和登录, 表明不受任何负担规限的财产所

有权； 

(ii) 若该重修工程包含在须获得重建或楼宇改

造准照的工程, 须出示其执照, 或在其他情况下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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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 该工程的承揽合同, 或由相关市区重修工程

的管理实体发出的声明书, 以证明该工程在进行中

或是已完成进度;  

(iii) 若该重修工程为须预先通知的项目, 由相

关市区重修工程的管理实体发出的声明书, 以证明

该工程在进行中或是已完成进度, 及其承揽合同; 

(iv) 在可行情况下, 出示承揽合同的价金受领

证书(已付款证明) 。 

 

e) 资资资资金金金金转转转转入入入入, , , , 其金其金其金其金额额额额等於或高於三十五万等於或高於三十五万等於或高於三十五万等於或高於三十五万欧欧欧欧元元元元, , , , 运运运运
用在科用在科用在科用在科学学学学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项项项项目目目目    在申在申在申在申请请请请或或或或续续续续期居留期居留期居留期居留许许许许可可可可时时时时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出示的文件出示的文件出示的文件出示的文件::::    

(i) 在葡国土获葡萄牙银行(Banco de 

Portugal) 批准或登记的信贷机构发出的声明书, 
证明不少於三十五万欧元的国际资金转帐到个人

户口; 

(ii) 由纳入国家科技系统的公共或私人科学研

究机构发出的声明书, 以证明投资资金的实际转入, 

或没有发生可归责於申请人的偶然变更, 导致危及

已提供的支持; 

(iii) 若透过一人有限公司实行科研投资活动, 

需出示最新的商业登记证明, 以证明申请人为该一

人有限公司的股东。 

 
f) 资资资资金金金金转转转转入入入入, , , , 其金其金其金其金额额额额等於或高於二十五万等於或高於二十五万等於或高於二十五万等於或高於二十五万欧欧欧欧元元元元, , , , 运运运运
用在投用在投用在投用在投资资资资或支持或支持或支持或支持艺术创艺术创艺术创艺术创作或作或作或作或国国国国家文化家文化家文化家文化遗产遗产遗产遗产的修复的修复的修复的修复

和保和保和保和保养养养养    

在申在申在申在申请请请请或或或或续续续续期居留期居留期居留期居留许许许许可可可可时时时时要求出示的文件要求出示的文件要求出示的文件要求出示的文件: : : :     

(i) 在葡国土获葡萄牙银行(Banco de 

Portugal) 批准或登记的信贷机构发出的声明书, 
证明不少於二十五万欧元的国际资金转帐到个人

户口; 

(ii) 由文化策略, 计划及评估办公室, 听取附有

相关文化领域职责的机关後发出的声明书, 证明投

资资金的实际转入, 或在居留许可续期的情况下, 

由纳入国家科技系统的公共或私人科学研究机构

发出的声明书, 以证明没有发生可归责於申请人的

偶然变更, 导致危及已提供的支持;  

(iii) 若透过一人有限公司实行支持艺术创作或

国家文化遗产的修复和保养投资活动, 须出示最新

的商业登记证明, 以证明申请人为该一人有限公司

的股东。 

 
g) 资资资资金金金金转转转转入入入入, , , , 其金其金其金其金额额额额等於或高於五十万等於或高於五十万等於或高於五十万等於或高於五十万欧欧欧欧元元元元, , , , 购购购购入入入入

用於中小型企用於中小型企用於中小型企用於中小型企业资业资业资业资本化的投本化的投本化的投本化的投资资资资基金或基金或基金或基金或风险资风险资风险资风险资本基本基本基本基

金的出金的出金的出金的出资单资单资单资单位位位位, , , , 为为为为此此此此, , , , 投投投投资资资资者者者者应应应应提交提交提交提交资资资资本化本化本化本化计计计计划及划及划及划及

证证证证明其可行性明其可行性明其可行性明其可行性    在申在申在申在申请请请请居留居留居留居留许许许许可可可可时时时时要求出示的文件要求出示的文件要求出示的文件要求出示的文件::::    

(i) 由负责更新出资单位持有人登记的机构发

出的不受任何负担规限的出资单位证明书(此证明

在申请续期时同样要出示); 

(ii) 该投资基金的管理公司发出的声明书, 证

明资本化计划的可行性; 

(iii) 若透过一人有限公司实行投资活动, 须出

示最新的商业登记证明, 以证明申请人为该一人有

限公司的股东; 

(iv) 在葡国土获葡萄牙银行(Banco de 

Portugal) 批准或登记的信贷机构发出的声明书, 
证明不少於五十万欧元的实际资金转帐到个人户

口。 

 
 

