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roduction

本指南的目标读者为正在考虑到澳大利亚投资或经商的国际投资者和经营人，旨在向他们介绍在澳大利亚投

资经营须遵循的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的概况。.

考虑到澳大利亚的法律与商业惯例在不断变更且其解释也不尽相同，您在作出任何商业承诺或决策之前应就

特定事务寻求专业意见。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可为您提供商业咨询、谈判与法律等领域的帮助与支持。

请注意，本指南仅提供概要信息，并非法律意见。如需有关具体提议的更多信息或建议，请联系联系史密夫

斐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访问本事务所的网站：www.herbertsmithfreehills.com.。

本指南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如有意见和反馈，请通过电邮与我们联系，邮箱：dbia@hsf.com。

http://www.herbertsmithfreehills.com/
mailto:dbia@hsf.com
https://www.herbertsmithfreehills.com/doing-business-in-australia/zh-hans


澳大利亚具有强劲的经济、城市化的基建、技巧熟练并懂多国语言的团队，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它是一个新商业

与外国投资的特殊地方。本指南概述了澳大利亚的法律与商业的惯例，涵盖了诸如业务收购、外国投资法规、集

资、消费者保护和产品责任、银行法规及税务等方面的主题。

澳大利亚以其透明的公共与私人机构、建全的基建、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强劲的健康与基础教育，在世界经

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7-2018)中排名第21名。这是有强劲和有效的金融系统以及健全的银行业务支撑

的。

1.1 国家、国民与经济 

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的岛屿大陆，国土面积约为760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的大多数人口聚居区属温带气候，北部

则属热带气候。官方语言为英语。

澳大利亚是一个活跃的多文化社会，人口约2420万。年均人口增长率为1.4%，国内市场持续扩大，成为在国外拓展

其他服务的企业最理想的目标市场。

澳大利亚经济的支柱行业是服务(79.2%)、建筑(8.8%)、制造(7.4%)、农业(2.7%)和矿业(1.9%)。

鉴于澳大利亚的良好经济前景和在政治、法律与经济机构的信赖度，澳大利亚对于外国直接投资(FDI)而言是极具吸

引力的目标市场。澳大利亚长期被列为世界十大FDI目标市场之一。目前澳大利亚的累积FDI最大来源，是美国、日

本和英国。

由于在经济上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紧密相关，澳大利亚的未来经济发展前景非常乐观。事实上，澳大利亚的经济在

26年间持续发展，是发达世界里最持久的国家之一。

澳大利亚具有非常强大的出口市场。自然资源占2016年澳大利亚出口总量（3300亿澳元）中的43.3%，服务业

(21.6%)、制造业(13.2%)和食品业(11.9%)位居其后。澳大利亚2016年的五大出口商品为铁矿、煤、教育、金、天然

气。目前澳大利亚的五大贸易合作伙伴目前是中国、美国、日本、韩国、英国。

由于70%的人口居住在大城市，特别是在布里斯班、悉尼和墨尔本一线东海岸地区，大多数业务活动集中在这些地

区。

1.2 政府 

澳大利亚联邦由六个州（即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南澳洲、塔斯马尼亚、维多利亚、西澳洲）、两个自治领地（首

都领地和北领地）以及另外一些小领地组成。澳大利亚的首都是堪培拉。

Chapter 1

澳大利亚概况

https://www.herbertsmithfreehills.com/doing-business-in-australia/zh-hans


澳大利亚主要有三个级别的政府：

澳大利亚政府（又称联邦政府），主要负责国防、外贸和国际关系、所得税、社会福利、移民、通信、广播、

商务、货币等事务；

州政府，主要负责教育、健康、住房、执法、自然资源、道路交通、旅游等服务事业；及

当地委员会，主要负责当地道路、城镇规划、废物清理、卫生等服务事业。

澳大利亚政府的结构一般称为“西敏”制度，类似于英格兰的制度。政府的三大分支机构（联邦与州两个级别都有）

为：

立法：制定法律；

执法：管理政策与法律；及

司法：解释并运用法律、争议规则。

1.3 法律制度 

澳大利亚属于“普通法”制度，即基于英格兰的法律制度。澳大利亚的法律制度有联邦法律，也有州法律。澳大利亚

还有成文的《宪法》，它规定了政府的结构和联邦、各州和领地的权力。

澳大利亚法律来源于三个方面：

立法或成文法（即议会立法）；

下属法规或规则（根据议会立法授予的权力执行）；及

判例法（由法院在争议解决过程中发展而来）。



立法优先于判例法；但许多判案法包含了立法的解释。普通法是权利和义务的来源，它们在议会立法和法规中是不

处理的。对于法院制度和争议解决程序的描述，参见本指南第23章“争议的解决”。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Last updated: 31/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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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公司的注册、控制和管理，都接受各种联邦机构的监管。

2.1 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 

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 (ASIC) 负责对《企业法》(2001) (Cth)（企业法）的一般管理。企业法是监管公司注册、

控制和管理的基本法律。它涵盖澳大利亚的公司和在澳大利亚注册的外国公司。

ASIC还负责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与金融产品的提供者（包括授予相关许可，并监督遵守许可条件的情况），并

负责监督澳大利亚国内许可金融市场的交易情况，包括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IC监督遵守市场诚信规则的情况，

并能签发侵权通知，并通过市场纪律小组，接受可执行的承诺。

要了解ASIC的更多详情，可查www.asic.gov.au。

2.2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ASX)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是世界十大上市交易集团之一（按市场资本化计算）。

ASX的活动包括一级和二级市场服务、中央对手风险转移，以及股权和固定收入市场的证券结算。其功能是市场运

营、清算机构和支付系统协调机构。它监督并遵守执行其运营规则，在各澳大利亚上市公司之间促进企业治理标

准，并协助培训零售投资者。

ASX将管理ASX上市规则，其中规定了有关在ASX上市和除牌的相关要求、持续对外披露信息、可能与上市公司证

券有关的权利、证券持有人对某些交易的批准，以及实体资本的重组。ASX还将负责管理ASX清算运营规则，即有

关ASX市场的清算程序、通过ASX清算企业有限公司提供清算服务的规则。

在执行ASX上市规则时，ASX能暂停上市实体和/将上市实体除牌。ASX还可要求采取修正行动，或向ASIC引述一项

违约，提请考虑制裁。对于ASX的市场参与者，ASX对违反ASX运营规则的行为实施调查和制裁。公司法规定ASX

有义务将某些事项提交给ASIC进一步调查。ASX无权执行企业法的规定。但它根据该项法律，就ASIC对澳大利亚上

市实体的监督方面与ASIC紧密合作。

ASX Trade24提供了在利率、股权、货币合同和商品市场上进行期货和期权交易的便利。ASX Trade24运营规则对

ASX Trade24参与者在其与ASX、其客户和其他参与者之间关系上的行为进行监督。

澳大利亚政府已许可Chi-X澳大利亚（即Chi-X Global的一部分）在澳大利亚运营，并就交易上市股票和向零售和批

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与ASX竞争。

要了解ASX的更多详情，可查www.asx.com.au，要了解Chi-X，可查www.chi-x.com/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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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收购小组 

收购小组是决定有关收购争议和其他企业控制交易的基本争议解决组织。它是一个同行评审机构，大多数是由从收

购业人士（例如银行家、律师和会计师）以及澳大利亚商业团体中遴选的兼职成员组成的。收购小组的目标是减少

收购中的战术性诉讼，减少收购成本，支持达到收购立法的目的。收购小组是解决收购争议的主要论坛，直到收购

竞标期结束。

收购小组具有广泛的权力，可以命令补救或防止有关收购竞标中出现的困境。

目前收购小组中有两名来自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的成员：长驻墨尔本的合伙人Rodd Levy，和长驻悉尼的合伙人

Rebecca Maslen-Stannage。

要了解更多有关收购小组的情况，可查www.takeovers.gov.au。

2.4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 是负责确保各公司遵守联邦的有关竞争、公平交易和消费者保护法律的法定

机构。其中包括《竞争与消费者法》(2010) (Cth) (CCA)中有关确保反竞争惯例、合并与收购、行业代码、产品安

全，以及价格监控规定。

ACCC在相信一家公司已违反CCA的规定时，可以采取法律行动。它可以迫使个人或企业提供有关可疑违约行为的

信息，以便行使调查权。ACCC可以签发各种通知（例如侵权、实体化和在消费者保护发生违约情况时进行公开警

告），处以罚金并强迫执行其义务。

要了解有关ACCC的更多情况，可查本指南第12章“竞争原则”，以及www.accc.gov.au。

2.5 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 

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 (FIRB) 是一家向澳大利亚政府提供外商投资政策提议的咨询机构。FIRB审查希望在澳大利亚直

接投资的外国实体的提议，并就该等建议交给政府根据外商投资政策进行审批是否适合，向联邦财政部进行推荐。

财政部最终负责对该等建议进行决策。FIRB还在澳大利亚和海外就政府对外商投资政策提供信息和指导，并监督就

该等政策的遵守情况。

有关FIRB，在第10章“外商投资法规”中有更详细的讨论。

要了解更多有关FIRB的情况，可查www.�rb.gov.au。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Last updated: 31/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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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可作为个人、合伙、公司、合资企业、信托或外国公司的澳大利亚分支机构的方式在澳大利亚经营业务。最

合适的结构主要取决于您的业务性质及其目标。以下对每一种不同的业务结构加以描述。

3.1 个人 

这是最简单的业务结构形式，对于小型企业也是最常见的。如果业务经营的名号不是个人的姓名（即名和姓，或首

字母和姓）， 那么该个人必须在适当的州或领地机构注册相关的业务名称（其机构列表可查澳大利亚政府的网站

www.business.gov.au）。个人不受公司有关法规的约束。但个人可能会遭受无限的个人责任，也无权享受税务或

金融上的结构性利益。

3.2 合伙 

业务可以合伙的方式进行。所谓合伙，是指两人或两公司或多人或多公司之间进行安排，以谋利为目的从事共同的

业务。除非是专业合伙，否则不得超过20名合伙人。合伙可由合伙人以协议方式创立，将受到合同法、州或领地立

法以及普通法的约束。

合伙并不是与合伙人本身区别的独立法律实体。每一合伙人共同且分别地对合伙的债务和义务承担责任。如果一名

合伙人必须支付整个合伙的债务，该合伙人可以从其他合伙人的债务份额中获得补偿。合伙人共享合伙的利润。

在某些州，也可以设立有限责任合伙。这些合伙通常有一（或多）位承担无限责任的总合伙人，另有一（或多）位

有限合伙人，其责任仅限于其同意向合伙出资的资本，但有限合伙人不参与业务管理。在澳大利亚，企业型的有限

合伙一般参照公司征税。

3.3 公司 

在澳大利亚，可利用一家公司经营业务。公司的注册、管理和控制适用公司法(2001) (Cth)（公司法）规定，由澳大

利亚

证券与投资委员会 (ASIC)管理。要了解更多有关ASIC的详情，可查本指南“企业监管机构”第2章。

公司的类型
公司法承认以下各种类加的公司：

有限股份公司：每一股东的个人责任仅限于该股东所持有股份的未支付金额（如有）。这是澳大利亚公司业务

实体的最常见的形式。这些公司的名称以“Pty Limited/有限”或“Pty Ltd”表示。

Chap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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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保证公司：公司不发行股票，但如果公司因停业而无足够资金支付其全部债务，其成员应对公司承担最高

为提名数额的责任。由于保证金额无法改变，这种公司通常不适用于贸易型企业，因为公司每过一段时间就可

能要追加资本。这种结构通常被慈善机构采用。这些公司的名称通常以“Limited/有限”或“Ltd”表示。

无限责任公司：公司发行股票，股东对公司的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种公司结构主要用于专业社团，成员

必须承担无限责任。公司名称中不必有“Unlimited/无限”字样。

无责任公司：这种结构只提供矿业使用（即探矿、采矿、销售矿石、金属或矿物质，或必要或附带的业务活

动，无论是在澳大利亚或全球，但不包括某些采石作业）。股东不因合同约束而必须支付其股票的未支付金

额，或认缴公司的债务和责任；也不会因此被起诉。由于股票未支付金额不是一项可执行债务， 到期后14天仍

未支付的，股票自动作废。公司名称中不必须注明“No Liability/无责任”或“NL”。

私人与公众公司
公司可作为私人或公众公司在澳大利亚进行注册。私人公司一般较为简单，管理也比公众公司更便宜，因为企业法

对它的管理要求较低。只有股份有限公司或无限责任公司可以是私人公司。

私人公司不可以有超过50名非员工股东，任何时候都必须有至少一名成员。它必须有至少一名作为澳大利亚居民的

董事，并且可以（但非必须）有一名作为澳大利亚居民的公司秘书。私人公司不得邀请公众认购其股票或证券，或

在公司内存钱。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名称中必须包含“Proprietary Limited/私人有限”或“Pty Ltd”字样（如果是

无限责任公司，公司名称中必须包含“Proprietary/私人”或“Pty”字样）。即使是一家大型的私人公司，一般也只需要

指定一名审计师。

公众公司必须有至少三名董事（其中两名必须是澳大利亚居民 ），至少一名作为澳大利亚居民的公司秘书。公众

公司的名称中必须包含“Limited/有限”或“Ltd”字样（除非它是一家无限责任公司或有限保证公司，条件是它符合某

些要求，例如公司只以慈善为目的，并且不对其成员分配，也不对其董事支付费用）。公众公司可向公众集资，可

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上市，也可以除牌。公众公司必须有一名审计师。

设立公司



第1步

公司的经营：在公司注册之前，其所有人必须决定公司如何进行内部管理。公司的内部管理应依照公司法规定

的“可替换规则”进行，除非公司通过一份组织文件替换可修改上述规则。

第2步

公司的注册：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在ASIC注册，即可成立。个人可直接在ASIC注册或从业务服务提供者收购

一家“货架公司”（即可以从“货架”上购买的现成公司）。

业务名称的注册：这里牵涉到两个名称：公司名称和业务名称。投资者应保留公司名称并在ASIC注册公司时将

其注册。该名称应确定公司为一家法律实体，且必须包含所有相关法律术语（例如“Proprietary/私

人”或“Limited/有限”）。公司注册之后，届时希望以不同的名称从事业务活动的投资者可在ASIC注册另一个业

务名称。

第3步

公司编号：ASIC在注册时会向新的公司签发一个独一无二的澳大利亚公司编号(ACN)，公司必须与其名称配合

使用（公司也可以选择作为其名称）。

业务编号：公司可能必须申请在澳大利亚税务局注册澳大利亚业务编号(ABN)。ABN是在与澳大利亚政府的各

种业务交易中的识别编号，包括上报有关应税供应的货物与服务税 (GST)和查询在公司业务中支付GST的输入

税务信用。如果ABN的最后九位与公司的ACN或ARBN相同，公司可以使用其ABN代替。

第4步



注册办公室：公司设立之后，必须在澳大利亚境内维持一个注册办公室。对于公众公司，注册办公室在每个营

业日必须对外公开至少三个小时，并必须将公司名称与“注册办公室”字样一并显示。注册办公室的一个重要特

征即是，寄送给公司的官方文件就寄送到该地址。

第5步

名称与公司编号的显示：公司名称、ACN、ARBN或ABN（如适用）必须显示在公司章（如果公司有）、公开

文件、流通票据上，以及公司从事公开业务的地点。

作为外国公司注册
如果在澳大利亚境外设立的公司开始在澳大利亚境内从事业务，或在澳大利亚境内从事某些其他活动，该公司必须

作为外国公司注册。经注册的外国公司必须在澳大利亚境内有注册办公室和一个当地代理。

注册时要求提供有关公司在外国设立的证据、公司董事的详情（包括在家庭地址）、经证实的公司构成文件副本、

公司财产抵押文件、公司在其设立地的注册办公室的地址。所有外国公司必须有一个当地代理，负责公司必须完成

的义务。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可以协助外国公司确定第三方服务提供人，由其提供在澳大利亚境内的注册办公

室，并/或充当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当地代理。

公司和公司名称注册之后，可以在ASIC另外注册一个业务名称。会签发一个公司编号（即澳大利亚注册业务编号

(ARBN)）。在任何时候必须显示公司名称与编号。

经注册的外国公司必须报备一份其上一个财务年度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报表和损益账，至少每个公历年报备一

次，且间隔不多于15个月。如果公司设立地的法律不要求公司编制上述财务报表，上述报表必须按照公司法对公众

公司要求的格式和内容编制和报备。ASIC可以要求对上述报表进行审计。

如果注册的外国公司不是“大型”集团或“大型”集团（按收益、资产和员工人数定义）的一部分，或如果公司不是“大

型”集团，并且包含在一家控制公司上报ASIC的合并财务报表中，那么可能会免于提供年度金融报告的要求。 如果

适用于豁免，注册的外国公司必须报备一份年度信息表，包括股本、已缴付资本、董事及当地代理的详情，以及一

份免于财务报告要求的声明。

持续性要求
公司必须维持一系列登记项目，包括在公司财产上的股东、选择权持有人和董事的登记（公司财产指公司的注册办

公室、公司的主要经营地点或在澳大利亚维持登记工作的某个地点）。上市公司还必须遵守ASX的持续披露要求。

所有公司必须保留其经营活动的财务记录。每一财务年度，公众公司、大型私人公司和某些小型私人公司还必须编

制以下各项：

财务报告；

董事报告；及

审计师报告。

上述报告合称“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必须发送到公司的所有股东。年度报告的必要内容，以公司法规定为准。上市

公司的要求比其他类型的公司更严格。某些公司还必须编制半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的内容跟年度报告的内容大致



上类似，只是半

年度报告只涉及半个财务年度。ASX上市规则中对于从事矿产和开采活动的实体规定了附加的报告要求，这些要求

也应适用并可能要求编制季度报告。

私人公司的会计要求取决于它在当年是否属于“小型”或“大型”的分类。满足至少以下两项测试的公司属于“小型”，

此外都注册为大型：

公司及其控制的实体的财务年度的合并收益，在当年少于2500万澳元；

公司及其控制的实体的合并资产总值，在当年年底少于A$1250万澳元；及

公司及其控制的实体在当年年底的员工人数少于50名。

小型私人公司必须保留必要的财务记录，据此解释其交易和财务状态，并真实和公平地编制和审计财务报表。但是

除非某些股东或ASIC发出指示，否则他们不必要编制年度财务报告或董事报告。

大型私人公司和公众公司必须编制年度财务报告和董事报告，对其财务报告进行审计，两份报告都发送给所有股

东。公司的财务报告必须遵守澳大利亚会计标准署(AASB)规定的会计标准，在ASIC报备，并公平地反映出下列各

项：

公司的地位和表现；及

如果需要报备合并财务报表，则反映出合并实体的财务地位和表现；

小型外国公司的子公司，除非符合详细的豁免条件，否则必须对其账目加以审计， 包括某些净资产要求和税后利

润。

审计与审计师的指定应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审计师承担重大职责，要求独立、勤勉并具有技能。

如果公司发生变更，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告知ASIC，包括公司股东、已发行资本、最终持股公司、登记地点、董事、

公司秘书、注册办公室、主要经营地点的变更，以及公司给出的任何可登记的抵押或质押。除非私人公司的身份从

私人公司变为公众公司，否则私人公司不必就其构成文件的变更发出通知。公众公司变更其构成文件的，均必须始

终通知ASIC。

 

3.4 合资企业 

一项业务可以由个人或作为合资企业的公司经营。合资企业通常包括联合承担一个具体项目的两方或多方。大多数

合资 企业属于以下两种合资形式：公司型合资企业或非公司型合资企业。每一种形式包含不同的考虑，特别是在

安排的变通性、税收要求和各方责任方面。

公司型的合资企业
当各方使用公司实体从事合资企业的经营活动时，公司型合资企业就产生了。一般而言，在设立一家特殊目的的合

资企业时，每一方都是公司的股东。因此，公司型合资企业的条款会在股东协议中规定。各方还必须遵守公司法中



的规则。

公司型合资企业的董事承担的职责，与任何其他公司实体的董事承担的职责相同。这些职责包括：从合资企业的最

佳利益出发，以诚信行事。

就税务而言，合资企业无法将利润和损失抵销公司型合资企业以外的收入和损失。相反，税务损失将保留在公司

内，直到未来公司产生可评估收入为止。有关税务详情，参见第11章“税收制度、印花税与关税”。

非公司型的合资企业
在非公司型合资企业(UJV)的情况下，各方签订一份通常称为“合资合同”的合同，其中规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在非

公司型合资企业中，各方在合资企业的资产中拥有一定百分比的权益，负责其各自支出，收获其各自从企业中获得

的成果。各方通常会委派一名经理，经营非公司型合资企业，并委派一名市场与销售代理，代表各合资方销售产

品。

由于各方之间只有合同关系，每一方在税务方面将获得独立对待。各方可按其意愿选择税务结构。每一方还可分别

对其在非公司型合资企业的股份融资，虽然对于非公司型合资公司的项目融资，所有各方通常会协同行动。

在非公司型合资企业项下，合资企业各方之间的责任是分别责任，但通常会向第三方承担连带责任。

一般对于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项目来说，非公司型合资企业是优选的法律结构。

3.5 信托 

在澳大利亚经营业务可使用信托结构。被信托人完全从受益人（可以是个人、信托或公司）的利益出发，拥有并管

理信托的财产和业务。受益人通常不在任何特定的业务资产中拥有具体权益，也不享有直接控制任何特定资产的使

用或处置权；这方面由被信托人管理。但是受益人有权按相等份额（在单位信托中）或被信托人确定的信托资产比

例（在自由裁量信托中）享有整个信托财产中的收益份额。一般而言，信托本身不会因信托赚得的、分配给受益人

的收入而征税。如果受益人“明显享有”收入份额，他们将就其信托收入的份额而得到评估（即即使他们实际上没得

到收入，他们也可能会得到评估）。如果受益人不是明显

地享有收入，信托有责任承担收入的税款。信托不得向受益人分配“损失”。损失保留在信托中，并可以信托未来的

收入相抵冲。

 

3.6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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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监管人希望公司董事在履行其对公司的职责时，遵守较高的行为标准。董事一般必须在其考虑的相关

事宜上使用其特殊的技能和经验， 并始终出于公司的最大利益行事，将这些利益放在一切外部利益之上。如果董

事违反这些职责，他们作为个人以及公司，都可能受到惩罚，包括财务罚款和监禁。

法律承认，董事可以将其权力和责任委托给公司的执行高管代表其进行管理。但是某些责任不得委托代理，包括账

目责任。

股东无权直接参与公司事务，或干预管理。但是他们有权选择或撤换董事，对于公众公司而言，本项权利不受限

制。

 

4.1 董事的职责 

概说
在澳大利亚，公司董事和高管在履行其对公司的职责时，要求遵守较高的商业行为标准。董事一般必须在其考虑的

相关事宜上使用其特殊的技能和经验。如果董事违反其职责，他们作为个人以及公司，都可能受到惩罚，包括财务

罚款和监禁。董事根据成文法和普通法规定对其公司承担的职责范围，详见下文。

普通法职责
根据普通法，董事具有以下职责：

以诚信行事，按其认为对整个公司最为有利的方式，且不作为抵押物的方面，行使其裁量权；

不以不正当目的行事，即不行使权力以获得某些私人好处，或未授予权力的目的；

作为董事会，维持其具有的裁量权，并在未来不限制他们按照对公司最为有利的方式行事；

避免利益冲突，即不进入董事与公司的利益具有个人利益冲突或可能有个人冲突的约定；及

以审慎与勤勉行事，即董事使用其思想，考虑公司的整体地位。董事不得将自己对公司事务的无知作为幌子

（因未做必要的调查造成的），而是必须检验其获得的信息，考虑他们在决策时可能需要的其他信息。

成文法职责
成文法规定的董事职责，包括在公司法2001年第2D.1部分(Cth)(公司法)。这些成文法规定的董事职责，是对以上普

通法规定的董事职责的补充，虽然两套职责大致相同。公司法可以在特别的领域内施加其他更加具体的义务（例如

Chapter 4

企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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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的持有人施加义务，必须具有适当的冲突管理政策）。

根据公司法，董事们必须：

按照一个合理的人作为在公司情况下的董事，并具有该董事相同的责任时，其可能会行使的审慎与勤勉行事；

按对公司最为有利的方式，并以正当目的，以诚信行事；及

不各以不恰当的方式使用信息或其地位，为其自身或他人获取好处，或对公司造成不利。

其他职责
根据公司法，董事没有主动的职责，防止公司在资不抵债的条件下进行交易。如果董事未能防止公司在下列情况下

发生债务，董事即已违反本项义务：

公司因发生上述债务而已经资不抵债或破产（或发生债务，包括该项债务）；

有合理的理由怀疑公司是（或可能成为）资不抵债；及

董事主观上意识到上述理由，或合理的人处于公司中的类似地位，在公司的情况下可能意识到上述理由。

董事可以依赖于某些辩护，包括董事

按合理的理由相信公司是有偿付能力的；

依赖于相关和可靠的人士信息，董事按合理的理由相信该人在提供信息时是负责的；

董事当时因病或其他正当的理由，未参与公司的管理；或

董事采取所有合理措施，防止公司发生债务。

2017年，公司法进行修改，规定董事可以依赖于一项辩护，可以将资不抵债交易提交民事诉讼。如果清算人声称已

经发生债务，但公司的资不抵债与一项诉讼有关，该项诉讼按合理推测可能对公司给出一个比此后的清算或破产管

理更好的结局，那么董事可以就资不抵债交易免于责任。

董事还要承担在其他立法文件中的职责，以及可能就不履约而对董事个人施加责任的职责。产生上述职责的主要领

域可以是金融服务立法，环保立法、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法律，以及贸易实践法规。这些和其他法定职责，可以对

公司股东、其员工和相关第三方承担。

董事能获得的法律保护
董事能获得多项法律保护或辩护，具体如下。

商业判断规则

如果董事做到以下各项，即在做出“商业判断”（即对公司的业务经营的相关方面做出采取或不采取任何行动的决

定）时已经符合公司法和普通法规定的有关行使适当审慎与勤勉的要求：



以诚信行事，并且目的正当；

在该事项中没有重大的个人利益；

合理相信已在适当程度上获得信息；及

理性地相信，该判断是对公司最有利的（除非任何合理的人在该董事的地位上都不会如此认为，否则即认为属

于此类情况）。

商业判断规则为董事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免于承担在诚信、知晓和理性的商业判断方面的个人责任。

董事在履行其总体上监督和监察的职责时，无法从商业判断规则中获得好处，因为上述职责不包括采取或不采取行

动的任何决策。类似地，未考虑某一事宜，也不构成商业判断。

对信息和建议的依赖
在实践中，董事依据信息做出决定，但他们不会始终处于独立地核实并评估每一份信息的地位。

因此，法律承认董事有权依赖于员工、专业顾问或专家、其他董事或高管或董事会的信息或专家或专业建议，但上

述依赖应以诚信为基础，并在董事已考虑到对公司的了解和公司结构与经营的复杂性之后，对信息或建议进行过独

立评估。在某些情况下，董事的职责将主动要求董事获得这类专家建议。

董事无能力依赖于其他人的信息和建议，主要特征为：

董事知晓向其提供的信息中的缺陷和不足；

在所有情况下，有足够的关于信息的可靠性的“警告”，因此在董事地位上的合理的人可能采取措施，核实或以

其他方式检验信息；或

信息证明是不可靠的。

再者，董事不应只是听取管理方面的建议，而放弃其作为董事个人应承担责任的、自身对重要事宜的关注和检查的

责任（包括立法地要求董事个人的责任，例如批准财务报告）。

这项原则适用于所有董事，包括董事长。但在实践中，董事长似乎比非执行董事更有机会评估从公司员工流向董事

会的信息的可靠性，这项因素在确定董事长是否合理地行事方面可能会加以考虑。

赔偿与保险
公司可以赔偿董事（例如根据其构成文件或通过与董事签订一项赔偿契约）。但公司法禁止公司就下列各项对董事

作出赔偿：

对公司或相关公司实体承担的责任；

在公司法项下，就违反某些职责的罚金或赔偿命令方面的责任；及

不因以诚信行事引起的、向第三方承担的责任。



公司还可为其董事购买并维持保险，但对于是或曾经是公司高管的保险合同，公司或相关公司实体不必就故意违反

公司职责行为或不适当使用其地位或信息的行为的责任（法律费用除外），支付或同意支付保险费。

违反董事职责的潜在后果
如果董事违反上述任何职责，或不满足其义务，他们可通过下列各方对其提起诉讼：

公司；

股东，根据法律派生诉讼规定（但法院按其裁量对申请人执行）；

破产中的债权人、破产管理人和被信托人，在破产交易情况下；

第三方，在误导性和欺骗行为或反竞争行为情况下；及/或

监管机构，例如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和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

作为一般规则，只有在缺乏诚实、勤免、审慎或正当目的的情况下，才会采取ASIC的执行行动。但董事也应牢记

ASIC一般对董事都怀有的高标准期待。

另外，任何违反或声称违反董事职责的行为，都可能对董事的个人声誉和公司的声誉带来严重的影响。

 

4.2 被提名董事 

被提名董事承担的职责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规定，被提名董事按其个人身份（而不是代表身份）接受委派，并受到任何公司董事的适用职责

的通常要求的制约。

所有董事，包括被提名董事，有义务行使其权力，并按对公司最有利的方式，以诚信履行其职责；即他们必须按对

股东（作为一般或总体组织）最有利的方式行事。法律对于被提名董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考虑其委派股东的利益，

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普遍接受的指导原则如下：

委派人与公司的利益相一致：如果诚意地相信他们也是按对公司最有利的方式行事，被提名董事可按对其委派

人最有利的方式行事；

公司的利益：无论构成文件如何表述，董事由特定股东委派作为公司的董事这一事实，不允许董事无视整个公

司的利益行事；及

直接冲突：当委派人和公司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除特殊情况外，被提名董事必须按对公司最有利的方式（优先

