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斯郡蓋爾式運動協會
塔爾蒂安體育場

愛爾蘭投資
移民計劃
捐贈項目



2020年10月13日，米斯郡蓋
爾式運動協會委員會正式任命
菲茨威廉資本為塔爾蒂安體育
場捐贈項目的授權顧問。

菲茨威廉資本聘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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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4.

菲茨威廉資本於1975年在愛爾蘭成立，非常榮幸被米斯郡蓋爾式運動協會委員會聘用，進行愛爾蘭
投資移民計劃（IIP）下米斯郡納文鎮塔爾蒂安體育場再開發項目的籌資工作，該項目的籌資總額為
€1,280萬歐元 (32個捐贈人名額，個人捐贈額為€40萬歐元)。

  選擇通過該捐贈項目來獲取愛爾蘭居留身份的捐贈人大可放心，他們的寶貴貢獻（捐贈款）將會為
愛爾蘭的社會和文化帶來積極向上的影響。多年來，蓋爾式運動協會已經成為愛爾蘭不可或缺的重要
資產，它為各個當地社區提供了發展的動力。修繕完善的體育場將會為我們的子孫後代們提供與時俱
進的現代化設施。



為什麼選擇愛爾蘭?

對於家庭來講，愛爾蘭是一個既安全又友好的地方

爱尔兰的空气和食品质量世界闻名

愛爾蘭的教育體系世界聞名，它可以為所有年齡段的孩子提
供教育

愛爾蘭是建立歐洲企業基地的絕佳地點

愛爾蘭有著成熟廣泛的國際交通運輸網，將愛爾蘭與歐洲以
及其它世界各國緊密連接起來

 

 

 

5.

愛爾蘭氣候溫和

愛爾蘭的私人醫療保險相對較便宜

愛爾蘭有著多民族及地廣人稀的居住環境

愛爾蘭是一個中立國，在包括了163個國家在內的世界最和平
國家排行榜中位居第十二（2020年全球和平指數）

愛爾蘭公民可以在英國和歐盟區內自由進出、生活、工作或
學習。



愛爾蘭
傲人的履歷

愛爾蘭作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樞紐有著無與倫比的表現。
目前，愛爾蘭擁有1400多家海外公司，並且還在繼續
吸引著來自科技、工程、生命科學、全球商務服務以及
金融服務領域的企業來到愛爾蘭落戶。

在高價值投資項目吸引力排行榜
中，愛爾蘭位居世界第一

全球前五的軟件公司全部落戶在
了愛爾蘭

全球前十的工業自動化公司有八
家落戶在了愛爾蘭

美國前十的科技公司有九家落戶
在了愛爾蘭

全球前二十五的金融服务公司有
二十家落户在了爱尔兰

全球前十的製藥公司全部落戶在
了愛爾蘭

在愛爾蘭的跨國公司中，有三分
之一的公司已經在愛爾蘭運營了
20餘年

全球前十五的醫療科技公司有十
四家落戶在了愛爾蘭

6.



在愛爾蘭有業務運營的
前沿企業

7.



8.

人才人才
愛爾蘭擁有歐盟中最年輕的
人口

在勞動力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方面，愛爾蘭排名世界

第一

在員工積極性方面，愛爾蘭排名世界第三

在吸引及留住人才方面，愛爾蘭排名世界第一

便於經商便於經商
愛爾蘭的親商環境及態度
使得公司可以通過盡量少
的程序在這個完善的大環
境中迅速建立

在2019年經濟自由度指數排行榜中，愛爾蘭排名

世界第六

愛爾蘭是全球第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

在全球最適宜經商國家的排行榜中，

愛爾蘭位居首位

教育教育
愛爾蘭的教育體系排名世界
前十

在30至34歲的年齡段中，有53.5%的愛爾蘭人

擁有大學本科學歷，遠高於歐盟的平均值40%

在10歲孩子的計算能力及讀寫能力表現中，

愛爾蘭排名世界第三

愛爾蘭正在實施一項極具前瞻性的綜合性國家

教育戰略和行動計劃，旨在2026年前擁有全歐

洲最好的教育和培訓體系

歐洲歐洲
通過愛爾蘭可以十分容易進入
到歐盟市場

可以通過已達成的歐盟貿易協定獲得大量資源

愛爾蘭是歐元區中母語為英語的國家

在工業勞動生產率方面，愛爾蘭排名世界第一

自1973年以來，愛爾蘭便是歐盟成員國之一

在愛爾蘭的企業可以享有約2.5億的歐洲勞

動力資源



愛爾蘭投資移民計劃
(IIP)

