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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许可
用于在希腊从事投资活动

2020 年 9 月

移民和难民部 发展与投资部 外交部



独特的居住之
所——希腊
希腊是欧盟的正式成员国，
在选择移居他国时所需考虑
的所有主要因素，例如生活

质量、监管环境、城乡地区安全的生活条件、
高效服务保障、家庭成员居留特权、旅行自由
等等，希腊的评分均稳居高位。希腊国土面积
虽小，但自然环境特别多样，休闲娱乐活动也
丰富多彩。加之这里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融
合了古代和现代地中海文化色彩，成就了希腊
无与伦比的旅游体验，更是居家长住的不二
选择。

历史文化

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的文化遗产在现代希腊社会
得到了延续。数不胜数的考古遗址和博物馆让游客和居民
可以亲身体验希腊历史，绚丽的音乐厅、夏季露天剧场、遍
及雅典和其他城市熙熙攘攘的社区美术馆，均能让人感受
到希腊深厚的历史积淀。今天的希腊，保持着几千年来的
魅力，是开启美好生活的地点。

生活方式

希腊地处地中海之滨，全年日照超过 300 天，无论何时前
来，都能体验到宜人的气候和无尽的乐趣。希腊拥有引人
入胜的地形地貌和完善的娱乐设施，休闲消遣选择不胜枚
举，例如游泳、帆船、风筝冲浪、漂流、骑行、攀岩、滑雪、高
尔夫、水疗等等。下班之后也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可以
前往餐厅、酒吧、俱乐部和文化场所，感受活力四射的夜生
活。现代化的旅游基础设施为您提供各种便利，周末亦可
轻松出游，前往世界最美景区。无论您喜欢什么，希腊的生
活方式都离不开健康快乐的生活内容。

生活在希腊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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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地中海美食享誉全球，无人不知。希腊的饮食营养丰富、结
构科学，食材品类齐全，传统产品丰富多样，海鲜、橄榄油、
奶酪等其他乳制品、诱人的糕点和特色葡萄酒等等，定能
满足各色美食达人的口味，撼动所有厨师的内心。

教育

希腊为外籍人士提供多种多样的国际教育选择，涵盖学前
教育到大学，尤其适合希望学习英语、法语和德语的学生。
许多中学开设了国际文凭 (IB) 课程，教学成果丰硕，众多学
生考入希腊和海外的顶级大学。同时，还有许多国际大学在
希腊开设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特色教育课程。

医疗

希腊拥有现代化的医疗基础设施，医生和专业人员均在世
界顶级医疗机构接受过培训，素质过硬，技能娴熟。希腊的
医疗由国立医疗服务机构和私营部分共同提供。在希腊，所
有员工都必须参加国家社会保险体系，还可选择私人保险
作为补充。

多语言能力

希腊使用第二语言的人数众多，在欧盟国家中位居前列。英
语是希腊使用最广泛的第二语言，基本上也是商务人士日
常中使用的语言，尤其是在外资企业。另外，还有许多人能
讲其他欧洲语言和非欧洲语言。

知识资本

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公认的最为宝贵的资产，许多学生在希
腊以及国外求学，专攻医学、科学、新技术、经济和法律等
各个领域，在学术和专业上都颇有建树。希腊的“知识资本”
仍是一项雄厚的国家资产，寻求特殊技能的投资者如果选
择希腊作为投资地点，定将享有大量竞争优势。



4

希腊通过其业务发展模式显示出独特的
投资机会，从而提高了其在各个生产领域
的竞争优势和投资潜力。

旅游业 

旅游业是希腊经济的主要支柱之
一，对劳动力市场做出了重大贡献，
分析家认为旅游业是希腊的“出口冠
军”。根据 2019 年“世界旅游经济论
坛”的最新报告，希腊的旅游及观光
竞争力指数在 140 个国家中排名第 

