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代理: www.lklhk.com 查詢: +852 35948515/ +852 35979373
Hong Kong Agent: immigration@lklhk.com Enquiry: +852 61104813 (Whatsapp/Wechat)

Room 504,5/F, Kenbo Commercial Building, 335-339 Queen’s Road West Hong Kong
香港皇后⼤道⻄335-339號崑保商業⼤廈5樓504室

LKL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樂 意 仕 國 際 移 ⺠ 升 學 顧 問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購買合同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購買協議》、《存款信託協
議》、銀⾏帳⼾資訊、移⺠申
請、及(只適⽤於預售-期房的
《存款擔保協議》)

PA, B 代理為買⽅提供⼀整套
《購買協議》、《定⾦信
託協議》、定⾦明細表、
定⾦及收款帳⼾資訊。
買⽅簽署後，代理將協議
（掃描件）轉發給賣⽅及
託管代理，賣⽅及託管代
理會在收到⼀⼩時內執⾏
確認。
買⽅隨後電匯定⾦⾄託管
代理及移⺠及成交律師會
在24⼩時內發出移⺠申請
及定⾦確認函。（各⽅聯
繫⽅式列表另附）

買⽅查看《購買協議》、時間表、《存款信託協議》、移⺠申請書和
（*購買預售-期房才需簽《存款保證協議》）（⻄班牙語和英語版本）
根據《購買合同》和《託管協議》，買⽅的初始可退還定⾦不得少於
300,000美元，⽅可申請並有資格獲得永久居留權。
*巴拿⾺政府批准永久居留權後，買⽅定⾦不予退還

• 施⼯前期-期房的定⾦為100%購買價格（需獲得永久居留許可），
並且賣⽅提供投保的竣⼯保證⾦，以確保能夠交付買⽅該單元。

B移⺠代理（律師）法律費⽤由賣⽅⽀付，但巴拿⾺移⺠申請費和家
屬申請費由買⽅⽀付。

 

購房流程

說明
B –買⽅ PA-發展商代理
EA-託管代理 賣⽅–Seller
ILawyer –買⽅的移⺠律師
CLawyer –買⽅成交律師
RLawyer –房地產律師
D – 巴拿⾺發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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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房流程
購買合同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購買合同和時間表 – 渡假公寓
及酒店公寓

PA, B 賣⽅, EA 1. 購買合同（帶傢俱的單元）
2. 固定裝置、配件、傢俱、電器–交鑰匙
3. 停⾞位
4. Prival 銀⾏《存款信託協議》最低可退還⾦額為30萬美元，結算

時須付清餘額
5. 定⾦（Prival）收款帳⼾資訊
6. 渡假管理協議(HOA)包含在購買協議的正文中
7. 可選的五年發展商房產管理協議，保證租⾦收入及:

• 買⽅受賠償者
• 保障發展商履約的指⽰履約保證⾦

購買合同 發起 實施 日期 詳情

購買合同和時間表 – 花園公寓 PA, B 賣⽅, EA 1. 購買合同
2. 燈具、配件及設備，包括空調，不包括照明燈具
3. 停⾞位
4. Prival銀⾏《存款信託協議》的最低可退還款額為300,000美元，

並在成交時到期
5. 定⾦（Prival）收款帳⼾資訊
6. 《公寓管理協議》
7. 可選的5年發展商房產管理協議，保證租⾦收入，並且：

• 買⽅受賠償者
• 保障發展商履約的指⽰履約保證⾦

說明
B –買⽅ PA- 發展商代理
EA-託管代理 賣⽅–Seller
ILawyer –買⽅的移⺠律師
CLawyer –買⽅成交律師
RLawyer –房地產律師
D – 巴拿⾺發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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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房流程
購買合同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購買合同和時間表 PA, B 賣⽅, EA 1. 購買合同
2. 固定裝置、配件及家電，包括空調
3. 停⾞位
4. IPAL《存款信託協議》的最低可退還300,000美元，成交時應⽀