愛爾蘭投資移民計劃為非歐洲經濟區
的居民以及他們的家庭成員提供獲取
愛爾蘭居留身份的機會，申請人需要
在愛爾蘭移民歸化局批准的投資選項
下進行投資。

米斯郡蓋爾式運動委員會塔爾蒂安公
園體育場重新開發項目，是符合愛爾
蘭投資移民計劃下的捐贈選項的。滿
足愛爾蘭投資移民計劃要求並且獲得
了愛爾蘭司法部批准的申請人將會在
此項目下獲取他們的愛爾蘭居留身
份。

主要要求

• 捐贈人必須品行良好，並且沒有在
任何司法管轄區內有過任何犯罪行
為。 

• 捐贈人必須擁有至少 €200 萬歐元
的淨資產，並且能夠提供完整的資
金來源。 

• 在向愛爾蘭司法部遞交申請之前，
捐贈人必須擁有 €40 萬歐元用於項
目捐贈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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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投資移民
計劃（IIP）捐贈
人可享受的主要
優勢

在愛爾蘭居住靈活在愛爾蘭居住靈活
為滿足投資移民計劃的要求，捐
贈人每日曆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只需要在愛爾蘭居住滿1
天。

無需商業管理經驗無需商業管理經驗
愛爾蘭投資移民計劃不要求捐贈人
擁有任何商業管理經驗。

歸化入籍
捐贈人在愛爾蘭居住滿5年後，將
有資格進行愛爾蘭/歐盟公民身份
申請。

無需語言能力或資質無需語言能力或資質
愛爾蘭投資移民計劃不要求捐贈
人具備英語語言能力或資質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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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爾式運動協會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業餘體育運動協會
之一，它是愛爾蘭社會意識形態裡十分重要的一部
分。蓋爾式運動協會不僅僅是對蓋爾式運動進行推
廣，它還對愛爾蘭的社會起著十分重要的影響作用。
近幾年，蓋爾式運動協會已遍布全球。

蓋爾式運動协会
的歷史

11.



遍布世界各地的體育俱樂部

加拿大 
20

愛爾蘭
1,616

北美洲 
97

美國東海岸
29

英國 
83

歐洲其它地區
73

中東地區 
11

東亞地區 
22

澳大利亞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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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爾式運動協會（GAA）是由一群熱情洋溢的愛
爾蘭人在1884年11月1日於愛爾蘭蒂珀雷裡郡的
瑟爾斯鎮所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所成立的。這群十
分有遠見的愛爾蘭人意識到，建立一個國家組織
對宣揚、普及以及保護傳統體育運動並讓人們能
夠更容易的參與到體育運動裡來是至關重要的。

米斯郡蓋爾式運動協會（GAA）是國家蓋爾式運
動協會旗下的一個郡縣級部門。米斯郡蓋爾式運
動協會管理著59個參加比賽的俱樂部，其成員多
達3萬4千餘名，佔米斯郡人口總數的17.43％。據
估計，在米斯郡有多達60%的12歲以下兒童會積
極地參加蓋爾式體育運動，這是該郡兒童和青少
年身心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蓋爾式運動協會

13.



米斯郡的蓋爾式運動的主體育場就是位於米斯郡首府
納文鎮的塔爾蒂安體育場。所有在米斯郡進行的重要
的蓋爾式運動比賽都是在塔爾蒂安體育場舉辦的。並
且，許多由愛爾蘭國家蓋爾式運動協會組織的重要比
賽也是在此進行的。

塔爾蒂安體育場的名字來自於一個源於米斯郡的古老
凱爾特節日 - 塔爾蒂安運動節。這個節日的起源可
以追溯到公元前632年。當時，愛爾蘭各個地方的國
王、酋長以及貴族都會來參加塔爾蒂安運動節。還有
人聲稱，塔爾蒂安運動節便是奧運會的前身。

項目介紹

14.

