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進葡萄牙

        葡萄牙，拉丁語意為溫暖的港口，於1582年6月10日宣佈獨立。法國人恩里克公爵與里昂

王阿豐索六世之女結婚，被冊封為波爾圖加列郡伯爵（Portucale）, 即葡萄牙（Portugal）的

由來。

國家概況

國家全名：葡萄牙共和國

首都：里斯本

國慶日：6月10日

國歌：《葡萄牙人》

官方語言：葡萄牙語

貨幣：歐元

時區：UTC+0

政治體制：議會制共和制

人口數量：約10,640,000

人口密度：115人／平方公里

主要民族：葡萄牙人

主要宗教：天主教

國土面積：92,090平方公里

電話區號：+351

道路通行：靠右駕駛

國旗

國徽

        葡萄牙的國旗由左綠右紅兩部分組成，紅色綠色兩部分交

界處繪有葡萄牙國徽。紅色表示對1910年成立第二共和國的慶

賀，綠色表示對被稱為“航海家”亨利親王的敬意。

        主體部分是金色的渾天儀，代表葡萄牙人的航海成就。渾

天儀中央為一面白盾，盾面上五個藍色小盾組成十字形，每個

小藍盾上有五個白色圓堡。白色圓堡是葡萄牙古老的標誌。白

色盾形疊於大紅盾中，紅盾周邊有七個城堡，紀念葡萄牙從摩

爾人手中收復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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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是一個生活舒適的國家，共有92,090平方公

里的土地，約香港面積的83.4倍，擁有多樣的風景：長長

的白色沙灘和美麗的洞穴，連綿的山脈──其中埃斯特雷

拉山脈海拔最高，無數的河流以及位於中南阿連特茹的廣

闊平原，乎原上點綴著栓皮櫟樹和橄欖園。

        葡萄牙獨立是從12世紀開始。1140年,阿豐索﹒恩里

克斯作為第一位葡萄牙的國王建立了統一獨立的葡萄牙王

國，首都吉馬良斯，是世界上疆域最穩定的國家。

        葡萄牙雖小，卻有一段非常輝煌的歷史。15世紀初

期葡萄牙人改進了一種新船叫三梳帆船，它對遠海航行非

常理想，直到16世紀這種船還在不停地改進。憑藉著這

種先進的船舶，葡萄牙航海家一個個飄洋過海，去尋找新

大陸。

        1418年若昂﹒貢薩爾維斯﹒扎爾科和特里斯坦﹒特

謝拉發現了馬德拉群島，隨後又發現了亞速爾群島和佛得

角群島，當時那裏那裏還荒無一人；1445年葡萄牙船隊

首次從非洲帶回大批黑奴；1488年葡航海家巴托洛梅烏

・迪亞斯首次到達並繞過南非的好望角；1496年達・伽

馬前往印度，船隊繞過非洲南端好望角經莫桑比克，歷盡

艱險於1498年5月抵達印度西海岸。

        1500年，佩德羅・卡布拉爾從非洲西海岸向西航行

到達巴西，巴西這一國名起源於葡萄牙人在那裡發現了一

種“巴西木”，可作家具和染料。

        1519年，為西班牙政府效力的葡萄牙人麥哲倫率領 

265名水手向西航行，越過大西洋沿巴西海岸南下，發現

並穿過連接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海峽，進人太平洋，於 

1521年3月抵達菲律賓，在菲律賓群島一次當地居民的紛

爭中被殺。1522年9月，菲律賓船隊中的“維多利亞號”

回到西班牙完成了歷史上第一次環球航行。葡萄牙人把世

界各地的財富帶回了國內，就這樣依靠著殖民經濟，葡萄

牙在16世紀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葡萄牙人民不停地進行地理探索，極大地促進了世