付餘額
5. 定⾦（IPAL）銀⾏帳⼾資訊
6. 《公寓管理協議》
7. 可選的5年發展商房產管理協議，保證租⾦收入，並且：

• 買⽅受賠償款
• 保障發展商履約的指⽰履約保證⾦

購買合同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購買合同和時間表 – 預售– 期房 PA, B 賣⽅, EA 1. 購買合同
2. 固定裝置、配件及家電，包括空調
3. 停⾞位
4. 存款擔保協議》和竣⼯保證⾦
5. IPAL《存款信託協議》最低存款額為購買價格的100％
6. 定⾦（IPAL）收款帳⼾資訊
7. 《公寓管理協議》
8. 可選的5年發展商房產管理協議，保證租⾦收入，並且：

• 買⽅受賠償款
• 保障發展商履約的指⽰履約保證⾦

說明
B –買⽅ PA- 發展商代理
EA-託管代理 賣⽅–Seller
ILawyer –買⽅的移⺠律師
CLawyer –買⽅成交律師
RLawyer –房地產律師
D – 巴拿⾺發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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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披露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買⽅在完成《購買協議》簽署
時，需向買⽅移⺠律師、成交
律師提供⼀定的資訊披露檔、
確認聯繫⽅式。

PA, B B, 賣⽅, EA, 移⺠律師, 
成交律師, 巴拿⾺移
⺠局, 賣⽅銀⾏機構, 

1. 買⽅需提供護照影本及⾝份證影本⼀份
2. 買⽅填寫KYC和AML定⾦及成交資⾦披露表格
3. 買⽅簽署《移⺠服務協議》（可選）和單獨的《成交律師服務協

議》（可選）。 賣⽅⽀付買⽅移⺠律師費； 買⽅有責任⽀付巴拿
⾺當局的移⺠申請費和成交律師費（買⽅可⾃⾏選擇⾃費聘請移
⺠和成交律師-如果買⽅在簽署購買協議後5⽇內聘請移⺠和成交
律師，則買⽅應將移⺠和成交律師的姓名和聯繫⽅式告知發展商
代理⼈、EA及賣⽅）

4. 買⽅需要簽署經正式公證的《授權委託書》，授權移⺠律師向巴
拿⾺當局申請並完成買⽅的永久居留申請。

5. 發展商及賣⽅不能保證買⽅獲批巴拿⾺永居權，如不批准，定⾦
會退還。

說明
B –買⽅ PA- 發展商代理
EA-託管代理 賣⽅–Seller
ILawyer –買⽅的移⺠律師
CLawyer –買⽅成交律師
RLawyer –房地產律師
D – 巴拿⾺發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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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意 仕 國 際 移 ⺠ 升 學 顧 問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永居權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在巴拿⾺投資新建或預售(期房)
房地產⾄少30萬美元的買家有
資格獲得立即永久居留權

PA, B B, 賣⽅, EA, 移⺠律師, 
成交律師, 巴拿⾺移
⺠局, 賣⽅銀⾏機構, 

1. 買家的購買合同以獲批巴拿⾺永居權為條件，發展商⽀付合格買
家的移⺠和合法房地產費⽤

2. 發展商的移⺠律師會為買⽅完成居留申請，並將直系親屬資料報
送給巴拿⾺移⺠局，獲得有條件的批准；發展商的律師會在⼤使
館或領事館召開會議，為買⽅提供文件和領取永久居留簽證

