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久居留权
希腊





您通往欧洲的⼤门





希腊- "尊享神话⽣活,� 探索纷繁体验"

从人类历史早期开�, 这片古老而�奇的土地�不��响�我们的�界。

希�, �其�富的历史遗产,  ��为���国, �话�国, 英��国。

坐拥万千绝�风�的希�也是独一�二的。众�在�上洒��堂，

也�成了��的希�诸岛。�论您的喜好和生活�式如何，

希�人�都�热情欢�您的�来。

�人的气候, 爽口的美�和美酒, 配�Leptos提供的住�, 这不仅带

来全�的生活�式, 更�味�您多年梦想的实现。您可�通过个性�

的�资��在希�购��假物业, 可选目的地�括宁静的帕罗斯岛，

�华的圣托里尼岛, 美�的克里�岛等。 

地球上的�堂





为什么选择希腊

作为您的目的地

·  �盟成员国

·  �可�拟的�丽多样的风�和��

·  健��人的地中�气候, 年�日照320�

·  428个�质�滩, 16000�里�岸线

·  千岛�国-拥有6000多个岛屿

·  全球�健�的饮�-精�的菜品和美酒

·  友好而热情的当地居�，��的生活节�

·  英语普�试用

·  �盟��全的国��一

·  �富的历史��-�点不计其�

·  富有活力的现代�生活（��+��）

·  先进的基础设���专业的服务

·  一�的�疗设�

·  健全的银行�统

·  便捷的�通 

·  绝佳的�资机�-�价�, 租金�续�长

·  �来�友好的�资�律

·  生活居住成本�



购房即可拥有永久居留权

选择在整个地中�地��佳国�的希�购��产, 您可�获得希�

的永久居�权, �受等同��的�有�利的�遇, 自由���洲其

他申�国�。

'希腊黄⾦签证项⽬’��

让整个�洲成为您的后�园  





拥有希�永久居�权的�主要的十个原�

可以负担的费⽤

只需要二十五万�元

整个�洲�便�的永久

居�权项目

申根区域

希�属于整个申��域

�需签证可�自由���有申�国�

（基本�盖�有的�盟国�）

�需通过��希�进��洲

没有最少居住天数要求

拿�永久居�权�后�有硬性规�需

要��居住在希�的��要求

您只需要�五年来希�一次�可�

购房即可拥有永久居留权



位于世界三⼤陆交汇处

希��于�洲亚洲和�洲的�汇处, 

地理��十分便捷

希�的地理���好的连�整个

�界�别是整个�洲

⽆与伦⽐的⾃然风光

希���名的是她独�的自然�美。上千的岛屿, 获奖��的�滩, �阔的群�

�年希�都有�近500多个�滩�授予蓝�奖励, 另�还有更多的�滩等�您的��

希�的气候十分�人, 温和的冬�, 灿烂的夏�。

全年超过300�的日照让您可��受�忧�虑的户�生活

拥有希�永久居�权的�主要的十个原�

购房即可拥有永久居留权



最佳的投资机会

希�已经正在逐�走��前的经济萧�,

预估�地产价值�明显回温

传统的希��地产�场是受�场需求

�响, 更大的保�了�产拥有者不受

通货膨胀的�响

安全

希�是整个�洲犯����的国��一

在希�任何城�任何村�的街道上, 

�使��, 您都�体验休闲�全的感觉

⼈类⽂明的摇篮

希�是���明的发�地。在这里孕�了哲学,

�主思想, ���学

从帕�农�庙�克诺�斯王宫, 希�随处都可

�发现��千年的人类�明的�子

拥有希�永久居�权的�主要的十个原�

购房即可拥有永久居留权





健康以及教育服务

希�的�疗体�是整个�洲�好�一

永久居�权的拥有者可��费�受��教�,

从小学一��大学

希腊的⽣活⽅式

希�人�是�界上�热情好�的���一

来希�的��都有一�回��的感觉希�的美�也是全�界�认的�健�的�物

�一个来�希�的��一边�受�这里美好的气候一边可��受�这里绝佳的�滩, 

美丽的咖�馆, ��各�历史��古�

购房即可拥有永久居留权

拥有希�永久居�权的�主要的十个原�





希腊的重要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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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去欧洲旅⾏吗？

当然可�！

希�是申�国�, ��希�的永久居�权相当于申�国签证

�盟申�国�

�申��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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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希腊永久居留权的时间少于⼆⼗天