界文明的進步，提高了人類對地理與世界的認知，加強了

各大洲人民之間經濟文化、語言的交流，大大促進了葡萄

牙經濟文化的繁榮。

        16世紀時，海上強國葡萄牙，在大航海時代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今天的葡萄牙

是世界發達國家的一員．歐盟成員國之一，歐元、北約的創始國成員之一。

宗教葡萄牙是天主教國家，84.5％的人信奉天主教

。葡萄牙位於地中海，十五世紀強盛一時，境內天主

教教堂很多，有濃厚的羅馬天主教味道。

民族葡萄牙人佔總人口的95％以上。近年來，移

民到葡萄牙的人口數量呈上升趨勢。截至2012年12月

31日，共計有417,042名移民合法居住在葡萄牙。

風俗葡萄牙人開朗、隨和、熱情、樂觀。葡萄牙

人習慣在人名前加上某種稱呼，表示禮貌與尊重。對

男子普遍稱先生，對婦女稱夫人或女士，對未婚女子

稱小姐或女士。葡萄牙人忌諱數字13和星期五。

語言西葡萄牙語（Português）是世界上第六大語

言，僅次於漢語、英語、俄語、西班牙語、印地語。

節日祖父母日、托籃節、海洋節和大學生節等節

日都是葡萄牙特有的，而國際性節日則有新年、復活

節、嘉年華節、萬聖節、聖誕節等。

體育葡萄牙足球有濃厚的拉丁風情C 朗拿度是葡萄

牙的驕傲。葡萄牙國家隊曾多次人圍世界盃，於1966

年奪得季軍，2006年獲得第四名。

“陸止於此，海始於斯”是16世紀的史詩級詩人 一 路易斯德卡蒙斯對它的描述

歷史＆文化



        里斯本是葡萄牙的首都，也

被認為是歐洲最受歡迎的、最時

尚的觀光勝地之一，城市生活紛

繁多樣，精彩紛呈。

        葡萄牙擁有數目龐大的世界文化遺產、自然保

護區及濕地，在這裏您可以盡情的親近大自然享受

大自然，享受遠足及花樣繁多的水上運動為您帶來

的樂趣。

        里斯本位於歐洲大陸的最西端，在16世紀大航海時代是當

時歐洲最興盛的港口之一。里斯本佔地84.8平方公里，這片土

地上養育著56萬餘的民眾。與一般的主要大城市不同，真正的 

“里斯本市”只局限在其歷史城區，而其周邊的地方則發展成

其他的城市。但事實上，這些城市也屬於大里斯本的一部分。

        里斯本北面為辛特拉山，靠近大西洋，典型的海洋城市，

葡萄牙最大的河流特茹河流經城市南部注人大西洋。受大西洋

暖流影響，里斯本氣候良好，冬不結冰，夏不炎熱。一二月份

平均氣溫為8℃，七八月份平均氣溫為26℃。全年大部分時間風

和日麗，溫暖如春，舒適宜人。

        里斯本的園林美化工作十分出色，城市終年草木長青，鮮

花盛開，宛如一座嫵媚芬芳的大花園。依山傍水，整個城市分

佈在7個小山丘上，遠遠望去，色調深淺不一的紅瓦頂房屋和濃

淡不同的綠色樹叢互相輝映，景色十分優美。

        里斯本是個工業發達的城市。特茹河南岸已成為葡萄牙的

重要工業中心，主要工業有造船、水泥、鋼鐵、塑膠、軟木、

紡織、造紙和食品加工等。

        里斯本區是葡萄牙最富庶的地區，股票交易所是泛歐股票

交易所的成員之一，該組織由荷蘭阿姆斯特丹、法國巴黎、比

利時布魯塞爾和葡萄牙里斯本的各個交易所合併而成立的，總

部設於巴黎。

里斯本



阿爾加維

        阿爾加維是葡萄牙有名的旅遊景點，這裏氣候宜人

，海水溫暖而平靜。除了設備完善度假村是絕佳的去處

外，這裏有世界上最好的海灘，而且類型眾多，如隱蔽

海灘、家庭海灘等，是水上運動的理想場所，無論選擇

哪一種，都足以讓您盡興。

        阿爾加維有30個高爾夫球場，其中有一些頂級的

高爾夫球場每年舉辦世界級高爾夫球賽，吸引了許多的

高爾夫職業選手及業餘愛好者。

        葡萄牙的最南端是阿爾加維，其對應省份為法魯。溫差較小

，年平均日照時間達3,000小時。沿著葡萄牙邊界綿延160公里直

至西部的聖文森特角，是葡萄牙的主要度假地，沿海散佈著一些

度假村、飯店和別墅。