3. 不同於其他國家，沒有最低的逗留、訪問或居住要求
4. 房產必須持有5年，儘管可以在頭5年內出售房產享受收益，但購

買者必須在巴拿⾺購買另⼀處房產並持有5年。 5年後無需繼續持
有

5. 買家可以在5年後申請入籍
6. 移⺠律師會通過電⼦郵件與買⽅聯繫，並安排與買⽅建立ZOOM

會議諮詢
7. 買⽅通過電⼦郵件向移⺠律師提供巴拿⾺移⺠局所需文件和披露

的掃描件（請參閱下⾯的移⺠資料）
8. 買⽅以電匯形式將巴拿⾺移⺠局的申請費轉給買⽅移⺠律師。 

（有關申請費的⾦額，請參⾒下⾯的移⺠資料）
9. 買⽅移⺠律師會向巴拿⾺移⺠局提供完整的申請書以及所需的申

請費
10. 巴拿⾺移⺠局會在14天內向買⽅（買⽅移⺠律師）提供臨時批准，

並在買⽅原籍國預約，為買⽅和合格的家屬提供移⺠資料
11. 買家的定⾦在獲批永居權後不予退還

說明
B –買⽅ PA- 發展商代理
EA-託管代理 賣⽅–Seller
ILawyer –買⽅的移⺠律師
CLawyer –買⽅成交律師
RLawyer –房地產律師
D – 巴拿⾺發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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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居權文件遞交程序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買⽅需通過電⼦郵件向買⽅移
⺠律師提供巴拿⾺移⺠局要求
的資料影本，然後將資料提交
給巴拿⾺移⺠局或買⽅原籍國
的巴拿⾺領事館或⼤使館(經確
認的預約)

PA, 買⽅, 
移⺠律師, 

B, 賣⽅, EA, 移⺠律師, 
成交律師, 巴拿⾺移⺠
局, 賣⽅銀⾏機構 

1. 完整的護照影本。由最近的巴拿⾺領事館或⼤使館國際認證或驗證
2. 國家犯罪背景調查。 由巴拿⾺領事館認證或由簽發國的政府機構認

證，有效期為6個⽉
3. 五（5）張護照⽤⼤⼩的照片
4. 向國家移⺠局⽀付5,000美元
5. 向國家財政部⽀付5,000美元
6. 如帶家屬，則向國庫額外⽀付（每位家屬）1,000美元，向國家移

⺠局再⽀付1,000美元
7. ⾝體健康證明書，表明申請⼈⾝體和精神健康、無傳染性疾病
8. 個⼈背景聲明
9. 外國或本地銀⾏證明，分別證明收到或匯出的資⾦。如果信件來⾃

國外，則必須由巴拿⾺領事館驗證，或由發出信件的國家的政府辦
公室認證

10. 由合法的外國銀⾏或當地銀⾏出具的銀⾏對帳單，並加蓋開證⾏的
認證印章，以證明所匯出資⾦的交易。

11. 公證書，依照投資相關法律，由資⾦收款⽅出具，或開具確認存款
或收到轉賬的銀⾏證明（原件）

說明
B –買⽅ PA- 發展商代理
EA-託管代理 賣⽅–Seller
ILawyer –買⽅的移⺠律師
CLawyer –買⽅成交律師
RLawyer –房地產律師
D – 巴拿⾺發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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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居權家屬申請檔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買家可以為符合條件的家屬申
請永居權

PA, 買⽅, 
移⺠律
師, 

B, 賣⽅, EA, 移⺠律師, 
成交律師, 巴拿⾺移
⺠局, 賣⽅銀⾏機構, 

1. 如申請包括家屬:
2. 相關家屬的責任書。
3. 申請⼈與每位家屬的關係證明。
4. 地址證明-申請⼈及家屬住址須⼀致。
5. 如果家屬是18歲或以上，需單⾝及學⽣⾝份證明。
6. 資料移⺠律師

聘請房產成交律師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買⽅可以聘請房產律師(預估費
⽤為2,500美元)在成交前完成
盡職調查，再花2000美元為買
⽅註冊⼀家巴拿⾺公司。所有
權應為巴拿⾺公司持有，為買
⽅提供可觀的稅收優惠。

Moises George
M. George & Asociados
Alquilino de la Guardia/53 Street, 
Building Ocean Business Plaza,
Floor 23, Suite 2301
Panama, Republic of Panama
Ph. (507) 209-0270/71/72 (Three lines)
Mobile: (507) 6611-5022
www.mgeorgeattorneys.com

