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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播放中文音乐

CCN电视

24小时播放全球&中
国的纪录片和电影

来自中国新华社的最新在
线新闻

最新的华人和世界
新闻

FREE DOWNLOAD

F O R

帮助中国以及欧洲的居民或
游客获得所有关于欧洲和中
国的完整信息

CCN电台

CCN APP最新新闻新华社新闻

连接欧洲和中国的平台



CCN是一个欧洲与中国面向全球的中英双语网络平台，其总部坐落于塞浦路斯。

CCN平台成立于2017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同类平台之一。它是增进友谊和文化，以及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牢固
关系，和相互尊重的中枢渠道。

CCN作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在促进中国与塞浦路斯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一带一路” 倡议和复兴丝
绸之路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此之外，CCN还通过提供在房产/物业、教育、贸易、旅游、健康、推广/广告、会计、审计、研究、创新、科技
、投资机会等领域的实用信息, 协助增进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

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黄星原先生主持了CCN平台www.ccnnetwork.cn的开幕式，并商务参赞及使馆其他官员参与
出席。

鉴于CCN平台www.ccnnetwork.cn做出的努力，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在特别仪式上对CCN进行
了表彰。

CCN合作方:
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孔子学院、中国新华通讯社、CNA塞浦路斯新闻社、华人友好协会、塞中经济文化促进会
、塞浦路斯华人友好协会、塞中商业协会、塞中友好协会和塞浦路斯中国艺术文化教育中心等。

关于我们 CCN是连接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桥梁



CCN电视
全天24小时播放有关中欧历史、文化、旅游以及历史文化遗产的
影片

CCN电台

24小时播放中文音乐

CCN APP:

CCN近期发布了可用于Android和iPhone手机系统的应
用程序，以便手机移动用户访问我们的平台。除了为中
国游客提供中文版的塞浦路斯旅游指南外，该应用程序
还适用于所有使用中文的手机移动用户，使他们可在智
能手机上浏览实用的信息、新闻和娱乐节目。

CCN国际新闻

在线提供最新中国（新华社）新闻和国际新闻

CCN本地新闻&活动
CCN与许多机构合作，支持所有当地华人社区/协会/
组织/公司，并在欧洲举办许多与中国有关的活动。

CCN欧洲指南
CCN提供中、英文当地法律法规信息指南。除此之
外，CCN还提供公民服务中心、商务技巧、旅行、旅
游以及当地市场投资机会的相关信息。
CCN提供中、英文当地法律法规信息指南。除此之
外，CCN还有一个公民服务中心，提供商务旅行、旅

行、旅游以及当地市场投资机会的信息。

CCN欧洲中国商务中心

CCN欧洲中国商务中心为公司提供配套服务。它是促
进并努力做出上述贡献的桥梁，它将成为 CCN房产/
物业、CCN 教育、CCN贸易、CCN 旅游、CCN健康
和, CCN推广/广告, CCN 研究 创新 科技, 法律 会计
和审计, 等具体业务的保护伞。

CCN网络是塞岛最大的中文网络平台之一，其中包括：



CCN连接欧洲和中国之间的桥梁和丝绸之路：

自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
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合作，这让欧洲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兴趣与日俱增。

CCN欧洲中国商务中心积极推动丝绸之路的复兴和“一带一路”倡议。

这项雄心勃勃的新举措有着多方面的目的：扩大贸易、生产力和旅游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促进两
国间的文化交流。

在这方面，CCN非常感谢中国人民为其活动所提供的支持和尊重，为实现和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文化交流的共同目标而努力。

在丝绸之路模式的框架内，CCN NETWORK正在建立CCN中心，其中包括以下集团公司，旨在促进中国
与其外国合作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

CCN网络

CCN 研究 创新 科技

CCN教育

CCN中心

CCN房地产物业

法律 会计 和审计

CCN旅游

CCN健康

CCN贸易

CCN推广/广告



CECBC有望成为您扩张国际市场重要的第一步

CCN欧洲中国商务中心（以下简称CECBC）将为希望与中
国开展业务的公司以及想要在欧盟市场发展国际合作的中国
企业提供服务，在价格合理且豪华的欧元区商业环境中设立
海外办事处。以更加可靠的方式为开展国际业务的企业提供
支持与帮助。

欧洲正在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和高效率的商业中
心，这是国际企业最自由和受欢迎的地方之一。