都有谁可�申请？

���资者的全��人. �括伴侣. �子（夫妻双�拥有的二十�岁���

有结�的�子. ��夫妻双��前�姻拥有监护权的�子. ��领养的拥有

监护权的�子）, 和�资者夫妻双�的父�

永久居�权的期�？

终�制 只要�资者名��终拥有�产的�有权

怎样更新永久居留权？

您只需要�五年提供�产产权资料和录�生物识别�息

多久可�拿�我的永久居�权？

从您拿�产权�后二十��（哈尼亚克里�地�），

�典和圣托里尼地�需要大约三个月的时间

任何国籍,�在希腊投资超
过⼆⼗五万欧元的投资者



购房即可拥有永久居留权
办理永久居�权需要提�什么�件？

1. 永久居�权申请�格

2. 三张近期彩色照片

3. 电子�照片��指纹采�（亲自在�产�在的当地有关单�提�）

4. 护照�有页的复�件�括进�希���的�关盖�页

5. 购买超过二十五万�元的购�合同复�件��政�相关�门注册的���有权的��地�

6. 健�保险: 可�从希�当地或者是国�购买可�覆盖住����疗费用的保险



家庭成员申请需要的⽂件

（除�前申请的主要�件�还需要�备���件）

1. 双认证的亲属关�证明

2. 双认证的�姻关�证明

3. 双认证的�子�生证明, �证明�子小于二十�周岁





常见问题

在哪里提�永久居�权申请？

申请人需要在���在地的当地政��门亲自提�签署申请�件。同时您需

要提供指纹�息。�有�件提����误�后, 您�在同一�得�一张临时永

久居�权（蓝�）。正式的永久居�权�在二十��获得。

我和我的�人可��受�共�疗教�资源吗？

当然可�!您可�和希���一样�受��的�费教�资源���共�疗资源

（前提是您需要购买自己的�人保险）

我可�不经过希����其他申�国�吗？

当然可�!

我可�和其他朋友一起合买一��产吗？

当然可�！只要�个人可�提供证明各自名�拥有超过二十五万的产业�可。

如果是两个朋友合买, 那��味�这��产需要达�五十万的价值。

让一�问题都清楚明了





主要事项回顾

•  税前���资二十五万�元

•  希�的永久居�权等同于申�签证

•  只要您一��有�资的�有权, 您的永久居�权永不过期

•  永久居�权�五年更�（只需提供���有权资料��生物�息录用）

•  您可�同时为您的配偶��年龄小于二十�岁的子女申请永久居�权

•  拥有永久居�权的业主可��费�受��教�资源

•  �有居住��的�制

•  �有银行��储�的�制

•  �资者可��产业卖给任何��盟成员国买�, 

 