25 位。凭借其丰富的文化底蕴、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多样
化的地貌等优势，希腊打造出众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旅
游产品。旅游服务供需之间的差距为希腊旅游市场的许
多独立领域（豪华度假村、住宿、游船码头、城市短期休
闲、高尔夫旅游、医疗旅游、奖励旅游等）提供了重要机
遇。医疗旅游是一个前景可观的领域，因为它将希腊医
生高度专业化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与希腊作为旅游胜地
的独特魅力进行了有效融合。

餐饮业

农业食品领域一直是希腊最重要的
出口领域之一，在欧洲食品市场占
有重要份额，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
也在不断提高，大量有较强出口导
向的公司纷纷派驻代表进入美国市
场。此外，众多希腊公司已在新兴市

场构建起庞大的生产和营销网络。该领域的特点是环境
优良、运营成本低以及原材料优质丰富。受过良好教育
的食品技术专家以及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农民
生产者为该领域提供了大力支持。

希腊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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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行业

由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对自动化
和数字化的需求不断增长，因此 ICT 
领域成为希腊经济中最重要的领域
之一。

希腊拥有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和
具有全球经验和企业家精神的高素

质专业人才。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公共和私有计划（企业
孵化器、研发中心、合作区等），对 ICT 发展计划的动态
支持以及该国强大的技术基础设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计划进入希腊技术市场的全球投资者可以从公共
资源（欧盟结构基金和 PPP 计划）以及私有资源提供的
融资机会中受益。

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希腊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也得到
了蓬勃发展，并且在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在
此期间，希腊的企业生态系统也进行了一些合并和其他
外展活动，帮助企业获得了增长并将业务扩展到了海外
市场。

健康科学行业

凭借训练有素的专业科学人才、在世
界研发领域的稳固地位以及已经建
立的制药生产部门，健康科学和制
药行业在希腊本土及境外市场均展
现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在过去几年中，希腊健康科学生态
系统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与国外研发领域的
知名企业展开国际合作，旨在创造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
服务。由国际公认的研究机构和团体以及大学研究部门
组成的国家研发体系为此作出积极贡献，在这一动态过
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多家希腊制药公司已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了极具竞争力的
地位。由于在研发、创新和高级营销方面进行了投资，这
些公司的竞争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能源业

希腊能源市场的增长为在全球范围
内开展业务的公司参与电力、天然
气和化石燃料领域的大型项目提供
了众多机会。由于希腊大部分时间气
候温和、天气舒适宜人（全年有 250 
天或 3000 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有时

风力较大），因此仍具有尚未开发的生产潜力，尤其是在
可再生能源领域，这些领域可以进一步促进整个欧洲朝
着理想的混合能源方向转变。

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希腊的能源领域对该国的总增
加值贡献比例较大，并且预计在未来几年中，该领域还会
进一步增长。

物流业

希腊地处三大洲（欧洲、亚洲和非
洲）的交界处，因此成为了这片更广
泛地区物流发展的战略中心。

由于世界贸易中 80% 的集装箱吞吐
量都需要通过海上运输来实现，而
希腊又拥有作为东西方之间门户的

优越地理位置，因此吸引力尤其来自物流和运输领域的
投资。

2017 年，比雷埃夫斯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在地中海港口
中排名第三，在世界排名第 38 位，总吞吐量为 370 万标
准箱。凭借不断提高的港口吞吐量和效率、通往欧洲的新
货运铁路以及更短更直接的既有亚洲航线，比雷埃夫斯
成为将亚洲原产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的产品运入
欧洲的绝佳中转站。此外，希腊的部分其他港口也可作为
通往欧洲的门户，包括塞萨洛尼基、阿历山德鲁波利斯和
帕特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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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增长愿景中，希腊寻求通过灵活、快捷的行政程序来
吸引外国对其基础设施、制造业、能源业、旅游业、农业和
其他领域进行投资，以充分利用其自然资源、受过良好教育
的人力资本及其在东南欧广大地区所享有的其他独特比较
优势。