PA, 買⽅, 
房產律
師, 

PA, B, 賣⽅, EA, 移
⺠律師, 成交律師, 

1. 買⽅與成交律師簽署聘⽤協議，成交律師會代表買⽅完成以下內容:
1) 審查《購買協議》
2) 審查公寓協會或度假村管理協議
3) 審查《託管代理信託協議》
4) 審查定⾦保證⾦和竣⼯保證⾦（預售–期房協議，如適⽤）
5) 代表買⽅與託管代理聯繫
6) 確認託管代理已在巴拿⾺公共登記處註冊《購買協議》
7) 代表買⽅與移⺠律師聯絡，以確認永久居留權已獲批，然後託管代理向賣⽅

釋放定⾦。
8) 通過巴拿⾺公共登記處的記錄來搜索房產所有權，確認賣⽅是真正的業主，

並審查房產的留置權和登記的產權負擔
9) 調查公共事業機構，確保所有⽔費及污⽔服務費⽤都得以⽀付
10) 成交時向買⽅提供成交聲明，包括產權契約、公寓協議或度假村管理協議

（視情況⽽定）、託管聲明、公⽤設施移交狀態、買⽅巴拿⾺註冊公司檔，
以及

11) 停⾞證、⾨禁卡、單元鑰匙、儲物櫃鑰匙、度假村通⾏證（如適⽤）（從成
交律師處獲取）

說明
B –買⽅ PA- 發展商代理
EA-託管代理 賣⽅–Seller
ILawyer –買⽅的移⺠律師
CLawyer –買⽅成交律師
RLawyer –房地產律師
D – 巴拿⾺發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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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皇后⼤道⻄335-339號崑保商業⼤廈5樓504室

LKL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樂 意 仕 國 際 移 ⺠ 升 學 顧 問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交付前驗收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發展商團隊可為買⽅完成交付
前的房產驗收。(可選的；或買
⽅可⾃⾏完成；或與⾃⼰的代
理完成)

PA, B 發展商 團隊 , B, 成交
律師, 賣⽅

1. 發展商會在成交前向買⽅、賣⽅和成交律師提供⼀份交付前驗收
報告的影本。交付前驗收的⽇期由買⽅、賣⽅和發展商共同協調

2. 任何不⾜都需賣⽅在成交前後經買⽅書⾯同意予以糾正

買⽅單元配套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電設施安裝，或買⽅⾃⾏安
排。電、⽔、垃圾、Wi-Fi、互
聯網

發展商
巴拿⾺
團隊, B 

發展商巴拿⾺團隊 , B, 
成交律師, 賣⽅

1. 電*
2. 氣，如適⽤*
3. ⽔，如適⽤*
4. 垃圾，如適⽤*
5. 停⾞證、⾨禁卡、單元鑰匙、儲物櫃鑰匙、度假村通⾏證(如適⽤，

可從成交律師處獲得)
物業
*  公⽤事業保證⾦預計為2,500美元

財產保險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發展商 團隊會向買⽅提供若⼲
財產保險及意外傷害保險報價
(可選)

發展商 
團隊, B 

發展商 團隊 , B, 成交
律師

1. 買⽅要求購買財產和意外傷害保險
2. 買家可⾃⾏安排或發展商團隊為其介紹巴拿⾺保險經紀⼈。
3. 買⽅須向成交律師提供保險證明

說明
B –買⽅ PA- 發展商代理
EA-託管代理 賣⽅–Seller
ILawyer –買⽅的移⺠律師
CLawyer –買⽅成交律師
RLawyer –房地產律師
D – 巴拿⾺發展商



香港代理: www.lklhk.com 查詢: +852 35948515/ +852 35979373
Hong Kong Agent: immigration@lklhk.com Enquiry: +852 61104813 (Whatsapp/Wechat)

Room 504,5/F, Kenbo Commercial Building, 335-339 Queen’s Road West Hong Kong
香港皇后⼤道⻄335-339號崑保商業⼤廈5樓504室

LKL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樂 意 仕 國 際 移 ⺠ 升 學 顧 問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買⽅巴拿⾺銀⾏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完成巴拿⾺銀⾏開⼾申請和披
露檔