于按对委派股东最有利的方式）行事。

被提名董事能将信息传递给其委派人



澳大利亚法律禁止董事（包括被提名董事）使用其以其董事身份获得的信息，为其自身或他人谋取好处（包括他们

的委派股东），或给公司带来损害。这项义务与获得的信息相关联，因为该人是或曾是董事，并在董事不再任职之

后继续有效。

董事还对公司承担保密义务。最终，本项保密义务优先于被提名董事可能对委派其到董事会的主要股东承担的义

务。

被提名董事不得向其委派人披露其以其被提名董事身份获得的保密信息，除非公司的构成文件或公司与委派股东之

间的协议另有规定，经董事会同意或其他特殊情况。但是处理这些义务有各种不同方式，包括正式协定和股东协议

的规定。

 

4.3 委托代理 

委托代理权
一般来说，非执行董事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法律承认，所有董事可将其某些权力和责任委托给公司的执行高管

代其进行管理 ，但某些不可委托代理的责任除外（参见下节“不可委托代理的责任”）。公司法还允许董事将其任何

权力委托给董事会、其他董事、公司员工或任何其他人（但公司构成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不可委托代理的责任
澳大利亚普通法、立法和监管标准还要求，董事的某些责任不得委托代理，必须由董事自行完成。

为了履行其职责，所有董事必须：

熟悉公司业务的基本情况；

了解公司的业务动态信息；

通过定期参加董事会会议，一般地监管公司的事务和政策；

维持熟悉公司的财务状况，包括审议公司的财务报表和董事会文件，适当时再加以询问；及

对公司的财务能力具有合理信息支持的意见。

虽然公司法里明确规定了称为“董事责任”的各项责任，该等责任仍必须处于董事会的范围，并且委托代理不会减少

责任。虽然有助于完成责任而采取的措施，可以委托给管理人员，但董事会仍应承担最终的责任和监管责任。

例如，公司法要求董事承担批准并通过公司财务报表的责任。

执行董事的最高标准
非执行董事与执行董事都要承担法律职责、责任和潜在的责任。在实践中，执行董事以其执行者的身份而要求更

高，虽然董事职责的措词可能相同。法院在考虑执行高管和执行董事的行为时会使用客观的标准，并考虑到相同职



业或职位上人员的身份和应有的专业知识。重要的是，执行董事同时以“董事的眼光”和“管理人的眼光”（两者略有

差异）考虑董事会和委员会上提出的问题。 

4.4 股东的权利 

股东无权管理公司的事务。构成文件通常将管理权力全部交给董事会，再授权董事会将权力委托给一名或多名执行

人员。虽然董事会对公司的战略和履行承担最终责任，但公司的日常经营通常是由董事会提示的执行主管负责，或

在其监督下进行。

当然，股东的基本权利是任免董事。持有5%以上表决权股票的一名或多名股东可要求召开股东会议，或由其承担

费用，在股东权力范围内有效地召集股东会议，讨论任何决议（例如，撤免董事、修改构成文件，或表决将公司停

业）。100名股东一起或持有5%以上表决权股票的一名或多名股东可要求将某一决议提交下一次董事会召开的大会

（提出要求之后2个月以上）讨论。公司的大会向股东提供介入管理和董事会的机会。有关大会的进一步信息，参

见下文。

股东无权要求查阅有关公司法的信息。股东可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其做出检查公司账簿的命令。股东根据普通法

享有检查公司账簿的权利是有限的，除非就某些具体的争议或问题而言，检查是必需的。

大股东因其持有大量股份，经常能进一步介入管理和董事会。例如，大股东经常希望委派董事参与公司董事会，作

为其发言人有效地行事，代表并保护其在公司中的利益。

4.5 股东大会 

公众公司每个公历年必须至少召开一次年度大会(AGM)，时间在其财务年度结束后5个月之内。对于私人公司，如果

构成文件要求，也必须召开上述会议。由股东参加的会议必须受到规章的约

束（一般在公司的构成文件中规定），具体规定通知、会议时间和会议地点。

股东大会可在下列情况下召开：

按任何董事自身的建议；或

按持有至少5%表决权股票的股东的要求。

如果实际无法以任何方式召集会议，法院也可召集会议。

股东大会上可以通过两种类型的决议。普通决议要求简单多数票通过。但是，特别决议必须至少由75%的享有投票

权的股东对决议投赞成票通过。公司法规定某些决定必须以特别决议通过。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还有附加的通知要

求。公司的构成文件也可能有某些涉及股东大会或对某些决议的表决要求的规定。

4.6 ASX上市公司的附加指南 

公司治理准则(ASX准则)与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公司治理委员会建议书规定了ASX上市实体的公司治理实践的

建议，这些建议可能会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并符合大多数投资者在大多数情况下的合理期待。



ASX准则一般不具有正式的约束力，但凡有违反准则的行为，公司必须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并加以解释。ASX准则对

下列方面加以规范（包括其他方面）：

董事会的构成及董事的独立性；及

董事委员会、宪章和公司行为准则。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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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者收购澳大利亚业务的方式有多种，其最好的方式可能会涉及一系列因素，包括：

外国投资者是只希望收购公司的业务资产，还是收购公司本身；

被收购的公司的类型，即公众公司还是私人公司；

可能需要的监管部门的批准；及

有关收购的税务和会计待遇（参见本指南第11章“税收制度、印花税与关税”）。

 

5.1 股份收购 

私人条约
对于股东少于50名的澳大利亚公司，通过出售股东和买家之间签订一项私人协议或条约，是可能实现收购的。通常

是签订股份出售协议，其中记载出售目标公司中的股份、支付价格和出售条件。文件中一般会描述制订购买价格的

依据、对买家的保证和赔偿、交割前的条件，以及限制性承诺。

收购
按一般条款，收购是指公司（竞标人）收购另一家公司（目标公司）中足够数量的股份，使竞标人获得对目标公司

的经营、资产和财务的控制权。

公司法2001年(Cth)（公司法）中有关收购的规定，适用于在澳大利亚组建、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上市或有

超过50名股东的公司的收购。

一般规则是，如果收购引起个人在该公司中的表决权增加到下列比例（通过作为该股份的持有人，或有权控制该股

份的表决或处

置等方式），该个人不得在公司已发行的表决权股份中收购

相关权益：

从20%以下增加至20%以上；或

从20%以上90%以下的起点增加，

Chapter 5

收购与业务的处置

https://www.herbertsmithfreehills.com/doing-business-in-australia/zh-hans


除非收购发生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包括发出收购出价）。

收购出价可以是场外，也可以是场内的，虽然场外竞价是最常见的方式。场外竞价采用要约的方式进行，即要约包

含在发给股东的竞标人说明之中。场内竞价则由经纪人通过ASX进行。

公司法对收购出价有严格的时间和程序规定，对于在竞标期间目标公司股份的交易也有限制（例如，竞标人不得买

卖证券）。限制规定还适用于宣布中标之前的交易（例如在竞标前的四个月期间，收购项下提供的对价必须等于或

高于竞标人或其关联人同意为目标股份支付的最高对价）。

为了完成收购出价，竞标人必须准备一份题为“竞标人说明”的披露文件，该文件应告知目标公司的董事和股东竞标

的条款和相关背景信息。理想的情况是，竞标人应准备好在宣布中标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即报备一份竞标人说明。

目标公司必须准备一份“竞标人说明”，对收购出价作出正式回复，其中包括目标公司的董事的建议，以及股东是否

应该接受出价等其他相关信息。

外部因素，如竞标过程中股票交易所的股票变动，以及公众对竞标的利弊的观察，可能影响到竞标的结果。

公司法规定中包括一些程序，规定在达到某些界定值（一般为90%）时，竞标人能在要约期间或在要约期结束时，

强制收购剩余的证券。

收购的时间表由各种因素促成，包括目标公司和竞标人的各自战略，是否必需获得监管部门（例如，外国投资审查

委员会或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的批准。2016年，收购从宣布到强制收购的平均天数为124天。

发生在竞标期间的有关收购出价的争议应由收购小组处理。有关收购小组的详情，请查第二章“企业监管机构”。

有关收购的进一步信息，可查《史密夫斐尔在澳大利亚收购指南》(Herbert Smith Freehills Guide to Takeovers in

Australia)。

安排计划
安排计划是目标公司与其股东（在某种情况下是选择权持有人与债权人）之间为重组公司的股本、资产或责任而签

订的一份法定合同。

该项计划可通过向竞标人转让目标公司中的所有股份，或取消目标公司中的所有股份（竞标人持有的除外），用于

收购一家目标公司。

该计划一旦由目标公司的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批准并经法院批准，即对所有目标公司股东具有约束力。计划严格受到

公司法的监管。为了执行计划，目标公司必须准备并向其股东发出“计划手册”，其中应包括所有信息材料，由股东

决定是否批准计划。披露的程度应大致相当于竞标人在竞标出价说明和目标公司说明中披露的相同。

除了战略和必要的法定批准之外，计划时间表可能会受到法院听审日期的影响。2016年，计划从宣布到执行的平均

天数为130天。

计划没有目标公司的配合是无法进行的。目标公司必须编制计划手册，并召集必要的会议。为此，计划只用于友好

的交易。

近年来，使用计划的频率越来越高。这里的原因包括：

http://contenthub.herbertsmithfreehills.com/sites/contenthub_mothership/files/herbert-smith-freehills-takeovers-in-australia-legal-guide-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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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两个批准要求：持有至少75%表决权的多数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这经常意味着根据计划收购全

部公司，较根据90%强制收购限度进行收购，更为容易；

由于要约或者全部接受或者全部拒绝，时间一般更为确定，所以安排计划的结果确定性较大；及

安排计划可能有较大变通性，因此允许股东有不同形式的对价和待遇。

有关安排计划的进一步信息，可查《史密夫斐尔在澳大利亚安排计划指南》(The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Guide to

Schemes of Arrangement in Australia)。

5.2 业务资产收购 

作为购买公司中股份的另一种方案，外国投资者可以只收购公司的业务资产。

这类收购通常采用业务销售协议的文件形式，协议将记录出售哪些资产、支付价格、销售条件。与股份销售协议类

似，业务销售协议也通常有设定销售价格的依据、对买家的保证和赔偿、交割前条件和限制性承诺等条款。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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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法律在提供金融服务中的应用是一个高技术议题，任何具体的提议都需要权衡利弊。

6.1 银行业务 

在澳大利亚从事“银行业务”的实体必须是一家受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监督、授权接受存款的机构(ADI)。根据

银行法1966年（包括其修正案），如果一个实体从事下列业务，即为从事银行业务：

接受存款；及

提供贷款和提款。

作为ADI监管的实体，应在广泛的事务上受到APRA的综合监督，包括审慎行为、资本充足、治理和外包。这些政策

的效力是为ADI的行为设定主要的范围。

银行业务的某些特殊方面也受到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和澳大利亚交易报告与

分析中心 (AUSTRAC)的监督。

希望在澳大利亚设立的外国银行可以通过创立一家受APRA监督的新子公司来成为ADI。或者，外国银行可申请作为

外国ADI注册。如果获得这类批准，外国 ADI 受到其自身法域的相关监管人监督。但通常情况是，其经营会受到

APRA的约束。这些可能包括：

最低的初始存款金额（比如500,000澳元），外国ADI可以从澳大利亚居民接收这笔款项；

外国ADI在其他地方接受审慎监督，而不受APRA监督的事实披露；及

要求将流动资金保留在外国ADI的澳大利亚分行，足以满足今后30天到期或应付的债务。

对外国银行开放的另一个方式是在澳大利亚设立代表处。这可使其维持本地存在，接收到有关其向海外提供服务的

请求。代表处在澳大利亚不开展业务。

使用“银行”一词要求获得APRA的批准，并且通常是有条件的。

银行有权用外汇交易，但涉及外国政府和机构的某些交易除外。

6.2 支付系统 

Chap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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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本要求，澳大利亚的支付系统监管是针对代客户持有价值的各方。根据《支付系统（法规）法》1998年

(Cth)，参与“指定支付系统”和代客户持有价值的实体，必须是ADI或经APRA批准的已购支付设施提供人。就上述目

的，指定支付系统包括例如VISA、MasterCard和American  Express，以及澳大利亚国内清算与结算服务，例如

EFTPOS。

这项要求有一些例外，包括储存价值，可用于向不超过50人的支付，或储存不超过1000万澳元的价值。这对处于

启动阶段的小型企业是一种缓解。

在实践中，某些支付系统的提供者会与一家ADI签订一项联合安排，根据联合结构在 ADI 中储存价值，为提供者的

客户提供利益。

澳大利亚还有一种电子支付守则(e-Payments Code)，即一种自愿实践守则，以规范电子支付（包括ATM、

EFTPOS、借记与贷记卡交易、在线支付、互联网与移动银行和 BPAY）。银行、信用联合会、建筑协会和其他消费

者电子支付设施提供者，可能选择这种守则。订户必须保证他们根据其给予消费者的条件和条款遵守该守则，消费

者可以向订户投诉违反守则的情况。

一般而言，该守则：

要求订户给予消费者清晰的条款和条件、条款和条件的变更信息（例如费用增加）、收据和账单；

列明有关谁为非授权交易付款的确定规则；及

建立有关偿还互联网错误付款的制度。

虽然这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要求，但ASIC希望，如果该守则涉及任何上述产品，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AFSL)持

有人能遵守电子支付守则，作为一项良好的许可实践。

6.3 其他金融服务规定 

第7章 规定和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制度

金融服务提供者（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某些产品和服务，必须遵守公司法第7章提供金融服务项下的规

定。第7章适用于目标客户在澳大利亚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即使金融服务提供者在澳大利亚没有经营地。

公司法第7章以多种方式对金融服务业加以规范：

对涉及广泛的金融产品的行为加以规范，包括证券（例如股票和债券；参见本指南第8章“融资”）、衍生产

品、外汇合同、一般与寿险产品、管理投资计划的利息、存款账户、养老金利息和非现金支付设施，例如智能

卡、支票、旅行支票和某些电子支付设施。澳大利亚政府最近拓展了公司法的范围，对保证金贷款也加以规

范。其他形式的信贷产品不在金融服务制度范围之内。

金融服务提供者必须遵守统一的许可制度。其中包括发行或交易金融产品或提供相关法律意见的银行。

金融服务提供者要面对有关金融服务与产品的某些活动的消费者保护与披露义务。



一般来说，向零售客户发行规定金融产品的人士，相对于只跟批发客户交易的人士，要面对更为广泛的初始与持续

披露义务。企业还需要考虑《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法案》(2001)(Cth)和《澳大利亚消费者法》项下的消费者

保护规定（参见本指南第15章“消费者保护与产品责任”），以及 数据隐私法（参见本指南第22章“隐私”）。

根据法规或分类命令不受制约的金融产品，许可制度有一些例外规定。

金融领域（数据搜集）法案

根据《金融业（数据搜集）法案》(2001)(Cth)，在澳大利亚有金融资产并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必须在APRA登记：

1. 其在澳大利亚的资产总值超过500万澳元；及

2. 上述资产的50%以上或超过2500万澳元的资产，构成企业因提供融资而获得的应收债务；或

3. 企业在澳大利亚的唯一或主要业务是借款和提供融资。

企业即使不在澳大利亚经营业务，或不在澳大利亚注册，也同样适用本项法案。

拥有超过5000万澳元的资产的注册企业，即有义务每月向APRA汇报。汇报义务包括原本不汇报的相关公司（无论

本身是否注册）的有关资产。在实践操作中， APRA通常只要求每季度汇报，直到注册企业的资产超过2.5亿澳元。

该法案的目的是帮助APRA搜集有关澳大利亚负债水平的数据。它向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提供制订金融政策的所需信

息，并帮助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有关澳大利亚负债情况的准确信息，确保市场的透明度，为投资者提供便利。

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法案2006年

提供信贷或金融服务的企业几乎肯定提供《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法案》(2006)(Cth)（AML/CTF法案）所称的“指定服

务”。AML/CTF法案的引进，是为了满足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设立的澳大利亚国际协定义务。

如果企业提供AML/CTF法案所称的“指定服务”，它将被视为“汇报单位”，并接受AUSTRAC的管辖。这会带来一系列

后果，包括：

汇报单位必须参照客户资料、受金融服务影响的法域和具体的产品风险等事项，对其业务进行风险评估；

汇报单位必须建立一项AML/CTF计划以管理风险，并应用一个框架执行以下义务：

该实体必须在AUSTRAC登记或注册；

该实体必须指定一名AML/CTF合规官员，负责管理AML/CTF计划，并确保与AUSTRAC适当的交流；

AML/CTF计划必须规定确认业务客户的方法，以及汇报单位客户记录的保留方法或查询方法；

汇报单位必须想办法监督交易，以确认哪些交易可以向监管机构AUSTRAC汇报（包括对某些可疑的服务

和交易设定限制）；及

该实体必须向AUSTRAC汇报上述限制和可疑事项，必须递交年度合规报告。

AUSTRAC是一家执行立法的积极监管机构。立法规定，就每一起违反法律的行为处以民事罚款2100万澳元。



金融交易报告法

《金融交易报告法》1988年(Cth)与AML/CTF法案并列执行，对现金交易者施加一系列义务，包括向AUSTRAC汇报

可疑交易、1万澳元或等值外币以上的现金交易，以及国际转账指令等义务。这里的现金交易者定义很宽泛，不仅

限于实际上以通货交易的各方。例如，任何AFSL持有人都是现金交易者。它还要求对账户签字人的身份进行核

实，禁止以假名开设或运作账户。

6.4 消费者信贷规定 

一般来说，在向澳大利亚普通居民的个人提供下列信贷业务时，必须有一份澳大利亚的信用证：

1. 个人国内或家庭信息；或

2. 居民房地产的投资或改善。

这类信贷受到《国家信贷法案》（包含在《国家消费者信贷保护法案》2009年(Cth)(NCC)内）的约束，信贷提供

者：

1. 必须履行相关贷款义务；及

2. 受制于监管部门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的一系列政策期待。

根据NCC规定，有关贷款与证券文件的形式和内容，并在必须做出法定披露和通知方面，有相当高的规范化要求。

NCC规定了贷款执行的具体机制，债务人要求对合同变更的处理程序，对可能确定为“不公正”的安排规定了免责条

款，对于已批准的外部争议解决方案（对信贷提供者有约束力的决策具有司法管辖权）规定了争议解决程序。目

前，已批准的外部争议解决方案是金融监察员服务和信贷与保险监察员，但政策制定者正在提议合并上述解决程

序。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Last updated: 31/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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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具有一个复杂的债务融资市场，它提供与广泛的业务、资产和交易有关的融资产品，包括一般公司融资、

收购融资、项目融资、举债融资、房地产融资、证券化与结构融资，以及债务资本市场。

澳大利亚债务融资市场一般都对国际参与者开放，无论借款人还是贷款人。澳大利亚健全的法律制度向借款人和贷

款人提供有关债务融资安排各方面法律待遇的高度确定性。这使得当地与国际债务市场参与者有足够的信心，能够

进入债务融资安排，并可以针对参与各方依法执行。

 

7.1 由外国企业或向外国企业借款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对外国贷款人向澳大利亚公司提供贷款或澳大利亚公司向外国企业提供贷款，一般不加以限

制。但是我们注意到以下几条：

第11章“税收制度、印花税与关税”，有关澳大利亚公司应向外国企业支付的利息；及

第10章“外商投资法规”，有关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授权、许可及注册要求。

7.2 保证 

除非澳大利亚公司构成文件里有限制，否则澳大利亚公司可以就借款人的债务作出保证，无论借款人是在澳大利亚

或其他国家设立的公司。

然而，澳大利亚有些法律可能影响保证的执行。澳大利亚公司提供的保证在下列情况下是不可执行的：

该公司根据其构成文件，没有权力在相关条件下提供保证；或

董事们不履行其职责，出于公司的利益且为了作出保证的正当理由，以诚信行事。

违反董事的职责而签署的保证，是否可以针对依赖于保证的一方而获得避免，取决于某些因素，包括该方是否知晓

或怀疑过上述违反行为。根据澳大利亚法律，一个人有权假设各董事已经按要求履行其对公司的职责，除非该人知

晓或怀疑他们没有履行。

除此之外，如果一家澳大利亚公司破产，某些交易可由法院出面加以搁置，并为公司申请一名清算人。清算人有权

就对公司申请倒闭（或对公司进行破产管理（如适用）开始）之前6个月内开始的交易（该等交易属于“不公平优

Chapt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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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或“非商业交易”），提出上述申请，并且当时公司已破产或由于交易（或为使交易生效而作为或不作为）而破

产。

7.3 担保 

对土地的担保
对土地的担保，通常是通过对特定的土地进行登记抵押的方式进行的。土地还可以根据一般担保协议（例如对授予

人不时拥有的所有财产）的规定加以抵押。即使没有对土地上的担保权益加以登记，一般也不会影响授予人破产时

对担保的有效性。然而，如果担保权益没有根据相关州或地区有关土地上的担保权益登记的适用法律要求加以正式

登记，一般也就没有对后续有关土地上的登记担保权益的优先利益。

对土地以外财产的担保
除土地以外，对于大多数类别的财产之担保的授予、效力和优先权，均适用《个人财产证券法》2009年(Cth)

(PPSA)及其相关立法的规定。PPSA适用于“个人财产”，其定义非常广泛，包括：除土地以外的任何种类的财产（容

有个别例外）。因此，个人财产包括（不排除其他）有形和无形财产、金融财产、中介证券和知识产权。

如果贷款人接受对授予人所有资产的担保，一般双方要签署一份一般担保约定，根据该约定，授予人将授予对其现

有及收购后一切财产的担保。如果授予人只对某些资产或货物（例如公司中的股份）授予担保，那就要签署具体的

担保约定。

个人财产中的担保权益的登记
除土地以外，对于大多数类别的财产之担保必须根据PPSA的规定加以完善，从而针对第三方而保护其有效性和优

先权，以及其在授予人破产时的有效性。除某些类型的财产（即担保可以通过规定的占有或控制方式加以完善的）

以外，完善手续一般要求在个人财产证券登记处(PPSR)进行登记。登记没有时限上的规定，但容有以下例外情况：

优先权一般参考担保权益获得完善的先后顺序确定，因此登记延迟可能会给受担保一方的优先权带来不利影

响；及

如果在有关担保权益的担保协议签署之后20个工作日仍未对担保权益加以登记，授予人在登记之后6个月以内

破产的，协议一般亦成为无效。

应当注意，在PPSR的登记并不是对优先权的保证：除登记之外，可能还有其他方式对先期的担保权益加以完善

（例如通过占有或控制，或根据临时的完善规则）。通过特定种类的担保权益（例如购买货币担保权益）的特殊优

先权规则，通过控制的完善或因为他们获利，也可能使后期的担保权益获得优先权。

对其他特定种类的资产授予的担保，例如矿产和资源利益，要求

获得某些其他政府机构的同意和/或登记。

执行担保权益
被担保方执行担保权益的能力，将受到设立该担保的担保协议的制约。因此，当担保权益编制成文件时，各方应就

担保可执行的时间（例如在发生违约事件时）以及适用于执行担保权益的任何程序要求（例如执行通知）进行谈



判。关于被担保方向授予人发出有关担保权益的执行通知，没有法定要求。

如果被担保方是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相关实体，担保的执行将构成可能适用《澳大利亚外商投资政策》要求的一

项“直接投资”（参见第10.2节“外商政府投资”）。

根据PPSA规定，在执行担保权益时，被担保方必须诚实且以商业合理方式行事。

如果授予人被指定一名破产管理人，采取行动的被担保方将针对授予人的担保实行一段法定暂停期，但容有某些例

外情况。主要的例外情况是，被担保方对授予人的全部或基本上全部财产享有担保。在此情况下，被担保方可

在“决定期”内执行其担保，即下列日期之后第13个工作日届满的期间：

破产管理人指定通知发送到被担保方当天；或

或者破产管理开始的当天。

被担保方一般会采取措施，就担保的标的资产指定一名接收者或管理者，执行其担保。接收者或管理者将采取措

施，变卖资产以偿付所欠被担保人的债务（例如追讨应收款、冻结或处置资产，或行使授予人在与对方签署的合同

安排项下的合同权利）。

印花税
根据现有法律，对于在澳大利亚各州或地区的资产授予的担保，不适用印花税。但如果任何贷款或担保文件中包含

一项信托申报，就可能对信托申报收取印花税。税款一般是固定金额（目前不高于500澳元），但对于信托申报有

关财产只是名义价值，并非征税财产。如果信托是对值钱的征税财产加以申报，则按价值适用印花税率。

不公平优惠和非商业交易
以上第7.2节有关不公平优惠和非商业交易的评论，也可能适用于授予担保的澳大利亚公司。 

7.4 对金融协助的限制 

公司法第2J.3部分禁止公司向收购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的股份的人士提供金融协助，但有限的情况除外。

金融协助未作定义，但包括：由公司作出保证或授予担保，以支持用于收购该公司或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的股份

时的债务。只有在下列情况下，公司可从财务上协助某人士收购公司或其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的股份：

协助不会严重妨碍公司或其股东的利益，或公司支付其债权人的能力

公司根据规定的清洗豁免程序，获得股东的批准；或

协助不受到公司法第260C条规定的豁免。

贷款人经常只准备依赖于清洗豁免程序。清洗豁免程序包括：向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 (ASIC)发出通知之后14

天的等待期，以及获得任何澳大利亚上市控股公司或在澳大利亚设立的公司最终控股公司的股东关于提供协助的批

准。假设能获得股东对临时通知期的同意（如果相关公司没有上市，通常都会这样），整个程序从向ASIC发出第一

份通知之日后，至少需要15天。



违反这项禁止规定不影响金融协助或任何相关合同或交易的效力，公司也不会因此获罪。但是涉嫌违反上述禁止规

定的人士（可能包含一位贷款人）可能必须接受最高20万澳元的罚款和/或（对于涉嫌不诚实的人士）最高五年的

监禁。还可能处以民事罚款，要求涉嫌违约的人士就因违约给有关公司造成的损失，向公司支付赔偿。

7.5 从属安排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允许对债务进行从属安排，即一个贷款（初级贷款人）可以同意让第二个贷款人（高级贷款

人）优先于初级贷款人偿还债务，但前提是上述从属安排不应给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即不是从属安排的一方）带

来不利。

在澳大利亚市场上，用于上述安排的合同通常由高级贷款人、初级贷款人、债务人三方签订，主要有两种合同方

法：

或有债务方法：在高级贷款人的债务首先获得偿付时，贷款人获得其债务偿还的权利是或有的（在规定的程度

上）；或

营业额协议/从属信托方法：对于债务人向初级贷款人支付的任何款项，初级贷款人同意向高级贷款人支付，

并/或以信托方式代高级贷款人持有，直到高级贷款人已获得偿付（在规定的程度上）。高级贷款人一般希望

由初级贷款人同意以信托方式代高级贷款人持有上述款项（而不是直接支付给高级贷款人），从而保护上述资

金不受初级贷款人破产的影响。

第二种方法可能会造成对初级贷款人的权利主张的担保权益，就PPSA的目的对高级贷款人有利，从而要求在PPSR

进行登记。

从属安排还可以通过结构性从属安排得到实现，即集团公司中母公司的贷款人，从结构上从属于该母公司的附属公

司的贷款人，而该公司针对附属公司的资产提出直接的权利主张。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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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企业或外国企业在澳大利亚进行融资的方式之一是发行证券（例如，股票或债券）或金融产品（例如，单

位信托基金的利息或集体投资计划或其他管理投资计划产品）。

澳大利亚境内的融资活动适用《2001年公司法（联邦法）》（《公司法》），该法规定了两项独立的融资制度及有

关其披露和程序的规定：

《公司法》第6D章适用于证券；及 

《公司法》第7章第7.9部分适用于除证券之外的其他金融产品。

 

8.1 概况 

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向澳大利亚公众发行证券的方式进行融资。私营公司仅可向其股东或员工融资，或

在免除披露文件要求的情况下向公众融资。关于上市公司与私营公司的定义，请参本指南第三章“业务结构”。

自2017年9月起，澳大利亚将推行基于股权的众包融资（众包融资）制度。众包融资制度通过降低了法律法规对公

开募股的要求，在充分保护个人投资者的同时，帮助中小型非上市公司获得融资。众包融资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公

司在12个月内融资最多500万澳元，每位个人投资者对每个公司投资不超过1万澳元。该制度拟将在私营公司中推

行。

管理投资计划（例如，单位信托基金）通过发行信托单位或其他利息向澳大利亚公众融资。该类信托的受托人须持

有澳大利亚金融服务执照，该执照根据《公司法》授权其作为管理投资计划的“责任主体”。

管理投资计划的利息向公众发售后，投资架构的搭建程序，架构的后续管理和经营及发售均适用《公司法》。税务

问题是决定是否以及如何搭建该架构的重要因素。搭建架构以及发行此类金融产品应由具备经验的专业法律（及其

他）人士提供支持和意见。

管理投资计划投资股票、债券及利息可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澳交所）挂牌。 

8.2 披露要求 

向澳洲公众发行证券通常须披露文件，包括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证投会）要求的招股说明书、发售信息说

明或概要说明。关于文件的具体要求，请参《公司法》第6D章。

发行除证券以外的其它金融产品，应出具产品披露说明，具体要求请参《公司法》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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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现有股东出售在澳交所上市的股票或金融产品，如果发售方向澳交所公开确认，其遵守持续进行披露和财务报告

的义务且不存在投资者决定进行出售相关的投资所必须知悉的重要信息，无需再提供其他披露文件。

法律就披露文件的形式和内容及融资程序相关的其它内容做了细致、严格的规定，包括瑕疵披露的责任。法律要求

发售方向预期的投资者告知信息，使其能够在知情的情况下决定是否投资。该类发售应由具备经验的专业法律（及

其他）人士提供支持和意见。

如果发售的披露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或证投会决定被豁免，该发售无须再披露文件。免于披露文件的发售主要包

括：

向个人发售，少于20个投资者认购，且任何一轮为期12个月的出售中募集资金少于200万澳元的，

该出售的已付（或额外）的款项均来自同一个人提供的至少50万澳元的证券类投资，

向成熟投资者发售（需由会计出具证书，证明其最近2个财政年度的净资产均达到250万澳元或年总收入均达

到25万澳元）； 

向专业投资者发售（例如养老基金、总额不少于1000万澳元的个人控制资产或澳交所上市机构）；

向高级管理人员或关联方出售；

（通过股息再投资计划或奖励证券计划）向现有证券持有者出售；

发行无对价证券；或

.基于要约收购或配置方案发售。

 

8.3 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澳交所）上市 

澳交所的首要功能是为集资及证券交易提供一个公平、有效、开放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市场容纳了国内外发