        這裏出產的葡萄酒口感柔順，果味濃郁。紅葡萄品種包括卡

斯特勞（Castelao）、Negra Mole、西拉（Syrah）等；白葡萄

品種包括阿瑞圖（Arinto）、Siria等。



        波爾圖地處濱海平原屬於海洋性溫帶闊葉林氣候，冬季溫暖濕潤，夏季

相對乾燥涼爽，年降水量900毫米。土壤肥沃，附近為重要農業區，盛產葡

萄、橄欖、柑橘，同時也是葡萄牙的玫瑰花和山茶花種植地之一。

        波爾圖市由十五個堂區組成，北部接壤Matosinhos和Maia自治區，東

部與Gondomar接壤，南部為杜羅河，其對岸為加亞新城，西面為大西洋。

主要產業有造船、紡織、軟木、棉毛紡織、制革、陶器、捲煙、食品、傢俱

、電器、機械、化工、漁業等，其中釀酒業尤為發達，盛產的“波爾圖”葡

萄酒在世界上頗負盛名，享有“酒都”的美稱。

波爾圖音樂廳

波爾圖市內的重要代表建築，由荷蘭建築師雷姆・庫哈斯設

計，是2001年歐洲文化之都計劃的一部份。

音樂廳位於城市西南方，奶白色的現代建築，造型獨特猶如

切割了的寶石，無視周圍老房子們錯愕的表情。

        波爾圖坐落在葡萄牙北部杜羅河河口，面向大西洋

，共有26.3萬人，是葡萄牙的第二大城市及北部大區的

行政中心。杜羅河蜿蜒穿越整個城市，舊城築於東岸的

丘陵坡地上，新城大部在北岸。

波爾圖



米尼奧大學米尼奧大學

波爾圖大學

米尼奧大學

科英布拉大學

里斯本大學
新里斯本大學
里斯本天主教大學

埃武拉大學

阿爾加維大學

第三階段
第二階段
10-15歲

第一階段
6-10歲

第一階段 學士

文化課 科技課程 
職業課程

教育

教育體系結構

第三階段 博士

第二階段 碩士

中學教育

中學教育

學前教育

高等教育

綜合大學 理工學院

義務教育 選修課程

        葡萄牙公共教育體系分為學前教育（3-5歲）

, 基礎教育（6-15歲，1-9年級），中等教育（ 

16-18歲，10-12年級），高等教育。葡萄牙的義

務教育是十二年，其中，小學四年，預備初中兩

年，初中、高中各三年。

        葡萄牙高等教育分兩種，主要分為大學教育

和技術教育。技術教育主要是提供高等技術培訓

，著重應用研究和實踐方面，一般授予大專學位

，課程為期二至三年，少數達四年，教授的專業

主要是技術、藝術和教育方面。除此之外，還有

少部分高等院校開設會計、工程造型藝術和設計

等學系。

        大學教育的目的是為將來的工作發展提供穩

固的基礎，推動學術研究和促進科技創新。大學

教育頒發的學位包括有學士、碩士和博士，還有

一些短期的證書課程。學士課程的學習年期為四

至六年，不同學系所要求的基礎不同，碩士學位

課程一般包括一至兩年的學習，然後寫論文和答

辯。至於博士學位則無特別的課程，一般要通過

某些特別考試，對學術研究要求較嚴格，最後亦

需要寫論文和參加答辯。

        葡萄牙教育支出大致與瑞典持平，大大超過

經濟合作組織OECD平均水準。葡萄牙在教育領域

的投人力度，是世界上多數國家無法企及的程度

，以2013年為例，甚至達到了GDP 5％的程度。

巨額的教育投人，為這個國家培養了大批高素質

優秀人才，也使這個西歐小國產生了一批諸如里

斯本大學、科英布拉大學、新里斯本大學、歐洲

大學這些世界排名前列的大學。其中，科英布拉

大學始建於1290年，是葡萄牙歷史最悠久的大學

，同時也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葡萄牙語是

大學裡的普遍授課語言，英語在大學院校的一些

專業課程開設，也有大學用英語授課，如歐洲大

學。

葡萄牙除了學術教育之外還有良好的教育文化氛

圍，全國有各類博物館289座，圖書館1960 所，

電影院、劇院347所，畫廊或展覽館306所。



         葡萄牙醫療條件非常好，醫院分公立和私立