在過去的近90年裡，塔爾蒂安體育場一直由米斯郡蓋
爾式運動協會委員會所持有。在此之前，它被作為展
覽場地使用，很多農業展覽都曾在此舉辦。

儘管每十年米斯郡蓋爾式運動協會都會對塔爾蒂安體
育場進行翻新和改造，但是現在塔爾蒂安體育場仍
急需進行現代化改造。這將包括拆除當前的“北露
台”，並修建新的“北看台”來對此進行替代；翻
新當前的“南看台”，以使場館容納量擴大至1.11萬
個座位。該項目所需的投資金額約為€2300萬歐元，
其中有€1280萬歐元將會來自於愛爾蘭移民投資計劃
（IIP）下的捐贈款。

塔爾蒂安體育場



來自愛爾蘭政府部長的支持

愛爾蘭政府部長達米恩·英格利甚和海倫·麥肯特對
米斯郡蓋爾式運動體育委員會塔爾蒂安公園體育場
捐贈項目的支持書

i

愛爾蘭移民歸化局 
投資及創業企業家計劃部門 
 
都柏林2區伯格碼頭13-14號
郵編D02 XK70

愛爾蘭移民歸化局 
投資及創業企業家計劃部門 
 
都柏林2區伯格碼頭13-14號
郵編D02 XK70

海倫·麥肯提

2020年6月9日 
 
關於：米斯郡蓋爾式運動協會委員會 -塔爾蒂安體育場再開發項目 - 愛爾蘭投資移民計劃
（IIP）

敬啟者，

米斯郡蓋爾式運動協會委員會已經向我介紹了上述項目。塔爾蒂安體育場把米斯郡當地以及周
邊各郡的各代人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目前，該體育場的內部設施已經達到了最大使用年限，
急需進行現代化的再開發，以滿足下一代人的需求。米斯郡蓋爾式運動協會委員會已經向國家
蓋爾式運動協會提出了關於該體育場的再開發計劃，並且已經得到了國家蓋爾式運動協會高層
的批准以及米斯郡議會的支持。 
 
然而，塔爾蒂安體育場再開發項目沒有得到足夠的國家資金支持。鑑於升級後的設施將為國
家和居民帶來公共利益，我認為愛爾蘭投資移民計劃（IIP）應對該項目做出全力支持，以確
保項目能夠及時完成。 
 
致敬，

2020年6月12日

關於：愛爾蘭投資移民計劃（IIP）– 米斯郡納文鎮塔爾蒂安體育場再開發項目

敬啟者， 
 
我與米斯郡蓋爾式運動協會委員會十分熟悉，並且也很了解他們的米斯郡納文鎮塔爾蒂安體
育場再開發項目的計劃。作為米斯郡西部議會的議員以及蓋爾式運動的積極支持者，我一直
對這個再開發項目抱有極大的個人興趣和投入。 
 
塔爾蒂安體育場再開發項目是由愛爾蘭政府、米斯郡議會和克羅克體育場共同支持的, 該項
目為振興急需全面升級的塔爾蒂安體育場提供了寶貴機遇。我們可以從米斯郡的蓋爾式運
動團體身上看到巨大的能量，他們為愛爾蘭這一國粹運動、我們的米斯郡乃至整個國家都做
出了重要投入。 
 
該項目是符合愛爾蘭投資移民計劃（IIP）要求的公益項目，因此，愛爾蘭投資移民計劃
（IIP）應對該項目給與支持以協助該項目籌集無法由國家提供的剩餘資金，確保項目可以
順利完成。 
 
我將會一如既往的為這個重要的項目提供支持。 
 
致敬，

達米恩·英格利甚 
住房及城市發展部部長 
米斯郡西部選區

15.



項目獲批 / 成功案例

16.

