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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

马耳他共和国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实行两党执政，在国家和经济重要性问题上基本保持一致。金融危机来袭时，马耳
他很好地经受住了考验，作为欧元区唯一两个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它和德国一样备受关注。马耳他银行跻身世界上最
稳健的5家银行之列。

马耳他于2004年加入欧盟，自2007年起又成为申根区成员国。通过本计划取得的公民资格终身享有，并可通过世系传
给后代。马耳他公民享有对马耳他及欧盟公民开放的所有投资机会。

马耳他投资移民法律依据

根据2013年11月通过的《马耳他公民法案》(马耳他法第188章)修正案，通过投资马耳他可获得公民身份。这些修正
案为2014年LN47的颁布提供了框架。马耳他个人投资者方案(MIIP)规则规定，通过财政捐款和投资马耳他债券及房地
产，声誉背景良好的富裕人士可获得马耳他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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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公民身份的优势

马耳他个人投资者计划为申请人及其家属移民马耳他提供解决方案，使移民马耳他成为可能。该项计划的好处包括快

捷高效的申请流程，在任意欧盟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包括旅行、学习和生活，而且前往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

182个国家旅行无需签证。

通过促进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马耳他移民方案向成功的候选人及其家属颁发入籍证书，从而打开流动自由的大门

流程快捷高效

在向马耳他身份局提交移民申请后，居住证将在3周内签发。居住证立即给予申请人在申根地区18个月的

自由流动。4个月后移民申请获批，马耳他身份局发出批准信，在申请人获得在马耳他的居留权 12 个月

后，居住在马耳他的申请人将被授予马耳他公民资格。

家人也可入籍

马耳他投资移民方案的好处可惠及您的家庭及子孙后代。事实上，获得马耳他护照的好处也可惠及您的配

偶、未成年子女、27岁以下未婚受抚养成年子女以及主要申请人及配偶的父母（年龄超过55岁）。一人入

籍，此后子孙后代皆自动享有马耳他公民资格。

享受在欧盟内生活和旅行的自由

自2007年以来，马耳他一直是申根区成员国。1995年实施的《申根协定》通过有效地取消边界管制，允

许成员国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因此，通过投资马耳他成为马耳他公民，您可以在28个欧洲国家及冰岛、

挪威、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生活、工作、学习和旅行。

旅游免签

成功申请后，申请人将享受旅游超过182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免签，一旦获得马耳他护照，,申

请人及其家人即可享受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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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投资移民资格

主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主申请人可将其配偶、子女、父母及祖父母一起加入申请。

资格审查

申请者必须通过资格审查，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具备良好的信誉。马耳他政府采用最高标准的尽职调查，以

确保只有合格且信誉良好的申请人才能获得马耳他公民身份。

马耳他身份局直接进行四层尽职调查，负责对申请人所有阶段的审批和评估。申请人不得有犯罪记录，身

份局会与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警组织以及其他有关当局和各种消息渠道进行核查。申请人必须在获批前

提供警方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良好的健康状态

申请人必须身体健康，没有任何传染病或健康问题。

购买或租赁房产

申请者必须至少投资350000欧元的房产，或签订年租金至少16000欧元的房产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期为五

年及以上。五年后，申请人可自由出售或停止租赁房产。

向国家发展和社会基金捐款

主申请人必须为马耳他政府捐献650000欧元，70%的捐献将用于国家发展和社会基金，该基金主要用在

教育、健康、创新、就业和社会项目等。如果配偶或子女都包含在申请中，每一个申请人需要额外增加

捐款25000欧元。18到27岁的未婚子女和55岁以上需赡养的父母每人必须增加50000欧元。

投资债券或股票

申请人需要投资150000欧元于经马耳他政府批准的债券或股票，并且至少持有5年。

居住条件

马耳他投资移民身份方案已获欧盟赞同，根本原因是该方案引入了“真实的联系”这一需求，即一年的居

留要求。一年的居留期从申请人取得马耳他居留许可之日起算，马耳他居留许可通常在提交公民申请后3周

内签发。经批准在马耳他居留一年以上的人，已符合居留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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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1. 如果申请人还没有在马耳他居住，建议开始申请一年的居留权。在这一阶段存款账户须有650000欧元捐款的保证
金，主申请人为5000欧元，每个附属申请人1000欧元。申请人将于三周内收到电子居住证。

2. 第0天：由经认证人士正式向马耳他身份局提交申请，包括必要的证明文件。此阶段支付包括：尽职调查费用、护
照费用和650000欧元捐献账户的保证金10000欧元。需要提供资金来源证明。

