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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投资者签证」的实施细则现已公布 

可望於 2017 年 11 月开放申请 

 

意大利为促进经济成长，于 2017 年 1 月制

訂投资者专属的签证方案，实施细节现已公

布，仅需再等待线上申请平台及操作手册完

成，估计可於 2017 年 11 月开放申请。 

 

针对有意移居意大利并带来资金之外国投资者，专属的签证方案「投资者签证」即將開放申請，尤其鼓

励与创造就业机会、创新创业 (start-up)、高級培訓、科学研究等领域有关的投资或捐赠。各地之签证官

已获指示，优先办理投资者之签证申请，入境后的居留证申请程序也将以加急程序办理；此外，为吸引

外国投资者将税务居住地移至意大利，更提供税金和债务减免的措施。 

 

在近期公布的「投资者签证」实施细则中，界定了符合申请条件的投资/捐赠标的，亦列出了申请步骤

及审查程序，仅需再等待线上平台建置完成，即可开放申请，估计上线时间为 2017 年 11月。 

实施细则全文连结：Inter-ministerial decree July 21 2017 

 

MAZZESCHI 移民顾问团队正密切注意相关讯息，並已为您整理了实施细则的主要内容如下： 

投资标的及门槛金额 

外国公民申请投资者签证之投资/捐赠标的及最低门槛金额(欧元)如下： 

 投资意大利政府债券至少 2 百万欧元，并保持至少 2 年； 

 投资意大利公司企业至少 1 百万欧元、或投资新创公司 50万欧元，并保持至少 2 年； 

 捐赠至少 1 百万欧元于文化、教育、移民管理、科学研究、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等公益型项目。 

 

http://mazzeschi.us13.list-manage.com/track/click?u=61414a7ce2629762ab1b568df&id=2c3ea48ae9&e=760eb6e2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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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材料清单 

1. 护照或旅行文件影本，有效期限应超过签证有效期限 3 个月以上； 

2. 可支配资金证明文件： 

1) 证明申请人持有之可支配资金高于投资/捐赠金额的最低门槛，且资金可于意大利随时支配使用； 

2) 证明申请者有能力支付意大利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提供不低于八千五百欧元之可支配资金证明； 

3) 证明所有资金来自于合法管道，须提出完整的资金来源证明文件（与资金来源合法证明之具体罚

则依刑法典第 648条之二、第 648条之三、第 64条之三，以及 LD 365/1992号法律第 12条之五- 

关于洗钱、投资非法来源之金钱、自我洗钱、走私等之规定办理）； 

3. 申請人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声明，承诺将於入境意大利 3 个月内完成符合规定之投资或捐赠，且详细

说明该笔投资/捐赠的内容及其受益人； 

4. 申请人过去 10 年曾居住之所有国家所出具之无犯罪记录证明。 

申请步骤 

 

STEP 1 - 线上平台申请批文(nulla osta) 

申请者需备齐文件材料，於线上平台提出申请，此平台仍待建置，估计将於 2017 年 11月完成。申请者

之资格审查，由经济发展部、内政部、外交部、税务机关和经济警察总局之代表组成之特别委员会负责；

委员会将与金融情报机构(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FIU)合作，以确定资金来源合法并符合其他资格要求。 

STEP 2 - 至意大利领事馆申请入境签证 

批文（nulla osta）通过后，权责单位将会寄发核准通知给申请人所在地的意大利领事馆，并由领事馆签

发「投资者签证(visto per investitori )」。各地之签证官已获指示，优先办理投资者之签证申请，申请者不

需事先预约，可直接前往签证中心办理签证。 

STEP 3 – 入境意大利 8 天內申请居留证(permesso di soggiorno) 

於有 AMICO 标章的即局领取申请和延期居留的表格(kit per la richiesta di rilascio/rinnovo del permesso di 

soggiorno)，依规定填写表格并附上证明文件及印花税，于邮局交寄信封及缴交相关费用，取得收据及身

份验证预约单。依预约单指定之时间，至警察总局进行身分验证、盖手印及文件正本查验。 

 

STEP 1 
线上平台申请批
文（nulla osta） 

STEP 2 
至意大利领事馆
申请入境签证 

STEP 3 
入境意大利8天
内申请居留证 

STEP 4 
入境意大利三个
月内完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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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入境意大利三个月内完成投资 

申请人于入境意大利后 3个月内确实完成该笔投资，可取得 2年的投资者居留许可（permesso di soggiorno 

“per investitori” ），投资者签证/居留许可持有人的家庭成员，亦有资格依家人的身份获得居留许可。然

而，若未於 3个月内提出投资证明，或在 2 年期满之前已经撤回投资，将随时撤销其居留许可。持投资

者居留许可之本人及家人不得於意大利境内从事工作。 

前 2 年的居留许可期满之后，若提出延长居留之申请，权责单位将审查申请者是否确实于入境后 3 个月

内完成投资，且该笔投资仍然持续进行中，经特别委员会审查同意后，可再延长 3年的居留。合法居住

满 5 年后，若居住期间无犯罪纪录且依法缴税，且能证明有符合规定的收入来源、住处及语言能力，可

申请长期居留；合法居住满 10 年以上，若符合规定，可以申请加入意大利国籍。 

新居民優惠單一稅率方案 

为进一步吸引外國投資者，2017 年 3 月 8 日意大利稅務局 (Agenzia delle Entrate)公佈了一項單一稅率方

案的實施規定，針對近十年来至少有 9年以上在国外的繳税的納稅人，若選擇取得意大利稅務居民身份，

可以利用替代税制来申報国外所得。不管在國外總收入金额多少，單一稅率每年固定为 10 万欧元，家庭

成员每年的固定稅率則僅有 25,000 欧元。此外，选择新制度保证完全免除对国外的金融/非金融資產、

以及意大利境外资产的继承义务的报告要求。詳情請見網址：New residents regime  

上列摘要说明皆於近期公布的「投资者签证」实施细则中，仅需再等待线上平台建置完成，即可开放申

请，估计将於 2017 年 11月上线，MAZZESCHI 移民顾问团队正密切注意，欢迎订阅我们的电子报，以收

到「投资者签证」的最新消息！ 

SUBSCRIBE FOR UPDATES 訂閱意大利移民法律快讯 

Subscribe for updates | 訂閱電子報 简体中文 | 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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