PA, B PA, B, B 銀⾏機構  發展商可以向買家介紹兩家巴拿⾺銀⾏，買⽅也可以⾃⼰開設巴拿
⾺銀⾏帳⼾

 買⽅必須開設巴拿⾺銀⾏帳⼾(以個⼈名義；如果房產登記在巴拿⾺
註冊公司名下，則以公司名義開設)

 買⽅會被要求完成銀⾏的KYC、AML和帳⼾申請
 買⽅必須提供巴拿⾺銀⾏要求的護照及⾝份證影本

巴拿⾺註冊公司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成交律師會向買⽅提供巴拿⾺
註冊公司資料(如適⽤)

成交律師, 
B 

成交律師, B 1. 公司章程
2. ⾼管及董事聲明書
3. 註冊公司地址是可購單元
4. 預估費⽤為2,000美元

說明
B –買⽅ PA- 發展商代理
EA-託管代理 賣⽅–Seller
ILawyer –買⽅的移⺠律師
CLawyer –買⽅成交律師
RLawyer –房地產律師
D – 巴拿⾺發展商



香港代理: www.lklhk.com 查詢: +852 35948515/ +852 35979373
Hong Kong Agent: immigration@lklhk.com Enquiry: +852 61104813 (Whatsapp/Wechat)

Room 504,5/F, Kenbo Commercial Building, 335-339 Queen’s Road West Hong Kong
香港皇后⼤道⻄335-339號崑保商業⼤廈5樓504室

LKL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樂 意 仕 國 際 移 ⺠ 升 學 顧 問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賣⽅為買⽅提供《可選發展商房產
管理協議》作為福利，包括全套的
房產管理服務，無掛牌費，按季度
⽀付的保證租⾦，無論該單位是否
空置，或租⼾拖⽋租⾦，均涵蓋以
下內容： 租⼾的任何惡意損害，以
及所有驅逐租⼾收取的法律費⽤。

PA 買⽅, 發展商巴拿⾺團隊, 買⽅ 1. 發展商可選房產管理協議附於《購買合同》的附表包括:

1) 可選五年發展商房產管理協議
2) 買⽅受賠償款，及
3) 履約保證⾦，⽤於保障發展商履約，具體到保證租⾦和⽀付發展商租

⼾造成的惡意損害

2. 保障發展商履約的履約保證⾦完全由保險公司以及被AM Best評級為最佳或良
好的全球再保險公司承保。
1. Buyers of New Build residences are required to exercise the optional 

Developer Program Agreements at the time of execution of the 
Purchase Agreement, if they intend to opt into the Developer 
Program. 新建房的買⽅如果打算加入發展商計劃，在簽署購買協議時必須使
⽤《可選發展商計劃協議》。

2. Buyers of the Pre-Construction residences must exercise the optional 
Developer Property Management Agreement no later than 6 months 
prior to delivery of their unit, if they intend to opt into the Developer 
Program,  although must exercise the Purchaser Indemnitee upon 
execution of the Purchase Agreements.預售房的買⽅如果打算加入發展
商計劃，須在交付公寓前⾄少6個⽉內⾏使可選發展商物業管理協議，但在執
⾏購買協議時，買⽅受賠償者須⾏使其權利。

說明
B –買⽅ PA- 發展商代理
EA-託管代理 賣⽅–Seller
ILawyer –買⽅的移⺠律師
CLawyer –買⽅成交律師
RLawyer –房地產律師
D – 巴拿⾺發展商



香港代理: www.lklhk.com 查詢: +852 35948515/ +852 35979373
Hong Kong Agent: immigration@lklhk.com Enquiry: +852 61104813 (Whatsapp/Wechat)

Room 504,5/F, Kenbo Commercial Building, 335-339 Queen’s Road West Hong Kong
香港皇后⼤道⻄335-339號崑保商業⼤廈5樓504室

LKL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樂 意 仕 國 際 移 ⺠ 升 學 顧 問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發展商可選房產管理計劃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適⽤於可選5年發展商房產管理計
劃的買⽅。

