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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马耳他 –
欧盟/欧盟经济区/瑞士国籍
除了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和优惠的税制，马耳他宜人
的气候、迷人的历史遗迹、安全的社会环境和英语语
言环境都使其成为最佳的定居地。
为了达到能够在马耳他连续居留三个月以上，申请者
需要向马耳他移民局申请居留许可。居留许可的签批
根据申请者个人国籍背景的不同而不同。
普通居留
普通申请者需要在马耳他购买或租赁房产。
欧盟/欧盟经济区/瑞士国籍的申请者可以通过很多种
途径获得此类居留，主要申请途径如下：
经济上自给自足
这需要申请者能够证明他们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并且
不需要马耳他政府的经济扶持。
单身个人必须有年收入至少14,000欧元，或者是周
薪92.32欧元的收入；而已婚夫妻必须有年收入至少
23,300欧元，或者是周薪108.63的收入。此外，如
果有家属的话，每人每周收入另计8.15欧元。
雇佣/商务
在马耳他工作是另一种欧盟/欧洲经济区/瑞士国籍人
士获得马耳他居留权的方式之一。申请者可以通过受
聘或者通过在马耳他经营业务或企业的形式申请此类
居留。
教育
以学习目的就学于马耳他任一私立学校、高中或马耳
他大学而造访马耳他的外国学生可以申请获得学生居
留，居留期限以学生的就学期限为准。
未成年学生的父母和法定监护人可以获得临时居留许
可。学生父母和法定监护人必须提供能够保证他们在
马耳他安稳生活的固定收入证明。

家属
欧盟/欧洲经济区/瑞士国籍人士的家属可以获得主申
请人的陪同居留许可，这无关家属的国籍是否是欧
盟/欧洲经济区/瑞士国籍。
非直系亲属和情侣必须证明他们与主申请人的亲属关
系证明。此外，情侣必须提供二人稳定情侣关系至少
两年的证明。
欧盟/欧洲经济区/瑞士国籍的永久居留
在马耳他连续居住满五年以上的欧盟/欧洲经济区/瑞
士国籍人士及家属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许可。在这五年
期间，申请者必须持有合法居留许可，如经济上自给
自足式居留、受聘式居留、自我雇佣式居留，或是学
习居留。他们需要每年在马耳他居住的时间至少六个
月以上。
普通居留的个人所得税
在马耳他进行普通居留但不是户籍居留的个人，需要
为任何从马耳他获得的收入和资本收益，以及从海外
汇入马耳他的收入交纳所得税，而转汇回马耳他的海
外资本收益无需在马耳他纳税。
居民个人获得的收入将按照以下累进制税率交纳所得
税：
单身者税率
年收入（欧元）

税率（百分比）

抵扣税额（欧元）

0-9,100

0

0

9,101-14,500

15

1,365

14,501-19,500

25

2,815

19,501-60,000

25

2,725

60,001 & over

35

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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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者税率
年收入（欧元）

税率（百分比）

抵扣税额（欧元）

0-12,700

0

0

12,701-21,200

15

1,905

21,201-28,700

25

4,025

28,701-60,000

25

3,905

60,001 & over

35

9,905

父母税率
年收入（欧元）

税率（百分比）

抵扣税额（欧元）

0-10,500

0

0

10,501-15,800

15

1,575

15,801-21,200

25

3,155

21,201 - 60,000

25

3,050

60,001 & over

35

9,050

为了满足适用父母税率，纳税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a) 父母必须对其子女有监护权，或者是对其子
		
女有支付抚养费的义务（由法庭确立或授权
		
的义务）；
(b) 子女的年龄不得大于18周岁，或者，如果是
			 正在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子女，其年龄不
			 得超过23周岁；
(c) 子女年收入未达到2,400欧元。
上述税率也适用于至少百分之九十（90%）的个人收
入都是从马耳他获得的欧盟/欧洲经济区的纳税个
人。而且即使这类纳税人不在马耳他居住，他们也可
以选择适用于马耳他居民的上述税率在马耳他纳税。
那些即不在马耳他居住也没有马耳他户籍的个人，只
需为在马耳他产生的收入和资本收益纳税。
以下税率适用于非马耳他居住的纳税个人，与纳税个
人是否已婚无关：
非马耳他居民税率
年收入（欧元）