行人的证券，及公共机构发行的直接与间接的债。

为有资格在澳交所上市，公司必须满足有关质量、规模及运营的要求，并引起足够投资者的兴趣。澳交所可采用最

低利润或资产测试。

一个机构要在澳交所上市并将其股票挂牌，通常须向证投会交付留存一份招股说明书或产品披露说明。该招股说明

书或产品披露说明须同时递交澳交所。

在澳大利亚境外设立的公司须符合如下条件方能在澳交所上市：

已根据《公司法》登记为在澳大利亚经营的外国公司；

同意遵守澳交所的《上市规则》（一家外国公司如果已在外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并具有足够规模，在符合澳交所

外国豁免上市条件的情况下，可免于遵守这些规则）；以及



已完成并同意保留股份登记、存托凭证登记或适当的转让登记工具。

有关证投会及澳交所的监管职能，请参第2章“公司监管”。

有关在澳大利亚进行首次公开招股的具体内容，请参史密夫斐尔的《澳大利亚首次公开招股法律指南》。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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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已有一套有关重组与破产的完整法律制度，主要规定在《2001年公司法（联邦法）》（《公司法》）中。

澳大利亚的重组和破产程序主要包括：

管理，包括公司应执行债务和解契约（和解契约）；

安排计划；

清算（亦称“停业清理”）；以及

破产管理。

.以上各项将在下文中详述。

澳大利亚的重组和破产程序被普遍视作是“有利于债权人”的，着力于保障债权人最大程度地得到清偿。

 

9.1 管理 

概况
《公司法》第5.3A部分对管理做出了规定，该规定为公司重组通用的形式，主要内容包括外部管理人的委派，目的

在于确定公司未来走向。管理人接管公司及其业务以改善公司现况或维持其经营，（如不能，则）帮助公司的债权

人或公司成员尽可能得到清偿。和解契约形式的重组也适用该规定。

委派
管理自委派管理人之日开始。一旦董事会决议公司已经或可能破产（例如，公司未清偿且无能力清偿其债务），公

司即可委派管理人。这种方式被称为“自愿管理”。

清算人或临时清算人认为公司已经或可能破产的，或担保债权人就公司全部（或实质全部）资产享有可强制执行的

担保权益的，也可委派管理人。不过，担保债权人通常更愿意委派接管人。

监管与控制
管理人监管公司的业务、财产及实物，并就开展、终止或处置公司的业务或资产享有广泛的权力（但含某些例

外）。

尽管对管理人的委派不可撤销，特定情况下，管理人可由债权人或法院除名。

Chapte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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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与时间
管理主要包含两个阶段，即债权人的第一次会议和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主要决定两项事宜：（i）管理人是否应

替换为他人；及（ii）是否应委派债权人委员会。

债权人的第二次会议决定公司的未来走向。债权人将审阅管理人的报告并决定：（i）公司是否应签署和解协议；

（ii）管理人是否应结束对公司的监管并将其交回给董事；或（iii）公司是否应停业清理。

延期清偿
“延期清偿”指管理期间适用的一项暂停措施以防公司停业清理、被担保方强制执行担保权益、出租人或第三方收回

其租赁或所有的财产，以及公司或其资产进入法庭审理或强制执行程序。

“延期清偿”的例外包括，债权人获得管理人的同意，法庭准许强制执行或担保已于管理程序开始前进入强制执行程

序。担保债权人就公司全部（或实质全部）资产享有可强制执行的担保权益的，也可在“决定期”内（即收到管理人

委派通知之日起13个工作日内）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该暂停措施通常不能阻止合同相对方行使权利解除合同，加速债务到期或要求清偿，但这一局面可能在2018年发生

变化，新立法的生效预计将限制即将生效的“破产约定（ipso facto）”条款的执行。

业务的经营
管理人有权经营公司业务。经管理人授权，公司可继续产生债务和义务，并于日常经营中继续生产产品、提供服

务。管理人就其履行职能并行使权力期间产生的债务和责任承担个人责任，具体包括：（i）提供服务；（ii）购买

商品；（iii）租赁、使用或占有财产；和（iv）偿还借款（及相关的费用和利息）。然而，管理人有权以公司的财

产偿还其履行管理人职能期间产生的债务及责任。该债务及责任优先于非担保债权，但不优先于担保债权。

业务与资产的出售
管理人有权处置公司的业务及财产。管理人必须合理行使该项权力。但是，管理人不得处置担保财产，或他人所有

或出租的财产，除非：（i）该处置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操作；（ii）担保方、所有人或出租人书面同意；（iii）法庭

准许。担保财产出售所得须作为该资产上的担保权益用于清偿担保的债务。

和解契约
在债权人第二次会议前，任何人可以和解契约的形式提出重组方案。和解契约建议采用清算以外的其它方式使债权

人更多地得到清偿。担保债权人、所有权人及出租人的权利在和解契约下无效（但含某些重要例外）。

管理人会就和解协议是否符合债权人利益提供意见。债权人随后将投票表决是否签订和解企业。如果多数债权人

（根据价值及人数）投票支持该决议，和解协议将被通过。管理人最终将签署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将约束公司，公

司的职员与成员，契约的管理人和所有债权人（含某些例外）。

9.2 安排计划 

概况



澳大利亚的安排计划包括债权人计划（例如，影响公司债权人权利的计划）或成员计划（例如，影响公司成员（股

东）权利的计划）。债权人计划是一项经法庭批准的公司与其债权人（或类别债权人）之间的和解或安排。

安排计划通常由公司向债权人提出，其程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申请法院下令召开债权人（或类别债权人）会议以就拟议的和解或安排进行投票表决。并通知澳大利亚证券与

投资委员会（证投会）以便其考虑拟议和解或安排的条款并向法庭递交意见；

召开债权人会议，并由债权人就拟议和解或安排进行投票表决；以及

如果债权人表决支持拟议和解或安排，法院即决定是否批准该计划。

计划须由代表多数及至少75%价值的债权人出席并投票支持方能通过。法院根据其考虑适用的任何条件批准该计划

项目。一经通过，计划根据其条款生效。

债权人安排计划相对耗时更长，费用更高，因此常用于大型金融重组。

9.3 强制清算与自愿清算 

根据《公司法》规定，强制清算（法院下令公司停业清理）和自愿清算（股东投票决定公司清算）均为在澳大利亚

通用模式。两者均须向公司委派一名外部清算人。清算的目的在于清理公司资产，将其变现并将出售所得用分配给

债权人。清算人就调查公司事务及公司达成的交易享有广泛的权力。

启动
强制清算

强制清算须通过申请法院下令公司停业清理的形式启动。可提出申请的人包括：公司、公司成员或债权人。法庭决

定发布命令的理由有很多，最常见的为公司已破产。公司在不符合法定要求的情况将被视为破产。

自愿清算
公司成员可决议以自愿清算的方式将公司停业清理，并同时委派一名清算人。如果董事发出破产声明，视为“成

员”自愿清算，并将进入破产程序。如果董事未发出声明，而清算人最终发现公司实际已破产，视为债权人自愿清

算。在管理阶段，公司的债权人也可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阶段委托清算人，并决议公司停业清理。这种情况下，管

理人通常成为清算人。

监管和控制
清算人对清算进行监管和控制。除非提出申请或者清算人由法院委派，法院很少或不会介入清算。在特定情况下，

法院或债权人可能除名并更换清算人。

业务的经营
公司业务通常于清算开始前或开始后关闭。但是，为对公司业务进行有益的处置或清理，清算人有权继续开展公司

业务。



业务与资产的出售
清算人为使债权人获益而出售公司业务与资产。清算人可以自由选择出售的性质，且无须债权人或法院批准，但在

出售过程中，清算人应尽到合理谨慎义务。除出售担保财产及法定优先受偿的特定情况外，出售所得将作为公司资

产分配给公司的债权人。清算人出售担保财产，担保债权人有权就任何出售所得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清算人无

权出售非担保资产（除非在特定情况下提供了担保）。

9.4 接管 

担保债权人可委派外部官员（称作“接管人”）来控制并出售担保财产以作为担保权益偿还担保债务。“接管人和经理

人”就管理公司业务享有广泛的权力且通常将寻求出售作为“持续经营”的方式。

《公司法》第5.2部分对接管及公司与被担保人之间的担保协议作出了规定。法庭有权委派接管人，但在实务中很

少发生。

法庭通常很少或不介入接管，尽管其在必要时可以行使某些权力。

委派
担保协议通常规定，在担保可供执行的情况下，被担保方有权委派接管人。委派通常发生在出现“违约事项”之后，

并通过由被担保人与接管人签订契约的方式完成。接管人通常会要求被担保债权人提供补偿。

业务的经营
接管人如被委派接管公司所有资产，也会频繁参与公司业务的经营。

业务及资产的出售
接管人有权出售其被委派接管的担保财产。接管人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以市场价出售财产，如不能达到市场价，

应以可达成的合理最高价出售。

出售所得应根据委派接管人的担保协议使用。担保协议通常规定出售所得首先用于支付接管人的成本、费用及报

酬，随后用于偿还担保权益所担保的债务。如有余款，应归还公司。

9.5 与美国《破产法》的比较 

虽然澳大利亚及美国制定《破产法》的目的相似，两项制度之间仍存在差异。概括而言，美国《破产法》第7章

（“第7章”）的内容等同于澳大利亚的清算，澳大利亚管理与安排计划的一些特征也与美国《破产法》第11章（“第11

章”）类似。然而，两者之间仍有明显区别。

第11章规定通过单一程序处理与所有债权人及其他权益持有人的交易，并最终达成一项重组计划。重组计划如被批

准，所有担保债务将根据该计划处理，所有非担保债务及股权可通过和解处理。相对而言，澳大利亚法律规定的安

排计划只处理特定类型的债务。



第7章和第11章的破产保护申请制度规定，债务人享有宽泛的延期清偿的权利，期间债权人的诉讼应暂停。澳大利亚

法律中，有关管理期间申请暂停措施的规定与其类似，有关清算期间申请暂停措施的规定更为严格，且没有关于安

排计划期间申请暂停措施的规定。

根据第11章的规定，债务人根据其制定的安排可以继续以公司名义经营业务（除个别情况）。该章主要规定了“债务

人持有资产”制度。相对而言，澳大利亚的制度（除安排计划外）均规定须委派外部管理人来控制并管理债务人公

司。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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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政府欢迎与国家利益相符合的外商投资并且逐案审查以评估议案。对于外商法人以及自然人在澳大利亚并

购资产的评估应当根据1975年外商收购与兼并法案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进行。

10.1 框架概览 

1975年外商收购与兼并法案授予了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门（以下称“财政部”）禁止外国主体在违背国家利益的情况

下（详情参见以下国家利益章节的描述）收购澳大利亚公司（或一持有澳大利亚资产或者实体的外商公司）之特定

资产或证券的权力。财政部同样有权在该等投资在未获得前置审批而实施的情况下发出撤资法令。

财政部同样也有权做出附条件批准，该等附条件是为确保议案将不会违背为国家利益而制定的，例如，通过设置关

于支付税款的条件。

对外商入澳大利亚投资的彻底否决是极少的，但是财政部做出附条件批准是非常普遍的。

财政部的决定是通过向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咨询做出的。澳大利亚税务局通过管理与住宅不动产相关的外商投资申

请以支持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

一旦申请被要求， 签订一个不附条件的收购合同或者在未得到财政部允许的前提下进行收购都构成一种刑事犯罪

行为。

澳大利法外商投资框架是复杂并且层级化的，对于不同群体的投资者以及不同类型的投资设有多重门槛和规则。在

特定情况下还有许多例外。因此，针对投资议案的仔细考察应当在逐案审查的基础上做出以决定是否需要批准。

批准在其做出之日起的12个月内 有效。也就是说，收购必须在这12个月内完成。  

10.2 谁需要外商投资批准? 

所有外国人
在1975年外商收购与兼并法案项下，“外国人”通常指：

一个不常居住于澳大利亚的个人;

一家公司，信托的受托人或者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且受托人与普通合伙人并不常住与澳大利亚，外商公司或

者外商政府（与其联营方一同）持有前述公司、信托、有限合伙权益至少２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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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公司，信托的受托人或者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外国投资人（与其联营方一同）持

有前述公司、信托、有限合伙权益至少４０％以上；或者

一个外国政府或者外国政府投资者（详细参见下文）

在基本层面上，1975年外商收购与兼并法案要求财政部（通过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对于收购２０％或者以上（与

其联营方一同）（下称“实质性权利”）的总资产或者发行债券数额超过２５２０万美元（对于部分来自智利、日

本、韩国、美国、中国、新西兰的非政府投资者在非敏感领域的收购适用更高的门槛即１０亿９４０万美元）的澳

大利亚公司的股权或者投票权（包括潜在投票权以及证券的期权权利）的外国单个投资人应当提前通知财政部该等

收购议案。

此外，当一个投资者谋求一项将导致一群独立的外商投资者持有４０％或者以上的符合上述门槛的澳大利亚公司的

证券或者投票权或者股份权利的投资时，也最好提前向财政部通知该等收购议案，虽然该通知并非强制性，然而财

政部有权力叫停收购，如果该等收购是与国家利益相抵触的。

外商政府投资
更加严格的规则适用于外商政府投资。政府投资者的定义十分的广泛并且可以包含许多上游为政府投资的商业投资

者以及私募基金工具（甚至包括政府投资者在全然被东的情形下）

从广义的层面上，外国政府投资者包括外国政府、其机构（例如国有企业以及主权基金）以及以下实体

由外国政府、其机构以及合作伙伴 (包括从相同国家来的其他外国政府)持有其20% 或以上的权利; 或者

多个外商投资者共同拥有40%或者以上的实质性权益。

普遍来说，不论投资的金钱价值，所有外国政府在澳大利亚实体中的直接投资（普遍来说是10%但是可以会依情况

更少）都需要被批准。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认为公司实体中的任何利益链中的10%或者以上的权利是由外商政府在

顶端持有的，使其之下的实体都被认为是外国投资者。

投资者需要明白外国政府投资人的利益可以按照所有权结构被追溯，例如一家澳大利亚子公司可能仅仅因为外商政

府投资人在其所有权结构的上层而被视为外国政府投资者。当前的指导显明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将通过追溯实际权

利或者是直接权利（如适用）不论投资者是否处在可以有效控制其下属澳大利亚子公司与否。

 

10.3 降低对于特定资产的通知门槛 

1975年外商收购与兼并法案也包含了重要的条款，该等条款设置了关于收购的不同的门槛和义务：

澳大利亚土地（包括采矿或生产土地）以及拥有澳大利亚土地资产超过其总资产50%以上的公司（请注意每种

土地类型的门槛不同）

农业经营者以及农业土地资产超过其总资产50%以上的公司

在敏感行业经营，包括通讯，交通，国防产业以及铀和钚的提取或核设施的运作；以及



在媒体板块组合投资达到5%或以上（所有外国投资者必须就其在澳大利亚媒体板块投资达到5%或以上的投资

获得批准，不论投资价值是多少）

10.4 国家利益测试 

外商投资政策概述了以下“国家利益考察”，其是澳大利亚政府在评估外商投资议案时所需要考察的。

国家安全：政府会考察该投资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澳大利亚保护其战略和安全利益的能力。

竞争：政府将考察投资议案对于澳大利亚所有权多样性以及产业以及板块的竞争的影响。一个特殊的考察点是潜在

投资议案是否可能会导致该投资在某一商品或者服务领域获得市场价格或者是生产量的支配地位，不论是在澳大利

亚范围内或者是在相关的全球范围内。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根据澳大利亚的竞争政策来审查竞争问题。 该审查是

独立于澳大利亚外商投资领域的。

其他的澳大利亚政府政策（包括税务）：政府将考虑外商投资议案在澳大利亚税收收入上的影响。其他例如环境政

策也会被考虑，一个投资议案将会根据其是否与这些政策目标相吻合而被评估。

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政府会考察投资议案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包括在收购之后的任何重组计划的影响、收购融

资的本质、以及在收购以后的澳方在公司中的参与程度以及雇员、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投资人的特征：政府将考虑投资者基于透明化商业准则的程度、以及遵守足够以及透明化规则与监督的程度，以及

投资人公司管理时间的情况。当投资人是基金经理人，包括主权基金，政府将会考察其基金规则以及其计划将如何

就基金将投资的澳大利亚公司形式投票权。外商投资者的议案，若该等议案是基于透明的商业准则的基础上的，较

之于那些没有该等基础的投资议案，将倾向于引起违反国际利益问题。

其他因素：政府对于涉及农业板块、住宅用地以及外商投资者的交易是否有助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将赋予特殊的关

注。

认清外商投资对国家经济有利是一个主要假设前提是非常重要的，投资不能与国家利益相冲突，除了在极少数的情

形之下。

10.5 其他相关立法 

外商人应该也意识到单独立法包括其他要求和／或在以下方面在外商投资上设置限制：

外商投资人在银行板块的所有权必须符合《１９５９年银行法令》，《１９９８年金融板块（持股）法令》以

及银行政策；

在澳大利亚国际航空公司中的外商所有权总投资份额不得超过４９％（参见１９２０年航空法以及澳航1992年

销售法案）；

1996年机场法将针对一些机场的外方所有权限制在49%以内，对于悉尼机场、墨尔本机场、布里斯班机场以及

珀斯机场来说所有权以及交叉所有权限制在5%以内（连同澳大利亚西区）；



1981年货运注册法令要求所有在澳大利亚注册的船只都必须由澳大利亚方占股一般以上，除非除非它是由澳大

利亚运营商指定为特许的；以及

在澳洲电讯中的外商投资所有权不得超过35%以及外商投资个体单个不得超过5%。

 

10.6 实践上的考量 

外商人应当在提前就任何须予披露的交易提交申请，或者签订以得到外商投资批准为前提的合同。这样的交易应当

在财政部做出其审查结果之前不做任何进展。

政府鼓励潜在的投资者就重要的议案的申请提前向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做出申请以获得充足的审查该议案的时

间。  

10.7 豁免证书 

根据1975年外商收购与兼并法案，外国人被要求就其个人投资向财政部报备。政府引入了有关多重收购的豁免证书

作为减轻1975年外商收购与兼并法案项下义务的途径。

豁免证书的授予将依照个案审查原则。豁免证书普遍被授予给大宗投资特别是给低风险的政府投资者。豁免证书也

适合那些在申请批准时没有明确的收购目标但是计划在国家非敏感类行业或者板块中实施一系列的被动投资的投资

者。特别需要提示的，豁免证书授予要满足周期性汇报条件以及通过其仅是省略向财政部通知特定投资的程序，财

政部保留其在投资完成以后做出撤资法令的权利。

对于投资人来说，豁免证书不可能在第一次就被授予。 

10.8 申请程序 

1975年外商收购与兼并法案要求财政部在费用支付的30天内做出决定。财政部有外加的10天以通知申请人。此外，

财政部也可能做出一个临时命令（公开的）将做出决定的期限延长至不超过90天。

实践中， 申请人会被要求同意延长外商投资委员会和财政部考察申请的决定时间（否则申请人可能会收到临时公

共命令）。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视申请的敏感度、政府当前的政策偏向以及正在被处理的申请数量而定。

申请可以在网上递交也可以通过申请者的顾问递交。

 

10.9 费用 

需要向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缴纳申请费。



以下表格总结了就公司事务的费用。

有一系列的豁免以及规则可用于计算最终支付给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的申请费。普遍来说，当豁免费产生于多个公

司行为所致的在同一个协议项下独立的费用，只有一笔费用（为最高的那笔申请费用）需要被支付。

10.10 条件 

财政部设置的条件类型普遍来说是取决于向政府机构的咨询的，该咨询是申请程序的一部分。财政部通常会向澳大

利亚税务局、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委员会以及澳大利亚安全知识组织咨询。

财政部目前对于就外商投资委员会批准的标准税务条件正在做实践。标准的税务条件覆盖以下领域：持续符合澳大

利亚税法、澳大利亚税务局的信息条款、支付未结算税费的义务以及符合外商投资委员会税收条款的年报。其他的

税收条款仅当澳大利亚税务局认为外商投资具有显著或者特别的税务风险时才会被设置。

基于交易的敏感性，财政部也可能设置其他条款，包括要求达到作为澳大利亚独立公司治理的最低水平的要求（例

如：最少数量的澳大利亚籍独立董事、澳大利亚籍独立主席等）或者保证投资会在澳大利亚境内运营的条款（例

如：董事会需在澳大利亚举行以及总部必须设立在澳大利亚）。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Last updated: 31/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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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与政府机构有权征税。澳大利亚的税收法律十分复杂，同时多项有

关避免重复征税的一般及特殊规定也适用于公司架构及交易。在澳大利亚投资可能产生诸多税收问题。建议在澳大

利亚进行投资及交易前，先征询相关税收意见。

 

11.1 简介 

澳大利亚的税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澳大利亚政府：

所得税；

资本利得税（利得税）；

员工福利税（福利税）；以及

间接税，包括商品及服务税（商品服务税）、关税、石油资源租赁税及各类自然资源使用费。

州政府与地方政府：

工资税；

印花税；及

土地税。

地方政府机构：

向不动产所有人征收的费用

适用于非居民纳税人的所得税及预提税税率请参下文。

 

税种 税率

Chapter 11

税收制度、印花税与关税

https://www.herbertsmithfreehills.com/doing-business-in-australia/zh-hans


所得税（兼适用于资本利得）

所得税 – 个人 边际税率自32.5%累进至45%。不设免税额。

所得税 – 公司 年营业额低于1000万澳元的公司适用27.5%；否则，适用30%。

预提税

利息收入 10%，除非适用豁免。

免税股利
居住地国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双边税收协议的，适用15%；否则，适用

30%，除非适用豁免。

使用费收入
居住地国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双边税收协议的，适用10%（或某些情况下

适用5%）；否则，适用30%。

澳大利亚管理基金投资

澳大利亚不动产的租赁收入或资本收益：居住地国已与澳大利亚签署

双边税收协议或为澳大利亚的资讯交换国的，适用15%；否则，适用

30%。

澳大利亚财产权益出售 销售收入适用非最终预提税率12.5%

11.2 所得税 

所得税主要向普通收入（薪水及工资收入、经营利润、租金、利息、股息及使用费）及某些非收入所得（例如，资

本收益）征收。所得税。《1936年所得税评估法（联邦法）》及《1997年所得税评估法（联邦法）》的第11章均对

所得税评估进行了规定。所得税的征收应基于个人、公司及其他机构的收入及资本利得。

澳大利亚所得税的产生有两项前提：:

纳税人住所地；及

纳税人获得收入的来源。

澳大利亚居民应就其在澳大利亚境内或境外获得的所有收入（全球收入）纳税。而根据所适用的双边税收协定，非

澳大利亚居民通常就其在澳大利亚境内获得的收入纳税。

 

居民



个人

个人为澳大利亚的纳税居民，即按通常理解，指其居住在澳大利亚境内。决定个人是否为居民须考虑如下因素:

个人在澳大利亚境内停留的时间；

个人在澳大利亚境内的家庭及事业；及

停留期间的生活环境及表现情况。

定居在澳大利亚的个人应视作澳大利亚居民，除非其永久住所在澳大利亚境外。

移居海外人士如果在澳大利亚境内停留超过半个财政年，将被视所居民，除非：

其永久住所在澳大利亚境外；且

.无意在澳大利亚境内定居。

针对移居海外且仅打算在澳大利亚临时定居的人士，减少某些税收的特殊规定可以适用。

公司

公司为澳大利亚纳税居民，如果：

其于澳大利亚境内设立；或

其虽未在澳大利亚境内设立，但在澳大利亚境内开展业务或者：

将管理与控制中心设在澳大利亚

其投票权由澳大利亚居民股东控制。

公司管理与控制中心通常依据公司董事会面商讨公司业务的地点决定，但同时也考虑公司实际控制营业所在地。

澳大利亚税务局（税务局）目前出台了一项草案，其中对公司从纳税角度是否被认定为在澳大利亚境内开展业务作

了扩张解释。

收入来源
收入来源根据特定事实、情况及法院确认的原则来确定。

相关法案中的预提税条款对收入来源规则进行了修改。

该法案同时适用于对居民及非居民收入征税，且不得违反任何双边税收协定的规定。澳大利亚的双边税收协定通常

均包含收入来源规则，其适用优先于国内法中的一般规则。

纳税期限



应税收入按年计算，计算截止至每一财政年末，即当年6月30日。机构纳税人的付款截止期按其类型决定，纳税人

可向税务局申请批准以其他日期为当年收入计算的截止期。纳税人为海外母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

的，税务局通常批准其不以6月30日为纳税截止期。

纳税人
个人

财政年收入高于18,200澳元的居民个人除非被豁免，须向税务局申报并缴纳个人所得税。

非居民同样需就其在澳大利亚境内的收入申报并缴纳所得税。可视作收入的仅包括其产生于澳大利亚境内的收入。

但对于适用最终预提税的收入，则无需申报并缴纳所得税，例如股息或利息预提税（参下文非居民章节内容）。

居民个人（及某些受托人）须支付公共医疗税（Medical levy） 作为其缴纳的部分个人所得税。公共医疗税目前按

财政年内应税所得的2%（已有提案提出2019年7月1日后将税率提高至2.5%，但尚未进行立法）。此外，公共医疗

税针对收入更高但未持有充分的私人医疗保险的人群通常额外征收1.5%。

所得税按累进税率征收，应税收入越高，适用税率越高。居民个人相较非居民个人享受更优惠的税率。未满18岁者

根据其收入性质适用特殊税率。

居民个人2017至2018财政年的边际税率

税率 (%) 收入水平（澳元）

0 0 – 18,200

15 18,201 – 37,000

30 37,001 – 87,000

37 87,001 – 180,000

45 180,001 及以上

非居民个人2017至2018财政年的边际税率

税率（%） 收入水平（澳元）

32.5 0–87,000

37 87,001 – 180,000



税率（%） 收入水平（澳元）

45 180,001 及以上

公司

大部分公司的应税收入按30%的统一税率征收。年营业额低于1000万澳元（已有提案提出增高至5000万澳元，预

计将自2018至2019财政年起实施）的公司按27.5%的统一税率征收。居民及非居民公司均适用该税率。相关的双边

税收协议可能对在澳大利亚境内没有固定经营场所或不动产的非居民公司取消征收所得税。

基于特定情况，应纳税的收入及支出认定的时间各不相同。澳大利亚税收体系限制使用财务会计标准及结构，除非

有些领域明确涉及到这些规则（例如，税收财务安排制度）。

公司应委派一名公共官员负责公司的纳税申报。公司的董事对公司已就纳税

完成适当的会计记录及申报负责。如果澳大利亚境内的常设机构实现年收益超过200万澳元，应保存独立的会计记

录。

公司以按季度分期付款的方式承担其最终的纳税义务。分期付款以公司该季度的营业额为基础按（税收委员会根据

前一年度确定的）分期付款率计算，通常于该季度结束后第21日完成。某些小公司可能被要求按年一次性承担其纳

税义务。.