CECBC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为企业提供多种商机

CCN欧洲中国商务中心
CCN欧洲中国商务中心将成为CCN旅游、CCN推广/广告、CCN教育、CCN贸易、CCN健康、
CCN房地产/物业、CCN研究、创新与科技、法律、 会计、和审计等具体业务的保护伞。



1.为在海外的中国公司提供：

一站式服务：

CCN网络

CCN贸易

CCN健康CC旅游

CCN教育

2.为在中国的欧洲及其他国家的企业提供:

CECBE还将为那些希望借助中国市场优势，并需要在中国开展
业务的公司提供帮助和互惠服务。

中国市场有助于提供质量把控服务，向中国消费者进口和销售
海外产品。

CECBC提供在中国开展业务出现的问题的解决方法，如强大的
中文语言和文化技能、了解操作程序、以及陪同公司审议。

此外，CECBC将提供在公司成立方面的协助、税务合规以及会
计服务和中国市场无故障运营的法律支持。

CECBC将承担所有后勤和本地支持服务，以便在利润丰厚的市
场中帮您有效地创建公司。

对于那些需要在欧盟拥有稳定的制造/装配业务并享有欧盟税
收制度的中国公司来说，CECBC可以提供以下帮助：

首先，我们向中国制造商提供非常低成本的制造/组装设施，
以便在欧盟内部装配产品。以上服务以及所描述的运营支持
都可供中国公司使用。因此，他们可以无缝对接地开始在欧
盟内生产他们的产品，从而为他们提供更实惠的产品价格和
在欧盟内更多的销售。

3. 利用较低的进口关税和税收制度在欧盟
制造/装配您的产品：

CCN中心

CCN推
广/广告

CECBC将为其客户提供全面的公司管理服务，包括接待服务
、电话服务、复印、传真和互联网服务。

可用于商务会议的会议室（小大型皆有），CECBC并将为其
客户提供秘书服务，包括打字、文字处理、办公室组织和翻
译服务，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法律会计和审计

法律 会计 和审计

CCN房地产/物业

CCN 研究 创新 科技



CCN 研究，创新，科技

CCN R&I 技术正在与欧洲和中国的
高水平学者、机构和大学合作，开展
研究和创新，以改善公民的福祉。

法律援助

CCN欧洲中国商务中心与欧洲最大，最著名的律师

事务所之一进行合作。该事务所正在不断扩大其业

务范围，主要根据其国际知名度和客户群，就复杂

的商业和金融项目提供高级别咨询。

会计和审计

国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均在塞浦路斯开展业务，
由经验丰富的会计师负责，并提供全面的会计服
务。根据欧洲的公司税法，在欧洲的所有公司必
须保存会计帐簿和记录，每年提交纳税申报表并
对其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进行编制。



CCN推广/广告:

CCN推广/广告办公室将为有意向在中国推广其产
品和服务的欧洲公司提供商业服务。

CCN将以与每个欧洲国家的推广机构达成协议为目
标，与欧洲和中国的推广机构达成合作协议。CCN
将为此代表这些公司进行推广。

CCN教育:

CCN在教育方面有着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塞浦路斯和中国建
立教育中心，以便在欧洲、中国和美国开设教育课程和培训
课程。短期课程包括专业领域培训，英语学习（中国人）和
中文学习（欧洲人），进入STEM课程，学习领导技能，参
加体育运动以及在欧洲完成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所有这
些都将与欧洲领先的预科学院和大学合作。

CCN 旅游:

CCN将与中国领先的旅行社和在线预订平台合作，以促进
中塞之间及中欧之间的旅游行业。此外，它将通过自己的
Android 和Apple App在中塞这两个国家之间进行宣传，
其中包括游客需要的实用信息（如：网站、地图、餐馆和
酒店，以及音乐、新闻、电视、文化和历史）。



CCN房地产/物业:

我们的房地产/物业公司作为我们最强大的子公司之一，拥有数十年经验的专家团队。CCN房地产/物业
团队可以处理有关不动产的所有事宜，包括收购、销售、转让或对融资的条款的建议和谈判，以及涉及
商业和住宅物业的争议。投资者将获得永久居民许可。欧盟护照不仅是有利的投资，还是进入欧洲房地
产投资的门户。

我们为个人和企业客户提供以下服务:

• 买卖协议

• 非本地居民购置物业

• 非本地居民的物业管理

• 审查、谈判、起草和缔结建筑协议和租赁协议

• 遗嘱、遗嘱认证和重新封存以及遗产管理

CCN正在与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合作，提供简单的中文，以及英语
和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在线课程。

短期课程包括专业领域的培训，学习英语（中国人）和汉语（欧洲
人），进入STEM项目，学习领导技能，参加体育学院，并在欧洲
和美国完成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CCN，并与其全球领先的专家交谈。



CCN贸易:

CCN在这一领域的目标是创建双方互利的虚
拟企业合作。经过严格筛选的中国公司将作
为成员将其产品投放到欧洲市场。

CCN和丝绸之路:

CCN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种论坛进行合作，积极推动丝绸之路的复兴和“一带一路”倡议。这项有雄
心壮志的新举措有着多方面的目的：它旨在扩大贸易、生产力和旅游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促
进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鉴于CCN已经并将继续在技术、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不动产方面进行投资，我们估计CCN将为其投资

者带来丰厚回报，并有助于促进中欧之间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链接。

CCN健康:

CCN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及采购（分销系统，推广，与销售机构达成
协议），促进在欧盟日益流行的中国传统中医实践的发展。一方面
是为了向公众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是避免对这此健康实践所带来的
积极前景产生的坏影响。在中国，已有许多提供传统中药的制药公
司。

在商务中心的CCN健康办公室将帮助中国制药公司进入欧洲市场，
让欧洲公司与中国公司合作，生产包括有机和草药在内的传统中药
材。这种药无需当局的许可就可以投放市场。



CCN电视



PLATFORM:
Radio Singapore.org

CCN

PLATFORM:
Radio Garden

CCN

CCN 电台直播



CCN APP

用 Android 和 iPhone 系统可下载CCN
APP，为华人提供更多帮助和实用信息



CCN和中国新华通讯社达成了相
互合作和新闻共享的协议

Europe China Network and Xinhua News Agency Nicosia Branch 

signed a  news feed agreement. Xinhua News Agency will provide 

Chinese new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o Cyprus China News. Both 

parties will also seek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欧洲中国网（Europe China Network）与新华通讯社（Xinhua News 

Agency）尼科西亚分社签署新闻供稿协议，新华社向欧洲中国网提供
中文、英文新闻。双方还将寻求在未来进行进一步合作的可能。

塞浦路斯中国网总经理
新华社尼科西亚分社首席记者

Managing Director of CCN Chief Correspondent of Xinhua 

News Agency Nicosia Bureau

CCN国际新闻
与中国新闻



CCN本地新闻

19/09/2019

全球著名的意大利Pininfarina建筑设
计工作室来到塞浦路斯

04/09/2019

15/04/2019

CCN报道了由塞浦路斯UCLAN大学
组织的“一带一路”活动。

帕福斯中国文化之夜暨中国园揭幕
仪式

2017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塞浦路斯大使出席塞浦路斯大学孔子
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巡演艺术团的文化
演出



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黄星原先生出席青
年画家斯伽女士的油画展开幕式

2017年9月27日在希尔顿公园酒店举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活动

在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举行文化表演和中
国厨师生活秀

CCN Chinese Radio Tv Covers The Meeting 
Of 730 Chinese Members Of Tea 
Association in Limassol

CCN本地新闻

22/11/2019

CCN中文广播电视电视台对由730名中国
茶协会会员组成的国际茶会活动进行了全
程报道

19/09/2019



CCN EUROPE CHINA NETWORK

欧洲-中国
您需要知道的一切

- 商务技巧 - 旅行&旅游资讯 - 投资机会 -



CCN EUROPE CHINA NETWORK

塞浦路斯
您需要知道的一切

驾照 (塞浦路斯)
健康 (塞浦路斯)
药店 (塞浦路斯)
疾病津贴 (塞浦路斯)
疾病保险卡 (塞浦路斯)
产妇补助金 (塞浦路斯)
儿童援助 (塞浦路斯)
社会养老金 (塞浦路斯)
老年退休金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
为什么选择塞浦路斯
高品质生活 (塞浦路斯)
奢华 (塞浦路斯)

