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TR签证的申请和颁发

1. 在线注册并提交关于 LTR 签证的资格申请和证明文件；

2. 相关机构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完整文件后20个工作天内，会将受理结果通知申请人；

3. 符合资格条件的申请人可在签注函签发日期起60天内，前往所在国的泰国使领馆或

泰国的移民局办事处申办 LTR 签证。10年多次入境签证申办费为每人5万泰铢；

4. 在泰国供职的申请者，可前往位于曼谷 Chamchuri 广场大厦的 “签证和工作许可证

一站式服务中心” 的 “劳工就业厅” 或所在府的劳工局，领取数字化工作许可证。数

字化工作许可证的办理费为每年3,000泰铢。

申请者

在线注册并提交申请

文件验证

结果

符合资格条件的申请人

泰国移民局办事处泰国大使馆/领事馆

劳工部就业厅

在泰国领取LTR签证海外领取LTR签证

领取数字化工作许可证

数字化工作许可证

联系我们：

泰国长期居
留签证

泰国长期居
留签证

外籍人士服务处
签 证 和 工 作 许 可 证 一 站 式 服 务 中 心 
(OSS)

2022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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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状况与投资

泰国长期居留签证（Long-Term Resident: LTR） LTR签证持有者可享有哪些特权? LTR 签证申请资格标准

2022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
泰国政府即将推出一项名为 “长期居留 (LTR)” 的新签证方案，该方案旨

在通过提供一系列的税收和非税收优惠，增强泰国作为东南亚地区“高潜

力”外籍人士居住和经商中心的吸引力。而今，泰国已成为全球各地跨国

公司总部、以及亚洲休闲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同时，泰国对那些热衷

于“随处办公”的专业人士也极具魅力。

LTR签证持有者将享有多项特权，从而在泰国的长期生活更加便利，

并减少不必要的繁琐手续。这些特权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取

消按照每雇用一名外籍人员需要雇用四名泰籍人员的配额要求；享受

国际机场快速通道服务；向移民局的例行报到间隔时间由90天延至1

年；以及全面放宽对外国居留者的监管规定等。LTR签证方案将使得

企业雇用外籍人员的流程更加简化、便利，促进泰国私营经济的发展。

四类外籍人士可获得LTR签证：全球富裕公民、富裕退休人士、居住于泰

国从事远程工作的专业人士和高技能专业人士。LTR签证持有者的配偶和

被抚养人，亦将有资格获得相同签证。

如您对LTR感兴趣且有意愿在泰国生活享受此签证带给您的诸多福利待遇，请按如下标

准办理申请：

哪些类别的外籍人士可在泰国获得LTR签证？

年龄在50岁及以上，享有稳定的退休年金或收入的退
休人士

申请者须拥有至少100万美元的个人资产

为海外知名企业工作的远程工作者

在泰国商业实体、高等教育机构、研究中心或专业培训
机构、或者泰国政府机构中工作的目标行业专业人士或
专家

长期居留签证 (LTR) 持有者的配偶及20岁以下子女（
每位LTR持有者允许携带4位家属）

全球富
裕公民

富裕退
休人士

居住
于泰国的
专业人士

高技能专
业人士

10 年可续签签证 取消企业
雇用 外籍和

泰籍职员 1 4 的比例
配额要求

享受泰国机场
快速通道服务

向移民局例行
报到 时间间隔

由 9 0 天延长至 1 年，
且 无需再入境签证

一站式服务中心为 签证和 
工作许可证申办提供便捷服务

享有泰国工作许可
（数字化工作许可证）

高 技能人才境内个
人所得税

按 1 7% 税率计征

备注：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作为LTR长期居留签证方案秘书处办公室，将有权对此方案进行定期评估，并酌情审查、
调整其中的任何条款和资格标准。

在泰国持有保额不低于5万美元的健康保险或享受社保福利以确保在泰治疗
费用、或拥有不低于10万美元的存款。

过去10年内，申请者在与当前就职岗位相
关的领域具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

泰国证交所上市公司或；

运营时间不少于3年、且过去3年累计收
入不低于1.5亿美元的泰国私营企业。

申请者在过去两年内，若个人年收入低于
8万美元但不低于4万美元，则须具有硕士
或以上学历，或拥有某一知识产权或获得
A轮融资。

过去两年内，申请者个人年收入不低于8万美元。

申请者在过去两年内或退休前，若个人年
收入低于8万美元但不低于4万美元，则须
具有科技领域硕士或以上学历，或拥有与
泰国工作匹配的特别专业知识。

申请者在目标行业领域具有5年以上工作
经验（拥有该领域博士及以上学历，或供
职于泰国政府机构者除外）。

対象業種に限る

高等教育機関、研究機関、特定分野訓
練機関、タイ政府機関

为泰国政府机构工作的专业人士无最低个
人收入要求。

高技能专业人士

资格标准 全球富裕公民 富裕退休人士

拥有不低于100万美元资产

过去两年内，申请者个人年收入不低于
8万美元

购买泰国政府债券，或者外国直接投资
、包括投资于有限公司或大众有限公司
或投资于在泰国证交所上市的法人实体
企业（但不包括从事股票市场交易的投
资），或者投资于泰国不动产。投资额
不低于50万美元。

提交申请时，申请者个人年收入不低于8
万美元

若申请者个人年收入低于8万美元但不低
于4万美元，则申请者须购买泰国政府债
券，或者外国直接投资、包括投资于有限
公司或大众有限公司或投资于在泰国证交
所上市的法人实体企业（但不包括从事股
票市场交易的投资），或者投资于泰国不
动产，不低于25万美元的投资。

在泰国持有保额不低于5万美元的健康保险或享受社保福利以确保在泰治疗费用、或拥有
不低于10万美元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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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或者外国直接投资、包括投资于有限
公司或大众有限公司或投资于在泰国证交
所上市的法人实体企业（但不包括从事股
票市场交易的投资），或者投资于泰国不
动产，不低于25万美元的投资。

在泰国持有保额不低于5万美元的健康保险或享受社保福利以确保在泰治疗费用、或拥有
不低于10万美元的存款。



LTR签证的申请和颁发

1. 在线注册并提交关于 LTR 签证的资格申请和证明文件；

2. 相关机构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完整文件后20个工作天内，会将受理结果通知申请人；

3. 符合资格条件的申请人可在签注函签发日期起60天内，前往所在国的泰国使领馆或

泰国的移民局办事处申办 LTR 签证。10年多次入境签证申办费为每人5万泰铢；

4. 在泰国供职的申请者，可前往位于曼谷 Chamchuri 广场大厦的 “签证和工作许可证

一站式服务中心” 的 “劳工就业厅” 或所在府的劳工局，领取数字化工作许可证。数

字化工作许可证的办理费为每年3,000泰铢。

申请者

在线注册并提交申请

文件验证

结果

符合资格条件的申请人

泰国移民局办事处泰国大使馆/领事馆

劳工部就业厅

在泰国领取LTR签证海外领取LTR签证

领取数字化工作许可证

数字化工作许可证

联系我们：

泰国长期居
留签证

泰国长期居
留签证

外籍人士服务处
签 证 和 工 作 许 可 证 一 站 式 服 务 中 心 
(OSS)

2022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

签证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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