股息归集抵免
股息归集抵免制度。在澳大利亚居民企业就股息分配所得利润需缴纳公司税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居民纳税人可获得

一项抵免。如果分配给澳大利亚居民个人的股息是可估算的，居民通常就股息相关的公司税享有抵免。附有税收抵

免的股息被称为免税股息。股息可分为免税股息、部分免税股息或未免税股息。

免税部分的股息不征收向非居民支付股息所产生的股息预提税。

亏损
如果公司的税收抵扣超过其应税收入，就产生了税务亏损。根据扭转税务亏损的特殊规定，税务亏损可以递延并用

作未来应税收入的抵扣，包括资本利得。资本亏损同样可以递延，但仅可用于抵销资本利得。澳大利亚税收体系未

对任何一类亏损的提前抵扣做出规定。

为利用收入或资本亏损，亏损公司必须证明，超过50%的股份享有投票权，股息及资本分配权的持有自亏损年至申

报年（包括任何间断）期间未发生变化。减免跟踪规定适用于持股分散的公司，以便于其证明所要求的所有权的连

续性。

如果亏损公司未能通过该测试，其只有通过“相同业务测试”才能获准抵扣其亏损。相同业务测试要求，公司于所有

权或控制权变更前正在经营该业务，并于整个申报年度期间持续经营相同业务。税务局曾对此测试采用相当严格的

标准，将“相同”解释为“同一”。然而，这些规则目前已经修改且仅作为相同业务测试的补充，并可能构成一项更为

灵活的“相似业务测试”。



如果有未实现亏损的公司的股份被出售，特殊规定将适用以避免针对公司及股东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重复认定亏

损。

全资集团的账目合并
对由澳大利亚居民公司（一些情况下，还包括信托及合伙）全资持有的集团，准许其进行账目合并以作为单一机构

缴纳所得税。在被视作单一机构的情况下，集团内交易（包括资产转让，利息及股息支付）通常忽略不计。由集团

总公司代表集团进行一次性纳税申报。所有集团成员的利润及亏损都自动合并，作为其他税收收入，例如已纳税账

户。

外国母公司有居民子公司的，即使总公司不在澳大利亚境内，同样符合账目合并的要求。账目合并方式为多次登记

合并集团。多次登记合并集团通常按合并集团相同的方式处理。

合伙
根据澳大利亚税收法律，除有限合伙之外，其他合伙均不纳税。即指，合伙人个人基于其享有的合伙净收益份额纳

税，合伙净收益按应税收入减去许可的抵扣计算。

如果合伙企业亏损而非营利，合伙人基于其享有的合伙份额承担损失。

有限合伙通常作为公司纳税，风险投资及部分澳大利亚控股的外国合伙企业除外。

合伙企业的概念应扩展至任何收入由纳税人共同持有的关系，即使各方并不符合商法对合伙人的定义。为改变这一

结果，纳税人通常组成非法人型合资企业，其不具备普通合伙的基本要素，其收入也非共同持有。

即使合伙本身无须纳税，其仍需进行纳税申报，告知其收入与支出的具体情况，以及其净收入或亏损的情况。

非法人型合资企业
如前文所述，一些纳税人可能形成一种并不符合合伙标准的关系。不同于合伙关系中的合伙人，合资的参与方按照

其于合资中享有的权益（包括收入与支出）逐项进行纳税申报，而非仅申报享有的合伙净收益份额。非法人型合资

企业不独立进行纳税申报。非法人型合资企业常用于采矿与建筑行业。

信托
根据澳大利亚商法，信托不是独立的法人。信托是指资产的实际持有人或注册资产的登记人（受托人）与资产的名

义持有人（受益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信托资产产生收入，或出售产生资本利得，受托人为受益人而非其自身利益持有该收入或获利。信托在澳大利

亚被广泛用于管理基金行业或私营（封闭型）企业。

通常，受益人享有的收入与获利由受益人申报纳税，受托人不得独立申报纳税。但是，如果信托收入或获利没有受

益人，受托人有责任作为代理就该收入或获利的47%进行纳税。

信托的受托人有责任为非居民受益人根据信托有权享有的信托收益纳税。

如果一项信托构成管理投资信托，其非居民受益人的管理适用一项特殊制度。



对于一些公开上市或广泛持有的公共贸易信托而言，特殊规则同样适用。广义而言，公共贸易信托的征税方式与公

司类似，受益人也被视作股东。规则不鼓励利用信托主动进行商业运作，但这并不妨碍在信息透明的基础上对其他

集体投资征税。

信托亏损在信托中难于处理（换言之，受益人不能就亏损直接索赔）。根据有关信托亏损的特殊规定，一旦信托的

控制权或所有权发生变动后，亏损通常不被认可。

其他信托与公司类型
针对某些类型的信托（例如养老基金）及公司（例如人寿保险公司），应适用特殊税收规定。

11.3 资本利得税 

纳税人的应税收入包括净资本利得，即纳税人通过处置其于1985年9月20日及以后收购（或视作收购）的资产所得

利益。法案另规定，净资本利得还包括非直接通过处置资产所得的其他款项，例如，限制性条款约定一方不得与另

一方竞争，这可能导致一笔钱款或其他对价的支付。

资本利得征税并非一项独立的税收。相反，任何净获利都算作资产处置当年的应税收入征收所得税。

如果持有一项资产超过12个月，个人持有净资本利得应按50%纳税，而养老基金产生的资本利得应按三分之二纳

税。公司不享有该折扣。

如果资产销售所得低于资产成本（出去任何抵扣的款项），会造成纳税人的资本亏损。资本亏损可用于抵销纳税人

同一财政年度的资本利得。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利得来吸收资本亏损，剩余的资本亏损可无限期递延（需遵守对公

司的某些限制）并抵销未来财政年度内的资本利得。资本亏损不得用于抵销其他应税收入。

在同一项获利可同时根据资本利得及收入征税的情况下，可适用双重征税的减免。

个人纳税人出售其主要住所所得任何获利（或亏损）免征利得税。

非居民只有在其资产根据法案应归入“应税澳大利亚财产”时，才须缴纳澳大利亚利得税。“应税澳大利亚财产”包

括：

澳大利亚不动产；

通过持有不动产机构10%以上的股权直接享有的澳大利亚不动产权益（具体而言，机构价格超过一半由澳大利

亚不动产的价值构成）；

用于经营在澳大利亚永久设立的企业的资产；及

.收购资产或权益的权利或期权。

在2017年的联邦预算中，政府提出对间接利益测试的修改。拟议的修改将明确，就澳大利亚利得税采用10%投资的

标准，无论该投资来自于单一机构或关联机构组成的集团。

出售澳大利亚财产的直接或间接权益的，应征收12.5% 的非最终预提税。



 

11.4 税收激励 

资本减免
根据统一的资本减免体系，资产折旧导致的跌价可以抵扣。抵扣率通常取决于资产的有效寿命。不过，有些寿命较

长的资产（例如航天器及石油和天然气资产）出于税收折旧的目的会被缩短寿命。

直线折旧法或余额递减折旧法（基于直线折旧率的200%）均可采用。

无形资产相较于有型资产存在更多税收冲抵的限制。

税收减免
税收减免用于鼓励某些行业或经济部门的发展，部分列举如下：

农业 —围栏及水利设施的支出可直接抵扣。

矿业 —税收减免首先可用于探测和勘查费用的资本支出抵扣；也可用于开采管理的资本支出及矿区改造的费

用。

研究与开发（研发）—研发支出可享受的减免包括:

年营业额总计少于2000万澳元的符合条件的机构，按43.5%提供可退还税收抵扣。

其他符合条件的机构，按38.5%提供不可退还税收抵扣。

知识产权 —减免用于鼓励澳大利亚专利权、著作权与设计，以及澳大利亚电影投资的发展。

环境保护  —某类环境保护的支出可享受减免。

早期的创新型企业 —包括两种激励：

具备资质的初创企业发行员工期权或股权计划可享受减免待遇；及

向早期的创新型企业投资可享受税收抵销及资本利得税减免。 

11.5 税收协定 

澳大利亚与大约45个国家签证了税收协定。

与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经合组织）的关于所得和资本的税收协定范本相比，澳大利亚的税收协定在2001年前有更

多的源泉征税权。然而，近期的协定更贴近经合组织范本的内容，尤其是在股利和资本利得的部分。常设机构（对

于主要设备和加工活动）的定义及对使用费的征税（现通常为5%）仍比经合组织范本要宽泛。



近期的协定条款内容包含如下：

国与国之间更广泛的信息交换；

协助收税；及

基于近期经合组织的发展成果，就税收异议和争议解决有关的程序规则。

政府意图修改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体系下施行的多边条约，其生效时（预计在2019年生效）将改变澳

大利亚的税收协定体系。

澳大利亚的税收协定明确适用国内法下的一般反避税规则。

澳大利亚已与超过35个国家协商订立分享税收有关信息的协议，其中包括一些低税率国家。为使美国外国账户税收

合规法和共同申报准则生效的法律已颁布。

11.6 非居民 

转让定价
澳大利亚的转让定价规则适用于国际交易。这些规则为国际交易规定了公平定价要求。ATO 积极执行其转让定价规

则（与居民和非居民相关），并在对雪佛龙公司债务的定价胜利中得到了鼓励。

转让定价规则适用于国际交易中，并同时适用于相关方和没有进行对等交易的无关方。价格可能会根据各方的对等

补偿而调整，各方的补偿会导致澳大利亚税收的减少。

可以对交易中涉及的其他各方进行补偿调整。

澳大利亚行政实践中主要遵循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引。税务局已经发布了几项关于转让定价规则运作的公共条例和

合规指南。税务局需要纳税人保留同期文件，以调整定价方法。

澳大利亚是提前定价安排的参与者，转移定价方法和操作提前征得了纳税人和境外税收管理机构的同意。

预提税
澳大利亚的居民向非居民支付的利息、股息以及使用费都需要缴纳预提税。但在澳大利亚境外的常驻机构中从事商

业活动的居民获得的股息和使用费不需要缴纳预提税。此外，在澳大利亚境外的常驻机构中从事商业活动的非居民

所获得的，并向其他非居民支付的利息或使用费，一般需要缴纳预提税。

非居民受款人的利息、股息或使用费需要在付款人向非居民支付之时缴纳预提税 。付款人需要将该税费汇给税务

局。

预提税是基于总值征收的最终税种（即不扣除为获得收入而产生的境外费用）。

利息款项



非居民的利息款项(或本质上是利息的款项 )通常适用10%的预提税，尽管这可能因适用的税收协定而有所不同。自

2001年以来，澳大利亚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税收协定对所有不相关的境外金融机构的贷款利息豁免澳大利亚

预提税 。

预提税的缴纳义务取决于所涉及的证券类型和支付款项的性质，正如利息一词所广泛定义的。由澳大利亚常驻公

司、信托公司、澳大利亚境内的非居民公司或信托公司的常驻机构所公开发行的债券，可以根据国内法律得以免

税。境外养老基金一般豁免股息、利息预提税。

股息

股息预提税的税率取决于股息的性质以及该股息是否向与澳大利亚签订税收协定的所在国居民支付。一般来说，对

于免税的股息，免缴预提税。对于不免税的股息，缴纳30%的预提税，除非该非居民所在国与澳大利亚签订了税收

协定。在这种情况中，预提税（通常）不高于15%， 但取决于税收协定的具体条款。自2001 年起，澳大利亚与美

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对特定公司股东（一般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支付的股息免除所有的澳大利

亚预提税，该股东持有某澳大利亚公司80%以上股份至少12个月。

澳大利亚公司通过‘管道境外收入’支付的股息，即使其为非免税，也不征收股息预提税。

使用费

除非适用豁免，向非居民支付的使用费应缴纳30%的预提税。使用费的纳税人需要从来源中扣除税款。根据澳大利

亚税收协定，使用费预提税一般不超过总使用费的10%，自2001年减为5%。 根据较新的协定，自然资源款项和设

备使用费免缴使用费预提税。但是，跨境分期付款安排下的非居民租赁款项依然需要缴纳预提税。

澳大利亚投资信托管理

非居民通过管理投资信托（MIT）或归因管理投资信托（AMIT）投资获得的利息，股息或使用费收入，适用上文所

列的税率。

如果投资者的所在国与澳大利亚通过谈判达成了双边税收协定或信息交换协议，通过澳大利亚管理投资信托或归因

管理投资信托获得的，其他种类的收入（特别是租金收入）可能适用减免后的最终预提税税率，为15%，对于其他

国家的居民，最终的预提税税率则是30%。

澳大利亚财产权益

非居民对澳大利亚财产直接和间接权益的销售所得适用非最终预提税税率，为12.5%。（参见上文的11.3条）

 

用于澳大利亚业务的融资债务限制

用于澳大利亚和外国投资者的澳大利亚业务的融资成本（如利息），其允许的抵扣数额是有限制的。个人以及各种

机构都在此规则范围内。

这些规定限制了用于澳大利亚业务的融资债务的利息抵扣（针对内部和外部投资者)。一般而言，机构的所有利息，

不仅是相关方的利息，被允许拥有‘避风港’的债转股比率为1.5：1；或 澳大利亚的杠杆率最高达全球总体杠杆率的

100%。该特殊规则适用于证券化工具和金融机构



如果纳税人能够证明超额债务满足了对等原则，则其可作为为数不多的例外。此外，拥有少于200万澳元抵扣金额

的纳税人和澳大利亚资产占其总资产90% 以上的外部投资者可以获得税费豁免。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澳大利亚已经实施了一系列针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FS）的措施。多国反避税法（MAAL）已经获得通过，并

将澳大利亚的一般反避税法扩展至对澳大利亚常驻机构的反避税计划。多国反避税法适用于国际收入超过10亿澳元

的集团成员（“重大国际机构”）。重大国际机构必须也遵循 ‘国家层面’的报告要求。

提高税收透明度的新措施包括：

主动公开披露年营业额超过1亿澳元的纳税人的收入和税收信息；以及

“税务事务中财务账户信息的自动交换(一般报告标准)”，其目的是促进90个司法辖区之间的财务账户信息交

换。

针对混合错配的立法草案于2017年11月发布，以征求咨询意见。

转移利润税
澳大利亚引进了转移利润税，其类似于英国转移利润税的第二分支。转移利润税的税率为40%。

广义而言，转移利润税适用于：

在澳大利亚营业额超过2500万澳元的重大国际机构；

为获得澳大利亚税收优惠（或澳大利亚和外国税收优惠）而与外国相关机构协议的澳大利亚机构

该安排导致了有效的税收错配（例如，外国机构的纳税义务的增加少于澳大利亚机构纳税义务减少的80%）；

以及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此种安排是为了减少纳税义务。

 

11.7 员工福利税 

雇主向雇员提供工资或薪水之外的特定福利，认股权或养老福利，适用员工福利税(福利税)。

普通雇员福利包括汽车的私人使用、低息贷款、住宿补贴、娱乐、折扣商品以及个人费用的款项等福利。

员工福利税税年从每年的4月1日至次年的3月31日，每年的员工福利税退税必须由（承担税负的）雇主提出。员工

福利税税率为47%。

11.8 养老保障计划 



除非例外情况，养老保障计划要求所有居民和非居民雇主为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员工向批准的养老金计划按最低要求

定期缴纳资金。该计划的宗旨是为了鼓励雇员能在达到退休年龄时自给自足。该计划由税务局在自估税额的情况下

进行管理。雇主给养老基金缴纳的金额通常是可作税收抵扣的。

养老金缴纳的最低要求为员工正常年收入的9.5%(从2021-22收入年度起每年增长0.5%直至其到2025-26收入年度达

到12%)。对于养老金的缴纳也有一个上限，当然雇主可自愿按超出上限的金额缴纳。每季度均须缴纳养老金。

若雇主未能按最低要求缴纳养老金，则其将面临养老金罚款。该罚款不可做税收抵扣，罚款包含未缴纳的养老金差

额、利息以及行政罚款。

11.9 商品及服务税 

澳大利亚适用10%的增值税，其也被称作商品及服务税（商品服务税）。这是一种间接地、广泛征收的消费税。对

于货物供应、服务及其它诸如财产和权利的事项征收该税种。然而，供应特定货物或服务免征商品服务税（例如，

出口）或可作为进项税（例如，金融服务）。

提供给澳大利亚消费者的海外服务或无形资产会被征收商品服务税，其通常被称为“网飞税”。数字货币（如比特

币）不适用商品服务税。

自2018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亚进口的“低价”货物亦适用商品服务税。

与所得税相似，关联企业可选择组成商品服务税集团。通常，集团内成员贸易可免征商品服务税，且集团代表有义

务代表集团进行申报。

 

11.10 关税和消费税 

关税
对于大多数为了国内消费而进口至澳大利亚的商品，关税均适用。为了征收关税而确定货物类别是一件棘手的事

情，因而需要专家意见。当进口物品非为当地制造时，也许可以适用优惠税率，但适用的条件十分苛刻。

消费税和矿税
消费税适用于酒类和烟草的生产和进口，以及一些特定的石油。若进行陆上开矿，则须向州政府支付矿税（因州对

大多数矿产资源保留了所有权）。

11.11 州和地方印花税 

Stamp duty can be a crucial consideration in business planning and costing because it applies to a wide variety of

transactions, and it is often calculated by reference to the purchase consideration (inclusive of GST) or value of the

property involved. We recommend that expert advice be obtained early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Stamp duty is a tax imposed by each of the 8 State and Territory governments. It is payable on certain transactions

that have a relevant 'connection' with a State or Territory, as determined by the individual law of that State or

Territory. If a transaction is dutiable, the taxpayer will be liable to pay the stamp duty and �le a lodgement with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authority, regardless of where the taxpayer resides. It is possible for stamp duty to be payable

on a particular transaction in more than one State or Territory.

Transactions that might be subject to stamp duty include:

direct acquisitions of assets such as land and buildings, plant and equipment, leases, goodwi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customer contracts, registered motor vehicles;

indirect acquisitions of assets by acquiring certain interests in trusts, companies and partnerships holding

those assets; and

insurance policies.

Stamp duty is generally calculated on the value (or purchase consideration if higher) of the transaction in question.

The applicable rate will depend on the transaction value, and will vary in each State and Territory. As at 1 July 2017,

the rates for a dutiable transfer or acquisition (with a transaction value of at least A$1 million) range between 1.83%

and 5.95%. Higher duty rates apply to acquisitions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re is also additional duty (a surcharge) payable in New South Wales (8%), Victoria (7%) and Queensland (3%) by

foreign persons which acquire residential land, or certain indirect interests in residential land, located in any of

those States. In each of those states, the surcharge is not imposed on property development meeting certain

criteria and on various alternative asset classes (such as, potentially, retirement villages, hotels, and student

accommodation). The South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a 4% foreign purchaser surcharge which will

apply from 1 January 2018 to South Australian residential property. As at  the date of this publication, it is

understoo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government is considering the introduction of a foreign purchaser surcharge for

residential property, but no decision has been announced. 

11.12 薪酬税 

薪酬税为州和地方向雇主征收的税，税率最高为6.85%，依各州或地方的自身情况而定。当工资额（包括附加福

利）超过600,000 至1,100,000澳元门槛时，将征收薪酬税，具体门槛依各州或地方的情况而定。

11.13 土地税 

各州和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除了澳大利亚北部行政区外）就土地未利用的资本价值部分征收土地税。作为纳税人

的主要住所的土地可有税收减免。该税收计税时不考虑土地上建筑和其他附加物的价值。

对于拥有住宅地产的外国所有人，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推出了每年1.5%的附加税。

澳大利亚政府已宣布计划就外国人所有的地产征收“空置税”，即当地产在一年中有6个月未被居住或租赁时适用。



11.14 资源租赁税和使用费 

就海上石油开发，对每个项目按其净现金流的40%征收石油资源租赁税。该税种也适用于陆上油气项目。

由各州就各种自然资源实施使用费。

11.15 资源租赁税和使用费 

在澳大利亚不征收遗产税，也不征收赠与税。尽管对赠与地产，在特定情况下，可征收印花税或利得税。

11.16 地产税 

当地地产税（也叫地方税）由当地市政府来征收。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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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联邦的《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法》（前身为澳大利亚《1974年贸易法》）调整在澳大利亚的竞争关系。该

法禁止一系列的反竞争行为，限制并购活动，并规管《澳洲消费者法》下的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

《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法》规定了未被立法禁止的法律准许行为（例如，合并、转售价格维持、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卡特尔行为及独占交易）的授权及通知程序。最近，对澳大利亚的竞争关系的重大改革开始实施。新法引进包

括禁止协同行为、减少对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竞争标准的内容。

违反《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法》会受到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的重大处罚。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负

责实施《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法》，并越来越多地负责追究公司和个人有关实施卡特尔行为的刑事责任。在2016

年1月至6月期间，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就关于卡特尔行为开出4500万澳元的罚款，并在2016年7月，该委

员会自2009年引进刑事禁止制度以来，在对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就其卡特尔行为的第一次刑事起诉中获得其认罪。

2017年，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的优先执法重点已包括误导和欺骗行为，反竞争行为及影响小型企业的不公平合同条

款，特别强调在卫生和能源领域发生的违反行为。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也在推动加大对违反《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

法》行为的处罚程度，并积极增加针对卡特尔行为进行刑事指控的案件数量。

12.1 《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法》下的禁止行为 

根据《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法》的第四部分规定，某些行为是被绝对禁止的（即，不论对竞争的影响），而其他行

为仅在以下情况下是被禁止的：其在任何市场上具有实质减少竞争的目的、引起或可能引起实质减少竞争的影响；

或其涉及滥用重大市场支配地位。

绝对禁止
具有实质减少竞争的目的、引起或可能引起实质减少

竞争的影响的禁止行为

 卡特尔行为——指任何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之间

的合同、安排或谅解，有以下行为：

有固定或影响价格的目的或影响；或

有为限制生产、产量或对客户的供应；通过分配

客户、供应商或区域进行市场共享或分割；或操

纵投标之目的。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重大市场支配地位的公

司，在以下方面，从事具有实质减少竞争的目的、引

起或可能引起实质减少竞争的影响的禁止行为：

市场；

该公司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任何其他市场；或

该公司获取商品或服务的任何其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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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禁止
具有实质减少竞争的目的、引起或可能引起实质减少

竞争的影响的禁止行为

转售价格维持——指定低于客户将不再供应或客户商

品或服务再供应广告价格的最低价格。

一致行为——减少不确定性竞争的两人或多人之间的

协作。

 
独占交易——对客户或供应商自由选择与何人、何处

或何种条件下开展业务设置限制。

 

强制向第三者购货——以客户从（除与供应商相关的

公司以外）第三方获取其它商品或服务为条件，向客

户提供货物或服务。

 并购——收购股份或资产。

12.2 授权行为及合并许可 

《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法》准许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豁免违反该法的行为。公司可基于公共利益向竞争与消费者委

员会申请反竞争行为（包括卡特尔行为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授权；或公司可向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提出关于独

占交易、转售价格维持或集体谈判安排的通知。

就一项引起竞争法问题的并购，公司也可寻求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就合并的许可或授权。许可将要求交易主体使竞

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相信拟并购不会实质减少竞争。授权在该并购将导致公共利益大于任何危害（包括竞争损害）

的情况下是可以被授予的。尚未有强制性要求在交易交割前通知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但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的合

并指南鼓励交易方在合并方产品为替代或互补品和合并后的公司将在相关市场中占有大于20%的合并后的市场股份

的情况下，通知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12.3 处罚 

罚款适用于违反所有《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法》的第四部分规定的行为。每项违反行为的最高罚金如下：

 公司 个人

民事罚款    最高达：

1000万澳元；

行为或不行为所获利数额的三倍；或

500,000澳元



如法院不能认定获利价值，为澳大利亚企业集团在

前12个月年营业额的10%。

刑事处罚（针

对卡特尔行

为）

等同于民事罚款数额

多达10年

监禁和/或罚款最高为420,000

澳元

公司不得赔偿高级职员应支付的罚款或支付该高级职员因被发现其负有该责任应诉而产生的诉讼费。

此外，就引入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或关于涉刑事的卡特尔、检察长），法院可在法院认为合适的期限内

取消已实施反竞争行为的个人管理公司的资格。其他非罚金处罚包括社区服务令和公共警告令。

12.4 《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法》的其他规定 

《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法》有特定章节规定：

有权使用电信服务（有权使用电信设施依据《1997年电信法案（联邦法）》附件1的规定）；

有权使用不能由第三方在经济上再生的重要基础设施服务——如电气输配服务、铁路、机场、港口及其他有自

然垄断特征的服务；

电信市场领域的反竞争行为；

国际班轮货物运输规定；

价格监测；及

商业、消费者保护和产品安全的不公平交易（现规定于《澳洲消费者法》及《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法》的附件

2）。关于《澳洲消费者法》的详情请见本指南第15章“消费者保护与产品责任”。

12.5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负责管理《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法》。该委员会在其他广泛的产业立法下具有其他一

些与竞争相关的职能。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同时也是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及很高声望的有力监管者。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的职能，大致包括以下：

执行《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法》对反竞争行为、消费者保护及的规定。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有广泛的

调查权，包括强制公司提供有关调查信息和文件的权力，调查已在法庭上宣誓的个人的权力。但是，澳大利亚

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不能对违反《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法》本身的行为进行违法调查并作出处罚，而是必须向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申请，但该情形的例外是，某些有关消费者保护规定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有权出具



侵权和实体通知、禁止令及公共警告。根据《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法》私人能够采取私人行动（而非寻求与反

竞争合并有关的禁令），这对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执行《2010年竞争与消费者法》的职能进行了补

充。

评估可能有实质减少竞争影响的并购。虽然没有强制的并购申报要求，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将经常对

引起其注意的并购，甚至合并主体未曾向该委员会申请许可的并购进行调查。合并主体可向澳大利亚竞争与消

费者委员会申请通过其非正式的许可程序或包括基于公共利益寻求授权的选择在内的正式程序评估并购。澳大

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授权合并的职能是一项最近的法律变化，授权申请最近要求直接向澳大利亚竞争法庭

提出。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经正式程序的决定现在可向竞争法庭上诉。

在一般和特定电信准入制度下，与授予在上游和下游市场竞争的公司进入重要基础设施提供的服务项目（例

如，电信、电气输配服务及铁路）的条款和条件有关的各种监管职责。

价格监测包括报价、物价监督和询价。

各类州级监管主体负有州级准入制度的管理及其他特定产业规管的职责。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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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雇员有一系列法律规定的与就业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其涉及最低条款与条件、工作健康与安全、反歧视

及养老金制度方面，并主要规定在《2009年公平工作法（联邦法）》。因此，该法对任何寻求在澳大利亚经商和

雇佣机会的个人深入了解澳大利亚的雇佣制度以将其经商最终成功的风险最小化，十分重要。 

13.1 雇佣层次构成 

《2009年公平工作法》建立了适用于雇佣雇员的条款和条件制度。

全国就业标准
全国就业标准规定了受《2009年公平工作法》保护的所有雇员所享有的十项雇佣基准法律规定，其中一些重要规

定包括：

最高标准工作小时（即，每周38小时加“合理”额外小时数）；

每年约20天的带薪年假（轮班制劳动者有额外休假）；

每年10天的带薪事假（病假或护理假）加每年2天的无薪护理假；

最长12个月的无薪育婴假，雇员有权申请额外12个月育婴假；

雇员有权以正当理由拒绝在公共假期工作；及

根据工作年限，最长为5周解雇通知期及最长16周的遣散费。

现代劳资裁定协议
现代劳资裁定协议以行业和职业为基础构建条款和条件的最低安全网，这是对全国就业标准的一种补充。现代劳资

裁定协议规定：

支付条件（包括最低工资、养老金、加班费率及加班时间）；

工作类型（如全职工作、兼职工作、临时工作）；

咨询程序、代表及争议解决；

工作时间、轮班及休息时间；及

休假及带薪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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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协议
企业协议是通常由工会代表雇员作为“集体谈判代表”，与雇主根据《2009年公平工作法》订立的集体协议。在协商

订立企业协议（即“集体谈判”）过程中，所有主体必须以诚信为原则保证订立的企业协议通过”业绩优异测试”，这

样总体上，在企业协议下的雇员要总体优于其在现代劳资裁定协议下的条件。一旦得到公平工作委员会批准，所有

企业协议适用于雇员直至其协议载明的到期日。到期后，继续适用旧协议，同时可开始协商新协议。

特殊雇员的劳动合同可根据企业协议操作，但只能补充（而非低于）企业协议的条款和条件。 

13.2 澳大利亚雇佣法 

设立新公司
在澳大利亚寻求设立新公司的组织机构可能会雇佣适用现代劳资裁定协议的雇员，可能与相关代表雇员的工会签订

一份“绿地”企业协议。该绿地协议必须规定同等于或比全国就业标准所规定更为宽松的最低劳动条件。

绿地协议为雇主在澳大利亚初次经商提供了确定性，例如，在雇佣关系开始前，该协议在雇员方面固定了雇佣的条

款和条件，因此通常对雇主具有吸引力。这使得将设立的新公司无需通过由集体谈判主张支持的（潜在）昂贵及长

期的协商谈判过程或受保护的劳工行动。

收购现有公司
此外，公司可收购在澳大利亚已存续的公司，并可将该公司员工雇佣关系转移至新公司。如满足以下条件，则适用

《2009年公平工作法》有关“业务转移”的规定：

雇员与原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终止；

雇员在三个月内与新雇主建立雇佣关系从事实质类似工作；及

新雇主与原雇主之间有关联（例如，资产转让或劳务外包或内包）。

业务转移导致的重要结果是任何适用于原雇主雇员的行业指引（例如企业协议）转移适用于新雇主，除非新雇主获

得公平工作委员会作出不产生该转移结果的指令。 

13.3 劳工行动 

雇员能够在支持主张订立新的企业协议的集体协商情况下采取合法的劳工行动（受保护的行动）。必须证明以下，

以保证该劳工行动是合法的：

任何现有企业协议载明的到期日已满；

雇员具有真实意愿并正在试图与雇主为达成协议而努力；

公平工作委员会已授予行使受保护的行动投票（即秘密投票），大多数雇员有资格投票赞成进行劳工行动；及

雇主已收到采取受保护的行动的书面通知。



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雇主向采取合法或非法劳工行动的员工支付工资仍是不合法的。

如果雇员实施非法的劳工行动，雇主可向公平工作委员会寻求指令要求停止、不得发生或不得组织，并且必须抵扣

最少相当于4个小时的工资。雇主也可向法院寻求该等指令。

13.4 雇佣合同的解除 

雇员被解除雇员关系可以就此进行主张救济，主张事由包括违约、不公正解雇、一般性保护或平等机会立法下的歧

视。可能的救济措施包括恢复雇佣或赔偿金。

不公正解雇
根据《2009年公平工作法》，已被解除雇佣关系的雇员且满足：

该雇员已在雇主处工作至少6个月（当雇主有15人或以上的雇员）或12个月（当雇主的雇员不足15人）；

尚未因真实冗员的理由被裁员；并

受现代劳资裁定协议保护或未达工资上限（目前为每年142,000澳元），

雇员可以其解雇是“苛刻的、不公平的、不合理的”为由向公平工作委员会提出申请。

一般性保护和工作场所权利
根据《2009年公平工作法》，当雇员享有一定的权利、资格或属性时，该雇员不能被解雇或遭受不利行为（如降

职）。例如，雇主不能仅因雇员作出与其雇佣相关的投诉或调查而解除该雇员。 

13.5 歧视 

雇主不得以法律禁止的理由歧视任何雇员，该等歧视包括基于性别、婚姻状况、性取向、种族、政治观念、国籍、

残疾、家庭责任、年龄及宗教的歧视。该等歧视可以是直接的歧视，例如，一个人给予另一人较差的待遇；或是间

接的歧视，例如，一个人在一群人中设置了不合理的条件、要求或惯例，这导致对这群人中的某些人产生了不利的

影响。

大多数情况下，当歧视与一个使雇员无法达到其岗位或雇佣“必备条件”的特点有关时，这可以成为针对主张歧视的

抗辩理由。 

13.6 工作场所欺凌 

《2009年公平工作法》也包含反欺凌的规定，即允许遭受工作场所欺凌的雇员向公平工作委员申诉要求停止欺

凌。当一个人反复向一个雇员实施不合理的行为，并且该行为对该雇员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威胁，则该雇员即遭受

了“工作场所欺凌”。然而，这并不包括合理的管理行为。虽然公平工作委员会不能对其施加罚款，但公平工作委员

会可被授权施加其认为合适的任何指令。



13.7 工作健康和安全 

工作健康和安全法律在澳大利亚的不同州和地区而有所不同。澳大利亚政府已通过制定《2011年工作健康和安全法

（联邦法）》，从而试图统一各种不同的工作健康和安全法律，但目前并非所有的州和地区都实施该法律。

不论适用何种工作健康和安全法律，澳大利亚工作健康和安全法律的基本原则都为雇主负有维持安全的工作场所，

并确保其雇员及受其开展业务影响的其他人的人身安全、健康和福利的义务。

工作健康和安全法律是一个高度监管的制度，其中州和联邦的监管主体被授权进行调查、实施法律及追究违反工作

健康和安全法律行为的法律责任。未遵守相关法律的人将会受到严重处罚，并且涉及违反法律的雇主及其雇员均可

被追究刑事法律责任。

13.8 雇员赔偿 

同样的，有关由工作事故导致雇员赔偿的法律仍然继续由州和地区予以规定。但是，并不存在一部联邦雇员赔偿计

划针对一些雇主可“决定加入”某一体系并避免遵守不同州有关雇员赔偿法律之间而产生的重叠和成本的问题。这样

可以减少设立公司的成本，对雇主比较有利。

13.9 养老金 

澳大利亚养老金法律要求雇主为雇员交纳最低为该雇员“正常工作时间收入”9.5%的金额至养老基金，虽然该比例预

计截至2025年将逐渐增长至12%。选择基金立法已赋予雇员选择其希望雇主交纳何种养老基金的权利。没有选择一

项基金的雇员将自动默认交纳至雇主的基金。

13.10 长期服务假 

根据州和地区法律，雇员有享受长期服务假的权利。大多数计划规定雇员工作15年后可享受3个月的长期服务假，

有些则允许即使在较短的服务期后，也可使用该权利或在雇佣关系解除时予以支付。澳大利亚政府有制定最终的联

邦立法计划，将引入单一的国家长期服务假标准并消除州与州之间的不一致。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Last updated: 31/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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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与非澳大利亚公民进入澳大利亚领土有关，无论其入境是为旅游、商业、工作或其他任何目的。经澳大利亚宪

法授权，澳大利亚议会就入境出台相关法律并对其进行规制。在澳大利亚《1958年移民法（联邦法）》（“移民

法”）及《1994年移民规定》（“移民规定”）中可找到绝大部分的入境相关法律，其规定包含了非澳大利亚公民在澳

大利亚入境、居住以及离境。入境和边境保护部（“部门”）根据移民法以及移民规定进行执行并行使行政权。

在移民法下，有多种签证可许可非公民在特定或不特定时间段内前往、入境或居住于澳大利亚。对于那些想前往澳

大利亚进行商事活动或因商事或工作目的想在澳大利亚临时或永久居留的人士，澳大利亚签证体系为其提供了一系

列的选择。若入境是因工作目的而临时居留于澳大利亚，则通常需要一家澳大利亚公司或海外公司做担保人。然

而，对于高技术人才或成功商业人士可选择凭其自身申请永久居留。持有有效新西兰护照的新西兰公民，若其没有

严重的品德或健康问题，则有权申请特别种别签证，在该特别种别签证下，其可在澳大利亚自由地工作和生活。

14.1 澳大利亚签证体系 

所有希望前往澳大利亚旅行或定居的非澳大利亚公民须持有有效签证，该签证允许其入境并居住于澳大利亚。未持

有有效签证的非澳大利亚公民将对自负其被驱逐出境的后果，其中可能包括被驱逐出境前被采取羁押措施。大多数

签证种类均须在前往澳大利亚前申请并获得。

签证申请流程
非澳大利亚公民通常须根据其前往澳大利亚的目的以及在澳大利亚预计停留的时间长短来做相应的签证申请。大多

数申请须书面作出，使用经认可的申请表格。越来越多种类的签证申请可通过部门网站作出：www.border.gov.au.