PA 買
⽅,  發
展商團
隊

PA, 買⽅, 發展商團隊, 
成交律師

1. 如果買⽅選擇加入發展商計劃，則須提供:
2. 已簽署的買⽅《購買協議》影本
3. 買⽅已簽署的《公寓協議》或《渡假村管理協議》影印本
4. 買⽅已簽署的發展商協議影本:

1) 發展商《房產管理協議》
2) 買⽅的公寓或渡假村管理協議(以適⽤的為準)，以及⼀份已

執⾏的投票委託書，該委託書向發展商提供某些投票權
3) Purchaser Indemnitee買⽅受賠償者

5. 買⽅的完整聯繫資訊
6. 買⽅收款帳⼾資訊(發展商⽤於⽀付保證租⾦)
7. 買⽅的公⽤事業檔以及買⽅給發展商的書⾯授權，授權⽤保證租⾦

⽀付公⽤事業費並更改服務
8. 買⽅財產及意外傷害保險

代理佣⾦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代理佣⾦及費⽤按照代理協議
⽀付

巴拿⾺
發展商,  
代理

 巴拿⾺發展商, 代理 買⽅購買公寓獲得永居權，成交後發展商⽀付新建房代理佣⾦(購買協
議簽署後3-45天)

買⽅購買公寓獲得永居權，成交後發展商⽀付預售-期房代理佣⾦(購
買協議簽署後3-45天)

說明
B –買⽅ PA- 發展商代理
EA-託管代理 賣⽅–Seller
ILawyer –買⽅的移⺠律師
CLawyer –買⽅成交律師
RLawyer –房地產律師
D – 巴拿⾺發展商



香港代理: www.lklhk.com 查詢: +852 35948515/ +852 35979373
Hong Kong Agent: immigration@lklhk.com Enquiry: +852 61104813 (Whatsapp/Wechat)

Room 504,5/F, Kenbo Commercial Building, 335-339 Queen’s Road West Hong Kong
香港皇后⼤道⻄335-339號崑保商業⼤廈5樓504室

LKL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樂 意 仕 國 際 移 ⺠ 升 學 顧 問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巴拿⾺領事館及⼤使館- 
中國 – 香港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第722號法令授權巴拿⾺全球⼤
使館和領事辦事處完成移⺠⼯作，
買⽅無需前往巴拿⾺。

PA, 買⽅,  
移⺠律師. 
巴拿⾺機構

PA, 買⽅,  移⺠律師. 
巴拿⾺機構

巴拿⾺駐北京⼤使館的聯繫⽅式
地址：朝陽區亮⾺橋北⼩街7號亮⾺橋外交公寓C區別墅LC04-04
電話：010-6532-5981、010-6532-5977
郵箱：embajadapanamachina@mire.gob.pa
      panamacn@hotmail.com
領事部⾨與⼤使館共⽤位置、電話號碼和電⼦郵件地址    

巴拿⾺駐上海總領事館的聯繫⽅式 (Henry’s crib)
地址：上海市黃浦區淮海中路333號瑞安廣場2107室
電話：021-6029 0209、021-6029 0206 / 8
郵箱：info@cgpanamashanghai.com
巴拿⾺駐上海總領事館由駐北京⼤使館監管。

巴拿⾺駐廣州總領事館聯繫⽅式
地址：廣州市天河區珠江⻄路5號
電話：020-8362-7279、020-8362-7727 / 7686
郵箱：conpanamaguangzhou@mire.gob.pa
      consulado.panamagz@hotmail.com
巴拿⾺駐廣州總領事館由駐北京⼤使館監管。

巴拿⾺駐香港總領事館聯繫⽅式
地址：⼲諾道中111號永安中⼼1008室
電話：0852-2545-2166
郵箱：commercial@ecopanamahk.com
巴拿⾺駐香港總領事館由駐北京⼤使館監管。

說明
B –買⽅ PA- 發展商代理
EA-託管代理 賣⽅–Seller
ILawyer –買⽅的移⺠律師
CLawyer –買⽅成交律師
RLawyer –房地產律師
D – 巴拿⾺發展商