希腊为想要在希腊经商的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外国投资者
制定了灵活、快捷的入境签证和居留许可办理程序。在投资
项目的实施框架内，除投资人外，实施投资所必需的非欧
盟/欧洲经济区公司高管也可以获取签证和居留许可。如果
投资不是由自然人而是由外国法人实体实施，则最多可向
三 (3) 人签发希腊签证和居留许可，这取决于该外国法人实
体的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公司股东或高管的投资额。为了实
施和运营投资项目，除已获得签证和居留许可的人员外，希
腊政府将根据总投资规模最多再允许十 (10) 名同一投资项
目的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公民入境并居留。

投资活动可能与新设施的建设（未开发地区的投资）或业
务收购、重组以及现有活动的扩展（待重新开发地区的投
资）有关，前提是有文件证明投资活动会对国民经济产生
积极影响。

授予投资者和高管的居留许可可以每五年续签一次，但前
提是持证人仍保留了在投资项目中的职务且投资依然有
效。此外，如果投资者和主管有家属陪同，则家属也会获得
家庭团聚居留许可，该类许可将随担保人许可的失效而失
效。

有关新框架和程序的信息以及必要的文件和申请表（希腊
文），请访问： 
https://www.ependyseis.gr/sub/nomos4251/n4251.htm 。

如需了解该计划的更多信息或说明，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eg.gov.gr 联系希腊企业投资贸易促进局 (Enterprise 
Greece) 或联系居住地的希腊领事馆。

希腊法律规定：

长期签证（国家签证/D 类签证）是希腊主管当局根据第三
国公民的国家法规或欧盟法律向要进入希腊领土并在希腊
领土居留超过 90 天（最长 365 天）的非欧盟/欧洲经济区
公民签发的签证。

居留许可是根据欧盟条款（理事会条例 (EC) 1030/02，如适
用），由希腊移民与庇护部 (Ministry of Migration and Asy-
lum) 向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公民签发的合法居留许可。居留
许可分为多种类型，每种类型又包含不同种类的许可。就业
权取决于所签发许可的种类。

具体计划（投资活动的入境和居留）由第 4251/2014 号法律
第 16 条 A 和 D 款管辖，该部门条款已根据以下条款进行
修订：第 4332/2015 号法律第 8 条（21 款）、第 4399/2016 
号法律第 84 条（1 至 6 款）、第 4540/2018 号法律第 31 条
第 3 款以及第 4605/2019 号法律第 42 条第 1a 和 b 款。

有关该计划实施以及所需最低投资额、相关程序和必要配
套文件的详细信息，由部长级联合决议 (Joint Ministerial 
Decision) 决定。

概述 法律框架

投资活动居留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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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计划，入境及永久居留许可将授予：

a) 想要以自然人的身份或通过当地法人实体在希腊进行投
资的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公民（投资人），前提是其投资项
目符合下述法律框架规定的条件和条款。

b) 参与实施和/或运营所述投资项目的非欧盟/欧洲经济区
的公司高管（项目所需的中高级管理人员或专业雇员）。该
项针对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公司高管的规定在同样的前提
下也适用于目前正在运营并实施新投资的国内现有企业。

根据总投资额，除已向同一项目投资人签发的许可外，还可
向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公民最多签发十 (10) 个许可。

c) 根据投资额，最多三 (3) 位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公民为想
要在希腊投资的外国法人实体的股东或公司高管。

d) 上述获得居留许可的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公民的家庭成
员，即：

- 配偶，

- 第三国国民在希腊与其签订了同居协议的配偶或伴侣，

- 配偶未满 21 岁的未婚子女

- 担保人或其配偶未满 21 岁的未婚子女，前提是担保人及
其配偶均有其各自子女的法定监护权。

- 配偶或伴侣的直系长辈亲属。

签发入境签证的费用为 180 欧元。

签发或续签 5 年期居留许可的费用分别为 2000 欧元（适
用于投资者）和 150 欧元（适用于公司高管以及投资者和高
管的家庭成员）。

签发电子居留许可的费用为 16 欧元，即提供、印制和安全
处理电子居留许可的费用。

向投资者或高管签发的投资活动居留许可的有效期为五
年，每次到期可续签同等时限，但前提是受益人仍保留其在
投资项目中的职务（投资者或高管）且投资依然有效。家庭
成员的居留许可将随担保人居留许可的失效而失效。