移民规定中列明了有效申请的递交标准，其中包括支付适当的申请费。

签证类别
许可非澳大利亚公民在任何期限前往或定居澳大利亚的签证被称为永久居留签证。直至特定事项发生或非澳大利亚

公民获得特定身份前，许可非澳大利亚公民在特定时段前往或居住于澳大利亚签证被称作临时居留签证。所有的永

久和临时居留签证被分为不同的类别，并在各类别下有不同的子类别。一些签证子类别与下述的在澳大利亚经商、

工作或学习有关。本书对与家人有关的永久居留签证也有简单的概述。

14.2 商务访问 

希望前往澳大利亚进行商务活动的非澳大利亚公民且访问期限不超过三个月，则可根据非澳大利亚公民所持护照申

请商务访问签证、商务电子旅行许可（ETA）或电子访问签证。持有美国、加拿大、日本或其他特定国家的人士可

通过部门网站网上申请商务ETA；欧盟所属国公民有权网上申请电子访问签证 ；未包含在ETA或电子访问签证安排

内的其他国家公民就近前往澳大利亚海外邮政以申请商务房屋签证（尽管该其他国家的部分公民有资格进行网上申

请）。

Chapte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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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商务签证的持有者仅可参加特定的“商务访问活动”，且不得进行对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留人士的就业或培训机

会造成不良后果的活动。这意味着该签证的持有人可前往澳大利亚参加会议和谈判（包括谈判、签订或审阅商事合

同），熟悉澳大利亚就跨过商事的运作或参加会议、商品交易会或研讨会（即使参与人参加该等活动的费用并非由

活动组织方支付），但该签证持有人不可为澳大利亚的机构或个人进行工作或提供服务。此种商务签证的持有人须

注意，其仅可在澳大利亚参加有限的活动。

14.3 临时居留商务/工作签证 

临时居留工作签证的持有者可入境澳大利亚并居留最长四年的时间。该持有人家属可一同随其前往澳大利亚。申请

人及其超过11周岁的家属须进行胸部X光片检查，且参与教育、医疗的申请人或其家属或为学龄儿童的家属须进行

医学检查。该签证持有者可在签证有效期内多次入境澳大利亚。

临时居留商务签证
对于个人商务人士，其不太可能通过持有临时居留签证入境澳大利亚并开展新业务或加入到现有的澳大利亚商业活

动中。仅有的例外是，除非该人士受雇于海外公司并前往澳大利亚开展新业务，或其受雇于澳大利亚公司且其职位

对于其个人的经验要求该业务的特定要求而言是合适的。

对该种签证的要求如下所列。

临时居留工作签证
对于希望在澳大利亚工作的人士，临时居留签证包括一整个类别的签证以面向特定的技能人才，包括大多数的专业

岗位、管理岗位、准专业岗位和贸易岗位；该类别被称为457子类别签证。对于特定活动（例如，科研、岗位培

训、宗教工作、现场表演、其他生产、体育活动和其他政府支持的活动）而言，有专门的专家签证。

457子类别签证

对于临时雇佣海外工作者以参与澳大利亚相关商事活动，457子类别签证是最常使用的签证。申请人应符合下述条

件之一：

包括为在澳大利亚运营的公司而于内部调派和从国外招聘的个人；

于国外公司的就业的个人（执行官和专家）寻求在澳大利亚设立公司的分公司，或根据国外公司和澳大利亚公

司的合同前往澳大利亚工作；

有劳动协议或工作协议的个人；或

服务提供商。

2017年4月，总理和入境及边境保护部部长宣布了将影响457签证项目的重大变化，其将在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

3月间生效，届时457签证项目将与一个全新的且限制性更强的临时技术短缺（TSS）签证同时存在。这些变化包

括：

自2017年4月19日起：



引入的两个新的（严重短缺）职业列表自2017年4月19日起生效：短期技术列表（STSOL）及中长期战略技术

列表（MLTSSL）。STSOL上的职位，通过457签证最长可获得2年的签证且在2年里最多仅可续签一次。

MLTSSL上的职位，通过457签证最多可获得4年签证且可续签。

自2017年7月1日起：

对于薪水高于96,400澳元的457申请人，去除对其英语语言的豁免；及

当预期停留时间长于12个月时，引入的警局的无犯罪纪录证明作为必需材料。

自2017年12月起：

部门将与澳大利亚税务局分享更多的信息，以确保签证持有者得到的薪水并未少于指定的薪水；及

公布被处罚的保证人的详细信息，例如未能满足457子类别签证所要求的签证义务。

自2018年3月起：

新的TSS签证将自2018年3月起取代457签证，其将包含以下两个分支类别：

短期类别最长两年。在该分支类别下授予的签证仅可续签一次且不能通过该类别最终获得永久居留；且

中期类别最长四年。该分支类别下授予的签证可续签并可在三年后通过该分支类别申请永久居留。

在TSS下，必须进行劳动市场测试（除非国际贸易义务在此适用），做保证的雇主须：

指定STSOL（短期类别）或MLTSSL（中期类别）下的职位，并给澳大利亚境内留下一些岗位；

符合市场最低工资的要求（包括符合临时技术入境薪资门槛的要求）；

参加测试以确保他们并未主观上歧视澳大利亚员工；及

就每一次TSS申请及在签证期限内的每一年，均须向“澳大利亚人技能训练”基金缴纳数额为1,200–1,800澳元的

款项，具体数额依其营业收入而定。

另外，签证申请人需要：

就相关工作有至少2年的工作经验；

符合特定的英语语言要求，语言要求就不同的分支类别有所不同；及

在短期分支类别的情况下，满足“真实临时入境”要求并证明其目的仅是为了临时居住于澳大利亚。

诸如签证标准将如何运作的具体细节条款预计于2017年末公布。

457签证申请流程



若想在现今条件下获得457子类别签证，申请人的雇主或雇主的关联实体必须首先成为认证的担保人（担保人申

请）。可由已经在澳大利亚成立并经营 的公司做担保人，或可由未在澳大利亚经营但寻求在澳大利亚进行经营的

国外公司或为了完成合同义务而需要像澳大利亚派遣员工的国外公司做担保人。公司需要提交指定申请，就入境和

边境保护部门所特定的岗位进行人员指定。一旦担保人申请和指定申请得到通过，则可以进一步考虑申请人的签证

申请。

所有三种申请均可向部门电子递交，且可同时递交。在做出决定时，签证申请人即可在澳大利亚境内也可在澳大利

亚境外。

担保人申请

雇佣外国员工所必需的担保人体系是自2009年9月开始生效。担保人公司有一系列的义务，须和其他部门间分享并

披露更多的信息，以及相关执行机制的提升。后者包括金融罚金条款（如下讨论）及部门官员有着更大的监管和调

查权。

寻求成为商业担保人的澳大利亚企业必须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以完成其作为外国雇员的担保人的义务，其亦须有相关

记录证明其使用工资总额的一部分对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留人士进行培训以使他们达到特定的培训基准。（注

意：自2018年3月起，这些培训基准将被取代，即从该时间起要求担保人为每年每次签证申请支付给“澳大利亚公民

技能培训基金”1,200-1,800澳元的费用，具体金额根据担保企业的年收入确定）。企业须证明其有雇佣当地劳动力

的良好记录、工作中未对员工实施歧视且未有任何其他的对企业或该企业关联人士有关的负面的信息。

经认证的申请有五年的有效期，如担保人公司满足相应标准还可续期。

担保人须向部门证明其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且满足特定其他标准后，可享有被部门认可的拥有担保资质的公司这一

身份。这一认证提供更长期限的担保人身份，通常是6年，还可以获得个人提名申请和临时工签证申请的加急处理

通道，以及某些如职业、市场费率和雇佣状况等因素的“事先批准”。

提名申请

提名申请要求公司必须向部门证明及/或保证：

签证申请人将受雇于STSOL或MLTSSL的指定职业；

如职业落入STSOL或MLTSSL中的“职业限制”（涉及职位性质、业务规模等属性），则需满足相应的附加要

求；

职位提名的职责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职业分类（ANZSCO）中所列的提名职位的大部分职责；

签证申请人的经验和资格应与ANZSCO中对提名的职业的资格和经验相当；

向签证申请人提供的薪资和其他雇佣条款应不逊于同一职位在同地区向澳大利亚人提供的薪资和条款，即“市

场薪资水平”要求；

应通过书面雇佣合同雇佣签证申请人；

提名职位是真实的职位；且



需要进行劳动市场测试，保证没有具备合适资格和经验的澳大利亚人已能填补该提名职位。目前这一劳动市场

测试要求大量被豁免。

市场薪资水平要求意味着海外工作者应当得到相同或不低于同一地区在相同的工作时间里支付给从事同等工作的澳

大利亚人的“保障收入”。只有特定的收入能被包含在“保障收入”中。广泛来说包括工资支付、某些津贴和商定的非

货币福利价值，但是不包括无法预先确定的金额、报销或退休金（养老金）的强制性供款。

如申请人的保障收入是250,000澳元或更高，则无需提供市场薪资水平要求。

签证申请

个人申请457类签证需要:

证明其具有履行提名职位职责的必要的资格及/或技能和英语语言水平，并满足该职位相关的任何职业限制要

求；

证明该个人及随行亲属达到457类签证授予所需要的健康标准；及

提供在申请之时已为个人及家庭成员购买合适的健康保险的书面证明，保险期限必须涵盖其在澳期间。

担保人义务

对个人申请457类签证以在其澳大利亚业务部门工作进行担保的公司需对其担保的员工及其随行家属承担一些义

务。这些义务包括：

提供包含报酬的雇佣合约，且至少与同一地区同一职业的澳大利亚员工处于同等水平；

在特定情况下为员工及家属支付返回本国的旅行费用；

提供必需的培训；

确保代员工个人缴纳必要的税收和养老金；

发生下列事项时应在28天内通知部门并保存相关记录，包括：受担保员工因任何原因离开公司；员工职责的变

更；回程旅费的支付；与担保或提名申请的批准有关的情况的变化；以及公司新董事的任命。

如不遵守这些义务，公司将会面临一系列的处罚，包括经济处罚和行政处罚，如取消该担保资格及/或在一定时间

内禁止再为其他员工提供担保。

特定职业和活动的特殊签证

根据个人拟居留期间及居留地，特定职业(如宗教工作者、研究人员、体育人员、演艺人员及家政人员)的临时居留

签证申请具有上述类似的担保规则。居留期间少于3个月，或个人在澳大利亚境外的情况，签证申请人需持澳大利

亚适格组织或个人出具的支持信，以协助签证申请。个人在澳大利亚接受职业培训或职业发展项目也可以选择临时

居留签证，只要这些机会不影响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培训机会。

400类签证允许为以下目的的短期停留：



从事非持续的高专业化工作（通常最长为3个月，但出于强烈的商业需要可以授予长达6个月的停留期间）；或

从事与澳大利亚的利益密切相关的活动或工作。可能包括如灾难或紧急情况的援助等。

只有申请者在澳大利亚境外的情况才能够申请及授予400类签证，关于400类签证有大量特定政策，限制其只能用

于特殊用途。客户应谨慎申请和使用400类签证。由于400类签证有非常特定的要求，不能将其作为457工作签证的

自动替代方案。

大部分学生签证的持有者在假期可以进行每两周最多40小时的全职工作。退休投资者签证的持有者可以进行每两周

最多40小时的工作。

打工度假签证
来自参与国的18岁以上而未满31的非澳大利亚公民可以进入澳大利亚（通常最多为12个月），从事半工半假的活

动。这一选择得益于澳大利亚和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达成的双边协议。对于英国、德国、瑞典、挪威、芬兰、日本、

加拿大、法国、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及地区的护照持有者，这一签证被称为“打工度假签证”。对于来自美国、中国大

陆、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智利、孟加拉国和土耳其等国家的人来说，它被称为“打工与度假签证”。任何

一个雇主的雇佣都有不得超过六个月的限制条件。在某些情况下，如签证持有人在规定的地区从事了至少3个月以

上的特定工作，则可以将居留期间延长至最多12个月。

14.4 永久居留商务/工作签证 

因商务或工作目的希望在澳大利亚拥有永久居留权的个人有多种选择。

永久商务签证
年龄小于55岁履历丰富的商务人士，无论是企业所有人还是投资者，经州或地方政府担保，在商业创新和投资计划

类别下有两类签证可供选择以移居澳大利亚。在拟定的商业或投资活动对某地区有着非同一般的经济效益的情况

下，经提名州或地方政府提供协助免除年龄要求，年纪更大的申请人也可以申请此计划下的签证。

总的来说，商业创新和投资计划(BIIP)的申请人必须有总体成功 的商业生涯或成功商业投资活动的记录，并且通过

对州或地方政府债券进行指定投资或对管理基金作一笔“遵守”投资的方式，满足在澳大利亚拥有或经营业务的要

求。对已从澳大利亚的合适第三方获得担保资助的企业家来说还有另一条特别的通道可行。

高素质的企业所有人和企业家可以直接申请卓越商业人士类别（132类）下的永久居留签证，其中包含两类：

风险投资家类别：收到来自澳大利亚风险资本协会有限公司的成员的风险资金的个人，该资金至少为100万元

澳币，用于商业在澳大利亚的初期启动，产品的商业化推广，或其商业在澳大利亚的发展与拓展。此类别没有

年龄限制。

商业背景显赫人士类别：拥有年营业额超过300万澳元的公司且公司资产至少为40万澳元，本人有在澳大利亚

建立公司并参与经营的真实意图的高素质商业人士。此类别有55岁以下的年龄限制。

临时居留签证申请



除少数能够达到卓越商业人士(132类)签证标准的高素质企业所有人和企业家，商业创新和投资类别的永久居留要求

商业人士或投资者满足两个阶段才能被授予永久居留签证。第一阶段，个人应申请临时居留签证，保证以四年为

期，申请人可以入境并在澳大利亚居留，以便在澳大利亚开发业务或作出规定的投资。取决于类别，一些商业入境

者如果需要更多时间在澳大利亚开发业务或在申请第二阶段永久签证之前达到必要的居留测试的标准，只要州或地

方政府同意进一步协助，可以将其临时居留签证再续签两年。

取决于申请人所申请签证的类别，签证标准也有所不同：商业创新、投资者、重大投资者、高端投资者或企业家

（注意后者与前文所述的卓越商业人士签证有所不同）。

个人申请商业创新通道必须展现其成为澳大利亚新公司或已有公司的所有者的真实决心，拥有至少80万澳元的净业

务和个人资产，营业额至少达50万澳元。投资者类别的申请者必须拥有至少三年直接参与符合条件的投资的经验，

在四年中向州或地方政府债券投入至少150万澳元的指定投资，并且拥有至少225万澳元的净业务和个人资产。除

必须符合基本资格标准以外，商业创新和投资申请人必须符合创新点测试（基本包括年龄、英语能力、资质、商业

经验，个人与商业净资产及营业和商业创新等标准）。所有家庭成员必须符合健康和性格标准，才能被授予签证。

个人申请在重要投资者通道下申请的个人必须在澳大利亚管理的基金（其本身具有附加标准）进行至少四年不少于

500万澳元的合规重大投资。该基金由以下组成：

根据2002年联邦风险投资法案注册的至少投资额为50万澳元的风险投资基金;

至少150万澳元投资于新兴公司，即在澳大利亚注册成立或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市值低于50万澳元的

公司；及

剩余的300万澳元部分将投资于定义的“平衡投资”。

本通道没有年龄限制。

在高端投资者通道下申请的个人必须至少投资1500万澳元到规定的投资和/或慈善捐款（必须由州/地方政府批

准），期限至少为12个月。此通道没有年龄限制。

根据企业家通道申请的个人必须从获准的第三方基金中获得至少200,000澳元，具有“胜任”的英语水平，并承诺或

计划在澳大利亚进行“合规企业活动”。

永久签证申请

在第二阶段，持有临时签证的申请人申请作为企业主或投资者的永久居留。对于企业所有者和企业家类别，临时商

业创新和投资签证持有者可以在在澳

大利亚居住最少两年后提出申请。对于投资者和重要投资者类别，永久居留阶段只能在个人持有适当投资至少四年

后且在过去四年中满足规定的居住要求至少两年（投资者通道）或160天（重要投资者通道）后申请。对于高端投

资者类别，最低投资期限缩短为12个月，并且没有居住要求。

为了获得永久签证资格，除了履行临时签证的所有义务之外，个人还必须保持遵守澳大利亚法律的良好记录，以及

做出在澳大利亚继续开展业务或投资的真实和现实的承诺。商业创新通道中的申请人还需要证明其在申请提交之前

的12个月内的营业额至少为300,000澳元，并符合以下两项标准：在提出申请前12个月拥有至少200,000澳元的商

业资产，至少600,000澳元净人身和商业资产和/或至少两名澳大利亚人或新西兰人全职雇员（不得为申请人的家庭

成员）。



企业家通道中的申请人还需要证明在澳大利亚开展企业性质活动的总体成功记录才能获得永久居留资格。评估申请

人成功记录的因素包括：

因活动而受雇于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的人数;

对该活动的持续资助或投资活动的水平和性质；及

与这些活动相关的企业年营业额。

基于雇主提名的永久居留权
公司能够提名高技能个人作为永久居民移居澳大利亚，或根据雇主提名计划在澳大利亚永久居留。个人必须具备必

要的技能和经验，才能从事高技能职业列表中的职业。这些职业包括一些以专业、管理、准专业和贸易为基础的职

业。

申请流程由两个阶段组成。首先，公司必须获得部门批准的职位提名。作为提名申请的一部分，公司必须证明其具

有良好的公司信誉（不存在有关业务的不利信息），在澳大利亚积极合法地运作，遵守所有工作场所和移民法，以

及符合与子类别457签证相同水平的相关培训基准。（注意：从2018年3月起，这些培训基准将被新要求所取代——

赞助方企业根据申办者的年度营业额，为每位签证申请者向“澳大利亚技能培训基金”缴纳3,000-5,000澳元的费

用。）

公司还必须向部门保证，确实存在需要提名的职位，其必须是至少两年的全职职位，且在就业协议中没有任何内容

排除超过两年后续约的可能性。雇主还需要符合批准子类别457签证所需的“市场工资率”要求。然而，不像对457提

名所附的“市场工资水平”要求，对于高薪申请人没有规定的市场工资评定方法，也没有最低工资或者例外情况。例

如，根据可适用的法律裁决确定的工资可能仅被视为最低工资“地板”。

雇主提名计划下有三种永久居留资格途径：一个为选择子类别457签证持有者过渡到永久身份（临时居住转换通

道），另一种是直接寻求永久居留（直接入境通道），第三种是申请人是由与部门签订劳动协议的雇主赞助的（劳

动合同通道）。

在雇主提名计划下申请永久居住的子类别457签证持有人，如果在紧接提名申请之前的三年内为其担保雇主工作至

少两年且提名的职位在子类别457签证的赞助人职业列表中，可享受简化的临时居留过渡（TRT）通道。签证持有

人必须已经在澳大利亚全职工作，并且有被按照市场费率支付。由于先前的雇佣和持续的雇主担保，在这个通道下

的申请人不需要正式评估他们的技能或资格。然而，担保雇主的职能或法律结构或实体的重大变化可能会影响个人

满足临时居留过渡要求的能力。

根据雇主提名计划下直接入境（DE）通道申请的外籍人士是那些从海外提出申请的人士、或持有除457主签证以外

的临时签证（例如新西兰公民或持有新西兰家庭关系签证的家庭成员）、或者没有完成赞助雇主两年雇佣期的申请

人。这些申请人受到更严格的要求，要求提名的职位出现在规定的赞助职业名单上，被提名的职位在雇主的直接控

制之下（而在TRT流程下，申请人可以被提名雇主的相关实体聘用）。申请人还必须至少有三年的工作经验并接受

正式的技能评估，虽然能适用一些豁免。

2017年4月18日，总理兼移民和边境保护部长宣布了将在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期间生效的457签证和永久雇主签

证类别的一些重要变化。将生效的关键变更包括自2017年7月1日起将直接入境计划下的申请人最高年龄由50岁以下

减至45岁以下，并自2018年3月起适用于所有其他类别。



从2017年7月1日起生效的其他修改包括为TRT通道增加“合格”级英语技能（雅思单项成绩6.0或同等考试），使其与

DE通道的要求一致。在2018年3月将TRT资格期限从两年延长至三年，引入强制性三年工作经验要求，并要求提名

职位符合市场价格和临时技能移民收入门槛（TSMIT）（目前定为53,900澳元）。根据现行规定，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获得针对年龄、技能和英语语言要求的特定豁免。例如，如果提名职位的收入高于180,000澳元，则可以豁免

技能和英语要求。其他豁免包括规定职业的年龄优惠，如新西兰公民或新西兰家庭关系签证持有者为其提名雇主工

作至少两年，或457类签证持有人为其提名雇主工作至少四年且在那段时间里每年都要获得高于公平工作高收入门

槛（每年按照指数调整）的收入。对于有关澳大利亚地区性就业的区域赞助移民计划下的提名人的技能水平和培训

基准也有一些优惠。在这些情况下，提名必须得到该地区相关的地区性认证机构的支持。

抚养的家庭成员可能会被包括在签证申请中，并且所有申请人都必须符合健康和性格标准（包括那些不会移民到澳

大利亚的人）。

基于技能和经验的雇佣永久居留权
年龄在50岁以下的个人可以根据他们在普通技术移民（GSM）计划下高技能职业的技能和经验申请永久居留。申

请人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通过州/地方政府的提名提出申请，也可以由居住在澳大利亚指定地区的适格的亲戚赞

助提出申请。可用于此目的的技能职业的数量已大大减少，现在仅包括保健、信息技术、会计、工程和建筑（职业

和贸易）、教育和农业等领域的职业。在GSM下有6种可用于技术移民的永久签证类别。一种是根据其技能和工作

经验申请（子类别189签证）的个人，另一种是由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子类别190签证）提名的人。其他小类包括属

于提名、区域、临时和认可研究生申请人类别的申请人。每个签证类别都有自己的资格标准，此类签证的申请流程

（被称为“Skill Select”）分三个阶段进行，包括提交在线兴趣陈述，符合资格标准并通过一项积分测试，如果受

邀，之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签证申请即可。重要的是，从2017年7月1日起，子类别189签证的最高年龄限制将从

50岁减至45岁。

通常申请这些永久居留签证的个人必须通过基于年龄、英语能力、澳大利亚和海外就业经验和资格、有资质的社区

语言、合作伙伴技能、在澳大利亚地区学习和生活以及由州或领地政府赞助等因素的评分测试。如果申请人已获得

国家翻译工作者资格认证机构（NAATI）的笔译或口译半专业级及以上的认证，则可以获得有资质的社区语言的积

分。主申请人和所有家庭成员（包括那些不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必须符合健康和性格要求。

2017年7月1号澳大利亚公布了新西兰公民申请子类别189签证的新途径，2016年2月19日或之前在澳大利亚的一些新

西兰公民，若其通常在澳洲居住连续五年且在此期间已赚取超过一定金额的收入即可申请。

澳大利亚还为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的大部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或在指定的海外大学主修工程的应届毕业生提供

签证。这些签证为毕业生申请陆上永久居留提供了途径，无论是在高技能类别中申请（但仅在批准的职业中），还

是由雇主在初始签证（根据通道的不同，可能为十八个月到四年）结束时提供赞助申请。

若获得永久居留签证，通常其有效期为五年，并允许在此期间进出澳大利亚。在初始的永久居住期限期满之后，根

据个人在最初的五年期间在澳大利亚实际居住的时间长度，重新评估其在海外旅行后继续返回澳大利亚的资格。如

果个人在澳大利亚度过的时间少于两年，则该人与澳大利亚在商务、个人、就业和文化方面的联系以及该联系对澳

大利亚的利益将被作为申请程序的一部分评估。

商业创新与投资BIIP和 GSM项目下某些签证类别的申请程序

自2012年7月1日起，对根据商业创新与投资（BIIP）和GSM计划向澳大利亚进行技术移民感兴趣的个人必须通过技

术移民选择模式进行申请。该计划包含两阶段的初始申请流程，潜在申请人首先通过在线兴趣表示（EOI）表明其

希望获得签证，然后部门可能邀请该个人提出签证申请。



对于基于积分的技能移民计划，申请人的技能和特质被根据适当的积分测试进行排名，因此只有获得最高分数的申

请人才会被邀请申请签证。每个职业都有一个“职业上限”，这意味着对从特定职业群体中选择技术移民的人数有一

定限制。如果某些职业在国家和地区名单上列为需要或优先，可能会有如申请人可能最终需要获得州或地区提名的

进一步措施。

潜在移民人也可以在意向书中写明其愿意在澳大利亚生活和工作的地区，以及他们有兴趣申请的州/地区或雇主资

助签证的类别。所有的EOI都通过名为Skill Select的数据库在线录入。对赞助感兴趣的雇主以及州或地方政府可以

通过Skill Select搜索具有必要技能和特性的海外员工，并提名他们申请永久签证或临时签证。由于Skill Select记录

了个人愿意在澳大利亚生活和工作的地区，它可以帮助雇主、州和地方政府填补澳大利亚技术严重短缺地区的职位

空缺。 

14.5 家庭成员和伴侣签证 

澳大利亚有各种家庭成员和伴侣的永久签证。合法结婚的配偶或事实婚姻伴侣（包括同性伴侣）是澳大利亚公民、

澳大利亚永久居民和符合条件的新西兰公民，可在澳大利亚境内或境外申请伴侣签证并由其配偶或事实伴侣作为签

证的担保人。个人先申请临时签证，在经过一定期限后，只要申请人继续满足资格条件（除少数的例外情况外），

可有机会成为永久居民。已结婚或处于事实婚姻关系的申请人必须证明申请人与其配偶或事实伴侣处于真实并持续

的婚姻关系，且互相承诺彼此忠诚、不容他人介入地共同生活。未来配偶签证是向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未婚

妻（夫）提供的一种签证，但申请人仅为澳大利亚境外人士，并且该类签证允许签证持有人在九个月内与为其签证

担保的澳大利亚公民、永久居民或符合条件的新西兰公民结婚。

子女（系非婚生子女、收养子女、继子女、孤儿或其他）也可获得永久签证，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的父母及近

亲属同样也可获得永久签证。根据相关法规，该子女必须被认为依赖作为其担保人的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才

可获得永久签证的资格。现有澳大利亚境内或境外申请的选项可供选择。如果父母能证明他们的子女通常居住在澳

大利亚，他们就有资格获得永久签证。还有一类父母签证要求支付明显较高的递交费，但与其它类型的父母签证相

比耗时较短。只有当申请人属于“年老父母”的情况下，才有资格申请境内项下类型的签证及过桥签证，即递交一份

允许其在签证申请处理期间在澳大利亚停留有效申请。

14.6 学生签证 

非澳大利亚公民以全日制学习为目的赴澳大利亚并停留的，通常必须获得学生签证。2016年7月1日，所有已有的学

生签证子类都已被废除并由两类学生签证的子类替代——TU类学生（临时）签证及学生监护人签证。

为申请有效的学生签证，申请人必须已向依据《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案》注册的机构提出申请，并已被该机构接受

攻读其提供的全日制课程。大多数情况下，通常要求机构出具海外学生入学确认书。如申请人未满18周岁，申请人

必须证明其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已有适当的福利安排。

2016年7与1日，引入了全新“简化后学生签证框架”以替代之前评估等级制度和之前在某些情况下适用的简化签证处

理安排。在新的框架下，证明英语语言能力及财务能力的要求等级现由部门网站（网址：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a-1/500-）提供的在线文件清单工具进行评估和管理。拟在澳大利亚学习的申请人