香港代理: www.lklhk.com 查詢: +852 35948515/ +852 35979373
Hong Kong Agent: immigration@lklhk.com Enquiry: +852 61104813 (Whatsapp/Wechat)

Room 504,5/F, Kenbo Commercial Building, 335-339 Queen’s Road West Hong Kong
香港皇后⼤道⻄335-339號崑保商業⼤廈5樓504室

LKL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樂 意 仕 國 際 移 ⺠ 升 學 顧 問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巴拿⾺領事館及⼤使館印度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第722號法令授權巴拿⾺全球⼤使館和
領事辦事處完成移⺠⼯作，買⽅無需
前往巴拿⾺。

PA, 買⽅,  
移⺠律師. 
巴拿⾺機構

PA, 買⽅,  移⺠律師. 巴拿
⾺機構

CONTACT DETAILS FOR THE PANAMANIAN EMBASSY IN NEW DELHI
The embassy of Panama in New Delhi is located at F-9/11, Ground Floor in Vasant 
Vihar and can be contacted by telephone on 11-2614 8260 / 8 as well as by email 
embassyofpanama92@gmail.com. The consular section shares location as well as 
telephone number and email address with the embassy

CONTACT DETAILS FOR THE PANAMANIAN CONSULATE GENERAL IN MUMBAI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Panama in Mumbai is located at 32 Mereweather Road, 
BK Behram Marg, Colaba and can be contacted by telephone on 22-2287-1391 
and 22-2287-1393 as well as by email pconsulate@gmail.com and 
pconsul@vsnl.com.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Panama in Mumbai is supervised by 
the embassy in New Delhi.

巴拿⾺領事館及⼤使館沙
烏地阿拉伯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第722號法令授權巴拿⾺全球⼤使館
和領事辦事處完成移⺠⼯作，買⽅無
需前往巴拿⾺。

PA, 買⽅,  
移⺠律師. 
巴拿⾺機構

PA, 買⽅,  移⺠律師. 巴拿⾺
機構

CONTACT DETAILS FOR THE SAUDI ARABIAN CONSULATE

P.O.Box 222, Jeddah, Saudi Arabia• 
http://www.worldtourismdirectory.com/rbk/panama/Embassies---Consulates,,0
Consulate of Panama is a Consulate of the Panama in Saudi Arabia

Located At:
P.O.Box 222
Jeddah
Saudi Arabia  Telephone No.: (+966-2) 6518028

說明
B –買⽅ PA- 發展商代理
EA-託管代理 賣⽅–Seller
ILawyer –買⽅的移⺠律師
CLawyer –買⽅成交律師
RLawyer –房地產律師
D – 巴拿⾺發展商



香港代理: www.lklhk.com 查詢: +852 35948515/ +852 35979373
Hong Kong Agent: immigration@lklhk.com Enquiry: +852 61104813 (Whatsapp/Wechat)

Room 504,5/F, Kenbo Commercial Building, 335-339 Queen’s Road West Hong Kong
香港皇后⼤道⻄335-339號崑保商業⼤廈5樓504室

LKL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樂 意 仕 國 際 移 ⺠ 升 學 顧 問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巴拿⾺領事館及⼤使館莫斯科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第722號法令授權巴拿⾺全球⼤使館和
領事辦事處完成移⺠⼯作，買⽅無需前
往巴拿⾺。

PA, 買
⽅,  移
⺠律師. 
巴拿⾺
機構ty

PA, 買⽅,  移⺠律師. 巴
拿⾺機構

CONTACT DETAILS FOR THE PANAMANIAN EMBASSY IN MOSCOW

ADDRESS Moskfilmoya N°.50
Moscow
Russia
PHONE LOCAL: (0495) 956.0729
INTERNATIONAL: +7.495.956.0729
VISAS & CONSULAR LOCAL: (0495) 234.3671
INTERNATIONAL: +7.495.234.3671
FAX LOCAL: (0495) 956.0730
INTERNATIONAL: +7.495.956.0730
EMAIL consuladoptymoscu@gmail.com