兩種。公立醫院規模大、備有良好的設備及技術

，而就診人數相對較多。私立醫院則可以在相對

較少的時間內，得到全方位的就診服務。葡萄牙

各社區均設有社區醫院，為社區內登記人口提供

簡單的醫療服務。

        葡萄牙公立醫院和保健中心向葡萄牙公民、

已獲合法居留權或合法工作許可的外國公民提供

免費醫療服務。臨時訪問葡萄牙的外國公民可享

用公立醫院的服務。

        此外，藥店在葡萄牙隨處可見，一般在店外

都掛有綠色十字標牌。藥品須在藥店購買，處方

藥須有醫生處方。在一些大城市可以找到24小時

營業的藥店，藥品價格優廉。

知名醫院：
波爾圖聖若奧醫院
里斯本聖瑪麗亞醫院科
英布拉大學醫院
里斯本腫瘤研究中心

        葡萄牙社會福利完善，眾多的節假日之外，還有每年22日的帶

薪休假，親子假長達120-150天。國家在社保和社會救濟方面每年

一兩百億的投入，也讓葡萄牙民眾享受了高福利待遇。

在葡萄牙，公共醫療和私人醫療支出大致比率為2:1的關係，家庭醫

療支出負擔較輕，根據最新統計資料，葡萄牙一個普通三人或者四

人家庭平均每月醫療支出低於100歐元。

        主要包括所得類稅和消費類稅。其中所

得類稅主要有：企業所得稅（IRC）和個人

所得稅（IRS）；消費類稅主要有增值稅（

VAT）酒及酒精類飲料特殊消費稅（ABA）

、燃油能源稅（ISP）、煙草稅（IT ）、車

輛稅（ISV）。以上稅種中，企業所得稅和

增值稅佔主要部分。

       為地方政府提供收入來源，主要包括房

產稅（IMI）、房產交易稅（IMT）以及城

市附加稅等。

社會福利＆稅費醫療

        在葡萄牙從事商業、工業或農業經營活動並在葡萄牙註冊的企業，應向葡萄牙稅務

部門交納企業所得稅。對於中小型企業，企業收入低於15,000歐元的部分，按照17％的

稅率納稅，超過15,000 歐元的部分，則按照23％的稅率納稅。

社會福利

國家稅 國家稅

企業所得稅（ I RC )



        葡萄牙眾多著名的文化之一就是飲食，南歐沿海絕佳的地理位置有海洋暖流的“眷顧”，氣候溫和

，海產豐富，這份天賜的禮物便順理成章地成了葡萄牙美食的主料。正如您想的那樣，魚和海鮮廣泛分

佈在整個海岸線上。

        各種米飯、馬鈴薯、麵包、肉類和海鮮一起組成了葡萄牙的主要食譜。葡萄牙人特別青睞鳕魚，將

其視為“國菜”，據說有365種烹調鳕魚的方法。一道道前菜和主菜靠非常新鮮的鳕魚、游水蝦、螃蟹

及各種貝殼類海鮮共同炮製出，而與這些菜式配合來品嘗的，是葡萄牙的葡萄酒。

        葡萄牙的葡萄酒自羅馬時期就已經開始出口，羅馬人將他們的酒神巴克科斯與葡萄牙聯繫起來。如

今這個國家仍享譽於眾多葡萄酒愛好者，它的葡萄酒曾榮獲多次國際大獎。據說在葡萄牙每餐都以不同

的葡萄酒來配合不同的菜肴，葡萄牙人離不開葡萄酒，甚至有人以酒當水來喝。因此，在葡萄牙的美食

中，佳餚與美酒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房產位置：里斯本老城區
房產類型：公寓
房產居室：2-3房
房產面積：104-161㎡
                       (約1119-1733呎)
房產價格：35萬歐元起
                      (約291萬港元起)

項目優勢 : 區域周邊商業氛圍濃厚，緊鄰“葡萄牙的香榭麗舍大

街”—自由大道，大到奢侈品，小到手工藝品，應有盡有。步行

五分鐘即可到達 Anjos 地鐵站和公交車站，讓您順利到達裡斯本

的各個區域。

法維亞公寓周邊環境清幽，街道兩旁綠樹成蔭，附近有多塊綠地，

法維亞公寓

聖洛尼別墅
房產位置：辛特拉
房產類型：獨棟別墅
房產居室：4房
房產面積：362.9㎡
                      (約3906呎)
房產價格：79.5萬歐元
                      (約660萬港元)

