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知道或者不知道的

土耳其



“中国人”眼中的土耳其

热气球 土耳其红茶 土耳其烤肉 土耳其足球 土耳其浴

包



“中国人”眼中的土耳其

天天打仗 伊斯兰教 恐怖分子 贫穷落后 女性戴面纱



新疆远离海洋，深居内陆，四周有高山阻隔。气温变

化大，日照时间长，降水量少，空气干燥，大部分地区春

夏和秋冬之交日温差极大。

土耳其：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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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历史悠久，被誉为“文明的摇篮”;

世界七大奇迹其中有两个位于土耳其，分别是：月亮神阿
耳特弥斯女神庙和摩索拉斯国王陵墓；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横
跨欧亚大陆的城市，这里也曾是历史上三大帝国的都城；

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融，伊斯兰教、基督徒、犹太教在这
里和睦相处；

这是一个古老而现代的国度，既有历史的积淀，也散发着
青春的活力；





300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加上漫漫岁月长河中的风化作用，形成了

卡帕多奇亚犹如月球表面一般的独特地貌，橙色和土

色的大地上沟壑道道，蘑菇状的石林成片耸立，《星球大战》
的第一部曾在此取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把它评为“十大
地球美景”之一。



棉花堡上帝打翻了牛奶瓶，拥有上千年的

天然温泉，水温终年保持咋36-38摄氏度，从
古罗马时代就吸引着众多的人们来此进行水疗。



安塔利亚土耳其西南部海滨度假胜地和

旅游中心，位于地中海沿岸，被无数群山环
绕，是土耳其南海岸最大的城市，也是土耳
其最美丽的地区。



土耳其“冰与火之歌” 上午去滑雪，下午去晒日光浴







土耳其冰激凌
快乐的冰激凌         幽默的冰激凌
世界上最坚韧   最有嚼劲的冰激凌



   土耳其：美食众多，给味蕾带来全新的体验



最东边的哈密已经日落，最西边的喀什要两三个小时太阳才下山
饮茶界的扛把子--土耳其

土耳其人均每年茶叶消费量高达3.16kg，
也就是说每个人年均喝茶达到1250杯，
简直是恨不得泡在茶汤里！





土耳其瓜果品种繁多，质地优良，

一年四季干鲜瓜果不绝于市，如

石榴、葡萄、无花果、车厘子、

西瓜、西红柿、梨、核桃、哈密

瓜等。光照充足，瓜果很甜 ！ 



种类繁多
品质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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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5-8里拉/KG

   土耳其：平民物价，生活幸福指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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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1.5-6TL/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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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








爱他美250g: 39.9 里拉                          2019年全球最低价
贝乐嘉500g: 49.5 里拉                          



欧洲Europe

土耳其
Turkey

北非和中东
North Africa Middle East 

亚洲Asia

   土耳其：亚非欧的十字路口



1. 土耳其横跨亚欧大陆， 是连接亚欧非

的十字路口，土耳其在地缘政治战略

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2. 东南部与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壤，

与西北部的伊斯坦布尔距离1500+公里

3. 在叙利亚北部有边境冲突，主要是打

击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构不成战

争的范畴

   土耳其：亚非欧的十字路口



新疆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区，人口2100多万人。

各民族中，维吾尔族有897.67万人，占总人口的45.73%；汉

族有780.25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39.75%；哈萨克族有

138.16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7.04%。此外，还有回族、蒙

古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满

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东乡、撒拉、藏、

苗、布依、朝鲜等47个民族在新疆居住。

土耳其：世俗化国家，欧式生活践行者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将

军被选为第一任总统，其执政期间施行了一系列

改革，史称“凯末尔改革”，竭力削弱土耳其的伊

斯兰属性，使土耳其成为世俗国家，为土耳其的

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宗教世俗化：

   成功实现政教分离，向欧洲文明靠拢

 服饰革命：

   强制所有政府人员必须穿戴西装与礼帽，同时禁止

非神职人员穿着宗教袍服或宗教徽记；在法律中明文强

制女性在学校不准戴面纱（现已废除）

 解放女性：

   废除一夫多妻制、确定离婚制、保障女性在教育、

就业、参政以及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权利；

 文字改革：

   以“国际”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



新疆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区，人口2100多万人。

各民族中，维吾尔族有897.67万人，占总人口的45.73%；汉

族有780.25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39.75%；哈萨克族有

138.16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7.04%。此外，还有回族、蒙

古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满

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东乡、撒拉、藏、

苗、布依、朝鲜等47个民族在新疆居住。

土耳其：世俗化国家，欧式生活践行者



土耳其：新兴经济体，高速发展

2003年—2017年，土耳其经济经历了高速

发展的黄金15年。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在基于购买力评价的全球主要经济体GDP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土耳其2017的排名较