商业 (塞浦路斯)
开设银行账户 (塞浦路斯)
会计与审计 (塞浦路斯)
合伙企业 (塞浦路斯)
公司管理 (塞浦路斯)
货币 (塞浦路斯)
能源/运输 (塞浦路斯)
低税收 (塞浦路斯)
如何购买物业 (塞浦路斯)

学校和奖学金 (塞浦路斯)
学习服务 (塞浦路斯)
暑期班 (塞浦路斯)

关于塞浦路斯 旅游和免费门票 塞浦路斯的商业 教育 塞浦路斯服务

旅游和免费门票 (塞浦路斯)
10000年的历史 (塞浦路斯)
值得一去的地方 (塞浦路斯)
博物馆和美术馆 (塞浦路斯)
美食 (塞浦路斯)
酒店 (塞浦路斯)

最低保证收入 (塞浦路斯)
投票选举 (塞浦路斯)
身份证 (塞浦路斯)
护照 (塞浦路斯)

国籍 (塞浦路斯)

永久许可证 (塞浦路斯)



CCN EUROPE CHINA NETWORK

希腊服务教育希腊的商业希腊旅游关于希腊

希腊
您需要知道的一切

希腊

希腊
为什么选择希腊
文化和历史(希腊)
高品质生活 (希腊)
奢华 (希腊)

旅行 (希腊)
希腊群岛
值得一去的地方 (希腊)
博物馆和美术馆 (希腊)
美食 (希腊)
酒店(希腊)

商业 (希腊)
开设银行账户 (希腊)
会计与审计 (希腊)
合伙企业 (希腊)
公司管理 (希腊)
货币 (希腊)
能源/运输 (希腊)
低税收 (希腊)
如何购买物业(希腊)

学校和奖学金 (希腊)
学习服务 (希腊)
暑期班 (希腊)

保险公司 (希腊)
建筑师/工程师 (希腊)
翻译服务 (希腊)
运输 (希腊)
转让车辆 (希腊)
驾照 (希腊)
健康 (希腊)
药店 (希腊)
疾病津贴 (希腊)
疾病保险卡 (希腊)
产妇补助金 (希腊)
儿童援助 (希腊)

其他养老金 (希腊)
投票选举 (希腊)
最低保证收入 (希腊)
老年退休金 (希腊)
身份证 (希腊)
护照 (希腊)

黄金签证 (希腊)



CCN EUROPE CHINA NETWORK

关于欧盟
在居住 (欧盟)
在工作(欧盟)

关于欧盟

旅游（欧盟）

欧盟的商业 欧盟服务

开办企业 （欧盟）
公司注册 （欧盟）
合伙企业 (欧盟)
税收 （欧盟）
商业竞争 （欧盟）
银行 （欧盟）
进口/出口 (欧盟)
财产 （欧盟）

国际协议 （欧盟）
投资基金 （欧盟）
投资者公民计划 （欧盟）
运输/交付 （欧盟）
增值税 （欧盟）

欧洲
您需要知道的一切

学校和奖学金 （欧盟）
奖学金 （欧盟）
伊拉斯谟计划（欧盟）
资金合作伙伴 （欧盟）

欧盟的商业
家庭福利 （欧盟）
婚姻 （欧盟）
权利 （欧盟）
驾照 （欧盟）
购车/租车 （欧盟）
健康 （欧盟）

国籍 (欧盟)

永久许可证 (欧盟)

申请卡 （欧盟）
紧急情况 （欧盟）
健康保险 （欧盟）
养老金 （欧盟）
护照 （欧盟）

欧洲



CCN EUROPE CHINA NETWORK

中国

关于中国 中国旅游 中国的商业 教育 中国服务

中国

中国
为什么选择中国
高品质生活 (中国)
中国的气候

旅游 (中国)
文化和历史(中国)
值得一去的地方 (中国)
博物馆 (中国)
建筑师/民族 (中国)
美食 (中国)
住宿 (中国)

商业 (中国)
开设银行账户 (中国)
会计与审计 (中国)
合伙企业 (中国)
公司管理 (中国)
货币 (中国)
能源/运输 (中国)
税收 (中国)
如何购买物业 (中国)

学校和奖学金 (中国)
学习服务 (中国)
暑期班 (中国)

如何看医生 (中国)
中药
医疗费用 (中国)
社会养老金 (中国)
身份证 (中国)
护照 (中国)
签证 (中国)

国籍 (中国)