3. 第90天：马耳他身份局确认提交的文件是否正式有序，并可再进行一个月的进一步核实。

4. 原则上审批：表明马耳他 IIP 获得正式批准，但条件是候选人履行通过投资计划获得公民资格的全部剩余义务。

5. 第125天：正式捐款请求：马耳他身份局要求支付捐款和护照费用的余款。

6. 第145天：缴纳捐款截止日期。

7. 第240天：最后的合规：提供房产购买或租赁证明，以及150000欧元的债券投资证明。

8. 签发入籍证明和护照，宣誓效忠，居住1年

4个月 

合规时间

• 购买/租赁物业

• 投资150000欧元的股票或债券

• 购买健康保险

4个月 

处理时间

• 马耳他身份局审查申请、资金来源并展

开尽职调查

居住证 
快速通道 

1-3周

正式的移民申请
+双重尽职调查

费用

宣誓效忠和入籍
证书 

原则批准

一个月内

 准备

• 准备材料和申请文件

• 在马耳他领事/宣誓官前签署文件

1年

25天内完成支
付和捐献

等待至12个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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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纳税

马耳他税收制度规定人们以户籍所在地和是否常住为基础征税，而不是以公民身份征税。给予非马耳他户籍人士公民身
份并不会导致其在马耳他获得户籍。常住期间的纳税是根据在马耳他居住满183天并且表明将会无限期在马耳他居住的
意愿而确定的。

汇款征税原则

马耳他纳税居民是指常住在马耳他但没有马耳他户籍的居民，以汇款基础征税。因此，在马耳他居住的非本地户籍居民
无需对汇入马耳他的外国来源收入纳税，也无需对在马耳他以外产生的任何资本利得征税，不论是否汇款。 

房产出售

在规定的5年期期限满足后，如果马耳他房产作为居民的唯一普通住房并且持有3年，则可完全免税出售。

其他税收注意事项

• 无遗产继承税或死亡税

• 无遗产税

• 无净值或财产税

• 无市政税，房地产交易税/房产税

• 自2018年起，非马耳他本地户籍居民如果个人年收入达到35000欧元，每年需最低缴税5000欧元。

常见马耳他移民申请被拒理由

• 提供虚假信息
• 有犯罪记录或者是成为犯罪记录的对象
• 具有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
• 极可能给马耳他蒙羞
• 有拒签史

尽管有上述规定，马耳他身份局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某些申请人可能具有特殊情况，因此仍会考虑批准申请。如果被
批准，马耳他身份局将提供一个合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考虑该申请人的批准，然后将此申请提交部长级别的最后审
批。

撤销马耳他投资移民身份的理由

马耳他公民资格的撤销（ “剥夺” ）受马耳他国籍法的监管。剥夺国籍的法律依据如下：

• 公民身份是通过欺诈、虚假陈述或隐瞒任何重要事实而获得的。

• 或有对马耳他政府或总统不忠或不满的言行

• 或从事非法交易，或任何与通敌相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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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简介

政治稳定

马耳他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实行两党执政，在国家和

经济重要性的问题上基本一致。马耳他是一个完全坚持

不结盟政策的议会共和制国家，因此在国际事务中享有

充分的政治中立。它同地中海北部和南部等国家保持着

良好的周边关系，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发展良好的双

边和多边关系网络。政治稳定是马耳他良好经济和优质

生活的基础，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FDI）、家庭

及退休人员。

地中海生活方式

马耳他享有欧盟成员国的政治前景，以及地中海国家的

生活方式。马耳他有近300天的日照，提供多种多样的

室内外娱乐活动，包括海滩酒吧、音乐节、户外餐厅

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允许全年社交聚会和户外用餐，

而海滩和乡村散步则是马耳他人的生活方式。餐厅提供

典型的地中海食物，使用当地最好的食材，同时提供多

种国际美食。    

            

 经济强健

马耳他经济2016年增长5.5%，2017年增长5.6%，预计

2018年和2019年GDP增速分别为4.9%和4.1%。在过去

几十年里，马耳他设法增加其经济多样化，发展新的经

济支柱，同时保持传统产业的竞争力，譬如制造业和旅

游业。新的经济领域涌现，譬如金融服务、网络博彩、

游艇和航空、制药和信息通信技术。

家庭生活

马耳他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被认为是家庭定居

的理想地点。马耳他群岛还有享誉国际的教育系统，有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可供选择。马耳他有许多国际学

术机构，包括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医学院以及马耳他美

国大学。马耳他具有高度发达的医疗保健行业，并且提

供最高标准。马耳他拥有一流的医院和完善的免费医疗

系统。随着马耳他政府计划在高等教育、远程教育和健

康旅游领域进行进一步投资，预计该行业将继续保持发

展。

 

事实和数据

首都                                                                         

瓦莱塔

时区

中欧时区(UTC+01:00)

语言

马耳他语，英语

政府类型

议会共和制

货币

欧元

人口

432,089 

欧盟

欧盟正式成员国 

欧元区和申根区

实际GDP增长率

2017年增长5.6%

国家竞争力

全球137个国家中位列第37位 （瑞士世

界经济论坛数据）

教育质量

全球137个国家中位列第22位（瑞士世

界经济论坛数据）

医疗

全球137个国家中位列第11位 （瑞士世

界经济论坛数据）

银行业健全性

全球137个国家位列第17位 （瑞士世界

经济论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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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税收制度

马耳他税收制度及其广泛的双重征税条约网络，加

上适当的规划，使得财政效率极为高效。马耳他的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5%，在所有归责制度下，股东

