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NUATUINVESTMENT

瓦努阿圖發展支助計劃 Vanuatu
Development Support Program
(VDSP) 依據瓦努阿圖國籍法
[112 章]第 20 條移民計劃

永久公民計劃
瓦努阿圖位於太平洋西南部，由 80 多個島嶼組成。距離澳大利亞東部約 1,750 公里，人口約
250,000 人。瓦努阿圖在 1980 年獨立，並成為聯合國及英聯邦會員國。瓦努阿圖的官方語言為
英語和法語。基督教為瓦努阿圖的主要宗教。瓦努阿圖擁有豐富天然資源及旅遊景點。瓦努
阿圖分別於 2006 年和 2010 年兩度被英國“新經濟基金”(New Economic Foundation)評為世界上
最快樂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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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揀選瓦努阿圖?










穩定政治環境及完善的民主制度
南太平洋區塊中制度完善的離岸金融服務中心
成熟的法律制度，應用普通法
零稅天堂, 當地只有銷售稅一種稅項並沒有個人入息稅、公司利得稅、資產增值稅或遺產
稅等
沒有外匯管制
2011 年 6 月被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評為國際 “白名單” 國成員
美金被廣泛使用
認可雙重國籍
瓦努阿圖加入了不少國際組織，包括 英聯邦、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文化和技術合作機構和全球法語區。

法律依據
瓦努阿圖國籍法[112 章]第 20 條規定，海外人仕如能促進及改善瓦努阿圖的經濟發展，對國家
及人民作出貢獻，瓦國總理可按該條例推薦該人仕成為瓦努阿圖榮譽公民，經瓦國總統批准
後，便正式授予該人仕榮譽公民名銜。按瓦努阿圖國籍法規定，榮譽公民可享有瓦國公民之
所有權利。

頁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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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申請時間特快，從遞交申請表起計 3 個月內可獲發護照
門檻低，無語言、學歷及經商經驗的要求
申請人可連同其配偶、他們的子女和他們的父母同時移民並取得護照
無需登陸，無居住要求
認可雙重國籍﹐便利往返世界各地
免簽全球 120 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澳門、新加坡、英國、歐盟、愛爾蘭、馬來
西亞等多個地區 (見附表一)
低稅收﹐只有銷售稅﹐沒有環球徵稅﹐不會向公民在當地之外的收入、利息、贈與、財
產及遺產等徵稅
國家政治穩定﹐實行自由市場經濟﹐沒有外滙管制
瓦努阿圖是英聯邦國家﹐持有公民護照﹐方便子女在海外昇學及父母探望子女或考察學
校
瓦努阿圖和中國並無互通機制﹐以瓦努阿圖國民身份開立銀行戶口﹐未經開戶人授權﹐
賬戶資料不會轉到國內機關

申請條件







申請人年滿 18 歲或以上
無犯罪記錄
通過當地政府的背景審查
身體健康
繳付全數費用
申請人資產超過 450,000 美元或等值



申請人可連同以下家庭成員同時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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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的配偶

-

申請人及其配偶 18 歲以下的子女，及 18 歲至 25 歲未婚全日制在學的子女

-

申請人及其配偶 65 歲或以上的父母

瓦努阿圖發展支助計劃 Vanuatu Development Support Program (VDSP) 依據瓦努阿圖國籍法[112 章]第 20 條移民計劃

流程及時間表

經審核委員會
審核

公民委員會審
核

正式遞交申請

發出批准通知

簽署協議

文件審核

一星期內繳付
其他不包括在
申請個案的費
用

申請人準備申
請文件

繳付100%費用

按申請人要求, 在瓦
努阿圖, 香港或中國
向宣誓官領取護照

免費咨詢

專業顧問
咨詢評估

領取公民證書
及護照

附表一

瓦努阿圖護照免簽證國家
亞洲: 印尼, 以色列,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香港, 澳門
大洋洲: 斐濟, 基里巴斯, 密克羅尼西亞
歐洲: 奧地利, 白俄羅斯*, 比利時, 保加利亞, 克羅地亞, 塞浦路斯, 捷克, 丹麥, 愛沙尼亞, 芬蘭,
法國, 德國, 希臘匈牙利, 冰島, 愛爾蘭, 意大利, 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 盧森堡, 馬耳他, 摩
納哥, 黑山, 荷蘭, 挪威, 波蘭, 葡萄牙, 俄羅斯, 聖馬力諾,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亞,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英國, 梵蒂岡, 羅馬尼亞, 拉脫維亞
美洲: 安圭拉, 安提爪和巴布達, 巴哈馬, 巴巴多斯, 哥斯達黎加, 厄瓜多爾, 薩爾瓦多, 危地馬拉,
海地, 洪都拉斯, 牙買加, 尼加拉瓜, 巴拿馬, 秘魯, 聖基茨和尼維斯聯邦, 聖盧西亞, 聖文
森特和格林納丁斯
非洲: 博茨瓦納, 阿拉瓦克, 岡比亞, 格林納達, 肯亞, 萊索托, 毛里裘斯, 塞內加爾, 斯威士蘭, 特
立尼達和多巴哥, 烏干達, 贊比亞, 津巴布韋

頁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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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努阿圖護照落地簽證國家
亞洲: 亞美尼亞, 柬埔寨, 伊朗, 約旦, 老撾, 馬爾代夫, 緬甸, 尼泊爾, 斯里蘭卡
大洋洲: 馬紹爾群島, 瑙魯, 帛琉, 巴布亞新幾內亞, 薩摩亞, 所羅門群島, 東帝汶, 湯加, 圖瓦盧
歐洲: 烏克蘭
美洲: 玻利維亞
非洲: 佛得角, 科摩羅, 吉布堤, 埃及, 幾內亞比, 馬達加斯加, 馬拉威, 毛里塔尼亞, 莫桑比克, 塞
舌爾, 坦桑尼亞, 多哥
註:
*白俄羅斯必須由明斯克機場入境
上述資料只供參考用途，本公司對上述資料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由於各國簽證要求會隨時更改, 護照持有人必須自行注意相關國家之入境要求。
資料最後更生日為 2017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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