中国服务

结婚登记 (中国)
翻译服务 (中国)
运输 (中国)
买车 (中国)
驾照 (中国)
健康 (中国)
药店 (中国)
外籍医院 (中国)

您需要知道的一切



CCN拜访并给予支持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CCN向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捐赠了1000枚口罩和1000双手套

Costas Kadis先生与政治官员王先生



CCN获得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经济商务
参赞王亚平先生颁发的荣誉证书

证书



华人友好协会和塞浦路斯中国艺术文化教育中心授予CCN“
最佳中文媒体”称号。

证书



塞浦路斯工商会

荣誉证书

塞浦路斯旅游局



合伙证书

CCN的和尼科西亚大学学生实习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荣誉证书

CCN向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捐赠了1000枚口罩和1000双手套



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黄星原先生在使馆会见 CCN高管



CGTN（中国全球电视网）参观了在塞浦路斯的CCN全球华语广
播电视台，并对其工作室进行了现场采访和报道



On July 6, 2017, H.E The Ambassador of China to Cyprus Mr. Huang 

Xingyuan accepted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CCN, a Chinese radio 

station in Cyprus.  He answered questions from reporters on China’s 

economic situation, China- Cyprus relations,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series of “Heart is the  Same”,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between China and Cyprus, and other Cyprus  issues.

Ambassador Huang first expressed his congratulations on the launch of 

CNN in  Cyprus, detailed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in China, the spirit 

of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s speech at the 11th Summer Davos 

Forum, and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mbassador Huang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CCN will  give its full attention to its unique 

advantages, actively and objectively reporting  on the domestic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 China,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spread  the voice 

of China well, 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so  that 

the local people and resident Chinese can better understand China. At the  

same time, he hopes that CCN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better, and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motion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raditional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黄星原先生在接
受 CCN记者采访的报道也刊登在中
国外交部的网站上



CCN参加并报道的活动













CCN工作人员

CCN的专业工作人员对在塞浦路斯所有的华人活动进行报道。



CCN工作人员



CCN工作人员



CCN工作人员



CCN应中国政府邀请对塞浦
路斯驻华媒体代表团进行采访



CCN面向全球数百万华人听众 | 访客或听众排名靠前的国家或地区



CCN - TC统计



CCN欧洲中国网 为什么选择塞浦路斯？

Cyprus
VISIT

• 自2004年5月起正式加入欧盟成员国，自2008年
1月起正式加入欧元区。

• 税收优势：低税率仅12.5%，是欧洲最低之一，
与48个国家有双边收税协定，大多数情况下没有
红利税等。

• 战略性地理位置，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
• 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
• 拥有两座新的国际机场（拉纳卡和帕福斯国际机

场）和两个港口
• 法律体系基于英国法律制度
• 注册公司方便快捷
• 城镇之间的距离很短
• 永久产权和稳定的房价
• 石油与天然气有巨大的潜在机会
• 前往塞浦路斯的高尔夫球手可参观或选择高尔夫

球场
• 几乎人人都会说英语
• 人口仅为100万
• 全年日照量为340天/自然的生态环境
• 清澈的海水和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并且拥有64个

蓝旗海滩
• 全年都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 当地人友善好客/欧洲犯罪率最低国家
• 每个城市都设有国际学校、专科学院、大学、幼

儿园
• 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和低廉的消费
• 塞浦路斯是爱与美之神维纳斯的诞生地
• 拥有1万年的历史
• 在塞浦路斯购买价值最少为30万欧元的非欧盟公

民，有资格申请塞浦路斯PR永久居民许可，如果
投资两百万欧元可直接申请塞浦路斯欧洲护照。



CCN宣传和推荐由中国驻塞浦路大使馆编写的《塞浦路斯中国公民指南》

《塞浦路斯中国公民指南》可在CCN网站上在线查看。
《塞浦路斯中国公民指南》或《中国塞浦路斯手册》由中
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精心编写，为中国游客提供切实可用
的信息。



www.ccnnetwork.cn

CONTACT

联系方式

欢迎填写以下表格或致电+357 9 9 6 2 0 271与我们联系

您的姓名（必填）

您的电子邮件（必填）

主题

信息

与我们取得联系

联系信息

扫一扫浏览我们的网页 扫一扫关注我们的微信

公司注册号码: ΗΕ 374491       P.O.Box 27090, 1641, Nicosia, Cypr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