巴拿⾺領事館及⼤使館加拿⼤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第722號法令授權巴拿⾺全球⼤使館和
領事辦事處完成移⺠⼯作，買⽅無需
前往巴拿⾺。

PA, 買
⽅,  移
⺠律師. 
巴拿⾺
機構

PA, 買⽅,  移⺠律師. 巴
拿⾺機構

CONTACT DETAILS FOR THE PANAMA  IN CANADA

Embassy of Panama in Ottawa +1 (613) 236 7177
Consulate in Toronto+ 1 (416) 651-2350
Consulate in Montreal+ 1 (514) 874-1929 y + 1 (438) 404 – 2410
Consulate in Vancouver+ 1 (778) 370-1416

說明
B –買⽅ PA- 發展商代理
EA-託管代理 賣⽅–Seller
ILawyer –買⽅的移⺠律師
CLawyer –買⽅成交律師
RLawyer –房地產律師
D – 巴拿⾺發展商



香港代理: www.lklhk.com 查詢: +852 35948515/ +852 35979373
Hong Kong Agent: immigration@lklhk.com Enquiry: +852 61104813 (Whatsapp/Wechat)

Room 504,5/F, Kenbo Commercial Building, 335-339 Queen’s Road West Hong Kong
香港皇后⼤道⻄335-339號崑保商業⼤廈5樓504室

LKL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樂 意 仕 國 際 移 ⺠ 升 學 顧 問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巴拿⾺領事館及⼤使館莫斯科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第722號法令授權巴拿⾺全球⼤使館和
領事辦事處完成移⺠⼯作，買⽅無需前
往巴拿⾺。

PA, 買
⽅,  移
⺠律師. 
巴拿⾺
機構ty

PA, 買⽅,  移⺠律師. 巴
拿⾺機構

CONTACT DETAILS FOR THE PANAMANIAN EMBASSY IN MOSCOW

ADDRESS Moskfilmoya N°.50
Moscow
Russia
PHONE LOCAL: (0495) 956.0729
INTERNATIONAL: +7.495.956.0729
VISAS & CONSULAR LOCAL: (0495) 234.3671
INTERNATIONAL: +7.495.234.3671
FAX LOCAL: (0495) 956.0730
INTERNATIONAL: +7.495.956.0730
EMAIL consuladoptymoscu@gmail.com

巴拿⾺領事館及⼤使館加拿⼤ 發起 實施 ⽇期 詳情

第722號法令授權巴拿⾺全球⼤使館和
領事辦事處完成移⺠⼯作，買⽅無需
前往巴拿⾺。

PA, 買
⽅,  移
⺠律師. 
巴拿⾺
機構

PA, 買⽅,  移⺠律師. 巴
拿⾺機構

CONTACT DETAILS FOR THE PANAMA  IN CANADA

Embassy of Panama in Ottawa +1 (613) 236 7177
Consulate in Toronto+ 1 (416) 651-2350
Consulate in Montreal+ 1 (514) 874-1929 y + 1 (438) 404 – 2410
Consulate in Vancouver+ 1 (778) 370-1416

巴拿馬領事館及大使館美國 發起 實施 日期 詳情

 
第722號法令授權巴拿⾺全球⼤使館和領事
辦事處完成移⺠⼯作，買⽅無需前往巴拿⾺

PA, 買⽅,  
移⺠律師. 
巴拿⾺機構

PA, 買⽅,  移⺠律師. 
巴拿⾺機構

CONTACT DETAILS FOR THE PANAMANIAN EMBASSY IN THE UNITED STATES
See link, there are over 51 consular services offices in the USA (each state)
https://www.embassyofpanama.org/consulates-of-panama-in-the-usa

說明
B –買⽅ PA- 發展商代理
EA-託管代理 賣⽅–Seller
ILawyer –買⽅的移⺠律師
CLawyer –買⽅成交律師
RLawyer –房地產律師
D – 巴拿⾺發展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