请注意，对于因家庭团聚而入境的申请人的未婚子女，应根
据第 4251/2014 号法律第 5 节第 16 条 A 款的规定，基于家
庭团聚之理由向其签发居留许可，直至其年满 21 岁。

年满 21 岁之后，经未婚子女出示之前的居留许可，应向其
签发独立居留许可，直至其年满 24 岁。此类许可不与担保
人的身份相关联。24 岁之后，可以根据《移民法》的规定续
签许可。

投资活动居留许可
的受益人

申请费

许可期限 — 居留许
可续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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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与投资部下属的外资局对投资作出正面评估后，签
发机关可在投资项目的实施框架内，向非欧盟/欧洲经济区
公民（投资人或高管）签发投资活动居留许可。

b) 投资成本

法律框架未对投资项目的总成本设定具体限制。

但是，根据该计划申请居留许可的投资者应利用自有资金
至少为投资项目出资 250000 欧元。

此外，除授予投资者的许可外，每个投资项目允许签发的许
可数量取决于投资额的大小，且不得超过 10 个。

投资者对投资项目的总出资
额（单位：欧元）

以下 300.000

300.001 – 1.000.000

1.000.001 – 3.000.000

3.000.001 – 5.000.000

5.000.001 – 10.000.000

10.000.001 − 15.000.000

15.000.001 – 20.000.000

20.000.001 – 25.000.000

25.000.001 – 30.000.000

30.000.001 – 40.000.000

40.000.000 以上

允许向高管签发的最大居
留许可数量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投资活动的条件
a) 投资活动

尚未对投资活动的领域或投资项目的位置设定任何
限制。投资必须满足的要求是能够对国家的发展和经
济产生积极影响。

投资活动可通过建设新设施（未开发地区的投资）、业
务收购、重组或扩展现有活动（待重新开发地区的投
资）等方式来实施。评估项目对国家发展和经济的影
响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创造就业机会、优化国内资
源、纵向整合国内生产、出口导向、创新和采用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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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申请居留许可的入境要求 如需申请投资活动居留许可，
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公民应：

- 已凭领事馆主管部门根据投资目的签发的国别签证（D 
类）入境，且签证有效期最长为一年或；

- 已凭有效居留证或其他欧盟成员国签发的居留许可合法
居住在该国（不影响《申根协议》有关在成员国临时居留的
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活动必须在申请居留许可之前
得到主管部门的正面评价，并且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公民在
提交居留许可申请时应已合法居住在该国。

b) 授予入境签证

为了获得针对投资活动的国别签证（D 类），非欧盟/欧洲
经济区公民（投资人或高管）或其代理人向希腊领事馆主
管部门提交申请，并附上申请人和投资项目的必要文件。

家庭成员可选择与通过其获得居留权的申请人（担保人）同
时入境，或者另择日期入境，但必须也持有相应入境签证。

投资项目文件（文件 a、b 和 c）应采用希腊文以书面及电子
形式提交（其他语言版本的文件应随附官方译本）。如果难
以提供电子形式或希腊文版本的上述信息，可向希腊领事
馆寻求帮助。 

领事馆会将上述文件转发至发展与投资部主管部门，以就
法律框架所规定的条件进行评估。上述部门对投资项目的
正面评价是授予入境签证的必要条件。

A. 签发国别签证（D 类）的一般文件

有效期至少包含整个签证有效期，并针对因治疗、急救和/或    
a) 希腊认可的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证件应在入境签证到
期后至少三个月内有效，至少包含两页空白页，且是在过去十
年内签发的。

b) 旅游保险：有效期限不短于所授予签证的有效期限，将涵
盖因医疗原因遣返、紧急医疗和药物护理和/或紧急住院而产
生的费用。

c) 外国当局提供的无犯罪记录证明：证明申请人没有犯罪记
录。在递交入境签证申请之前，如果申请人已在其原籍国以外
的其他国家居住一年以上，领事馆可另外要求其提供由原籍
国签发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d) 由公认的公共或私有机构出具的医疗证明：证明申请人
没有任何可能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的疾病（按世界卫生组织 
(WHO) 国际数据和欧盟共同体既定法之定义），也没有感染
其他任何需要隔离以保护他人安全的传染性疾病或寄生虫
病。