居留居留居留居留许许许许可的申可的申可的申可的申请请请请    
黄金签证的发出及续期申请须由本人到在实行投

资活动的区域的相关移民局递交。 

 
申请人须提交以下文件:  

(i) 以个人名誉承诺的 声明书, 证明投资活动

最低额及最低停留时限的条件的履行; 

(ii) 由税务局及社会保障发出的不存在债务声

明书, 以证明申请人的税务和供款情况常规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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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可能情况下, 由这些机关发出的不存在登记证

明书); 和 

(iii) 上文提及的根据各项投资活动所定的证据

方法。 

 
在葡萄牙国土的停留 

关於居留许可的的续期, 除外以上提及的从居留许

可发出日期计起的最少五年的投资活动期限, 还要

求申请人证明在葡萄牙国土的最少停留期限:  

(i) 在第一年, 连续或间断七天; 

(ii) 在之後每两年, 连续或间断十四天。 

 
扩扩扩扩展家庭展家庭展家庭展家庭团团团团聚包含的情聚包含的情聚包含的情聚包含的情况况况况    

具有效居留许可的人士拥有为其家人申请家庭团

聚的权利, 包括之前与申请者在另一国家生活及现

身处葡萄牙领土外, 或对其依赖或与其同居的家庭

成员, 还有那些已合法进入葡萄牙领土及对其依赖

或与其同居的家庭成员。 

  
法律定义谁是家庭成员和在那些情况下可受惠家

庭团聚权利。这次的修改在此增加了一种新情况 

 

因此, 现在若满足以下条件的 “黄金居留’’持有者的

子女, 同样被视为家庭成员: 

(i) 已成年(年满十八岁); 

(ii) 由夫妻或其中一配偶负责; 

(iii) 未婚; 

(iv) 在葡萄牙或国外一所教育机构就读 

 
监监监监察察察察组组组组    

在投资活动的居留许可的制度下, 建立了一个由移

民局全国局长丶外交及葡萄牙群体事务理事长丶

葡萄牙海外投资和商业机构主席(AICEP) 丶政府

负责文化领域的成员代表和负责教育及科学领域

的成员代表组成的监察组, 其赋有以下职权:  

(i) 讨论和给予对於提出的疑问的解决或阐明

建议,为此可徵询技术意见或邀请该领域的专家参

加讨论； 

(ii) 讨论丶统筹和提出关於本制度的对内及对

外的宣传建议,旨在吸引新的投资者； 

(iii) 监测有关投资活动的居留许可制度的统计

数据和向其上级机关提交现况报告或监察组衡量

为合适的建议。 

 
监监监监督与管制的加督与管制的加督与管制的加督与管制的加强强强强    

第15-A/2015号新细则性法令(更改了前第

84/2007号细则性法令)加强“黄金签证”批出的监

督及管制制度, 总括来说得出以下措施：  

(i) 内政局总监督对居留许可批出流程的定期

审计及事後发表总结及提议,其会传达到国会和在

政府网页公布； 

(ii) 由移民局制定关於居留许可的批审程序的

内部执行手册； 

(iii) 阐明监察组对於居留许可批审程序的职权

； 

(iv) 移民局全国局长保留居留许可批出的最後

决定权,地区局长在此前须完成有关建议； 

(v) 当移民局认为相关时,可进行关於证据方法

的外交核查； 

(vi) 在房地产投资案例中,强制要求提交房产记

绿簿,为求对比购买价值和财产价值。 

 
制度的制度的制度的制度的巩巩巩巩固固固固    

由於第63/2015号法律废除了关於居留许可制度

的获取条件规范的法律援用(外交和内政部第

11820-A/2012号批示及第1661-A/2013号批示), 

因此等待第84/2007号法令最新版本的公布, 规定

获取 “黄金居留” 的程序及法定条件。 

 



 

 

07 

www.rfflawyers.com 
Praça Marquês de Pombal, 16 – 5º (Recepção)/6º  

1250-163 Lisboa • Portugal 

T: +351 215 915  220 • F: +351 215 915 244 

contact@rfflawyers.com 

 

现在, 随着第15-A/2015号新细则性法令的颁布及

公布（对第84/2007号细则性法令进行了第三次

的修改）, 新投资居留许可制度终於得到了巩固。 

 
里斯本，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 

  
Rogério Fernandes Ferreira 
Mónica Respício Gonçalves 
Marta Machado de Almeida 
Miguel Afonso Archer 
Gonçalo Grade Montei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