2003年上涨了5名，位列13名。

在2017年OECD对G20成员国GDP实际增速

的统计中，土耳其以7.4%的增速位列所有

G20国家之首。



新疆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区，人口2100多万人。

各民族中，维吾尔族有897.67万人，占总人口的45.73%；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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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均GDP增长迅猛

人均GDP（美元）



  土耳其：教育资源丰富

国际学校

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有许多国际学校，

课程包括国际学士（IB）、预科（AP）、

A-Level、英语国家课程。

年费用大约 $5,000 到 $10,000。

公立和私立

6~18 岁青少年可免费就读土耳其

公立学校。另外，家长也可以把孩

子送到私立学校，私立学校通常提

供双语教育。

罗伯特学院

(1863 年创立 — 美式)

Üsküdar Academy 学校 
(1876 年创立— 美式)

英国国际学校

(2000 年创立— 英式)

Tarabya British School 学校

(2013 年创立—英式)

Istanbul Erkek 中学

(1884 年创立— 德式)

Deutsche Schule 学校

(1868 年创立— 德式)

Galatasaray 中学

(1481 年创立— 法式)

Saint Joseph 中学

(1870 年创立— 法式)

罗伯特学院是一家私立寄宿学校，2018 毕业生就读哈佛、耶鲁、斯坦福、牛津和其他世界一流大学。



土耳其全民医疗

2018 年  85万医疗旅游人次

土耳其是世界第三大医疗旅游目的地。很多外国人均

为土耳其与哈佛、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合作的优质

医疗而来。

费用对比

心瓣膜手术在美国要花费约 15 万美元，但在土耳其

只需要 1.7 万美元，如果是有 SGK 保险的土耳其

公民还可免费接受手术。2018 年为止，已婚夫妻每

月保险费支出大约为 80 美元。

  土耳其：全民免费医疗

在社会安全局（SGK）登记备案的全体土耳其公民均

可享受 SGK 与医院合同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私立

医院治疗费也可从SGK获得高达 70% 的折扣。

AcbIadem Maslak 医院扩建部，也是土耳其第一家采用 核磁共振引导放射疗法的医院。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土耳其首都安
卡拉总统大楼举行的内阁会议结束后表示，2020年第一
季度4.5%的增长率是土耳其经济实力和潜力的最有力证
明。 按照IMF最新的报告，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是-4.9%。

具体来看：

美国：-8%；                 欧元区：-10.2%；
德国：-7.8%;                法国：-12.5%;
意大利：-12.8%;             西班牙：-12.8%;
英国：-10.2%;               加拿大：-8.4%;
日本：-5.8%。               印度：-4.5%；

俄罗斯：-6.6%；
巴西：-9.1%；
南非：-8.0%。
墨西哥：-10.5%。

中国：+1%



近日土耳其航空宣布，6月20日前购买的土耳其航空机

票可改签为2021年12月31日前任意航班。

土耳其交通运输部长阿迪尔·卡拉伊斯梅洛格鲁当地时

间6月4日宣布，土耳其将于6月10日开始陆续恢复与40

个国家的国际航班。

土耳其航空公司还宣布，自6月4日起，自伊斯坦布尔机

场起降的国内航线将达34个。所有国际航线暂停至6月

10日。



根据土耳其当地媒体6月2日的报道，土耳其三大国

有银行Ziraat、Halkbank和VakifBank 6月1日开

始，推出低利率信贷服务，以促进生产生活恢复过

程中经济的复苏。

新的贷款方案包括新房抵押贷款、二手车贷款、家

用电器信贷等业务，其中新房抵押贷款利率低至

0.64％，期限长达15年，另有12个月宽限期。



2020年6月23日，土耳其财政部长贝拉特·阿尔巴

伊拉克（Berat Albayrak）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土

耳其银行协会大会上（Banks Association of 

Turkey）发表演讲称，预计土耳其将走出由新冠肺

炎引发的危机，迎来V型经济复苏。

据土耳其出口商协会（TİM）的数据显示，土耳其6

月前21天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6%。

5月份制造业的产能使用率从4月份的61.6%上升到62.6%，经济信心指数也从4月份的54.9上升到5月份的59.5以及6月

份的62.6。此外，5月份国家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升至40.9，较4月份的33.4上升7.5点。