也必须满足部门的要求，即申请人为真正的学生且具有暂时停留在澳大利亚的真实意图。在所有情况下，移民条例

要求所有的家庭成员在该学生的申请中进行声明，不论其是否准备将陪同该学生到澳大利亚。

http://www.border.gov.au/Trav/Visa-1/500-


如学生签证的持有人在其学习期间未满18周岁，或在学生签证的持有人已满18周岁的特殊情况下，家庭成员可申请

学生监护人签证，用于为该学生签证的持有人提供合适的照顾和福利安排。学生监护人签证的申请人须满足规定的

财务要求并替供相关的证明文件证明其财务能力。

除学生签证申请外还有其他临时签证，准许在澳大利亚通常为期达3个月的短期学习，也可用于例如未注册课程的

学习，包括访问者签证项目、打工与度假签证有关的签证。

14.7 入境审查 

大多数情况下，通常如果与签证申请利益相关的其中一方出现在澳大利亚，则部门官员作出拒绝一项签证申请或签

证担保人申请的决定可能需要进行审查。自2015年7月1日，澳大利亚移民复核审裁处及难民复核审裁处已与行政上

诉审裁处合并，现为唯一处理移民决定审查的机构。申请人可使用线上申请复核，并在移民和难民部门或行政上诉

审裁处的综合部门下提出复合申请。然而，在法律要求的时限内提出申请十分重要，否则该申请将无效或不能被复

合。

行政上诉审裁处审查部门作出的决定，也可审查取消签证决定（即移民决定）、大多数境内保护拒签决定（即难民

决定）、品行相关拒签决定及公民资格拒签决定。行政上诉审裁处有权自己重新作出决定而不采纳部门官员作出的

决定。如行政上诉审裁处认定部门作出拒签的决定是正确的，则申请人不再享有在澳大利亚居留的权利，除非申请

人持有另一签证。这种情况下，该人士必须尽快返回其有权入境并居留的国家。

对于特殊决定，可通过与法律相关的进一步审查救济途径（即司法审查），向澳大利亚联邦治安法庭、联邦法院及

高等法院起诉。

移民法案授权移民和边境保护部长在特殊情况下介入，并在申请人已被部门拒绝且该拒签决定已由行政上诉审裁处

进行复核的情况下签发签证。

14.8 结论 

澳大利亚政府欢迎希望来澳大利亚生活和工作的非公民申请澳大利亚签证。虽然申请签证的程序非常细化，移民条

例中已列明签证批准的标准。如申请的个人及其担保人（如有）能满足申请签证所要求的条件，真正的申请人可能

还会在申请签证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尤其是在申请人以雇佣或经商为目的的情况下。通常，部门官员签发该等

类型的签证通常比家庭类的签证更快。

该部门在每个州、地区首府及许多澳大利亚的驻外使领馆均有地区办事处。部门的网站为www.border. gov.au。 申

请人可通过该网站申请签证并得到电子准许签发的通知。将来会有更多的签证类型可以通过这样方式在网上进行。

澳大利亚政府部门继续审核并调整其移民项目及未来修订案，其中的一些请参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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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法律非常注重消费者保护，在澳大利亚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经营者必须遵守诸多义务规定。这些义

务规定于《澳大利亚消费者保护法》（“消费者法”）中。该法载于2010年《公平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联邦）

附件2中，是澳大利亚规范消费者保护以及产品制造者、供应者和销售者对因产品造成的损失或伤害承担责任的主

要法律。消费者法是涵盖澳大利亚消费者保护法和公平竞争法的一部全国单行立法。该法规范了诸如误导和欺诈行

为、不公平合同条款、法定消费者保障、分期付款协议、产品安全以及制造商责任等消费者保护事项。

在一些企业对企业的业务中，消费者法也可以提供一些保护。

15.1 行为义务 

消费者法对公司如何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包括通过网络进行）规定了很多义务。近来，澳大利亚公平竞争和消费者

保护委员会（“竞争和消保委”）执法活动的主要焦点已成为禁止贸易和商业中的“误导性和欺诈性行为”。经营者需

要特别注意确保他们没有向澳大利亚消费者就下列事项作出误导性陈述，即他们的商品和服务或根据消费者法就其

商品或服务索赔可能采取何种救济措施。

消费者法也禁止有关商品或服务提供的“不正当行为”。在考虑某一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行为时，可以考虑的因素有

经营者和消费者的相对议价能力以及经营者是否使用了不正当影响、压力或不公平方式。

消费者法也相应地规定了包含在公司和个人消费者标准合同形式中的禁止不公平合同条款。不公平合同条款可能导

致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显著不平衡，也超出了保护有优势地位一方合法权益的合理必要范围，并且基于该种

条款可能导致损害（财务或其他损害）。如果某一条款为不公平合同条款，则该合同条款无效。该不公平合同条款

制度已经扩展到了一些企业对企业的合同中，这些合同中至少一方是小规模公司，并且合同项下的首期支付款不超

过30万澳元或1百万澳元（如果合同期超过12个月）。

经营者也必须考虑他们如何表示价格。消费者法禁止公司以商品或服务总价款的一部分向消费者表示价格，除非单

一价格被显著地标记出来。该单一价格必须包括所有可量化部分，包括任何税收或收费。该规则也存在一些例外；

例如，餐厅在一些特定日期适用菜单附加费可能就不受部分价格要求限制。

消费者法对经营者从事主动销售（包括上门销售和电话销售）以及与消费者签订分期付款交易都规定了消费者保护

义务。最近执法机关在这方面的活动有所增加。

消费者法也禁止特定种类的虚假陈述、连环式推销、在居住或商业场所的不正当骚扰、提供不安全商品、主动发送

信用卡以及要求为主动提供的商品付款。

15.2 瑕疵商品 

如商品未达到可接受质量或存在瑕疵以及导致伤害，消费者法为消费者提供了如下救济：

Chapte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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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保障
消费者保障适用于在贸易或商业中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情形。消费者保障条款包含若干要求，最重要的条款

之一是要求商品符合使用目的。近年来，考虑到大型零售商就明示或扩展的保证所作出的陈述可能使消费者对其基

于法定消费者保障所享有的权利产生误解，竞争和消保委一直在积极地执行这些条款。

伤害或损失责任
对消费者因商品违反消费者保障而遭受的损害或损失承担直接责任的是商品提供者而非制造者。消费者法给公司设

置了强制报告义务，要求公司在知晓其提供的商品造成伤害时予以报告。消费者法也允许因商品不安全而遭受伤害

或财产遭受损失的人向制造者寻求赔偿，并且不需要证明制造者的过失或与制造者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如果商品未

达到人们通常可以期待达到的安全标准时则将被视为存在瑕疵。消费者法规定了决定商品是否安全时应考虑的一些

事项，包括商品营销方式、商品包装以及随同商品的介绍或提示。商品制造者有一些他们可以依赖的法定抗辩事

由，包括在商品提供时不存在瑕疵或商品瑕疵是因遵守法定标准所致等。

除法定消费者保护外，在澳大利亚，消费者对因瑕疵产品遭受的损失或损害也可以基于普通法以及侵权（过失）或

合同法的原则寻求损害赔偿。普通法下的过失侵权是基于过错的，因而原告必须证明被告方（制造者或提供者）有

过错。原告必须证明制造者或提供者对原告负有注意义务，他们违反了此种义务（未能根据必要的注意义务标准履

行注意义务）以及此种违反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或伤害。

如消费者可以证明与提供者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并且提供者违反了合同，则消费者也可以寻求合同救济。

15.3 强制执行：罚金与权力 

消费者法将与消费者保护条款有关的强制执行权力授予了竞争和消保委。竞争和消保委有权发出证明通知，要求经

营者提供信息或文件，并且他们也有权发出侵权处罚通知处以罚款。法庭程序开始后，因违反消费者法的民事罚

款，针对每一项违反行为可以对公司处以高达110万澳元的罚款，对个人处以高达22万澳元的罚款。民事罚款将显

著高于侵权处罚通知中处以的罚款数额。例如，在2016年联邦法院的一个案件中，某公司就有关地标的多项相关陈

述被法庭以从事误导性行为责令支付600万澳元罚款。竞争和消保委也有权要求经营者公布更正后的广告、执行合

规项目以及对相关责任人从管理岗位中撤职。

15.4 国际产品责任 

一些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由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管辖。澳大利亚于1988年3月18日批准了该公约，且该公约

于1989年4月1日在澳大利亚生效。如果联邦、州以及地区的法律与该公约存在冲突，则优先适用该公约的规定。

如合同的买方和卖方在该公约的缔约国都有营业地，或者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公约缔约国的法律，则将适用

该公约。

该公约不适用于某些货物的销售，包括为个人、家人或家庭使用而购买的产品或金融产品（如股票、股份、投资证

券或金钱）。

该公约规定卖方必须交付符合合同所要求数量、质量和描述的产品，产品的包装或包裹方式也必须符合合同要求。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根据本合同提供的货物必须适合其目的（即货物通常之目的或在合同签订时通过明示或暗示

的方式向卖方表明的目的），符合用于销售该货物而提供的样品的质量，以及以足够保持和保护货物的方式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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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有大量规范不动产的法律。本章包含对下列内容的简要概述：

澳大利亚土地所有权的不同类型；

澳大利亚法律认可的其他土地利益（不构成完全所有权）以及与土地有关的权利；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在澳大利亚出售、租赁或以其 他方式处置不动产前必须满足的要求；及

对拥有澳大利亚土地的业主强加的重要责任和义务。

如您要在澳大利亚收购或开发任何不动产，我们建议您事先就上述事项寻求专门法律建议。

 

16.1 土地所有权 

澳大利亚法律认可下列两种基本不同的土地所有权：

永久产权；及

皇家领地。

每一个州和地区有其自己的法律以处理土地所有权。

永久产权
永久产权给与了土地所有人对其土地完全和不受限制的所有权（但仍受制于一些通常保留给相关州或地区的权利，

如矿业权）以及土地所有人在其土地上进行任何活动的权利（但仍要遵守规划和环境等法律）。澳大利亚大多数永

久产权的所有权和利益是由一个被称为“托伦斯所有权”的登记系统管理的。

托伦斯所有权

托伦斯所有权是一个保护权利人在土地上已登记利益的有效、相对简单和安全的系统。土地上的多数利益类型都能

在相关的州和地区登记处登记，这也是公众了解相关地块上存在何种利益（以及任何此种利益的条款，如登记租约

的期限）的主要方式。但是，一些澳大利亚永久产权尚未转换为托伦斯所有权，仍然由被称为“老系统”的所有权管

辖。这类土地相对较少，且大多数位于新南威尔士。老系统所有权处理上不如托伦斯所有权那样简单，但是其仍为

所有人提供了有保障的所有权。

Chapte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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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产权的土地可以以多种方式细分。分契式所有权和社区所有权就是两个例子。这两种所有权都由法律规范。

分契式所有权和社区所有权

分契式所有权多用于多层建筑，如，居民公寓。分契式所有权可以让一个人拥有建筑物的一部分（通常被称为一套

或一个单元）且可以与建筑物其他套或单元的所有人共同使用建筑物的公共区域（如大厅、泳池和电梯）。

社区所有权多用于地产区划分，如居民住宅区。该所有权也可以用于有关公寓建筑。社区所有权可以让一个人拥有

地产区内的一部分土地并与该地产区内其他土地所有人共同使用该地产区的公共区域（如例如道路或公园）。

规范分契式所有权和社区所有权拆分单位的法律设立了一个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机构监管共同区域和共享设施，且

该机构有权制定规则规范居民使用建筑物或地产区内财产和共享设施的方式。分契式所有权和社区所有权业主集体

控制该机构。

皇家领地
澳大利亚政府及州、地区政府在澳大利亚拥有一些土地。并不是所有政府所有的土地都已转换为永久产权，尚未转

换的部分称为皇家领地。皇家领地由成文法律规范，且在处置（如出租或出售）皇家领地前必须满足一些要求。

16.2 土地利益及与土地有关的权利 

澳大利亚法律认可了多种不同类型、不构成完全土地所有权的土地利益和权利，包括：

租赁；

抵押；

地役权与限制性契约；

原住民地权；及

许可。

租赁
土地所有人可以根据当事人同意的条款向另一方出租其土地的全部或一部分。租赁给承租人授予了土地利益以及根

据租赁条款独占租赁区域的权利。为保护租赁利益免于第三方索赔（如抵押权人希望以空地形式出售该土地），一

些（并非所有）州和地区要求对托伦斯所有权土地的一些租赁类型根据托伦斯所有权系统予以登记。在维多利亚

州，租约通常不能登记。

抵押
土地所有人借款时，贷款人可能要求土地所有人以该土地向贷款人授予担保。这种担保被称为抵押，且其通常授权

贷款人在借款人未按双方约定偿还借款时有权出售该土地。托伦斯所有权土地抵押须根据托伦斯所有权系统予以登

记。



租约利益所有人也可以根据租赁条款，以其租约利益作为担保借款。如借款人未按双方约定偿还借款，租约利益抵

押则使贷款人有权出售土地租约利益。托伦斯所有权土地租约抵押须根据托伦斯所有权系统予以登记。

地役权与限制性契约
为向另一土地所有人提供便利，土地所有人可以不时向其授予土地权利，例如，在其地上通行权或通过其土地铺设

管道。这些权利统称为地役权。

为向另一土地所有人提供便利，土地所有人可以暂时限制其自身权利，例如，不将其土地用于有害或有冒犯性的目

的。这些限制统称为限制性契约。

地役权与限制性契约二者均：

针对土地提供便利或限制，而不是针对授予地役权或限制性契约的土地所有人或获得该等利益的土地所有人；

及

若其影响到托伦斯所有权土地，在一些（并非所有）州和地区，需要根据托伦斯所有权系统予以登记。

通常情况下，若地役权与限制性契约没有根据托伦斯所有权系统予以登记，则将不能约束未来所有人，除非未来所

有人通过合同方式同意对他们产生约束力。

一些政府机构和机关也能对土地获得地役权或设置限制性契约，例如，铺设电缆。这种地役权和限制被称为人役

权。人役权并非附属于或为政府机构和机关所有土地之便利而存在，相反是直接授予政府机构和机关的。这就好像

土地所有人之间授予的地役权与限制性契约，人役权如影响托伦斯所有权土地也应根据托伦斯所有权系统予以登

记。

原住民地权
原住民地权是为土著居民或托雷斯海峡岛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根据其经澳大利亚法律认可的习惯法享有的土地

利益而使用的术语。

原住民地权在下列方面不同于永久产权和租约利益：

该权利来源于传统法和习惯，并由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认可和遵守；该权利不是来源于国家成文立法；及

原住民地权的权利和利益必须与土地或水域二者（或二者之一）相关。这些权益可以是公共的、团体的或个人

的，但却是不可转让的。请参见本指南第 19章第19.4节“自然资源”进一步了解有关原住民地权及土著文化遗产

保护法律的信息。

许可
土地所有人（及，根据特定租约条款的承租人）可以向其他人授予占有土地的许可。该许可使得被许可人有权根据

许可条款非排他地占有土地。许可并未给与许可持有人土地利益也不能根据托伦斯所有权系统予以登记。许可只是

土地所有人（或承租人）与被许可人之间的个人合同。

16.3 在澳大利亚进行土地交易 



澳大利亚的土地在交易（如购买或租赁）前必须满足一些法律要求。这些要求中比较重要的有：

在澳大利亚进行土地交易（即出售、出租或抵押土地）的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才能生效。

需要在托伦斯所有权系统登记处备案的，向购买人转让任何类型土地利益的文件，必须采取规定形式且根据相

关州的注册要求签署。代表购买人的律师会被例行要求确认代购买人签字的当事人身份。

在一些州和地区，一些土地交易文件还需要政府办公室盖章才能生效。政府办公室在对文件盖章前会收取一笔

费用或转让税，该税费通常参考交易中需支付的金额进行计算。该税费就是印花税。相比于澳大利亚居民，外

国公司或个人在收购不动产时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印花税。类似地，外国公司或个人就其已经收购的不动产，可

能会被征收更高的土地税。请参见第10章“外商投资法规”。

外国公司或个人在澳大利亚购买不动产前通常需要获得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批准。对不同类型的不动产和不同

种类的外国个人将适用不同的规则。在一些情况下，在澳大利亚租赁不动产可能也需要获得外国投资审查委员

会批准。有关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批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10章“外商投资法规”。

在一些州，可能有一个单独的外国土地所有权登记（不同于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批准要求）。

有关某些州特定类型的不动产收购，购买人必须调查出卖人的居住状态和商品服务税遵守情况。根据出卖人提

供的信息，法律可能要求购买人保留一定数额的购买价款并将其转交给澳大利亚税务署。若购买人未能遵守这

一义务保留并转交资金，购买人将对这些款额负有个人责任。有关税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10章“外商投资法

规”及第11章“税收制度、印花税与关税”。

 

16.4 土地所有人责任与义务 

澳大利亚法律要求土地所有人承担一些通常的责任和义务。此处载明了一些责任和义务的简要概述。其他责任和义

务可能会在订立特定交易时适用，比如：

基于“接受或放弃”前提提供给一方的标准租赁形式——请参见第15章“消费者保护与产品责任”第15.1节“行为义

务”对澳大利亚消费者保护法的讨论；及

  对拟出售或出租土地的特定信息予以披露的义务，例如：

根据大多数州的财产法强制披露的材料；

污染；

因分契式所有权、社区所有权和住宅用地而产生的特定披露义务和要求；及

建筑和能效证书，澳大利亚建筑环境评价体系和绿星评级。

对您考虑购买的任何土地附带何种特定责任和义务，我们建议您寻求法律建议。

 



费率与税收
澳大利亚法律允许当地政府机关对土地征收一定的费用以支付提供服务的成本，比如对该土地的垃圾处理、雨水和

污水处理服务。

澳大利亚每一个州和地区都对在该州或地区内拥有土地征收年度税费。该税被称为土地税。

一些物业，通常是业主的主要居住地，可以免于缴纳土地税。

定居在澳大利亚之外的业主通常无权享有该税收减免。

对分契式所有权或社区所有权的细分土地，管理机关也会收取费用以支付公共区域和共享设施的管理、维修、维护

和保险费用。

公共责任
澳大利亚法律对土地所有人或出租土地的人强加了一些责任，即如果有进入该土地的人被杀害或受伤或其财产遭受

某种损害，法律认定该土地所有人或出租人需要承担责任。公共责任险可以防范该风险。

合规
澳大利亚每一个州和地区都有详细的法律规范下列事项

土地使用；

土地开发和在土地上建造改良设施；及

污染物排放。

这些法律通常要求土地所有人以及土地占有人或土地开发者都有遵守该等法律的责任。请参见第17章“环境与规划制

度”了解这些法律的详细信息。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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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每一个州和地区都有详细的法律规范下列事项

土地使用；

土地开发和在土地上建造改良设施；及

从该土地或向该土地排放污染物。

因而，澳大利亚的多数公司收购和几乎所有不动产交易将涉及规划、土地使用和污染控制问题。

本章包含了联邦主要环境法律的简要概括和澳大利亚每一个州和地区政府颁布的法律类型的讨论。

如果您打算在澳大利亚收购不动产、开发土地或收购或设立公司，我们建议您就将特别规范拟议交易或项目的规

划、土地使用或污染相关的法律获取法律意见。

 

17.1 联邦法律 

规范规划和环境事项的主要联邦法律是1999年的《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案》（联邦）。该法案禁止进行可

能对下列事项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

联邦所有的土地或海域的环境；或

将对全国环境产生影响的特定事项（比如民族遗产项目、已列明的濒危物种和群体，及核行动）。

除非已经获得环境与能源部部长的批准，或获得该法案中其他豁免例外。根据该法案需要获得的批准独立于（且附

加于）根据州或地区法需要获得的批准，尽管有时候这两类申请可能使用相同的文件。

17.2 州和地区法律 

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州和地区都已颁布单独的土地使用和环境法律。尽管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已颁布的法律有所不同

（有些甚至差别较大），仍然可能就下列事项确定一些公同点：

土地使用规划、污染控制；

土地污染；及

Chapter 17

环境与规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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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和可再生能源问题。

下文列出了前述每一问题的简要概述。

土地使用规划
通常，每一个司法管辖区的土地使用规划法律都利用环境规划文件控制对土地的使用和开发。环境规划文件将土地

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并确定如下几种特定的土地开发类型：

允许开发，且无需批准；

禁止开发；或

允许开发，但需事先获得批准。

总体上，改变土地或建筑物用途（例如，从住宅改为商用办公室）或在土地上建造任何实质构筑物，如建筑，需要

获得批准。在需要获得批准的事项上未获批准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有关机关也有权发布命令要求停止将土地用于

未获批准之目的或要求拆除未经批准的任何建筑物。

如为改变土地用途或建造建筑物而需要批准，则：

需要开展环境影响评估（这涉及到对实施一个特定项目或开发可能带来的潜在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及

可能需要通知一些公共社会成员并授权他们在作出批准前提交意见。

由于土地使用批准通常由当地市政局作出，或者在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开发项目中，由州或地区政府批准，这些批准

程序可能受政治考虑的影响。鉴于此，以及经常适用多层级环境规划文件，我们建议您在开展项目前，就需要获得

何种土地使用规划批准获取具体建议。

污染控制
每一个州和地区都已颁布法律旨在控制污染和规范废物处理：

大多数司法管辖区规定：

在开展可能产生污染的活动（如采矿或特定工业类型）前获得许可，及

未经许可授权的土地、空气或水污染或排放噪音污染都为违法行为。

每一个州和地区的监管者都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执行污染控制法律。监管者可以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涵盖了从发

出命令和民事罚款到采取可能导致高额罚金甚至监禁的刑事控告。

由于司法管辖区之间规范污染的法律各异，且都规定了高额的违法罚款，在开展任何可能产生污染的项目前，就需

要获得的许可以及必须满足的法律要求获得具体建议是很有必要的。.

土地污染



澳大利亚的所有州和地区都有法律规范土地污染。如果土地中包含物质的浓度高于其自然产生的范围（如，铅）且

该物质浓度达到了对人体健康或环境的任何方面构成危害的水平，则该土地通常会被认定为已被污染。一般而言，

造成污染的人是该土地污染的第一直接责任人，但是如果无法找到该污染人或该污染人不能负担污染清理费用，土

地所有人（或者甚至是相关当地政府）可能需要承担责任。

对已（或可能）被污染土地的收购、处置及修复涉及到特定风险管理事项，我们建议获取专门法律建议管理该风

险。

温室气体及可再生能源
澳大利亚已经有涉及气候变化的法律且在继续发展中。

2012年年中，2011年《清洁能源法案》（联邦）以及18个相关配套法案生效，力求建立一个综合性碳排放定价机

制。这些法案在2014年年中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直接行动计划，该计划将在第18章“电力与可再生能源”中进一

步讨论。

另一个现行项目是低碳农业倡议，该项目是根据2011年《碳信用（低碳农业倡议）法案》（联邦）引进的。低碳农

业倡议取代了几个之前已经实施的政策措施，在州和联邦层面鼓励自愿减少温室气体以及投资可再生能源技术。低

碳农业倡议促使各方从澳大利亚基于土地的行动中形成政府支持的可交易“信用”以减少或储存碳污染。这些信用可

以在国内销售（出售给自愿抵消其碳排放的主体）或在国际上销售（根据有约束力的计划，如欧盟排放交易计划，

出于自愿抵消碳排放目的或合规目的）。低碳农业倡议目前被合并到了减少排放基金计划中，该计划是直接行动计

划的一部分。

主要的报告程序是根据2007年《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案》（联邦）执行的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计划。

该计划要求众多公司就其经营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及能源生产和消耗提交年度报告。该计划在本指南第18章“电力与

可再生能源”中将进一步讨论。

澳大利亚政府还执行了可再生能源目标要求澳大利亚的电力供应商提供一定数量来源于可再生资源的电力。该目标

将在第18章“电力与可再生能源”中将进一步讨论。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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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与可再生能源产业目前正处于从主要以煤为基础的多能源发电模式向更高层级的可再生能源进行产业转型的重

大变革中。一系列的因素，包括昆士兰液化天然气厂开始生产、国内暂停水力压裂，都意味着更高的天然气价格。

因此，天然气将不会如先前预期一般被作为发电的过渡燃料，且安全性和购买力将与政治高度相关。同时，风能与

太阳能项目的开发将会迅速兴起。

澳大利亚正努力在碳排放、能源安全与能源可供应能力的管理中谋求适当平衡，因此，围绕能源产业的法律框架目

前还未确定，且可能会有发展变化。

 

18.1 电力与可再生能源 

电力市场
澳大利亚有数个不同的电力系统。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国家电力市场，其范围涵盖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

亚州、南澳大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州、澳大利亚首都地区。排在其后的是集售电力市场，其业务遍及西澳大利亚州

的西南互联系统。还有更小一些的系统，包括在偏远西澳大利亚州皮尔布拉地区的西北互联系统，及在澳大利亚北

地区运营的北方地区电力市场。

国家电力市场

国家电力市场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电力市场，其拥有4万公里长的输电线路、9百万用户、5万兆瓦的发电能力及每年

交易价值114亿澳元的电力。国家电力市场依据《国家电力法》（最初于南澳大利亚州通过，随后在各法域统一适

用）的规定于1998年建立，现主要受国家电力规则的监管。

国际电力市场由下列独立主体运营及管理：

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中心——市场运营机构，市场注册机构；

澳大利亚能源市场委员会——负责规则修改；及

澳大利亚能源监管局——实施、零售及电网许可/豁免、决定电网收入。

虽然该产业法律法规的许多方面适用《国家电力法》及《国家电力规则》，某些重要方面在不同州也有不同的适用

规则。这包括规划与环境许可、输电及配电网许可、零售许可（仅维多利亚州）及发电许可（除新南威尔士州

外）。

国家电力市场的参与者可以被分为三大组：发电企业、电网服务提供商（例如：输电及配电网运营商）及市场客户

（例如：电力零售商）。国家电力市场中的大部分发电企业、电网服务提供商及零售商现在都是私有的，但各类别

Chapter 18

电力与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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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保留了某种程度的政府所有权。国家电力市场中的大型电力零售商通常拥有很大的发电能力，但电网服务提供

商通常仅拥有输电或配电资产，且不参与发电或电力销售。

向国家电力市场用户出售电力的零售价格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尚未规范”，但电力运输成本（例如必须向电网服务提

供商支付的费用）继续由澳大利亚能源监管局根据《国家电力规则》进行规范。

国家电力市场本身是一个总电力联盟，其中对国家电力市场各地区（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澳大利亚首都地

区、维多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州及南澳大利亚州）、各交易区间（目前的交易区间是30分钟，但现在正考虑将交易

区间转为5分钟），一天24小时供电的集售电力价格是确定的。为确定该价格，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中心在各个

交易区间进行一次逆向拍卖。发电企业出价（投标）在交易区间内以不同价格发送一定电量。

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中心在交易区间内从由最低出价开始调度发电量，再调度至更高的出价，直至电力供应能够

满足需求。该交易区间的集售电价为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中心实际调度的发电企业的最高出价。在同一交易区间

内所有发电企业均享有同样的集售价格，无论其出价是否更低。现在国家电力市场集售价格在所有交易区间的范围

可能是1千澳元至14,200澳元每兆瓦时之间。

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中心以结算所的形式运作，从市场客户（即零售商）处以集售价格对其客户在相关交易区间

内所消耗的所有电量收取费用，再向所有在相关交易区间内发电的发电企业以集售价格支付费用。

零售商一般对其客户使用的电量向客户以固定价格收费。零售商一般会通过与其他市场参与方达成保值措施或订立

其他衍生合约，或是通过购买电力期货合约的方式来管控其受电力集售价格波动影响的风险。

集售电力市场

支持集售电力市场运行的西南互联系统投入了超过7,800千米的传输电缆，每年供电大约18太瓦时，拥有超过一百

用户以及5,798兆瓦注册发电量，其中包括513兆瓦未规划发电量。与国家电力市场不同的是，集售电力市场是个交

易产能和电力的净市场（即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双务合同依旧扮演重要的角色）。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中心最近开

始在集售电力市场担当系统运营人的角色。

可再生能源
当国家电力市场建立时，市场中的电力大都由燃煤和燃煤气发电。但是，在近十年来发电模式已有变化。其中一项

显著的变化是停止进一步发展燃煤发电和关闭一些老化的燃煤厂。与此同时，由于昆士兰大型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建

立后燃煤气批发价显著上升，数量可观的燃煤气发电机遭到“封存”。

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在国家电力市场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主要是由岸上风力发电及电站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厂

带来的。这一增长有数个州和联邦监管安排支持。

气候变化承诺

澳大利亚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巴黎协定的缔约方。巴黎协定包含一项承诺，要将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限制

在2摄氏度内（高于工业化以前水平）以及努力将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限制在1.5摄氏度（高于工业化以前水平）。

澳大利亚承诺在2030以前将碳排放降至比2005年水平低26-28%，这比澳大利亚的京都议定书目标更进一步，该目

标致力于在2020年将碳排放降低至比2000年水平低5%。

气候变化政策



碳排放和气候变化政策在澳大利亚有着坎坷的历史。2012年，吉拉德工党政府实施了一套综合性碳排放定价机制，

但是在2014年艾伯特联合政府当选后被废除。

联邦和国家州政府都实施了一系列倡议以降低澳大利亚的碳排放，提升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联邦政府的两项关

键倡议政策有：

可再生能源目标；及

减少排放基金（直接执行）

同时，维多利亚提出了一项独立的、州立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政府现在为对应电力市场情况开展一系列审查，着重探索燃煤改可再生能源发电运动对电力市场的影响，以及该变

化对电力供应安全的影响。

可再生能源目标方案

推动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的关键动力是始于2000年的可再生能源目标方案，该目标目前计划运行至2030

年。

根据可再生能源目标，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可以创建可再生能源证书，一份可再生能源证书大致等于从可再生能源

发出1兆瓦时的电力。电力零售商需按照其向消费者出售电力的23.5%来购买这些可再生能源证书。零售商被要求就

其一个日历年内的电力销售的可再生能源证书上交至清洁能源管理方，频度为一个日历年。无法上交足够的可再生

能源证书将导致被收取差额费。

可再生能源目标分为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及小规模可再生能源方案。这两个方案创建了两个不同类别的可再生能