税率（百分比）

抵扣税额（欧元）

0-700

0

0

701-3,100

20

140

3,101-7,800

30

450

7,801及以上

35

840

《居留计划规则，2014》
凭借两项法律声明，马耳他政府已经用新出台的《居
留计划规则，2014》取缔了之前特别适用于欧盟/欧
洲经济区/瑞士国籍人士的《高净值个人居住计划规
则》。这些规则已从2013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特
别适用于非马耳他国籍的欧盟/欧洲经济区/瑞士国籍
的申请者。

受益人
此居留计划的受益人不能是持有马耳他永久居留身份
个人，并且需要向马耳他税务局证明已满足以下条
件：
• 申请者在税务优惠政策方面没有受益于以下税则
计划的规则：《马耳他永久居留居民计划规则》
、《高净值个人居留计划——欧盟/欧洲经济区/
瑞士国籍规则》、《高净值个人居留计划——非
欧盟/欧洲经济区/瑞士国籍规则》、《马耳他退
休计划规则》、《全球居住计划规则》、《创新
与开发产业的高资格人士个人税则规则》以及《
高资历个人规则》；
• 申请者持有一处合规房产；
• 申请者拥有稳定的固定收入来源，无需马耳他政
府为申请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社会扶持；
• 申请者持有有效的旅行证件；
• 申请者持有包括自己和家属在内的医疗保险（涵盖
欧盟境内，通常以马耳他居民为主的全部疾病风
险）
• 申请者可以流利使用马耳他某一官方语言；和
• 申请者是合适人选。
房产
受益人选择购买房产的最低价格为二十七万五千
（€275,000）欧元。然而，如果房产位于马耳他南
部或者戈佐岛的话，最低价格可以为二十二万
（€220,000）欧元。
受益人也可以选择租赁房产。年租金最低不得低于
9,600欧元，如果是在马耳他南部或者戈佐岛的房
产，年租金可以调降为8,750欧元。
税制
本居住计划的受益人享受统一所得税率百分之十五
（15%）的税制优惠政策，受益人可享受的任何所得
税双重赋税抵扣后的最低所得税年税金额为15,000
欧元。此税款应每年预先支付，并且在每年4月30日
之前到期。
受益人本人和家属在马耳他挣得的其他任何收入和资
产收益的所得税税率为百分之三十五（35%），而在
进行马耳他房产转让事宜方面则需要支付百分之八
（8%）的预提税。
申请
《居留计划规则》的申请手续只能通过税务局局长签
批注册的指定授权注册代理人（ARM）提供的服务
递交给税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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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就是上述授权注册代理人之一，因此可以协助您
办理《居留计划规则》相关的居留申请手续。
递交申请时需要支付申请费6,000欧元；如果受益人
已在马耳他南部购得房产的情况下，申请费为5,500
欧元。以上费用不可退。
《马耳他退休计划（MRP）规则，2012》
2012年引入的《马耳他退休计划（MRP）规
则，2012》特别针对欧盟/欧洲经济区/瑞士国籍的
退休人士（马耳他籍除外）。该规则规定了满足一定
条件下的特殊税则身份。
受益人只为在马耳他收取的（包括退休金在内的）海
外收入支付百分之十五（15%）的所得税，受益人海
外收入最低纳税金额为7,500欧元，每位家属和家政
员工额外每人500欧元。任何在马耳他本地产生的额
外收入纳税税率为百分之三十五（35%）。

或个人组织，亦或是参与任何慈善、教育、研究或开
发等活动。
居留期限要求
本居留计划的受益人在马耳他居留的时间必须满5
年，平均每年至少居住九十天。此外，每年在马耳他
以外的任何国家居住的时间不得超过183天。
合适人选测试
申请者必须通过马耳他相关当局制定的合适人选测
试。
特殊税则身份
申请人不能从任何能够给予特殊税则身份的其他马耳
他居留计划中获益。