 
EU

GREECE

�简�赅的总结

  买�同时可�申请永久居�权



其他重要福利

永久居�权�有者有权利成为希���  

A. 永久居�权�有者在希��满连续七年, �年���满一百�十�

B. �子�生在希�, 在希�长大并上小学一年级

C. �子的父�一�在�子�生前在希�连续�满五年, 小�有权申请成为��

D. �子的父�是希���，�子在未�未成年的情况�有权申请

E. �子生活在希�并且�成九年教�（�括小学�年�中三年）或者�年的中学教�

主申请人过户

当主申请人的�子年龄达�二十�岁, 主申请人可�通过捐赠�产��子的名�，

使�子成为主申请人从而保住永久居�权, �子的父�同时也可�通过�子的亲属关�保�永久居�权



完美的居住地  

圣托⾥尼别墅  维格利亚别墅  阿佛洛狄忒海滨项⽬  

发现亚特兰蒂斯 独家临海居住地

阿�洛狄忒�滨项目是�团地中��滨项目的典范。项目

�于克里��边, 拥有独�典�的设计��舒�的居住环

�。项目的灵感来源于典型的地中�风格。项目�筑材料

���园的绿�材料都源于当地, 尽可�的在保护当地环�

�给业主带来愉悦的居住体验。阿�洛狄忒项目提供一�

二���户型, ��小型别墅户型。小��设有大型�共�

泳池, ��儿�泳池。

圣托里尼项目�括独�的别墅设计��可�选择配�的�

人泳池和�园。别墅�括一�, 二�, 三�；一层, 两层户型

可供选择。别墅�造��都采用��标�, 给业主提供��

华的岛上居住体验。�筑师在�重岛上���色的同时，

在�造���面采用�先进的技术, 给业主提供�佳的居住

环�。坐落在全�界�著名的��地�, Lepotos圣托里尼

别墅项目是您的明智�选。

LEPTOS 维格利亚�滨别墅项目��疑问是我们�团在克

里�岛上�别�一格的项目。项目拥有十��精美的独栋

石质别墅。�于Kissamos�的�滩�畔。别墅的细节都可

�体现�项目的�品质�设水平和风格独�的品味。�一

栋�满�话色彩的别墅都拥有大面积的土地资源��三间

宽�的卧�。别墅钱的�滩近在咫尺。居住在这里, 您可�

体验克里��正的�滨生活。

独家房产项⽬



最佳海岛居所  

佛纳多别墅  其他投资项⽬帕罗斯花园  

奢华⼭顶别墅 绝佳的投资机会

帕罗斯项目�照吉��迪斯当地风格�造 ,  �于名为

Molos的小渔村, ���滩五十米, 提供一居二居��, 二居

三居�园别墅, 复式����带��的阁楼。项目绝佳的地

理��, 精心设计的����, ��缤纷的�园, ����和

泳池使得Leptos帕罗斯�园�是理想�资的项目, 又是您中

年随�的�假�地。

�纳多�别墅居�临�, KISSAMOS��周边�榄林一览�

余。来自��的�资�业者在这个独占鳌头的地点眺��

�, ��不禁感叹。该项目提供机�性价�的两居或三居独

栋别墅。别墅�克里�当地风格��, �分户型可选择�人

泳池。�有户型�用石�精心�饰, 并使用一�的�筑材料

和工艺。

LEPTOS在希�还有其他�资发�项目。�有项目都�于

绝佳的地理��, 都有其独�的卖点, 可�保��资者的�

�回报。Leptos多年成功的经验也同时为�有�资者保驾

护�, 使�有的�资项目可�顺利有��的进行。

独家房产项⽬



⾃1960起成为⾏业领军企业

在全球超过75个国家拥有销售⽹络

满意服务超过25000名全球客户

集团开发超过350项房地产项⽬ 销�代理

Leptos办��



项⽬开发 项⽬建设 项⽬管理 房产出租服务 物业管理 项⽬投资

NEAPOL I S
环保⽣态城

市建设
重⼤投资计划

酒店以及酒
店管理 旅游观光

房地产开发

350个项⽬

25000客⼈

教育

私⽴⼤学以及
学校管理

医疗

私⼈医院以及
医院管理

LEPTOS集团

LEPTOS集团⽰意图



典雅的居住环境



考察项⽬

房产物业管理和维护

获得永久居留权

房屋再售服务

选择⼼仪的房产

租房服务

LEPTOS地产是一�大型综合�地产开发�司, 为我们的�人提供�全面的服务。

我们拥有一支经验�富的专业团队, �括各�面的专�, �筑师, 土木工程师,

机械工程师, ��设计师。在专业团队的帮助�, 可�帮助您更圆满的�成您的购�计划。

服务



LEPTOS集团公司

五十五年成功经营的故事  





2017

LEPTOS集团旗下的全球公司

BEIJING - CHINA
907, Block C, Vantone Center,
Jia No.6, Chaoyangmenwai Street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T: (+86) 10 5907 3099
F: (+86) 19 85731449
E: info@LeptosEstates.com 
URL: www.LeptosEstates.cn

DUBAI - UAE
Emirates Financial Towers
DIFC - North Tower - No. 319
P.O. Box 506910, Dubai - UAE

T: (+971) 4 3528191
F: (+971) 4 3528881
E: info@LeptosEstates.ae
URL: www.LeptosEstates.ae

MOSCOW - RUSSIA
Moscow City - Empire Tower
6, Presnenskaya Naberezhnaya 
Building 2, Floor 44, Office 4413
Moscow - 123317, Russia 

T: (+7) 4959741453/54
E: sales@Leptos-Estates.ru
URL: www.Leptos-Estates.ru

UKRAINE- KIEV
44, Shota Rustaveli street, 
office 6, 01033
Kiev, Ukraine

T:(+38) 063 609 69 86
E: sales@LeptosEstates.com.ua
URL: www.LeptosEstates.ru

LONDON - UK
Leptos UK Ltd.
1, Berkeley Street
Mayfair, London, W1J 8DJ, UK

T: (+44) 208 883 2333
F: (+44) 208 883 6464
E: info@LeptosUk.com 
URL: www.LeptosEstates.com

AMMAN - JORDAN

Mecca street, Al Husseini towers,
building No 164, 4th floor, 
office #403, Amman, Jordan.

M: (+962) 79 816 5299
E: info@LeptosEstates.com
URL: www.LeptosEstates.com

PAPHOS - CYPRUS

The Leptos House
111, Apostolos Pavlos Ave, 
CY-8046, P.O. Box 60146, CY-8129
Paphos, Cyprus

T: (+357) 26880100
E: info@LeptosEstates.com
URL: www.LeptosEstates.com

NICOSIA - CYPRUS
9, Dhemetsanis str.
CY-1070 Nicosia
P.O. Box 24862, CY-1304
Nicosia, Cyprus

T: (+357) 22458745
E: Leptosnc@LeptosEstates.com
URL: www.LeptosEstates.com

ATHENS - GREECE
37, Achaias str. 
115 23 Ambelokipi
Athens, Greece

T: (+30) 210 6083800
F: (+30) 210 6083849
E: infoathens@LeptosEstates.gr
URL: www.LeptosGreece.com

LIMASSOL - CYPRUS
28th October, 277 Avenue with 
Elestheriou Venizelou 1
Limassol, Cyprus

T: (+357) 25873233
F: (+357) 25312031
E: info@LeptosEstates.com
URL: www.LeptosEstates.com

CHANIA - GREECE
81, Chalidon str.
73 100, Chania
Crete, Greece

T: (+30) 2821020830
F: (+30) 2821023497
E: infochania@LeptosEstates.gr
URL: www.LeptosGreece.com

PAROS - GREECE
Ekatondapiliani
84 400 Paroikia
Paros, Greece

T: (+30) 2284028503
F: (+30) 2284028504
E: infoparos@LeptosEstates.gr
URL: www.LeptosGreece.com

HEADQU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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