菲茨威廉資本於1975年在愛爾蘭成立，非常榮幸被米斯郡蓋爾式運動協會委員會聘用，進行愛爾蘭投資移民計劃（IIP）下米斯郡納文鎮塔爾蒂安體育場再開
發項目的籌資工作，該項目的籌資總額為€1,280萬歐元 (32個捐贈人名額，個人捐贈額為€40萬歐元)。

該項目已經於2020年12月21日獲得了愛爾蘭司法部的正式批准。

對於在愛爾蘭投資移民計劃（IIP）下被批准的
項目，菲茨威廉資本在愛爾蘭司法部有著100%
的成功率。迄今為止，已經有99位投資人通過
菲茨威廉資本的項目成功地收到了他們的批复
函。

菲茨威廉團隊與我們遍布全球的移民中介夥伴一
起努力工作，以確保我們捐贈人的文件都可以很
好的被遞交至愛爾蘭司法部。



申請流程

1. 捐贈人與菲茨威廉資本授權的
中介取得聯繫

2. 移民中介協助捐贈人準備申請
材料
*大約需要2個月的時間

3. 菲茨威廉資本對申請材料進行
審核，之後將整套申請文件遞交
給愛爾蘭移民歸化局
*移民歸化局大約需要6-9個月的
時間來對申請進行審核

4. 移民申請獲得愛爾蘭司法部批
准，INIS 下發‘預批函’給捐贈
人。
*INIS: 即愛爾蘭移民歸化局

5. 捐贈人僱傭一名愛爾蘭獨立律
師來保障他們的利益，之後，將
€40萬歐元捐贈款轉至該獨立律師
的客戶賬戶中。

6. 捐贈款被轉给米斯郡蓋爾式運
動協會委員會的愛爾蘭律師。

7. 菲茨威廉資本將以下文件遞交給
愛爾蘭移民歸化局： (1) 愛爾蘭律師
出具的信件& (2) 米斯郡蓋爾式運動
協會委員會出具的信件，證明捐贈已
完成(3) 捐贈款轉賬證明。之後，愛
爾蘭移民歸化局將會下發‘正式批复
函’給捐贈人。

8. 捐贈人在國內進行愛爾蘭D類
單次入境的簽證申請。菲茨威廉
資本為捐贈人安排去到愛爾蘭移
民歸化局總部進行註冊並獲取他
們的愛爾蘭居留身份。

17.



投資人通過對塔爾蒂安體育場進行捐贈不僅可以獲得愛爾蘭的居留身份，還會為愛爾蘭的社會及文化做出積
極的貢獻。多年來，蓋爾式運動協會已經成為愛爾蘭不可或缺的重要資產，它為各個當地社區提供了發展的
動力。修繕完善的體育場將會為我們的子孫後代們提供與時俱進的現代化設施。投資人的捐贈將會被通過以
下方式來被人們銘記和認可：

塔爾蒂安體育場

每個捐贈人的名字都會被銘刻在塔爾蒂安體育場正門
的皇家大道的鋪路石上。

每個捐贈人都會收到一份裱框的捐贈證書及球
衣，以此來表示對捐贈人為塔爾蒂安體育場的
再開發所做出重要貢獻的感謝。

捐贈人可終身免費觀看任何在塔爾蒂安體育場
進行的米斯郡蓋爾式運動比賽。

影響與認可

18.



菲茨威廉資本於1975年在愛爾蘭成立，非常榮幸被米斯郡蓋爾式運動協會委員會聘用，進行愛爾蘭投資移
民計劃（IIP）下米斯郡納文鎮塔爾蒂安體育場再開發項目的籌資工作，該項目的籌資總額為€1,280萬歐元
(32個捐贈人名額，個人捐贈額為€40萬歐元)。

菲茨威廉資本的項目已經被愛爾蘭政府批准為愛
爾蘭投資移民計劃（IIP）下的合格項目。

菲茨威廉資本對愛爾蘭移民歸化局的申請流程及
要求有著全面透徹的了解。

菲茨威廉資本已經與愛爾蘭政府多個部門的管理
高層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菲茨威廉資本可以把我們在愛爾蘭的法律、會
計、醫療、教育以及其它領域的專業合作夥伴引
薦給我們的客戶。

為什麼選擇通過菲茨威廉資
本的項目來獲取愛爾蘭居留
身份？

19.



本刊中所有信息在發佈時都是正確的。提供的所有信息均受條件及條款的約束。本刊中關於投資移民的信息僅作為一般性指南。在進行投資之前，應獲取獨立的法律建議。

您獲取愛爾蘭居留身份的安全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