源证书，每个类别有不同的上交目标和定价：

大规模可再生资源目标下分阶段创建了大规模发电证书，该证书的创立基于计量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的产量，

该设施的产量为至少100千瓦，比如大型电站级的风力或太阳能发电项目；及

小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下创建的小规模技术证书，该证书基于较小的可再生能源设施——以居住或商业屋顶设

施为典型。与大规模发电证书不同的是，为了较小规模项目创建的小规模技术证书可以按照预计产量“预先”设

立，经常由用户向安装者售出，换取系统费用打折。

在2020年，大规模发电证书的上交目标将达到峰值，水平等同于33,000亿瓦时的可再生能源产出。从2020年至

2030年底，目标将会保持在该水平。

减少排放基金和保障机制

为了代替碳定价机制，联邦政府在2014年实施了一个直接行动计划。政府向减少排放基金注入了25.5亿澳元，通过

拍卖程序支付排放削减，以此帮助达成澳大利亚2020年的减排目标，即至2020年要减排至比2000年水平低5%。

参与该方案的个人和企业为每吨该项目存储或避免的等额二氧化碳赚取澳大利亚碳排放额度。澳大利亚碳排放额度

可以通过碳减排合同向政府出售，或是向二级市场出售。

截至2017年4月，已花费2.2亿澳元减排了189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2015年，作为直接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建立了保障机制以保证其购买的排放减少量没有被经济中其他方面明显

高出通常经营水平的排放所抵消。保障机制的法律框架通过对2014年《低碳农业倡议修正法案》的修正案列于《国

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案》。

保障机制适用于每年直接排放高于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大企业，大约140个，这占澳大利亚排放量的一半左右。

减少排放基金和保障机制将在2017年进行审查，最终报告将在2017年11月15日发布。

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制度

《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案》于2007年9月通过。该法案要求对重大能耗和发电量，以及超过一定量的温室气体排

放进行强制报告。违反该法案的惩罚包括高达22万澳元的罚款以及追究CEO的个人责任。报告义务被指定给在公司

阶层顶层的公司（“控制公司”）。《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案》仅适用于在澳大利亚境内消耗或生产的能源，或排

放的温室气体。从2012年4月1日起，该方案有清洁能源管理方执行。

维多利亚可再生能源目标

维多利亚可再生能源目标是鼓励向维多利亚内可再生能源部门投资的维多利亚政府倡议。按照维多利亚可再生能源

目标，维多利亚将承诺至2020年达成可再生能源发电25%，至2025年达成40%的目标。该目标预计将受到反向竞

拍方案的支持，在该方案下，项目开发商相互竞争，以最低的价格提供可再生能源。中标者将会签订支持他们项目

的长期合同。根据现有产量和需求预报，在该方案实施的过程中政府将拍卖高至5,400兆瓦的额外产能。

电力政策综述
Finkel报告在2016年澳大利亚南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停电事件后，澳大利亚政府理事会委托第三方对国家电力市场

的未来安全性作了一次独立审查。该审查由澳大利亚首席科学家Alan Finkel博士领导，并期望其提供国家电力改革

蓝图，确保国家电力市场的安全、可靠、可购买以及可持续。该报告因此被称为“Finkel报告”。

Finkel报告的结果以三个方面为支撑——有序过渡、更好的系统规划以及强化监管，且由下列重要建议组成：

要求所有大型发电企业提前三年发出关闭通知；

作出全系统电网升级计划投资决定；

进行区域性电网安全及可靠性评估；

为向创新低排放电力系统的过渡提供帮助和系统规划；

建立新的能源安全委员会，以帮助执行Finkel报告调查结果，并实施系统监督；

强化能源监管部门；及

国家电力市场形式可能的结构变化，包括考虑建立采取事前措施的市场。

尽管澳大利亚政府理事会采纳了该报告中的绝大部分建议，但并未采纳清洁能源目标机制（该机制将实质上取代可

再生能源目标），而且截至起草本指南时，也没有信号表明该新机制将会被执行。

国家能源保障



Finkel报告颁布后，新成立的能源安全委员会向联邦政府推荐了一个新的能源政策。该政策被称为国家能源保障，

包括：

可靠性保障，要求零售商对其在国家电力市场出售给客户的特定比例电力来源于可靠的（即可调度的）发电企

业；及

排放量保证，要求零售商确保，其向用户供应的电力平均排放量低于特定的排放强度。

在致能源部长的信函中，能源安全委员会建议在2017年11月向澳大利亚政府理事会提交国家能源保障机制的最终方

案。

该方案的目标在于取得澳大利亚政府理事会对国家能源保障机制的同意以及最终批准修改NER以在2018年底推进国

家能源保障，在2019年实施可靠性保障，在2020年实施排放量保障。

在本指南起草时，该政策的详细情况鲜有公布，且能够获得的信息引发了许多问题，完全理解国家能源保证的含义

则有待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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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能够自足大部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产，并且拥有广泛的资源产业。采矿业占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

7.4%，仅比货物出口总值的一半略低。

澳大利亚长期以来按照商业产量生产黄金、银、镍、煤炭、铅、工业金刚石、锰、钽、铜、锌、铁矿石和亚铁化合

物，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生产铀；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生产石油和天然气；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产铝土

矿、氧化铝和铝。澳大利亚也大量开发矿砂。

澳大利亚资源分散的特质意味着这里有众多的商业机遇等待探索，包括直接开采矿产资源；建立矿产品加工业；以

及为产业提供专业技术，服务和设备。

澳大利亚及其大陆架拥有相当可观的石油储量。澳大利亚的主要油气生产区域是西澳州的西北大陆架，以及沿维多

利亚海岸的巴斯海峡。在西澳州的西北大陆架和昆士兰的中部和西南部已经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资源。澳大利亚的

天然气资源满足了澳大利亚的国内天然气需要，并支持着大量基于天然气的加工业。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二大液化天

然气出口国和储量国。 预计将于2018年上线的五个在建项目将会进一步提高产量。这一进展将使澳大利亚成为世

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储量国。

近期东海岸更多地开发了煤层甲烷，尤其在昆士兰（目前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和北部地方存在立法限制）。一些

在格莱斯顿运营的液化天然气工厂使用煤层甲烷作为原料。

澳大利亚政府对于铀的政策是，在遵守严格的防止核扩散国际公约的前提下，通过允许开采和出口铀提高澳大利亚

工业出口的潜能。目前只有三个铀矿在澳大利亚运营（北领地的漫游者，以及在澳大利亚南部的奥林匹克坝和贝弗

利）。西澳政府再次发布了对新铀开采项目的禁令，于2017年6月20日生效。但现有已经获得审批的项目可以继续

进行（金泰尔、伊利里、穆尔加岩和威卢纳项目）。昆士兰仍然保持禁止。

19.1 概览：矿业和石油立法 

大部分澳大利亚的采矿工程在陆上进行。这里有大量的海上石油勘探和生产。有很多法条（联邦、州和地方）管辖

矿业和石油业的运营。总体上，任何希望进行勘探或开发的公司必须向政府保证其有经济和技术资源以支持拟议活

动。

联邦和地区政府对针对其辖区内的矿业和石油业的法案和法规进行管理。这包括：

勘探和开采权的授予以及对影响这些权利的交易的审批和登记；

对矿产和石油勘探和发展项目（通常为两阶段）的审批；

监管运营以保证遵守矿井和油田良好操作规范，遵守健康和安全要求，以及保护环境；且

Chapter 19

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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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租金、特许使用权费和其它费用金。

在对任何可能为皇家资产的矿产进行勘探或实施采矿作业之前，根据相关立法，必须获得一项采矿权，其可以是一

张勘探许可证书、一张采矿租约或者一项辅助性权利（例如加工设施、住宿或输电线路）。检阅相关采矿登记和任

何可用权利文件以评估开采权和任何登记交易所附加的条款和条件相当重要。

大部分矿业和石油相关立法包含对权利所有人对特定影响到矿业和石油开采权的交易需要获得政府审批的要求。

总体上，一项包含采矿或石油开采权的全部或部分转让的让与或者出售将需要政府审批和登记。

皇室拥有或保留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但仍有可能私人拥有矿产。检查最初的资产授予以确定皇室是否保

留了全部矿产非常重要。在任何情况下，勘探或开采矿产的权利（无论是否私有）均依赖于获得相关政府审批。

19.2 矿产开采权 

每一州以及北领地有从总体上规制采矿的采矿法规。其他立法规制煤炭开采。

州和地方采矿法规在结构和作法上比较相似，但在矿产开采权的法律处置上有许多不同之处。联邦和州政府采矿部

门在对法律法规的管理实践和程序上也有很多不同。

现存采矿法规下有两种权利的基本形式：

勘探权（通常被称为勘探许可证），进行勘探活动，包括钻井和测试均需要取得；及

开采权（通称被称为采矿租约），进行商业煤提炼活动需要取得。

一项勘探许可或矿场租约将遵守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其将包含提交定期报告和支付租金的义务。采矿权包含的条件

可能涉及如何及何时能够进行特定的勘探或采矿活动。

例如，在西澳，对于一项勘探许可证，若其获得于：

2006年2月10日之前，则在勘探许可证期限的第三和第四年届满时，要求撤销50%的勘探许可证；及

2006年2月10日之后，在勘探许可证第六年结束时需上交40%土地。这些强制上交条款的目的是防止大面积土

地被一名开发者锁定及为其他开发者提供获得土地的平等权利。

各州和地区的采矿许可安排均不同，也根据所采矿产的性质有所不同。

环境和规划审批
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分别实施了不同的规划和环境立法。总体上，当一个公司拟开展勘探活动时，需要一些形式的

环境或土地使用审批。

对于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活动（例如采矿）的审批，授予主要许可的决定通常由相关州或地方政府作出。这意味

着，审批过程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虽然不同辖区的审批过程有所不同，以下为一些共同特点：

若审批机关未考虑涉及勘探/开采活动可能产生的任何或者全部环境影响，则该活动的审批不会被批准；

若行为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则将要求准备一份影响报告或环境评估；

可能需要通知一些或所有的大众成员并允许其在授予许可之前提交倡议或反对；及

审批机关可能拒绝许可拟议采矿活动或可能在附加其认为适当的条件下授予许可。对一项拟议采矿项目，条件

在范围、数量和细节上均非常广泛。没有许可或者不按照授予的许可，项目将无法开始或进行。

对于一项拟议采矿项目，关键环境因素将包含对下列的影响：

地下水源和水流；

环境变化；

动植物群；

本土和非本土的遗产；及

人类群落。

在任何影响报告或环境审批中，这些因素均需在细节上加以考量。

除州和地区立法外，《1999年联邦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案》要求公司对以下一项或多项可能产生任何重大

影响的活动获得许可：

申报世界遗产的财产；

民族遗产地；

根据湿地公约申报的湿地；

在录濒危物种；

在录濒危生态群落；

在录移栖物种；及

在煤炭开采或煤层气活动中，水资源。

据此，在拟议采矿项目相关的任何勘探工作或开采活动开展之前，无论该活动是否可能对一项或多项以上列出的事

项产生重大影响，必须完成一项评估。

除上述初步评估程序外，对与勘探和开采均相关的特定活动可能要求一系列其他许可/批准。此类许可/批准包括：

封锁道路的许可；



与使用爆炸和放射性物质相关的许可；

从特定水源汲水的许可；

在特定地址用水的许可。

这并不是对澳大利亚拟议采矿项目可能需要的不同批准/许可证的详尽总结。在需要批准的情况下，有关的法例规

定在未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推进项目是违法的。这是涉及多个法域，主管部门和立法的复杂法律领域。我们建议在开

始拟议的项目之前征求法律意见（并聘请环境顾问）。

地上权
土地的所有者或占用者（通常是农民）与需要访问和/或打扰该土地的采矿权持有者之间显然存在紧张关系。该领

域的法律可能十分复杂。

取得某些被占用土地的采矿权需要获得同意。在其他情况下，在获得所有权后，需要获得进入占用的土地的同意。

根据国家采矿立法，有必要向地上权受到采矿作业影响的土地所有者进行补偿。向业主或占用者支付的补偿可能包

括对被剥夺土地表面占有的补偿，对土地表面的损害以及对任何装修造成的损失或损害（除其他事项外）。

19.3 其他权利：石油和燃气（包括煤层气） 

石油
在所有州和地区（澳大利亚首都地区以外），独立的立法涵盖了陆上（与海上不同）石油勘探和生产。在海上勘探

和生产方面，有一个国家海上管理区（从领海的基线向海延伸三英里）和一个联邦海上管理区（延伸到超过基线以

外三海里的水域的领海）。还有国家立法来规范石油管道的建设和运营。在天然气管道方面，已经制定了国家准入

原则，以允许第三方就使用澳大利亚一些较大的天然气管道进行谈判。

与矿产一样，根据石油法规授予不同类型的石油权利。其中包括授权勘探石油的勘探许可证，以及允许持有者在商

业发现后开采石油并进行必要的生产操作和工程的生产许可证。建设和经营石油管道需要取得石油管道许可证。

煤层气
煤层气（CSG），也被称为煤层/床甲烷，是由甲烷组成的天然形成的气体。甲烷通常附着在煤表面（裂缝和夹

板）或微孔上，并通过储层和水压保持在适当的位置。当煤层压力下降时（通常在水从煤层中移出后），CSG被释

放。

由于安全原因，CSG长期以来一直从煤矿开采中提取，但近年来在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本身可用的能源逐渐获得了关

注。

例如，在昆士兰，CSG（作为一种碳氢化合物）可通过采矿租赁（附适当的条件）或通过相关的石油立法进行开

采。这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领域。由于气体可以根据权利性质而有不同的开采方式，因此存在相当大的重叠空间。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以下与CSG有关的限制适用于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



维多利亚州永久性禁止陆上非常规天然气（包括CSG和压裂）勘探方法，以及暂停传统的陆上天然气勘探直到

2020年6月30日；

北领地暂停液压压裂法，但仍有政府对水力压裂进行科学调查；及

塔斯马尼亚州五年内暂停液压压裂法。

重叠权利
煤，石油，CSG，油页岩权利之间存在重叠的可能性。所有权持有人可能需要签订适当的协调协议。这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领域，建议采矿人对拟议资源项目寻求专业建议。

规制地下二氧化碳采集和储存的立法也增加了重叠的复杂性。

地热能源
地热能源是储存在地表的热量产生的能量，或是收集从地表吸收的热量。在澳大利亚，地热能不被用作能源，但是

已知有地热能被探测到的地区。

一些州已经制定了规范地热勘探的立法。一些州也有通过生产许可证规制地热能开采的法规。

19.4 土著权利和土著文化遗产 

概要
高等法院在1992年判定，澳大利亚普通法承认并保护“土著”权利。土地或水域的土著权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

利”。土著权利是一项源自为土著人民所认可和遵守的传统法律和习俗的“权利的集合”。例如，土著权利可包括控制

土地使用权或获取土地的权利，以及捕猎、捕鱼和采集的权利。土著权利和权益可以属于社区，集体或个人，但不

得转让（如通过销售和购买）。

土著权利法案
联邦和州一级都有土著权利立法。《1993年联邦土著权利法案》于1994年1月1日生效。该法的目的是承认和保护土

著权利。《1993年联邦土著权利法案》包含五个主要领域：

1. 授予土地或水域权益可能影响土著权利时的土地使用程序（“未来法案”程序）;

2. 土著权利的废除;

3. 土著权利的索赔;

4. 确认某些法规、土地所有权和公共工程的有效性；及

5. 土著权利废除的赔偿。

土地使用—未来法案



在1994年1月1日《1993年联邦土著权利法案》生效后完成的对土著权利产生影响的非立法行为（例如永久产权、采

矿权和石油权和其他皇室授权期）必须符合《1993年联邦土著权利法案》的未来法案规定。这些规定为土著权利所

有人和登记的土著权利申请人提供了一定程序性权利。

根据所授予的权益的性质，赋予土著权利所有人和登记的申请人的程序权利广泛，小到有收到通知的权利或评论

权，大到有与准受让人进行谈判的权利。

按照未来行为规定授予的权利是有效的。他们会按照《1993年联邦土著权利法案》中规定的方式影响土著权利。采

矿权益通常不会消灭土著权利；相反，他们通常在授予期间优先于土著权利。

未按照《1993年联邦土著权利法案》未来法案规定授予的权利可能是无效的。

重要的是，如果能够证明与土地相关的土著权利已失效，那么《1993年联邦土著权利法案》就不能适用。

失效
在土地或水域上的土著权利可能以多种方式失效，包括通过立法，或通过授予与土著权利存续不相符的土地权益。

如果土著群体失去与传统土地的联系，则可能就不享有土著权利。

《1993年联邦土著权利法案》明确了导致土著权利失效的行为类型。每个州和地区都颁布了立法，规定国家和地区

政府采取的类似行为也可以使土著权利失效，尽管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小。

土著权利可能全部或部分失效。例如，永久产权的授予与土著权利完全不一致，因此在1994年以前授予这一所有权

（有一些例外）将使土著权利完全失效。相反，授予牧区的租约只能部分与土著权利不一致，因此授予这种租赁可

能已经使一些有关土地的某些土著权利失效（例如任何控制进入或使用的权利），但是可能没有使其他权利失效，

如通行权利，或在土地上收集草药的权利。

土著权利索赔
根据《1993年联邦土著权利法案》，土著人民可提出确定土著权利存在的申请。这包含一个由联邦法院判定某一特

定群落的土著居民是否能够证明对特定的土地和水域的土著权利持续存在并且没有被废除的听证会。

国家土著权利法庭（NNTT）和/或联邦法院可以协助调解结果，许多裁定是由当事方同意作出的。

如果提出的土著权利申请通过法定测试，将由NNTT进行注册，而这些申请人将有权根据《1993年联邦土著权利法

案》的未来法案条款获得某些程序性权利。

生效
《1993年联邦土著权利法案》和补充州和地区法规确保在1994年《1993年联邦土著权利法案》开始之前授予的任何

土地或水域权益在土著权利条款中是有效的，并且这些权利下的权益是完全可执行的。

土著土地
一些州和地区的立法创造了某些类型的土著土地。使用这些土地通常有附加程序性要求。

土著文化遗产



澳大利亚政府，各州和地区均有保护土著文化遗产的立法。

虽然这些制度有细微的差别，但在未经征得同意的情况下扰乱土著文化遗产通常为犯罪行为。也可能有必要在项目

建设或运营期间制定文化遗产管理规划。

19.5 合资企业 

合资企业安排为矿业和石油企业汇集资金和人才提供了便利的结构。有关合资企业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本出版

物的第3章，“业务结构”。

19.6 外国投资 

外国人收购澳大利亚资产或澳大利亚公司的股份需遵守《1975年联邦外资兼并与收购法案》。这在本出版物第10

章“外商投资法规”中有更详细的规定。

19.7 政府援助和征税 

征税

在澳大利亚，税收由澳大利亚政府、州和地区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机构征收（见第11章“税收制度、印花税与关

税”）。规划对澳大利亚自然资源的投资以及确保持续遵守税收义务时需要征询专家意见。举一个例子，澳大利亚

税务局对转让定价十分警惕，包括将矿物或石油出售给企业集团中在外国法域的其他成员。

石油资源租赁税（PRRT）是联邦利润税，适用于海上和陆上的澳大利亚石油和天然气项目（作为除联邦所得税以

外的独立制度）。

转让（印花）税是一种广泛影响交易的基于国家的税收。澳大利亚的每个州和地区都有自己的印花税立法，导致税

收法律十分复杂。由于转让税可能对自然资源交易和公司产生重大影响，投资者必须意识到并考虑拟议交易的潜在

税务影响。

各州和地方政府对适用管辖范围内的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征收各种自然资源使用费。澳大利亚政府也对某些形

态的石油征收消费税。

政府援助

另一面，澳大利亚政府对自然资源行业的援助实质上采取所得税优惠的形式。

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生产的资本支出存在特殊的税收减免。其中包括成功的现金出价所花费的金额以及勘探调查，

钻探和井下计划，天然气液化工厂，通路以及住房和福利的成本。

正在开采或勘探矿产的公司，也可以被允许扣除勘探、勘察、场地准备、建筑物、通道、某些处理厂、这些运营所

需的其他装修和工厂、住房和福利以及场地修复的资本支出。

与一般采矿和勘探权利相关的现金投标也可以扣除。也有多种税收减免可用于交通设施。



扣除的时间取决于开支的性质。例如，与勘探有关的支出有时可以立即全额扣除，而其他资本支出通常可以在与该

支出有关的适用的个别资产、项目或采矿/石油权利（所有权）的整个期限内扣除（摊销）。

19.8 政府和行业机构 

政府机构
澳大利亚政府通过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在资源行业扮演另一个重要角色。该组织旨在提高矿产、能

源和建筑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出口收益和服务价值。

CSIRO是一个支持性的机构，在行业内发挥协调和咨询作用，而不是履行监管职能。

此外，州政府还为该行业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包括免费的技术服务，采矿前景的实地考察，勘探和开发方面的咨

询，选择供水点和一系列其他服务。

昆士兰州是澳大利亚唯一一个拥有能够自主立法的总协调员以及加快被认为具有“国家意义”的项目的权力的州。这

些项目通常包括煤矿开发和扩张。 总协调员办公室还负责管理煤炭基础设施工作组，以确保昆士兰州的煤炭基础

设施能够支持生产。

行业机构
行业组织的目标是促进矿业和石油利益，并作为这些利益的提倡支持者。大多数州都有一个矿产委员会或矿产和能

源商会，而在联邦一级有澳大利亚矿产理事会。 矿业和勘探公司协会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在石油行业，澳大利亚石油生产和勘探协会有限公司（APPEA）促进了上游利益，澳大利亚石油学会促进了下游利

益。两者都是有州分支的国家机构。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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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市场持续增长。由于矿业近几年经历了轻微的衰退，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将其重点转

移到了基础设施。这一点随着最近联邦预算对运输、国防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增加变得明显。

联邦政府已经：

累计在过去四年中承诺在2020-2021年前通过补助、贷款和股权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向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超过

700亿澳元;

致力于一项旨在巩固当地的国防制造业的二十年国防工业计划；及

表示其计划通过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署提供约12亿澳元的资金投资于更新的技术，并通过清洁能源金融公司提

供超过30亿澳元的债务和股权融资以支持清洁能源项目。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联邦政府正在建立一项10年拨款基金，其将从2017/18年度起至2026/27年度止提供750亿

澳元的运输基础设施资金和融资。 这些投资举措是建设和基础设施市场不断发展的有力指标。

澳大利亚的建筑和基础设施由联邦、州和地区法规规制。判例法通常也覆盖了这一领域。这一领域监管的性质和来

源取决于被监管的活动类型和涉及的问题类型。

20.1 建筑法规 

由澳大利亚政府规范的事宜包括：

公司的组建和管理，根据《2001年联邦公司法案》（详见本出版物第2章“公司监管机构”，第3章“业务结构”和

第5章“业务的收购和处理”）；

业界参与者遵守工作场所相关法律，根据澳大利亚建筑和施工委员会以及《2016年联邦建筑和施工业（提高生

产率）法案》建立的建筑规范；

建立和发布国家建筑法规和标准，澳大利亚建筑规范委员会（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正在寻求建立统一的国家

标准和制定国家建筑规范；

行业参与者及其雇员的健康和安全，根据《2011年工作健康和安全法（联邦法）》（需注意除西澳洲和维多利

亚州之外的所有州和地区已经采纳并实施了2012年1月1日生效的联邦立法）；

有关独立承包商的事宜，根据《2006年联邦独立承包商法案》；及

公平交易和消费者保护，根据澳大利亚消费者法案（请参见第15章“消费者保护与产品责任”以了解更多细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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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政府负责管理各种事务，包括：

符合各州和地区的各种建筑立法和标准、许可证和认证要求的总体建筑法规;

确定符合各州和领土的过失立法的适当的违法者过错责任;

监督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维多利亚住宅建筑业;及

批准发展申请、建筑工程，以及根据各州和各地区的立法对建筑工程作最终批准。

澳大利亚的某些州和地区的司法管辖区也制定了“重大项目”式基础设施立法，旨在简化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的早期阶

段，以便获得所需的土地和规划以及环境审批。例如，在维多利亚州，如果一个项目被宣布为《2009年重大交通

项目便利化法案》适用的交通项目，则可以根据该法案的精简程序获得主要的州批准，而不再要求全面的影响声明

或影响管理计划。

同时，由于某些建设和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对项目所在地及其周围的当地环境和人口产生重大影响，一般需要获得某

些地方政府的许可和批准，并且必须符合这些条件。这些条件主要与规划和环境法律有关（请参见第17章“环境与规

划条例”），但也可能包括国家授予当地政府机构的职能。

最后，澳大利亚的开发商、建筑商、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的大部分建筑工程合同关系受到相关的州和地区的安全支

付立法（SOP立法）的约束。SOP立法旨在通过使用非常规范和快速的付款制度来保持项目的运转。它通常被称

为“现在支付，以后争论”式的支付系统。SOP法规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不遵守，可能会对项目产生法律和商业影

响。SOP立法的一个困难是在澳大利亚各个州和地区都有所不同。

目前，建筑业正在研究采用国家安全支付制度的可行性，但在立法统一之前，建筑合同各方应该警惕在澳大利亚境

内SOP立法之间往往微妙但重大的差异。

 

20.2 澳大利亚建筑和基础设施行业的特点 

澳大利亚建筑和基础设施行业的特点是：

私人资助和公共（联邦和州）资助项目混杂;

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计划，私人财团竞标，然后融资、交付、运营和交还基础设施的公共采购重要基础

设施的比例很高，然而仍然有一部分项目通过“直接政府采购”完成；

包括CIMIC/CPB/Thiess，John Holland和Lendlease在内的一些非常大型的建筑公司集中在一起，还有其他一

些规模较大但略微更加专业化的承包商，包括Laing O'Rourke，McMahon，Downer，Clough，Multiplex，

Trans�eld和Grocon；还有一些国际建筑商和基础设施供应商，包括柏克德，PCL，Acciona，Bouygues，西门

子，Dragados和Ferrovial；

在建设和运营方面都高度工会化的劳动力队伍，要求雇主和负责人有明确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劳资关系战略；

及

几个主导性主要领域，包括：



采矿和资源（包括相关的矿山、铁路、港口和其他设施，如液化天然气终端） - 详见第19章“自然资源”；

能源（包含生产、传输和分配）；

道路和运输；

社会基础设施（例如学校，医院和住房）；

物业开发；

娱乐；及

每一个具有自主考量和市场规范、行业的驱动力和关键的参与者的领域。

其他澳大利亚建筑业和基础设施行业的可能与外国基础设施公司在其他地方所习惯的不同的其他特征：

较高水平的环境和规划合规义务，包括遗产和土著权利相关的（详见第十九章“自然资源”第19.4条）；

一个主权风险较低的相对稳定的政府决策环境；

一些外国投资限制（详见第二章“公司监管机构”第2.5节和第19章“自然资源”第19.6节）；

比一些法域更严格地执行合同权利和义务；然而，惩罚性赔偿很少被授予（即使授予也相对较小）；及

委托人指定承包商作为“总承包商”以确保遵守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法律的单一、不可代理的责任的能力。

 

20.3 非应标提案 

私营部门和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非应标提案来推动创新和加速基础设施项目的交付。一项非应标的（或市场主

导的）提案是未经政府的正式要求或发标，由私人提出的建设或资助基础设施项目的提案。

各国政府普遍欢迎和鼓励非应标提案，因为其能够在这些提案中创造为社区提供重要基础设施的独特机会。然而，

鉴于非应标提案在标准竞争程序之外运作，各州和各地区制定了有力的指导方针以确保透明和公正。根据这些指导

方针，提案具有独特的优势、并能对社区产生积极的成果至关重要。

政府的指导方针提出了更多的标准，包括该提案：

符合政府的政策；

是可行且能够交付的；且

物有所值。

20.4 建筑合同和补救措施 



澳大利亚的建筑和基础设施项目总是涉及到许多主体——政府，股权出资者，债权出资者，设计师，建设者，运营

商，分包商和用户等等。在普通法传统中，所有这些方面之间的关系几乎总是受合同约束。通常这样的合同见于书

面。若满足某些手续，则当事人在这些合同中的约定对他们和其交易对手具有约束力，并且可以通过法院强制执

行。

澳大利亚的建筑合同在很多方面有所差异；然而，它们不同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传递给承包商的风险和控制水平。这

些协议从固定时间和成本，一次总付，设计和建造，工程师，采购和建设交钥匙合同，到成本加成，合同管理和合

同联盟等各不相同。此外，委托人可能会与一位承包商签订一份合同，由其将工作分包（该承包商承担一体化、协

调和接口风险），或者委托人可以通过将各部分工作分包给一系列承包商以保留一体化、协调和接口风险。

在澳大利亚就建筑合同进行谈判时（通常会导致争议的）经常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关键问题包括：

对现场条件的责任；

规划许可的授予；

导致变更的情形；

导致时间和成本减少的情形；

合同价格、担保和违约金水平；

完工要求；

委托人完成工程保证的能力，包括对目的适用性的保证;

赔偿和保险；

任何责任排除和限制；及

终止的后果和导致终止的情形

建筑和相关合同经常会包括其他项目利益相关方（即使这些利益相关方不是建筑合同的当事方）的要求，例如银

行、政府或承购商（例如承包电力公司电力的合同一方）。这些要求也必须得到各方的遵守。

澳大利亚各方所寻求的最常见的合同补救措施是：

终止—这使得被违约方可以将合同视为结束（例如，委托人未在最长规定期限内向承包商提供进入场地的权

利）。终止可以与其他补救措施一起使用。

损害赔偿—只要受害方没有违反相关合同且其他正式要求得到满足，澳大利亚的合同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是尽