B. 投资项目文件

a) 投资项目说明书。 其中应包含以下信息：

- 现有或即将成立的投资实体的详细信息（名称、法律形式、股
东组成/公司结构）

- 投资项目说明

- 投资项目所在地 

- 投资预算及其融资结构

- 实施投资的时间安排

- 投资运营头五年的预期结果（可持续性 — 可行性研究和现
金流预测）

- 投资运营将创造的就业岗位总数

b) 有关申请人的出资信息包括：

- 简要的简历 

- 申请人在投资项目中的职位和占有份额

- 与投资实施期限要求相符的居留期限 

上述内容（a 和 b）应根据计划网站上提供的相关表格进行提
交和记录，并考虑该网站中提供的指引和说明  
(https://www.ependyseis.gr/sub/nomos4251/n4251.htm)。

c. 投资者自有资金证明文件

证明投资者有能力满足自有资金要求的文件应包括个人银行存
款或证券的季度报表证明、法人实体的资产负债表和其他财务
报表。

居留许可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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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申请签发居留许可

出于投资目的凭国别签证（D 类）入境的非欧盟/欧洲经济
区公民应在入境签证到期之前完成申请居留许可的必要流
程。

同时，签证持有人能够采取法律行动并与主管当局进行交
易合作。

申请书及签发居留许可所需的相关文件应由申请人本人或
其代理人提交至希腊移民与庇护部移民政策总秘书处移民
政策局。

d) 合法居住在希腊的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国民的特
别程序（第 4399/2016 号法律）

希腊政府允许在希腊合法居住的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国民
随投资项目文件一并向希腊当局提交申请书，以加快申请
程序，但前提是此类国民应持有有效居留许可或签证或其
他欧盟成员国授予的长期居留许可 (2003/109/EC)。所述
申请应提交至移民与庇护部移民政策总秘书处移民政策
局，然后再由政策局转交至发展与投资部外资局，以获取
必要的相关评价。获得正面评价后，相关非欧盟/欧洲经济
区申请人应提交上述居留许可申请以及所有必要文件，但
前提是该申请人合法居住在该国。

e) 申请处理期间的规定

收到申请及所有必要文件后，移民与庇护部主管部门应签
发有效期为一年的证书，该证书应构成该相关方在该国合
法居留的证明。在签发居留许可之前，证书持有者有权享
受其所申请居留许可所提供的所有权益。因此，他们可以
办理与其投资有关的任何法律手续，并与所有有关当局进
行交易合作。主管部门确认满足所有必要条件后，应授予
五年期居留许可。

居留许可申请文件

- 申请表

- 四 (4) 张打印的数字护照照片，也应保存数字版 (CD) 

- 发展 与投资部主管部门的投资项目评估副本

- 有效护照或希腊政府认可的其他旅行证件的认证副本以及有
效国民签证，或证明其可在该国合法居住的居留证。

- 根据第 4546/2018 号法律第 38 条第 6 款的规定，通
过“e-paravolo”平台支付相关费用：投资者支付 2000 欧元（行
政管理费代码 2112），家庭成员和高管支付 150 欧元（行政管理
费代码 2107）。18 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免费；

- 根据第 4018/2011 号法律第 1 条的规定，通过“e-paravolo”平
台支付和收取该独立文件（电子居留许可）的印制费用（16 欧
元）。

- 主管社会保障机构提供的证明文件，证明申请人已申请必要
的保险。

其他

- 对于高管：劳动合同

- 对于家庭成员：外国当局近期提供的家庭成员状况证明（经官
方认证且有译本），以证明其家庭关系。如果在希腊签署了同居
协议，则应提交希腊公共当局出具的同居协议登记证明。

