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投资移民

适用人士

(a) 外国国民(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古巴和朝鲜的国民除外) ；
(b) 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区)居民；
(c) 中国籍而已取得外国永久性居民身分的人士；
(d) 无国籍但已在外国取得永久性居民身分，并持有确实可以重新进入该
国的文件的人士；
(e) 台湾居民。

申请要求

(a) 大陆申请人必须先取得外国居留权方可提出申请，澳门、台湾和外
国地区申请人可直接提出申请；
(b) 申请来港时已年满 18 岁；
(c) 申请人在提出申请前的两年，拥有不少于港币 1000 万元的净资产；
(d) 在向入境处递交申请书前的六个月内，或在申请获入境处原则上批
准后的六个月内，把不少于港币 1000 万元投资在获许投资资产类
别；
(e) 在香港及其居住地没有不良记录；
(f) 能证明有能力支持自己及受养人的生计和提供住所，而无须依赖在
香港获许投资资产所带来的任何收益、工作入息或公共援助。

投资方式

申请人投资 1,000 万港币到香港政府认可的金融资产：
(a) 股票 - 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股票；
(b) 债券 - 由认可机构发行或全面保证定息或浮息工具和可换股债券；
(c) 存款证(定期) - 到期日不少于 12 个月；
(d) 由认可机构按《银行业条例》发行的后偿债项；
(e) 合资格的集体投资计划 – 增长基金、股票基金或指数基金；
(f) 合资格的保险产品。

投资价值

(a) 倘若总投资价值降至最低限额 1000 万港元以下，投资者无须投入资
金于任何一个投资类别内的项目以填补差额。
(b) 若投资项目的价值高于原来的最低限额，投资者亦不可提取资本增
益。
(c) 投资者可保留合资格物业的租金收入、由获许金融资产所获得的现金
股息收入及利息收入，这些收入不受制于本计划的规范。
(d) 投资者可以随意把投资转往不同的获许投资资产类别(例如由房地产
转为金融资产，或由金融资产转为房地产)，惟他必须把出售原先资
产所得的全部收益再作投资。
(e) 投资者须记录投资组合的每次转变，以便在申请延期居留时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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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优势

(a) 没有移民监；
(b) 申请人无需提供财务文件、税务文件以证明其资产来源；
(c) 无学历/英语/管理经验要求；
(d) 被动投资，申请人无需亲自在港经营管理；
(e) 审批时间短：全部申请过程约 6-10 个月；
(f) 法制健全，实行英、美法系，保障人权，保护私产和隐私；
(g)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充足的政府财力，使香港成为令人向往的高福
利社会，身居香港，乐而无忧；
(h) 一人投资，全家受惠，给子女营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和成就未来的
平台。

逗留条件

(a) 投资者获得原则上批准后，初步可以访客身分来港 3 个月；
(b) 如能提出证据证明在港正积极进行有关的投资活动，其访客身分可获
延期 3 个月；
(c) 投资者提出已做出所需投资的证明后，会获准在港逗留两年(正式批
准) ；
(d) 如投资者能提出证明令入境处处长信纳其继续符合〈资格准则〉及〈投
资管理的规定〉，便可获准延期逗留两年；
(e) 按此准则，投资者可再获延期逗留，每次为期两年。投资者及其受养
人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 7 年以上，可依法申请香港居留权。

咨询服务费

香港投资移民申请咨询服务费：
个人申请: 人民币 180,000 元
家庭申请: 人民币 200,000 元
以上费用包括第三国永久居民证(瓦努阿图或冈比亚)及香港会计师报告
费用

备注:
1. 当申请人拿到获得原则性批准通知书后,本公司会协助申请人于香港银行开始投资户口,
并会安排资深律师或高级投资顾问跟据客人要求选择投资产品，定期提交投资报告和收
益送交入境处，7 年后可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
2. 申请人需每年向入境处申报投资状况, 此项由我司代办, 不另收费 (数据费除外, 如
物业查檔) ；
3. 申请人需每两年向入境处申请延续居留签证, 此项可委托我司代办, 收费每次港币
$3,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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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香港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所需资料
一、 个人资料 (只需提供复印件)
1.

申请表 (由我司准备及提供)

X

主申请人

X

配偶

2.

护照（全本复印，包括所有空白页）

X

主申请人

X

配偶

3.

外国永久居民身份证明
（包括当地身份证和所有签证文件）

主申请人

子女
X

配偶

子女
子女

4.