合规条件如下：

申请人必须通过授权注册代理人办理申请手续。ACT
是持有授权注册代理人执照的专业服务公司，能够协
助您申请此类特殊税则身份。申请时需要向马耳他当
局交纳2,500欧元的申请费。

汇款至马耳他
受益人必须将海外退休金全部汇款至马耳他。该退休
金金额必须至少为受益人纳税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
（75%）。

针对上述条件，受益人必须每年都需要合规，也就是
说，受益人必须每年都要持有他们购买的房产或租赁
的房产，满足最低居住天数的要求以及更新全家健康
保险。

房产
受益人必须在马耳他或戈佐岛购买或租赁一套房产，
作为其常住居所。

ACT会协助您办理《马尔他退休计划规则》规定的各
项年度合规要求。

本居住计划要求购买马耳他房产的最低价格为二十七
万五千（€275,000）欧元，购买戈佐岛房产的最低
价格为二十二万欧元（€220,000）。在马耳他租赁
房产的最低年租金为9,600欧元，在戈佐岛租赁房产
的最低年租金为8,750欧元。如果时间是在2011年1
月1日至2013年7月1日之间已购得房产的情况下，那
么马耳他房产的价格不得低于二十七万五千
（€275,000）欧元，戈佐岛的房产价格不得低于二
十五万（€250,000）欧元。
能够证明拥有稳定收入并且关系稳定的夫妻双方或者
情侣双方可以共同购买或租赁同一处房产。
健康保险
受益人和家属应持有覆盖欧盟境内所有疾病风险的健
康保险。
户籍
《马耳他退休计划规则》规定了，受益人不得将户籍
迁至马耳他，并且在他们获得此类居留身份后的五年
时间内也不可以有将户籍迁至马耳他的意向。
就业
本居留计划的受益人不允许受雇。不过他们可以担任
马耳他公司董事会的非行政董事，或以非行政职务的
身份参与任何有关在马耳他开展的公共性质的机构、
信托或基金会，或者是具有公共性质的相关类似组织

双重税则减免
居民个人可以申请任一一种双重税则的减免，即，双
边协定网络减免、单边税则减免，以及英联邦税则减
免。这些形式的税则减免确保同一项收入不会在两个
不同国家被征税两次。
由于马耳他已经与六十五个以上的国家签订了双边税
则减免协定，因此最常用的税则宽免形式就是双边协
定网络减免。马耳他的税则协定主要是基于《经合组
织示范公约》的内容，而且税则减免是以所得税抵扣
的方式完成的，也就是说，针对同一项海外收入金
额，任何已在海外支付的税款金额等于该海外收入在
马耳他应付税款的抵扣金额。
尚未与马耳他签署《双边税则协定减免》的国家，可
以使用单边税则减免的形式申请退税。与双边税则减
免的退税方式相似。英联邦税则减免适用于已在英联
邦国家纳税的情况。
在马耳他购房
欧盟居民在马耳他如果购买第一处房产作为主要住
所，则无需申请购房许可（即AIP许可）。这也适用
于那些夫妻一方是欧盟国籍、另一方是非欧盟国籍的
情况。
欧盟国籍的个人也可以因进行商务活动或个人提供服
务的目的办理购房手续而无需申请购房许可。但是在
购房时，签署的合同内容中应包含有关买家购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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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一份声明。在马耳他连续居住五年以上的欧盟
居民，在马耳他购房的数目不限。
此外，非欧盟国籍的居民在马耳他购房时必须申请许
可。
欧盟和非欧盟的居民可以在特殊指定区域内购房数目
不限。
家居用品的进口事宜
在马耳他居住的个人可以在无需支付增值税和关税的
情况下将他海外的家居用品进口到马耳他。第三国籍
的个人可能需要向海关部门支付押金或者提供有关增
值税/关税的一份银行担保。需要提供一份能够证明

365天内住满200天的居住证明之后，押金即可返还。
遗产税
马耳他没有遗产税。不过，继承人需要为继承的马耳
他公司股份和马耳他房产支付印花税。
继承马耳他房产以及继承马耳他房产公司股份的印花
税是百分之五（5%），继承其他马耳他公司股份的印
花税是百分之二（2%）。还有许多纳税例外政策和抵
扣政策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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