代理人可以是律师（希腊律师协会成员）或配偶，也可以是
申请人的直系长辈亲属或成年的直系晚辈亲属。

授权应经公共机构公证，且应出具包含经认证的代表签名
的书面授权书。

备注：自 2017 年 2 月 20 日起，希腊根据有效的欧盟理事
会第 1030/2002 号条例启用了一项新的授予非欧盟/欧洲
经济区国民居留许可的程序，根据该程序，所有欧盟成员国
都将签发电子居留许可，以替换通常贴在有效护照上的不
干胶贴纸。

家庭成员在提供生物特征识别数据方面应承担相同的义
务。提供指纹的义务适用于所有六 (6) 岁以上的非欧盟/欧
洲经济区国民，而提供数字签名的义务则适用于十二 (12) 
岁以上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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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许可的续签（每五年续签一次）程序简单便捷，但前提
是受益人仍保留其在投资项目中的职务且投资依然有效。

申请及必要文件应由申请人本人或其代理人提交至希腊移
民与庇护部移民政策总秘书处移民政策局。

居留许可续签

居留许可更换

已获得不干胶贴纸居留许可（粘贴在护照上）的非欧盟/欧
洲经济区国民没有必要更换为电子居留许可，因为该居留
许可在有效期内适用于希腊以及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所有交
易。电子居留许可的更换可以在续签时进行，也可在贴有居
留许可的护照丢失并需要重新签发居留许可时进行。

申请人提交的由外国当局签发的文件应经过认证并附有正
式的希腊文译本。

公共文件的认证类型有两种：

a. 对于希腊未对其发出警告的《海牙公约》签署国，在国外
签发的文件应获得相关外国当局的海牙认证（认证印章）。

b. 对于未签署《海牙公约》的国家/地区，应提供文件发行国
希腊领事馆的认证。

外国当局签发的正式文件应由以下各方翻译：

a) 希腊（雅典）外交部翻译服务处,

b) 律师（希腊律师协会成员） ，或

c) 毕业于爱奥尼亚大学外语和口笔译系的专业译员。译文由
该译员盖章和签字认证。

续签居留许可时，相关方须再次提供生物识别特征数据（数
字照片和指纹），因此应遵循上述程序，即如果未亲自提交申
请，则相关方及相关方的家庭成员应在指定日期前往主管当
局进行身份确认。  

申请续签居留许可的文件

A. 一般文件

- 申请表

- 四 (4) 张打印的近期数字护照照片，也应保存数字版（CD — 
JPEG2000 格式）。

- 通过“e-paravolo”平台支付相关费用：投资者支付 2000 欧元
（行政管理费代码 2112），家庭成员和公司高管支付 150 欧元（
行政管理费代码 2107）。18 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免费。

- 通过相应电子应用程序支付和收取十六 (16) 欧元的管理费用
（“电子管理费”）

- 主管社会保障机构提供的健康手册副本。

- 希腊政府认可的有效护照或旅行证件认证副本。

B. 特定文件

对于投资者：

- 申请人或投资活动的法定代表人所作的郑重声明（经官方认
证），以确认其运营活动正在进行或当前正在进行的活动是初
始企业的延续或发展。

- 完税证明（履行纳税义务）。

- 营业执照。

对于高管：

- 劳动合同

- 完税证明（履行纳税义务）

对于家庭成员：

- 申请人关于家庭关系未发生改变的声明。

- 担保人的完税证明和社保证明。

- 任何在希腊出生的孩子的出生证明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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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需要指定律师来收集文件？