項目優勢：位於裡斯本大區辛特拉，是葡萄牙歷代皇室的休閑度假勝地。

11至 13 世紀，辛特拉出現於地理教科書中，大批讀者深深著迷於她的美麗、

神秘和清幽的自然環境。這裡自然環境優美，植被覆蓋率高，景色郁郁蔥蔥，

被稱為裡斯本的“氧吧”，讓富人和藝術家慕名而來。 

項目位於超大社區貝羅拉夢幻社區內，該社區已有三十年的居住歷史，周
邊基礎生活設施配備齊全，生活十分便利，社區內有兩家大型超市、餐廳、咖啡館、高爾夫球場、網球場、

足球場，另外步行五分鐘即可到達裡斯本最好的美式國際學校—卡魯弛美國國際學校。每棟別墅均帶有

私家花園、泳池、車庫和儲藏室等，讓您即可擁有賓至如歸的 feeling。

綠植覆蓋率很高，是非常適宜居住的街區。項目公寓帶有陽台，能夠遠眺特茹河的美景，同時每套公

寓還配有停車位和儲藏室。公寓內部建材選材優良，櫥櫃、廚具和門窗均選用意大利知名品牌。投資

法維亞公寓，絕對是高性價比之選！

房產介紹

房產介紹



項目優勢：茗世家園位於里斯本大區的卡斯卡伊斯地理位置便利，從里斯本開車只需15分鐘即可到達。這裡也被稱作是

里斯本的富人區，背靠辛特拉山脈，緊鄰大西洋，擁有很多沙灘，是休閑度假的好去處。項目周邊分布著多所學校，其

中就有著名的國際學校卡魯斯美國國際學校和聖朱利安國際學校。

項目社區總占地面積4-5萬平方米，有公寓和聯排別墅可選擇，建築密度較低，生活環境優美。社區周邊有安全圍欄，在

大門處嚴控訪客和外部人員的出入。社區內還擁有2萬平方米的空間可供娛樂，設有俱樂部、泳池、網球場和運動場。

茗世家園
房產位置：卡斯卡伊斯
房產類型：公寓 聯排別墅
房產居室：公寓1-4房 聯排別墅3-4房
公寓面積：82-212.4㎡ (約883-2286呎)
聯排別墅面積：170-200㎡ (約1830-2153呎)
公寓價格：22萬歐元起 (約183萬港元起)
聯排別墅價格：48萬歐元起 (約517萬港元起)

房產介紹



房產名稱：維赫納宮殿    /   房產類型：復式公寓
房產位置：裡斯本老城區     /    房產居室：T1-T5
總面積：91—349㎡ (約980- 3756 呎)     /      房產價格：51萬歐元起 (約423萬港元起)

項目優勢：維赫納宮殿為18世紀宮殿改造項目，現小宮殿被改造為7個公寓。

內部設計新古典主義風格和現代風格混搭，用料講究，且保留部分古建築成分。非常具有當地特色。建築既

保護傳統又恢復建築特色，結合了歷史遺留下的風格又有現代風格和舒適。

維赫納宮殿位於裡斯本歷史悠久的老城中心，是游客最為集中的區域；建築歷史悠久；生活十分便捷。

維赫納宮殿
房產介紹



房產名稱：貝羅拉夢幻花園二期

房產類型：公寓及聯排別墅

房產類型：共47套

房產居室：2-4房

房產價格：37萬歐元起 (約307萬港元起)