土耳其经济发展预期乐观

2020年，政府预计今年和明年

的经济增长为5％。

根据《交易经济学》全球宏观模

型和分析师的预期，到本季度末，

土耳其的GDP年增长率预计将

达到5.10％。

从长期来看，根据计量经济学模

型，预计土耳其的GDP年增长

率将在2021年达到4.20％左右。



   土耳其：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

根据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数据，中土共建“一带一路”5年来，双边贸易额累计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

企业在土耳其投资存量增长120%，近1000家中国企业在土耳其开设机构，为土耳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1000+家中国企业掘金土耳其



土耳其贸易部长鲁萨尔·佩克詹（Ruhsar Pekcan）6月

12日表示，土耳其希望通过促进高附加值出口，促进

中土双方贸易的可持续性和平衡性。

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从2001年的11亿美元

上升到2019年的216亿美元(TL1,470亿)。

土耳其：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



土耳其共和国中央银行（CBRT）6月19日

表示，根据此前与中国人民银行达成的货

币互换协议，土耳其首次使用人民币结算

进口商品。

土耳其：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



微信支付已于2020年7月28日正式进入土耳其市场，自此之后中国游客可在伊斯坦布尔新机场 

UNIFREE 免税店无需换兑直接使用微信支付进行付款。

外媒 webrazzi 称，微信支付签约土耳其机场免税店预示着微信支付正式敲开了土耳其电子支付的大门。

工商银行（土耳其）董事长高向阳称，工银土耳其将继续在土耳其推广微信支付业务，使更多土耳其知
名景点和酒店等地支持微信支付。

土耳其：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



土耳其房地产市场



土耳其住宅市场量价齐升，蓬勃兴旺
2010-2019 土耳其住宅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1. OECD https://data.oecd.org/price/housing-prices.htm

               2. 土耳其国家统计局 turkstat

 进入2000年后，土耳其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2008年前后，土耳其房地产市场较为火热，房地产一度甚至占据了土耳其国民生产总值的9%；

 近十年来，土耳其住宅市场房屋销量和以里拉标价的房屋售价均处在总体上升的趋势；

土耳其住宅销售数量（ 2013-2019 ）



土耳其房产潜力
土耳其的房价增长率和房价指数都是非常可观的。

2020年3月，土耳其房价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3.9%。从2011年至202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0.3%。



伊斯坦布尔：成交量遥遥领先

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0年1-6月，土耳其共售出624,769套房产，5月份成交50,936套房产，6月份成交190,012

套房产，成交量涨幅高达373%，彰显投资人信心的逐步恢复。



里拉兑美元汇率下跌，美元抄底正当时

2010年    

 1：1.394

如今     

1：7.23

-80%



外国买家持续增加

数据来源：土耳其国家统计局 turkstat 



伊斯坦布尔：成交量遥遥领先

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0年1-6月，外国人在土耳其共购买14,413套房产。

其中中国买家共购买415套房产，在外国买家中排名第八。



中国买家暴增，地铁新增中文标识



  伊斯坦布尔：世界的中心



伊斯坦布尔：房产投资目的地首选

数据来源：土耳其国家统计局 turk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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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房产投资目的地首选

数据来源：土耳其国家统计局 turkstat 

542,389

435,180

343,394

省份
2013-2019

外国买家成交总量（套）

伊斯坦布尔 64,440

安塔利亚 44,110

安卡拉 7,255

布尔萨 10,555

其他省份 53,179



伊斯坦布尔（原名君士坦丁堡）是土耳其经济、文化、交通

中心，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之一，位于巴尔干
半岛东端、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扼黑海入口，为欧亚交通要
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伊斯坦布尔（原名君士坦丁堡）是土耳其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之一，位于巴尔干半岛东端、博
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扼黑海入口，为欧亚交通要冲，战略地位极为重
要。面积5343平方公里，市区已扩大到金角湾以北，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
的于斯屈达尔也划入市区，成为地跨欧亚两洲的现代化城市。