可以从公司对分配利润所缴纳的税款中获得全额抵

免。马耳他支持商业的议程还体现在为计划在马耳

他创业的投资者提供一系列的激励措施、税收减免

和研发支持上。值得注意的是，马耳他提供5%的净

有效公司税率。

除了企业优势之外，马耳他正日益成为接班规划的

首选管辖区，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和灵活的财

富规划，如信托、基金和私人信托公司。马耳他还

为游艇和飞机登记提供了非常优惠的税收制度。

马耳他税收制度下的征税基础是户籍。马耳他税务

居民是通过表明无限期常住马耳他的意愿而确立

的，它也可以以至少在马耳他居住满183天的实际

情况为基础而确立。

非马耳户籍但常住马耳他的税务居民按汇款方式纳

税，且汇款来自外国收入，在马耳他产生的收入和资

本利得则总是按马耳他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纳税。

在马耳他境外产生的资本收益不属于税收范畴，无论

是否汇到马耳他还是其他国家，汇入马耳他的资本和

存款也不在纳税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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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马耳他的优点

除了阳光和大海，马耳他是初创企业和老牌企业寻求在欧洲设立分支机构或总部广受欢迎的目的地。凭借高度商业
化，马耳他拥有超过7万家公司，其中30%是在过去5年内注册的。

在马耳他成立一家公司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过程，除了医药、金融、保险和医疗领域这些业务外，不需要执照和许可
证，在马耳他注册的企业可享受如下有力条件

• 具有竞争力的设立和运营成本，比欧洲其他商业中心低20%到30%

•  快速通道，公司注册过程仅需 24小时

• 英语沟通，高度专业的人力资源

• 马耳他企业的商业激励包括税收抵免、软贷款和培训补助金

• 5%的净有效公司税率和广泛的双重征税条约网络

• 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可以与欧盟成员国进行自由商业活动

投资马耳他—通向欧盟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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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高奇

我们的专业移民律师团队致力于为世界各地
的私人客户和高净值个人提供完善的居留和
国籍法律咨询以及跨境移民援助。我们是马
耳他和塞浦路斯历史最悠久的专业移民法律
事务所，我们的移民法律团队屡获殊荣，成
功地为海外退休人员、寻求就业的移民、娱
乐和体育名人以及富豪榜上的高净值个人和
家庭提供服务。

综合业务团队，每一个成员
都才华横溢，来自各行各
业，有很强的商业触角和企
业家智慧。

针对不同需求，为客户提供
多元化的服务。

超过15年的经验，为
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
提供咨询服务。

具有良好的信誉，在
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
誉。

全牌照律师事务所，
服从专业保密权

我们的理念是：为所
有客户提供大公司的
专业化及小公司的个
性化服务

专注全球移民及居住
业务：律师超过20人
专业人员超过1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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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 

Jean-Philippe是一位私人客户律师，为高
净值个人及家庭、国际家庭和家族企业服
务。他的专长是居住权与国籍法、国际税
务、信托与遗产规划、家庭办公室架构、
家族企业治理以及国际资产保护。

Dr Jean-Philippe Chetcuti 
Dip. Tax, Dip.ITM, B.A., LL.M. (Warwick), 

LL.D., TEP

公司创始人/全球管理合伙人

jpc@cclex.com

Maria是公司联合创始人，领导公司的房
地产和项目部业务部门。她专注于通过结
构性资产计划、私人股本和房地产基金、
特殊目的工具和信托，为寻求在马耳他和
塞浦路斯投资的买家提供量身定制的咨
询。 

Dr Maria Chetcuti Cauchi 
B.A., LL.M.(Warwick), LL.D., TEP

企业联合创始人/高级合伙人/
负责全球房地产投资

mcc@cclex.com

Priscilla是家族财富业务部门的私人客户
律师，她专门从事信托和房地产规划、财
富管理以及为高净值人士和成功的家族企
业业务结构提供咨询。在财富结构领域，
她的主要专长是为高价值资产的优化和保
护量身定做解决方案。 

Dr Priscilla Mifsud Parker 
B.A., M.A.(Fin.Serv.), LL.D., TEP

高级合伙人，负责税务及企
业部门

pmp@cclex.com

Silvana负责事务所的国际博彩法律部门，
就博彩行业的监管、税收和商业方面提供
咨询。西尔瓦娜是马耳他远程博彩委员会
和拥护者协会的积极成员，并为修改马耳
他i-gaming立法组建了部分委员会。西尔
瓦娜的经验还包括海事、航空和一般运输
法，她以为超高净值个人配置超级游艇和
私人飞机所有权而闻名。

Dr Silvana Zammit 
B.A., M.A.(Law), LL.D.

合伙人，负责全球资产、游艇
和飞机业务部门

szammit@ccl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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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356 2205 6200
info@cclex.com
cclex.com/citizenship

https://www.chetcuticauchi.com/contact-us/Malta
https://www.chetcuticauchi.com/contact-us/Cyprus
https://www.chetcuticauchi.com/contact-us/London
https://www.chetcuticauchi.com/contact-us/Zurich
https://www.chetcuticauchi.com/contact-us/Hong-Kong-Off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