可能地使受损害的一方回复到若合同没有被违反其本能够享有的合同地位。

履行特定义务—本措施的目的也是通过要求违约方履行合同义务，使受损害方回复到若合同没有被违反其本能

够享有的合同地位（例如，供应变压器或完成建筑的施工），通常在损害赔偿被视为不充分的救济措施时适

用。

禁令—这被用来阻止当事方采取某些合同禁止或可能禁止的行为。



在澳大利亚，除合同救济外还有以下补充：

衡平救济，包括履行特定义务、禁令（但与合同下的这些救济不同）、解除合同、改正、禁止反言及法定信

托；

侵权救济，例如对于过失和妨害行为的损害赔偿、履行特定义务、禁令（但仍然不同于合同和衡平法下的救

济）；及

法定救济，例如澳大利亚消费者保护法下对误导和欺骗性行为的救济或其他法条下的罚款和刑罚等。

在澳大利亚合约交易对手有权通过合同违约赔偿金限定其损失，条件是这种违约赔偿金是对一方在特定情况发生时

将遭受的损失进行的真实预先估计，而且这种违约赔偿金不因具有刑罚性质而无法执行。在澳大利亚对延误和履行

的违约赔偿金常见于建筑合同。

 

20.5 标准化合同 

在澳大利亚标准化合同经常（但不总是）用于建筑和基础设施合同。委托人和承包人在谈判开始时就使用何种形式

的标准化合同（如有）作为谈判的基础达成一致，然后为适应项目的具体风险、各方及项目寻求的风险分配而修改

合同，就偏离该标准形式达成一致。大型承包商或建筑或工程服务的大型采购商也可能拥有自己公司的“标准”格式

合同。

标准化合同很少不经修改即使用。

在澳大利亚使用的标准化建筑合同包括由下列两家机构出版的：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 其合同包括设计建造和一揽子交钥匙工程（橙皮书）以及工厂和设计建造

（金皮书）合同，这些合同通常用于涉及许多国际方的项目; 以及

澳大利亚标准；其协议包括AS 2124-1992和AS 4000-1997合同一般条件和AS 4300-1995设计和施工合同的一

般条件。

标准化合同被各方用作合同谈判通常和熟知的起点，使后续协议的条款能够被以通常和熟知的形式传达给其他利益

相关者，如银行和分包商。澳大利亚承包市场的成熟参与者（包括发包方和承包方）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标准”修

订，并试图将其纳入各种关键“标准”合同来加速达成高效和可靠的合同成果。

这些标准化的合同的出版商享有其知识产权。 因此，当各方希望使用这些标准化的合同时，其必须向标准合同出

版商支付相关的版税，或者确保他们对相关标准合同已经有适当的特许安排。

20.6 项目争议解决 

澳大利亚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合同经常提供规定的争议解决方法。这通常包括一轮或多轮高级管理人员在规定的最短

时间内谈判，然后是有约束力的仲裁或法院。仲裁地点可能在澳大利亚，但经常被指定在一个国际仲裁中心，如新

加坡或伦敦。尽管具有约束力的仲裁仍然是解决争议的一种常用方法，但近期大部分澳大利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



参与者最终选择了由法院（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其他法院）而不是裁决者，解决合同纠纷。这是因为法院争议程序

现在不再比仲裁程序更耗时或更昂贵（有些情况下时间更短、更便宜），当事人能享有程序的确定性和法院对相关

方作出约束性决议的能力，例如披露某些文件。

有关争议解决的更多细节，请参阅第23章“解决争议”。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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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受联邦立法和普通法保护。根据联邦法律，专利、商标、著作权和设计在所有辖区均受保

护。

21.1 专利、商标、著作权和设计 

专利
为获得发明专利保护，须于澳大利亚提出专利申请。《1990年澳大利亚联邦专利法案》规定了专利权的申请、授予

和实施。澳大利亚有两种专利：标准专利和创新专利。

标准专利的保护期为自申请之日起的20年，一般用于保护高层次创新。创新专利的潜在保护期为8年，一般用于保

护低层次创新，不包括动植物及动植物繁衍的生物过程。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是澳大利亚管理专利授予的澳大利亚政府机构，包括开展标准专利的授予前检查及裁定授予前

异议。创新专利仅在形式审查后就进行授予，且仅经请求后才检查和认证。创新专利于认证后才可实施。

商标
于澳大利亚使用或拟使用的商标的所有者须向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申请注册《1995年澳大利亚联邦商标法案》下的

商标。货物和/或服务的商标均可注册。商标的申请分为一类或多类，商标所有者须指明货物和/或服务涵盖的类

别。为注册成功，商标须能区分申请者的货物和/或服务与他人的货物和/或服务。澳大利亚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10

年，之后每10年续展一次。

尽管商标注册并非强制，但是未注册商标很难受保护，除非该商标成为驰名商标。获得注册的优势在于其提供了所

有者起诉商标无权使用者或侵权者的法定权利。

澳大利亚是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的成员国。因此，澳大利亚商标申请者可基于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申请从而向世

界上许多国家提交一份国际申请。

著作权和人身权
根据《1968年澳大利亚联邦著作权法案》，原创的艺术、文学、戏剧、音乐及其它作品自动受著作权保护。受著作

权保护的材料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电脑程序、图表、录像、广播、培训手册、价格表和产品手册。

在著作权保护期内，《1968年澳大利亚联邦著作权法案》也赋予大部分著作权作品的作者与他们作品有关的某些人

身权。人身权包括作品的署名权、对抗虚假署名的权利、保护作品不受贬低待遇的权利。这些权利专属于作者，

注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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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3年澳大利亚联邦设计法案，工业设计可受保护，防止复制，这给产品的整体外观提供了保护，包括其形

状、外形、样式和装饰，只要设计是新的且与众不同的（基于之前在澳大利亚使用的设计或在世界上出版的）。保

护期限为10年，支付续展费后续展10年。

注册前，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对新的设计申请进行形式审查。设计仅在经请求的检验证书颁发后才可实施。

21.2 其它知识产权权利 

《1994年澳大利亚植物栽培者权利法案》保护新品种的树及藤，保护期限达25年；其它植物种类的保护期限为20

年。这不妨碍专利保护的可能性。

《1989年澳大利亚联邦电路设计法案》为原创集成电路及电脑芯片的设计提供著作权类保护。保护是自动的并自首

次商业利用起持续10年。如在创造起10年内。

21.3 保密和商业秘密 

保密信息或商业秘密，例如秘密技术或程序，具有商业价值。选择保密作为保护形式的原因是，例如，技术目前还

未获得专利权或保密相较于专利权保护期限能潜在地延长保护。

保护将通过信息保密战略进行，由合同或衡平的保密义务补充。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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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隐私立法影响机构处理个人信息、监控和从事直接销售的方式。国内隐私法律和国家健康隐私法律规

定了个人及健康信息的收集、使用、披露和转移。

多数国家和领土的公共机构受国家隐私法律规管，这些有时会延伸至公共机构聘请的私立机构。

也有一些专门的法律及法典规管信息、行业和活动，包括监控、通讯、直接销售、网页、犯罪记录、金融服务、政

府注册、网络犯罪、身份盗窃、市场和社会研究及公司注册。

本章将介绍一些主要制度。

 

22.1 1988年澳大利亚联邦隐私法案（隐私法案） 

澳大利亚隐私原则
澳大利亚隐私原则（APPs）适用于年营业额超过300万澳元的私立机构及其关联公司，还适用于一些其它经营个人

信息的机构，包括健康服务提供者和机构。澳大利亚隐私原则也适用于联邦政府机构。

法案延伸至在澳大利亚的外国公司的活动，及虽不在澳大利亚但在澳大利亚经营业务并于澳大利亚持有个人信息的

外国公司的活动。澳大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OAIC）认定收集一居住于澳大利亚的个人的个人信息为“在澳大利

亚”收集，即使当时公司是在澳大利亚以外收集信息的。

需要注意的是，隐私法案的适用不同于欧洲的模式，因为隐私法案不考虑“信息控制者”和“信息处理者”的角色及区

别。

13个澳大利亚隐私原则监管受监管机构收集、存储、使用和披露个人信息的方式。有关健康和其它敏感的个人信

息，包括种族或民族、宗教信仰或附属关系、政治或哲学信仰、政治、专业或贸易联盟、协会的成员、性取向或性

实践、基因或生物信息及犯罪记录，做出了特别规定。

一些豁免（包括雇员记录）适用于媒体和政治相关方。

信息违反通知
自2018年2月22日起，受澳大利亚隐私原则监管的主体也将受制于“须申报的信息违反”体系。当丢失、未经授权接

触或披露个人信息且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时，要求主体立即向澳大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及受影响的个人报告。

征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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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法案的第IIIA部分及隐私（征信报告）行为准则适用于澳大利亚消费者征信报告系统，在该系统下，征信报告

提供方获得和处理由征信报告机构如Equifax（原名为Veda）、Dun & Bradstreet及Experian持有的消费者个人信用

历史。该规定主要与消费者征信信息有关，但有时也用于商业信贷安排，例如涉及专营商或保证人时。

税号
隐私法案也监管税号保护，主要通过隐私专员颁布的有约束力的隐私（税号）规定进行保护。该规定对一些税收立

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补充。

22.2 垃圾邮件 

《2003年澳大利亚联邦反垃圾邮件法案》监管任何人（含个人）于澳大利亚、向澳大利亚或从澳大利亚发出的“商

业电子信息”。多数情况下，未经同意，商业电子信息不得发出，且须包含有效联系信息及退订措施。收集及使用

一些自动获取的邮件地址清单也被禁止。

22.3 电话销售及谢绝来电登记 

谢绝来电登记成立于2006年，登记在册的电话号码包括家庭电话，私人移动号码及传真号码。营销人员须根据谢

绝来电登记“清洗”他们的营销名单以避免呼叫这些号码或向这些号码发送传真。

一相关联的强制性行业标准通常监管电话销售及市场市场研究电话，包括阻止来电次数、通话中提供的信息、终止

通话要求及主叫号码显示的使用。

22.4 健康记录 

尽管隐私法案监管所有个人信息（包括健康信息）的处理方式，在以下三个州/区域管辖区内有额外的健康记录法

律：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及澳大利亚首都特区。

这些健康隐私制度与澳大利亚隐私原则有许多类似之处，但在一些方面有更多规定，包括逝者、信息接触程序、保

留期限及对健康服务提供者的额外要求。

澳大利亚的电子健康记录系统也包括了特别隐私要求。

监管者业已颁布了一些与健康相关的隐私指引，包括医学研究及基因信息相关。

22.5 监控 

监控设备法
所有州及地区都有一些监控设备的立法。这些法律一般禁止使用某些监控设备及通过监控设备获得的信息，执法除

外。这些法律监管光学监控设备（如摄像机）、监听设备（如传声器）、定位跟踪装置（如GPS）及数据监控设

备，法律会因管辖区的不同而不同。



 

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引入国家监控设备法律，以替代现有的州及地区法律，包括工作场所监控。

工作场所监控
新南威尔士州及澳大利亚首都特区关于工作场所隐私有特别立法。这些法律监管明显的及隐蔽的摄像机、电脑和跟

踪设备，包括：

要求提前14天（除非另行同意）通知雇员开始监控的意向；

当合理怀疑雇员有不法行为时，由地方行政长官颁布法令同意隐蔽监控；及

严禁在更衣室、浴室、卫生间安装监控（维多利亚州有类似规定）。

通讯侦听及监听设备
关于电话通讯，《1979年澳大利亚联邦通讯（侦听和存取）法案》禁止在未经通讯双方同意或知晓的情况下监听或

录音于通讯系统进行的通讯。

各州监听及监控设备立法通常禁止在未经谈话各方（而监听者不是其中任何一方）同意的情况下使用监听设备监听

或对私人谈话进行录音。

22.6 失效定罪 

除维多利亚州外的所有澳大利亚管辖区都有限制旧的、轻微刑事犯罪信息的使用及披露的“失效定罪”。

22.7 隐私侵权 

与普通法国家（包括英国及新西兰）的大致趋势一致，澳大利亚法院似乎正趋于承认对于弥补侵犯隐私带来的损失

具有新的权利，区别于个人信息不当使用的法定救济权利。

联邦政府正考虑对这一方面进行立法，2014年发布法律改革报告，建议对严重侵犯隐私提起诉讼的新权利或骚扰侵

权（加上延长保密违约）以弥补精神损害。2016年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改革报告也建议引入对严重侵犯隐私提起诉讼

的新权利。

22.8 消费者保护 

澳大利亚消费者保护法禁止澳大利亚贸易或商业中的某些虚假陈述及具有误导性和欺骗性的行为。这与隐私政策或

声明的内容相关，有时公司对于保证达到隐私标准会过分承诺（超出法律要求），这将很难维护。

22.9 执法 



澳大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调查个人关于违反隐私法案的隐私侵犯投诉。澳大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还有权对潜在的隐

私违反（不是特定投诉）开展调查。

调查后，澳大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有权做出决定，要求进行联邦法院或联邦裁判法院可执行的赔偿或弥补行为等。

对隐私法案、反垃圾邮件法案或《2006年澳大利亚联邦谢绝来电登记法案》的某些违反能导致高达180万澳元的罚

款。监管者也能与违反这些法案的主体协议可执行的承诺。

在一些辖区，违反隐私立法能导致罚款或监禁。例如，违反《1999年澳大利亚联邦监控设备法案》能导致长达两年

的监禁或较大数额罚款。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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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拥有发达且精细的，包括庭内与庭外的争议解决体系，正如在别处所阐释的，我们的法律体系建立在联邦

法与州法的基础之上，法院体系也在此基础上组建。法院独立于政府执行机构，而法官则是通过任命而非选举产

生。

23.1 法院体系 

澳大利亚的法院体系分为联邦法院体系以及州和地区法院体系，两者分别审理不同种类的商业纠纷。

联邦法院主要审理联邦法项下的有关争议；典型的争议包括税务事项，专利以及商标，反垄断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事

项，公司监管和违规事项，收购和劳动法。每一个澳大利亚的州和地区都有可以审理此种争议的联邦法院分院，主

要取决于相关当事人的争议所在地。

州和地区法院主要审理大部分的非联邦事务案件，包括州和地区特别法的适用。 许多合同争议以及过失侵权索赔

案件都由该类法院审理。根据争议的大小和性质不同，由不同级别的州和地区法院审理。大型商事争议通常由每个

州或地区的最高级别法院，即州最高法院审理。

联邦法院和每个州最高法院都有一个上诉机构来受理针对联邦和最高法院法官所作裁决的上诉。少数案件会进一步

上诉且最终上诉至澳大利亚联邦高等法院。

联邦法院机制和州法院机制都拥有商事争议的特殊快速通道服务。争议双方及其律师，都被期待、有法律义务与法

院进行合作， 促进争议尽可能快速、廉价、高效地解决。法院也鼓励双方在进行诉讼之前用尽所有解决途径，在

许多案件中，双方要进行强制性的法院调解。

州和地区法院有着发达且精细的处理复杂纠纷的方式，并且在运用技术手段简化案件上处于国际前沿。大型审判经

常采用电子化手段进行，法官，证人以及律师都通过法庭里电脑屏幕上显示的电子化文档进行工作。技术也在其他

方面促进效率的提高，例如对于外国证人有可能采用远程视频作证的方式，而非本人出庭作证。

23.2 诉讼程序 

不同的法院通过不同的规定和惯例来处理纠纷，但以下特点是共同的：

大多数的民事案件由法官单独裁决而非由陪审团进行；

民事案件以（一方）提出索赔要求、提出命令请求的书面起诉书开始（可能包括经济赔偿，要求进行或禁止某

事的命令，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命令）；

另一方将提交书面答辩，包括对原告方的反诉，或将被认为是造成或导致损失的其他方引入诉讼（的答辩）；

Chapter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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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各方需要在法官审理前向另一方提交证据。一般包括与争议事项相关的原始文件（该流程称为“证据交

换”），但通常也包括潜在的证人通过书面说明他们能够提交何种证据；

通常法官聆讯将包括证人在法庭上的口头作证，证人必须宣誓或承诺他们所陈述的一切为真实。对方律师可以

通过交叉询问质疑该证言，试图削弱该证言的可信度（例如通过展示证人所作证言与证人书写的文件不一

致）；

在听取双方的法律论证之后，法官通常将花费一些时间作出裁决或发布命令。通常在商业纠纷中，法官会判决

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用以及其他损失；以及

之后双方将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通常小于一个月）内决定是否对法官的裁决上诉。

 

23.3 争议解决的替代方式 

我们充分认识到，全面的诉讼程序可能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费用，并使争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在许

多案件中我们建议当事人考虑法院体系之外的争议解决程序。

一些合同要求双方通过仲裁解决一切争议。商业当事人，尤其是在国际交易中，可能更倾向于采用仲裁的方式解决

争议，因为仲裁裁决相比于国家法院的判决，更容易在世界范围内执行。仲裁程序通常涉及到半正式的听证会，且

通常指定的仲裁员具有特定的专业知识-例如，涉及与争议有关的技术领域。

另一个我们经常建议的方式是调解，即通过有经验的调解员进行的无法律强制力的协商。根据争议的性质和我们客

户的商业需求，通常我们还有许多其他技术手段。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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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进行商业活动与澳大利亚进行贸易的公司和个人需要将一系列国际关注的法规纳入考量。本章节讨论了

其中一些核心国际考量，包括反腐败和贿赂法的影响（包括虚假作帐行为）， 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签

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以及进口/出口管制和禁令机制下对交易的限制。

24.1 反腐败 

在澳大利亚进行商业活动的公司和个人需要注意反腐败法的四个主要种类：

禁止贿赂澳大利亚官员

禁止澳大利亚公司或澳大利亚的个人贿赂外国政府官员

禁止伪造会计文件；以及

禁止私人贿赂

禁止贿赂澳大利亚官员
澳大利亚刑事法令禁止个人或公司以影响联邦公职官员行使公务人员职责为目的，向其他个人非法提供、给予或承

诺利益（或导致其发生）。

针对此类条款需要注意的几个关键点如下：

贿赂或腐败利益的定义是宽泛的-它的定义扩展到任何的利益或好处，包括款待、礼物、旅游以及优惠待遇；

要约或承诺某种利益就已经构成贿赂-不需要实际提供利益；该贿赂也不需要对政府官员产生实际影响-试图产

生影响就已经构成贿赂；

贿赂或腐败利益可能通过中介而不是直接提供、承诺或给予；

本条中没有“疏通费”抗辩；以及

相关的公职官员包括国会议员，司法官员，公务人员，国防人员，联邦警署人员，联邦当局官员，合同制聘任

的联邦官员和雇员。

违反此类条款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包括：

重大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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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司：最高达2100万澳元的罚金，三倍于直接或间接利益所得，或（如果法院无法估算利益价值）犯

罪发生前12个月内公司的年营业额的10%，及

对于个人：最高达10年的监禁以及/或210万澳元的罚金；

可能因《犯罪所得法案》受到处罚，例如支付与犯罪所得利益等同金额的罚金。

名誉损害，以及因被刑事调查和起诉产生的费用和负担。

公司可能对贿赂行为负责，例如，公司的高级经理参与了相关行为，或明示、默认、暗示授权或允许该犯罪行为的

发生-尽管在此情形中有尽职调查抗辩。公司也应对未能创造和保持一个需要遵守相关法规的企业文化承担责任。

相似地，澳大利亚州与地区立法禁止试图对州与地区官员施加影响，使其滥用职权的行为。

 

禁止贿赂外国官员
澳大利亚刑事法案也禁止个人或公司非法向外国公职官员提供、给予利益，试图施加影响，以获取或得到非法的商

业机会或商业利益。

该犯罪行为指的是在澳大利亚全境或部分地区进行的行为 （其中可能包括向澳大利亚拨打、发送信息或从澳大利

亚拨打、发送信息），以及澳大利亚公民或居民、澳大利亚公司在澳大利亚境外进行的行为。

上文中提到的澳大利亚公职官员犯罪行为中的关键点也适用于外国贿赂犯罪行为，除了：

本条中有“疏通费”抗辩；以及

外国公职官员的定义包括外国政府机关或机构的雇员、合同工或官员，外国军队或警察部队人员，或行政、司

法、立法人员。

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考虑对外国贿赂犯罪进行重大改革。主要的核心提议包括设置一个新的罪名-放任贿赂外国公职

官员罪，以及设置一个新的公司犯罪罪名-未能防止外国贿赂罪。 该类改革的实施能够增加在澳大利亚运营的公司

的合规风险。

外国贿赂的处罚与澳大利亚公职官员犯罪相同，包括犯罪所得法案项下的潜在处罚措施。

伪造账目犯罪
澳大利亚刑事法案也规定了为掩饰隐瞒非法所得/所给予，故意或间接故意伪造账目的罪名。

该类罪名主要是针对外国贿赂的，但宽泛的起草意味着他们可能在此文本之外被援引。因为该罪名所要求的证据门

槛比较低，比起构成上文中提到的贿赂罪，更加容易构成伪造账目罪 。

伪造账目罪同时适用于澳大利亚境内与境外。但是，如果该行为完全发生在澳大利亚以外的地区，且行为人不是澳

大利亚公民、居民或澳大利亚公司，那么需要经首席检察官同意才能起诉。



该类罪名也有重大处罚。对于国际犯罪，其刑罚与澳大利亚公职官员犯罪和外国贿赂犯罪相同。对于间接故意犯

罪， 其刑罚是国际犯罪刑罚的一半。

禁止“私人”贿赂
从广义上说，每个澳大利亚州和地区都禁止以下行为：

代理人非法接受或索取利益，该利益是与被代理人业务相关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奖励或回报；以及

向某代理人非法给予或提供利益，试图影响被代理人业务的行为。

贿赂和腐败犯罪的处罚在不同州和地区立法下有所不同。例如，在维多利亚州相关的处罚是：

对于个人：最高达10年的监禁以及/或最高达190284澳元的罚金；以及

对于公司：最高达190284澳元的罚金。

许多州和地区也有依托在私人贿赂指控下的，伪造账目类的犯罪。

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的反腐败实践
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为客户提供关于反腐败和贿赂问题的专业意见，包括提供如何减轻此类风险的实际建议。我

们与我们的客户一起合作，进行内部调查，并代表客户应对澳大利亚和国际监管机构的调查和执行程序。我们也理

解潜在的声誉和相关风险。我们和我们的客户在管理公共关系、股东沟通、保险事项、就业事项和潜在的民事诉讼

上进行合作。

24.2 自由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协定是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通过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贸易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一体化，促进交

易。 自由贸易协定可以由两个国家签订或在包含多地区的国家集团之间签订。

最近几年，澳大利亚强有力地推进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目标是最大化自由贸易协定带给澳大利亚的

经济利益。根据政府的说法，该利益包括：

自由的贸易流动，以及与澳大利亚贸易伙伴更紧密的联系；

通过允许国内企业获得更廉价的投入、引进新技术、促进竞争和创新，提高了澳大利亚的生产率和更高的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以及

增强了澳大利亚在合作伙伴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以及澳大利亚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澳大利亚与其他单独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分别签订了10个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国家和集团包括新西兰，新加坡。东南

亚国家联盟（东盟），美国，泰国，智利，马来西亚，韩国，日本和中国。

此外，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太平洋加强紧密经济关系协定都已签署，但尚未生效-跨太平洋战

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不太可能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生效。



一系列的自由贸易协定仍在进行磋商，包括澳大利亚-海湾合作委员会(GCC)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印度全面经济

合作协定，环保产品谈判，印尼-澳大利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太平洋联盟自由贸易协定，秘鲁-澳大利亚自由

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服务贸易协定以及澳大利亚-香港自由贸易协定。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澳大利亚在其自由贸易协定中维护合法的贸易秩序，以确保该秩序能够支撑

国际贸易机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自由贸易协定必须消除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对商品‘实质贸易’的限

制，并从实质上消除成员国对服务供应商的一切歧视（帮助增加服务贸易）。

最近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议的一个领域是自由贸易协定中包含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该机制允许外国投资者向

违反条约保护（例如投资被没收）的政府直接提起诉讼。将该类机制列入（自由贸易协定）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投资

者的信心，从而增加在东道国的投资。但批评人士称，该保护措施使外国投资者处于比国内投资者更加有利的地

位，并可能妨碍合法的政府监管。

24.3 出口管制 

一般规定 

澳大利亚对出口的限制相当小。大多数出口货物和服务只要它们在开具发票或收到付款的规定时间内出口，就不需

要支付货物和服务税。

国防出口管制
澳大利亚政府坚持国防、战略物资和技术的出口管制政策（包括军用项目和可以同时用在军用项目和武器系统中的

两用项目），以确保其出口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和国际义务（包括制裁机制）。进口管制在相关立法框架下实

施，包括《2012年国防贸易管制法案》和《1901年海关法》。

澳大利亚的出口管制机制在不断发展，以适应澳大利亚战略环境的变化。因此，在澳大利亚经商的外国人员和机构

应当定期审阅澳大利亚的国防出口政策和程序，并在开展可能涉及国防、战略物资和技术出口的商业活动之前寻求

独立的法律建议。

24.4 进口管制 

一般规定
进口由澳大利亚的一系列法规规定，包括《1901年海关法》。对于澳大利亚的货物进口，一般不需要进口商拥有进

口许可证。但取决于货物的性质而非价值，进口商可能需要特定进口物品的许可证，以便办理进口清关手续。

《1956年海关（禁止进口）法规》下，进口特定的货物可能被禁止或受到限制，其中包括枪支和武器的进口。对于

其中一些货物，在进口前需要获得许可证。

关税和税费
在大多数情况下，进口货物需要根据其价值支付《1995年海关关税法案》所规定的海关关税以及联邦税费。应付税

款的税率取决于货物的关税种类。



但是，货物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或基于关税减让方案免税进口。其中一个方案是1992年设立的关税减让方案

（TCS）。关税减让方案下的减让适用于关税减让令（TCO）所涵盖的进口货物。一般来说，只有不在澳大利亚生

产的可替代产品才可被赋予关税减让。

反倾销
倾销是指出口商以低于货物‘正常价值’的价格向澳大利亚出口货物，该正常价值通常是出口国的国内商品价格。补

贴是指进口货物在出口国政府的资助中受益。

由于澳大利亚法律不禁止倾销和补贴，由反倾销委员会管理的澳大利亚反倾销和反补贴（反补助）机制，可能会采

取反倾销措施 （包括从价税、固定关税、地价、固定和可变关税的组合）或征收抵消相关补贴的反补贴税。

澳大利亚工业界的成员可以向反倾销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倾销或补助进行调

查。部长根据反倾销委员会的建议决定是否对其征收特殊关税。

 

24.5 制裁机制 

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和澳大利亚自主制裁依据澳大利亚制裁法实施。

联合国宪章第41条允许安理会对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施加制裁。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澳大利亚有义务执行

安理会在其国内的制裁。制裁根据《1945年联合国宪章法》颁布的新规定实施。外交和贸易部（DFAT）负责执行

使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生效的立法，包括对恐怖分子财产的冻结。

澳大利亚还对特定国家和个人的某些交易采取制裁措施，以达到其外交政策的目标。自主制裁根据澳大利亚2011年

自主制裁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实施。DFAT 还负责执行该类制裁措施。澳大利亚自主制裁机制可能会对联合国安理

会制裁机制进行补充，或与其分立。

每个制裁机制下的制裁措施都有所不同，一般可能禁止以下行为：

对‘受制裁的出口货物’进行‘受制裁供应’；

对‘受制裁的进口货物’进行‘受制裁进口’

提供‘受制裁的服务’；

参与某‘受制裁的商业活动’；

与‘指定的个人或机构’进行交易；

使用或处理某‘受控制财产’；或

‘指定人’或‘被申报人’在澳大利亚的入境或过境。

关于实施自治和联合国安理会在澳大利亚制裁的信息 可参见DFAT的网站。



在澳大利亚开展业务的外国人员和机构应熟悉澳大利亚的制裁机制，并在开展可能受到制裁机制影响的商业活动之

前寻求独立的法律意见。

本章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更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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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以下是一系列对在澳大利亚进行投资有帮助的网站:

公司 网站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www.austrade.gov.au

澳大利亚统计局 www.abs.gov.au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委员会 www.accc.gov.au

澳大利亚产业关系委员会 www.airc.gov.au

跨国企业经济组织方针澳大利亚国家联络点 www.ausncp.gov.au

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 www.asic.gov.au

澳洲证券交易所 www.asx.com.au

澳大利亚税务局 www.ato.gov.au

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 www.austra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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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网站

联邦以及国家政府网站登陆入口点 www.gov.au

联邦劳动部 www.employment.gov.au

联邦环境与能源部：自然遗产 www.environment.gov.au/heritage/

联邦环境自然遗产部 www.environment.gov.au

联邦外交贸易部 www.dfat.gov.au

联邦财政部 www.treasury.gov.au

联邦商务网站登陆入口点 www.business.gov.au

移民和边境保护局 www.border.gov.au

工业，创新和科学局 www.industry.gov.au  

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 www.�rb.gov.au

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 www.herbertsmithfreehills.com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局 www.infrastructureaustralia.gov.au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 www.ipaustrali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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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网站

重大项目促进局 http://mpaa.gov.au/Pages/default.aspx 

新南威尔士州规划部 www.planning.nsw.gov.au

新南威尔士州环境与自然遗产部 www.environment.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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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是世界领先的专业服务机构，我们将横跨27个办公室的最优秀的人才集合到一起，满足您全

球性的法律需求。我们可以帮助您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实现机会。

理解您的需求、目标、以及经营环境，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会花时间倾听。您已经获得了我们的深度全球类

别专业知识以及我们对本地市场的理解，以帮助达成您的商业目标。

作为一个全球化的团队进行运营，我们运用革新系统以及程序以保证您的工作成果被智能化的、高效的、可靠的送

达。我们注意我们所工作的市场和社会，并且持续努力地使之更加美好。

这些合起来会带来什么？当您与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工作时，您正在与一个世界级的由关注客户的专家们组成的

多元化团队合作，我们会保证您将获得最佳的结果。

Last updated: 31/01/2018

©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LLP 2018

Chapter 26

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概况

https://www.herbertsmithfreehills.com/doing-business-in-australia/zh-hans

	Introduction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1澳大利亚概况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2企业监管机构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3业务结构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4企业治理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5收购与业务的处置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6金融服务规定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7澳大利亚的债务融资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8融资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9重组与破产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10外商投资法规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11税收制度、印花税与关税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12竞争原则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13雇佣与劳工法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14入境与移民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15消费者保护与产品责任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16财产法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17环境与规划制度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18电力与可再生能源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19自然资源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20建筑和基础设施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21知识产权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22隐私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23争议解决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24自由贸易协定、反腐、禁令和出口管制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25贡献者以及资源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26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概况 _ Doing Business in Austral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