出生公证(成人) 及出生证公证(子女)

X

主申请人

X

配偶

X

子女

5.

港澳通行证 (带照片及签字页复印件)

X

主申请人

X

配偶

X

子女

6.

结婚证公证

X

主申请人

7.

户口簿（全本复印）

X

主申请人

X

配偶

X

子女

8.

中国身份证（底、面复印）

X

主申请人

X

配偶

X

子女

9.

相片 4 张（50X40mm – 55X45mm）

X

主申请人

X

配偶

X

子女

10. 相片各 6 张 (35X25mm）和（45X35mm）
白底、深色衣服（第三国身份用）

X

主申请人

X

配偶

X

子女

配偶

子女

二、 主申请人资产记录证明
（最近两年不少于港币 1000 万的证明，包括存款、股票、债券、房地产 及/或 其他资产）
11.

银行存款证明
（过去 24 个月的存折、存单 及/或月结单）

12.

股票
（最近 24 个月的股票账户月结单、股票公司证明–详述账户过去 24 个月每月的
资产总值 及 附流水账）

13.

房产
房产证复印件
评估报告 – 含本年及过去两年的评估价值
按揭合同
按揭还款明细表 及/或 还款证明

14.

公司资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附年审章）
税务登记证（附年审章）
验资报告 及 最新打印工商局讯息中心公司登记记录
审计报告（2008、09 年）及 2010 年最近一个月的财务报表

*所提供之文件如不是中文或英文，请提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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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永久居留证申请及申请香港投资入境计划进程
第三国永久居留申请流程如下 (此申请需时约三周)
1.
2.
3.
4.
5.

文件评估完毕
签约及安排费用
签妥申请表格
送交岗比亚移民部审批
岗比亚移民部发出申请人居民证, 签证及无犯罪证明

香港投资移民申请流程如下
1. 取得第三国永久居民证后, 第二个工作天可送交香港入境处审批
2. 约六周后获发档案编号
3. 如无需补充文件, 材料等, 原则批准将于档案编号后十二周发出
4. 如需补充文件, 材料等, 则重复第 3 点, 原则批准将于补充文件, 材料后十二周发出
5. 原则批准后, 申请人将获发 3 个月的香港临时居留多次往返签证。同时, 申请人亦需在
此期间在香港作出港币 1000 万元的认可投资 (参考香港入境处当时的认可投资)
6. 如申请人未能于 3 个月内完成投资, 可申请多一次的 3 个月签证, 但如申请人未能此 3
个月内完成投资, 整个申请将作废
7. 当申请人完成港币 1000 万元的认可投资, 应提供相关证明, 本司会送交香港入境处审
批
8. 投资材料送交后八周将获得正式批准通知书
9. 凭正式批准通知书, 本司会代领申请人及随行家人的香港正式居民签证
10. 申请人及随行家人, 需于指定时间内以正式居民签证及有效旅行证件进入以香港, 激
活香港居民身份, 成为香港居民; 11 岁以上的申请人可办理香港身份证, 当天可办妥
11. 正式的身份证两周后由我司代领, 寄到申请人指定地点
第三国永久居留证申请及申请香港身份证费用为:
个人申请费用: 人民币 180,000 元(第三国费用 100,000 + 香港申请费用 80,000)
家庭申请费用: 人民币 200,000 元(全家办第三国费用 120,000 + 香港申请费用 80,000)
注: 申请人需每年向入境处申报投资状况, 此项由我司代办, 不另收费
(数据费除外, 如物业查檔)
申请人需每两年向入境处申请延续居留签证, 此项可委托我司代办.
申请人可于成为香港居民满七年后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但此申请不包括在此费用内
以上时间是按现时之标准显示, 本公司不对此参考时间作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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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投资移民计划申请流程图
申请人资格免费评估

接受申请人委托签订合约

缴付咨询服务费

收集整理申请文档
第三国永久居民证(瓦努阿图或冈
比亚)及香港会计师报告

申请第三国居留权

向香港入境处长提出移民申请

获得原则性批准通知书

到香港开立投资户口

6 个月内投资 1,000 万港币至香港
购买金融资产满 7 年

投资

获得正式批准通知书
颁发两年入境签证

申领入境许可证程序为：
每2年 +2年 +2年 +1年

7 年后可获取香港永久居民
和香港特区护照
申请人可于成为香港居民满七年后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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