項目優勢：貝羅拉夢幻花園二期位於裡斯本大區辛特拉。辛特拉距大西洋18公里，是歷史上

是寺院和皇家休夏勝地。辛特拉皇宮內的建築異常精美。皇宮的城堡變成了皇族的主要休假

地點。優越的地理條件吸引了富人和藝術家前來此地居住。項目周圍環繞辛特拉公園、宮殿

，臨近海灘和賭場，有10個高爾夫場。

貝羅拉夢幻花園二期位於富人社區，緊鄰貝羅拉夢幻花園一期，房屋風格與貝羅拉一期一樣

，比貝羅拉一期多出一個兒童泳池，一共有兩個泳池。

周邊配套齊全，有多所著名的國際私立學校，其中卡魯斯美國學校可步行到達。

貝羅拉夢幻花園二期
房產介紹

貝羅拉夢幻花園二期



投資方式：置地移民，保值、穩定、無風險；
所投地產：無種類和數量限制（住房、土地、工廠、農場、莊園等均可，可一套／多套）; 
資金審核：不需提供資產證明，無需解釋資金來源；
申請條件：滿足購房置地要求，無額外附加條件，操作簡單；
審理流程：要求明確、手續簡單、流程不復雜；
續簽容易：申請人只需提供其在申根區居住的有效證明，不局限於葡萄牙；
求職置業：可在葡萄牙合法工作或開公司置業；
暢行歐洲：憑葡萄牙居留證可暢行歐洲申根區，無需辦理旅游簽證；
造福全家：整個家庭可以同時申請移民；
地理優勢：位於歐洲西海岸、與非洲和北美大陸隔海相望、是世界貿易往來的中轉站；
適宜居住：民風淳樸熱情、國家安全穩定、犯罪率低、氣候宜人、適宜居住。

為吸引外資，提振國家經濟，葡萄牙大開門戶。2012年10月8日，葡萄牙
內政部頒布移民新法，允許第三方國家通過置地投資移民的方式移民葡
萄牙。非歐盟國家公民在葡萄牙購買50萬歐元的地產並且全額支付並獲
得地契，即可開始辦理移民，以此方便了中國企業家和投資人在海外的
經商及投資。

該政策對所購地產的形式和數量並無限制，不需要一定購買住房；土地
、工廠、開發區、農場、葡萄種植園均可；數量也無限制，可以是一套
或多套；只需滿足總金額達到50萬歐元即可。

2015年9月葡萄牙移民局再次頒布移民法修正案，對申請人的獲批時間做
出了以下規定。

“黃金居留”審批時間新規 ：
1、相關部門必須在90 天之內回復“黃金居留”首次申請的審批結果；
2、相關部門必須在60 天之內回復“黃金居留”續簽的審批結果。

          世界自由通行，免簽證費。可通行國家或地區：歐盟、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
香港、日本、韓國、新加坡等172個國家，可在當地及歐盟國家居住和工作，無附加條件限制。

葡萄牙護照持有人

申請條件

主申請人

項目優勢

附屬申請人

1. 在葡萄牙購買價值50萬歐元或以上的 

     房產；

2. 年滿18周歲；

3. 無犯罪記錄：

4. 購買私人醫療保險。

（家庭團聚）

1．主申請人的配偶、子女及父母； 

2．在葡萄牙有住所；

3．無犯罪記錄；

4．一定金額的生活保證金。

項目介紹＆我們的服務

申請移民“6個不需要”
1、不需要在當地銀行定期存款；

2、不需要提供資產和資金證明，省時省力；

3、不需要解釋資金來源，不同於其他歐盟大國的移民政策；

4、不需要商業背景，醫生、律師、教師、家庭主婦等都可以申請；

5、不需要人葡萄牙社保，有私人保險即可（只需首保範圍涵蓋葡萄牙或者其它申根國即可）; 

6、不需要語言及學歷證明，對英語及葡語無要求，也不需有在葡萄牙留學經歷。

葡萄牙居留證持有人“4個可以”

1、可以合法出租其在葡萄牙所購房產；

2、可以自由穿行申根區，每六個月有90天的停留期； 

3、可以在當地工作或創辦公司，無需申請額外簽證； 

4、可以在歐盟大多數國家大學享受學費減免。

我們的葡萄牙置業項目組由當地專業的移民顧問、房產顧問

、律師、翻譯和強大的後勤服務團隊組成，保證您在葡萄牙

的購房之行安全、穩妥、有保障。

前期

1. 項目咨詢、資質審核；

2. 量身制定購房方案、推薦樓盤； 

3. 移民材料准備、文本資料翻譯；

4. 協助辦理首次訪葡萄牙簽證，並安排葡萄牙購房行程。

中期

1. 葡萄牙當地5星級接待：機場接機、寶馬／平治座駕、隨

    身翻譯和地產顧問； 

2. 協助申請人在葡萄牙開設銀行賬戶並購買房產；

3. 協助申請人到葡萄牙移民局辦理相關手續； 

4. 密切跟進葡萄牙移民局的審理進度；

5. 協助申請人領取葡萄牙居留簽證。

售後

1. 監督房產管理，保證物業服務；

2. 協助處理房屋出租或轉讓事宜;

3. 售後問題解決服務

我 們 服 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