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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nformation is intended for general distribution to clients and colleagues an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provided as a general and abstract overview. It should not be 

used as a basis on which to make decisions and professional legal advice should be sought 

for specific cases. The contents of this Information may not be reproduc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express consent of the author. If you should requir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is topic, please contact contact@rfflawyers.com.  

*** 

This Information is sent in compliance with articles 22 and 23 of Decree-Law no 7/2004, of 7 

January, regarding unsolicited e-mails. If you wish to be removed from our mailing list and 

avoid similar future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an email with "Remove" to the email 

address newsletter@rffadvogad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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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Lawyers - "Tax Lawyer of the Year" 2014 

Legal 500 – Band 1 Tax “Portuguese Law Firm” 2013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 –"Best European Newcomer" (shortlisted) 2013 

Chambers & Partners – Band 1 “RFF Leading Individual “ 2013 

Who´s Who Legal – “RFF Corporate Tax Adviser of the Year” 2013 

IBFD – Tax Correspondents Portugal, Angola and Mozambique 

 

 

为对抗经济危机, 葡萄牙近年来实施了多项的法规

改革, 力求让国家在国际税法竞争力的版图上佔一

席位。 

 

  根据最近实行的法人所得税改革, 在公司企业收

入税方面, 规定了税率的遂渐递减和参与免税制度

(participation exemption, 这跟荷兰一项已有的

制度十分相似)。此外, 其他适用于个人所得税的

制度亦陆续吸引了一群决定留在葡萄牙居住和/或

投资的外国人。 

 

  当中一项制度“黄金居留证计划”, 官方名为“ARI - 

投资活动的居留许可”, 准许向在葡萄牙进行投资

活动的第三国公民(指非欧盟国或申根公约成员国

的公民, 例如巴西) 批发居留权。另外, 若第三国公

民在公司持有股份, 不论其住所(指主要办事机构

所在地)设在葡萄牙还是在其他欧盟国家, 只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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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适用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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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可选择的投资活动为以下(*法案修收加入

了另外的新合资格投资活动): 

i. 资金转入, 其金额等于或高于一百万欧元, 

包括对公司资本的投资; 

ii. 创造最少十个就业岗位并出示员工的社会

保障登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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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购买价值至少五十万欧元的不动产, 包括

以下情况:  

   -以共有财产制度购买, 每一位共有人投资至少五

十万, 或签署买卖预约合同和付款定金五十万或以

上, 该房地产取得的依据必需在居留证更新申请之

前提供;或 

   -为该不动产设立从五十万起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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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房地产以商业, 农业或旅游业用途租赁。 

 

 此外, 为了取得居留许可的发放和更新, 还需要满

足其他条件, 包括投资时限最少五年和在葡萄牙国

土停留时限第一年连续或累计最少七天, 之后每两

年停留连续或累计最少十四天。 

 

  补充地, 葡萄牙在2009年引进“非常居居民的税

制”, 与其他国家已生效的税制竞争比较, 意在为国

家吸引从事高增值活动的专业人士和拥有高价值

财产的人士。 

 

  有意受惠该政策的人士需满足以下条件:  

-在想要开始以“非常居居民”身份缴税的那一年, 已

成为葡萄牙的纳税居民; 

-在前五年内没有被认作为葡萄牙居民。 

(* 根据葡萄牙个人所得税法典的第十六条, 若一年

内在葡萄牙停留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或停留更少

时间, 但在该年的12月31日拥有住所, 而且其条件

足够假设有保持和佔有作常期居所的意图, 该年将

被视作葡萄牙居民作纳税) 

 

  此外, ”非常居居民” 的登记必需在成为葡萄牙纳

税居民之后一年的3月31日前完成。 

 

关于企业和专业人士的收入, 凡是“非常居居民”在

国外从事具科学, 艺术或技术特性的”高增值”服务

提供的活动获取的得益, 通过履行某些条件将享有

纳税豁免, 以达到避免对该收入双重徵税的目的。 

 

  根据政府提供的“高增值” 活动详细例明表, 当中

包括建筑师和工程师、视觉艺术家、 演员和音乐

家、 税务核数师、税务顾问、医生和牙科医生、

大学教师、自由职业者、 投资者、董事和管理人

。 

 

  豁免徵税还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收入, 例如在巴西

获取的股息和利息收入, 当地政府将徵收调减税率

15%( 在利息方面, 在若干条件下可有调减税率

10%) 和该收入税将在葡萄牙得到豁免。 

 

  除此之外, 葡萄牙也向非常居居民採取豁免徵收

源于国外的退休金收入, 儘管这项措施在来源于巴

西的退休金失去重要性, 但在葡萄牙和巴西订立的

避免双重徵税协议里规定在这情况下, 只有巴西能

对该收入徵税。 

 
  注意到最近海外投资者对葡萄牙房地产市场的兴

趣, 顺便强调葡萄牙十分重视城市重建。通过多项

税务优惠的落定来刺激各项城市重建项目, 例如对

城市房屋税和城市房产有偿转让税的豁免和对从

出售重建房产的得益差额适用调减税率,。 

 

  另一方面, 葡萄牙能作为亚洲国家的投资平台, 因

为除了关于公司企业所得税的新政策, 对于中国, 

在葡萄牙和中国订立的避免双重徵税协议内规定

了股息和利息的10%的低就源扣缴税率, 然而, 巴

西和中国订立的同样协议中该税率为15%。 

 
  这必然是一个海外投资者运用葡萄牙提供的机会

的好时机, 是巴西人进入欧洲最自然的门槛,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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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对想在欧盟投资和享受葡萄牙受惠的其共

同体政策的人士, 还是对想在非洲葡语系国家投资

人士(从而受惠葡萄牙订立的避免双重徵税协议和

那些国家内部的有利投资法规)来说, 葡萄牙是一

个最准确的投资平台。 

 

Rogério M. Fernandes Ferreira 

Mónica Respício Gonçalves 

RFF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