黑海

马尔马拉海

亚洲区欧洲区

博
斯
普
鲁
斯
海
峡

伊斯坦布尔之所以闻名于世，主要原因之一是
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亚洲大陆最西端的
黑海与地中海之间，有一条至关重要的“黄金

水道”--博斯普鲁斯海峡，它把亚洲

和欧洲大陆分割开来，其中间部分是马尔马拉
海，兵家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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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

伊斯坦布尔
MODERN ISTANBUL



文艺清新的

伊斯坦布尔
ARTISTIC ISTANB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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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哉 游 哉 的

伊 斯 坦 布 尔
S L O W   &  C O Z Y   I S T A N B U L



优 哉 游 哉 的

伊 斯 坦 布 尔
S L O W   &  C O Z Y  I S T A N B U L



热闹拥挤的伊斯坦布尔 BUSY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年轻化人口，红利巨大

信息来源：  
1. https://urbanage.lsecities.net/newspapers/istanbul-city-of-intersections-1
2. https://urbanage.lsecities.net/data/age-pyramid-istanbul-2009

伊斯坦布尔人口增长趋势图 伊斯坦布尔人口年龄金字塔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伊斯坦布尔居民的平均年龄低于30岁，且大部分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2018年，伊斯坦布尔跻身于国际大都市之列



伊斯坦布尔：公共交通发达



土耳其购房入籍项目



•土耳其国籍法第 5901 号修正案

•土耳其第 5901 国籍法 2018 年 9 月 18 日最新修正案、
106 号总统令和 上述法案实施细则第 20 款规定 100万美
元的金额限制已调低到 25万美元或相应里拉金额。

•根据土耳其国籍法第 12 条第 1 第一段（b）款：

•投资于总统规定的范围和金额，即可根据第 31 条第一段 
（j）段，获得居留许可资格。

•居留卡持有者，在不对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产生危险的情
况下，可根据总统的决定，获得土耳其公民身份。

• 信息来源：土耳其中央银行TUIK

  土耳其购房入籍法案支持
购房入籍门槛从100万美元下调至25万美元或相应里拉金额



土耳其护照深受欢迎

根据土耳其相关报道：土

耳其自2018年9月下调投

资入籍门槛以来，已经有

20,000余人申请入籍。

在《2019年全球移居报

告》中，一跃进入前十，

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十大

移居国之一。



  土耳其购房入籍主要优势

 一步到位拿护照
护照+永居

免签110+国家

升值空间巨大
仅需投资25万美元

抄底土耳其

 赴美跳板
可申请美国E1/E2签证

1年内登陆美国

 快速入籍
3-6个月政府审批

无移民监

 无资产申报
无需申报个人资金

来源和收入

免费医疗教育
可享受免费政府医疗、

大学教育

无须长期持有
三年后即可出售

灵活处置

英国永居跳板
在英国居住满5年

可申请英国永居身份






土耳其护照：英国永居公民身份的跳板

申请一年英国商务签证，在英国创业

商业成功经营者可申请延长签证

居住满5年可申请英国永居

拿到永居后可申请公民
PASSPORT



准备E-2签证的文件

投资约25-30万美金在一家公司

提交E-2签证申请

获取E-2签证 登陆美国




土耳其护照：赴美长期生活的跳板



   文件要求极其简单

所有申请人的带章出生证，包括配偶和18岁以下的随行子女（各一份）

出生证

带章婚姻状况证明+投资者的加签结婚证（一份）
结婚证

不动产所有权证书及3年起购金额为25万美元或等额的外汇或土耳其里拉的证明
房地产投资证明

所有申请人的护照，包括配偶和18岁以下的随行子女

护照



考察订房

国内订房 前期手续与房产评估 房产过户

获取护照 录入身份信息 等待护照获批

递交购房入籍申请

（周期3-4个月）
全程无需登陆土耳其 

考察订房

国内订房 前期手续与房产评估 房产过户

获取护照 录入身份信息 等待护照获批

递交购房入籍申请

（周期3-4个月）
全程无需登陆土耳其 

办理流程简单快捷，轻松省心



已有大量成功案例



1、土耳其是个好地方，那里的人们也很热情和友好！

2、不能用有色眼镜去看待人和事；

3、没有调查和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4、一辈子一定要到土耳其走一趟。

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