法律未规定必须由律师收集和处理文件。如果申请人无法
用希腊语沟通和/或位于国外，则可能需要请希腊当地的代
理人为其提供服务，以加快手续办理。

2. 哪些人可视为家庭成员？

根据法律规定，进入希腊的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公民的家庭
成员包括：

- 配偶，

- 申请许可的第三国国民与其签订了同居协议的配偶或伴侣 

- 未满 21 岁的配偶的未婚子女，

- 担保人或其配偶未满 21 岁的未婚子女，前提是担保人及
其配偶均有其各自子女的法定监护权，

- 配偶的直系长辈亲属。签发机关仅会基于家庭团聚的理由
向家庭成员签发居留许可。

3. 我的直系长辈亲属（特别是我的父母和我配偶的父母）或
我 18 岁以上的孩子可以陪伴我并适用家庭成员的规定吗？

配偶的直系长辈亲属适用上述规定。对于 21 岁以下的未婚
子女，可基于家庭团聚的理由获得居留许可。当未婚子女年
满 21 岁时，签发机关将根据相关移民法规向其签发可延期
的独立居留许可，直至其年满 24 岁。

4. 我可以持投资活动居留许可进入欧盟其他国家吗？有任
何适用条件吗？

可以。根据《申根边界法》规定，居留许可持有人可以进入
其他成员国，但在 180 天内最多停留 90 天（累计或间隔）。

5. 凭借投资活动居留许可是否可以进入劳动市场求职？我
的家庭成员可以在希腊工作吗？

上述居留许可的持有人有权执行其获得上述居留许可所依
据的特定投资活动。投资者的家庭成员不可进入劳动市场
求职。

6. 我是否可以凭投资活动居留许可申请公民身份？

根据部长级决议 130181/6353/7.3.2018（政府公报 
1208/B/2.4.2018），上述居留证已添加为允许直接申请归化
入籍的证件。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应满足《希腊国籍法》
有关归化入籍的所有先决条件。上述部长级决议仅适用于
投资者，而不适用于公司高管和家庭成员，后两者必须先获
得长期居留身份（与长住居民的情况相同）才可申请归化入
籍。

7. 关于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现行规定是什么？居留许可
持有人的孩子可以上希腊的公立学校吗？

居留许可持有人与本国国民享有同等的接受公立教育的权
利。在医疗服务方面，根据现行移民法的规定，非欧盟/欧洲
经济区国民及其家庭成员应参加社会或商业保险（如果国
家法律提供），保险应涵盖医疗、药品以及医院护理等费
用。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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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是否可以购买希腊牌照的汽车在该国旅行？

可以，只要符合适用于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公民的交通部特
别规定。

9. 投资者需要证明其经济能力吗？

参与项目融资的所有个人投资者（不仅是申请居留许可的个
人）和法人实体投资者都应持有所有必要的证明文件，以证
明其有能力用自有资金参与投资。

10. 如果 10 位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公民决定在希腊投资 
3000000 欧元，是否所有投资者和 2 位高管都有权获得居
留许可？

 任何以自有资金出资至少 250000 欧元参与项目融资的投
资者均有权获得居留许可。因此，如果投资者按上述金额等
额分配出资（即每人出资 3000000/10 = 300000 欧元），则
根据具体的投资金额，所有投资者以及两名高管均有权获
得居留许可。

但是，如果某位投资者的投资额高于其他投资者，则出资额
低于 250000 欧元的投资者无法获得该计划的居留许可。根
据第 4605/2019 号法律第 42 条第 1 款的规定，对于 
1000001 欧元至 3000000 欧元的投资（投资者出资额），
无论该特定投资项目有几位投资者获得了入境和居留许可，
均可向公司高管发放两个居留许可。

因此，即使已向这十位投资者签发了居留许可，仍可能会为
公司高管额外签发两张许可。

11. 如果个人在居留许可有效期内在其原籍国或希腊有了犯
罪记录，会有什么影响？

签发居留许可后发生的公共秩序和安全问题可能构成吊销
居留许可的原因。

12. 如果转让/终止业务活动，居留许可是否仍然有效？

如果转让/终止业务活动，则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公民将无权
再依据已获得的居留许可继续在希腊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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