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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经商指南》旨在帮助投资者和企业在澳大利亚发掘商机。
您可从指南中大致了解您需要留意的所有相关法律和法规，从而最大
程度地发掘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成功机率。
鉴于法律和商务惯例在更新变化，本刊物应仅作为指南之用，您在做出
具体投资决策之前请先咨询专业意见。如果需要此类建议，我们的团队
很乐意就诸多商业领域为您提供支持、协助和指导。
希望您能从本刊物提供的信息中获益。如需关于在澳大利亚经商的更多
详细信息或建议，请与我们联系。

指南的内容

《澳大利亚经商指南》为您概述
了澳大利亚的经济、法律和法规
环境，并就在澳大利亚经商提供

澳大利亚经商指南

了实用的建议。

快速了解澳大利亚的全部情况

澳大利亚情况简介

和数据。

在澳大利亚经商需要与九个主要

商业监管

的监管实体打交道。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OREIGN INVESTMENT

企业结构

在澳大利亚经商可采用以下

REVIEW BOARD) 负责审查

形式：独资经营、合伙经营、

外国投资提案，并向联邦政府

合资经营、信托或公司。

外国投资

作出建议。

在澳大利亚经商 –
获澳大利亚政府支持

澳大利亚政府大力吸引并深化
发展外商在澳大利亚的直接
投资。

澳大利亚的电子商务必须遵守《

合同法

澳大利亚的合同法构建于英国的

澳大利亚有一套全面的法律框架

普通法之上，并遵行契约自由的

用以保护技术和知识产权，而不

原则。

技术及知识产权的保护

澳大利亚的多数雇主都需遵守
WORK ACT) 的要求。

TRANSACTION ACT) 及其他

电子商务

一般法规。

虽然国际商业人士有多种途径

《公平工作法》(FAIR

雇用与劳资关系

论其是否由澳大利亚人发明创造

电子交易法》(ELECTRONIC

一般认为，澳大利亚在融资方面

入境澳大利亚，但每人必须

商业移民

持有签证。

融资法

的法律体系对发行人有利。

指南的内容

《公司法》(CORPORATIONS
ACT) 对收购 ASX（澳交所）上市

石油资源租赁税和矿产资源

公司或信托之权益，及未上市但

接管性收购的
法律

租赁税属资源“租赁”税项，

超过 50 名员工的澳大利亚公司
的权益，加以监管。

联邦、州和领地政府征收不同

一般税务问题

形式的直接和间接税费。

大体类似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自然资源税

租赁类税项。

《2010 年联邦竞争和消费者
权益法》(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 (CTH))

反托拉斯、竞争和
贸易惯例法规

对于消费品的成份、设计与

是处于澳大利亚竞争法系核心
位置的联邦法律。

过去二十年，澳大利亚的产品

产品责任

责任诉讼数量出现显著增加。

标识，州、领地及联邦法律

消费品法规

均施加了一系列管制。

以外国人名义购置澳大利亚
城市地产时，均应预先取得

环保、防污染和规划法律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批，

对澳大利亚企业的日常运营

物权法

除非是属于免审批的类别。

环保法律

金融服务

澳大利亚庞杂且稳健的银行
及金融服务系统由澳大利亚
审慎监管局 (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以及澳大利亚
证券与投资委员会监管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

澳大利亚
对铀矿的立场

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

气候变化已成为联邦机构
一系列重大政策制定中的

气候变化

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最大

实施适当的反贿赂合规制度

比例的“已探明可开采
资源”铀矿资源。

议题。

对于展示合规文化而言至关

反贿赂与腐败

重要。

指南的内容

克莱顿尤治律师事务所
(CLAYTON UTZ) 是澳大利亚
领先的一线独立律师事务所，
在澳大利亚，管理破产公司的

重组与破产

外部管理形式有多种。

关于克莱顿尤治律师事务所
(CLAYTON UTZ)

能够信心十足地处理复杂的
交易和诉讼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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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顿尤治律师事务所 (Clayton Utz) 前言
我很高兴代表克莱顿尤治律师事务所 (Clayton Utz) 向您提供本刊物。
澳大利亚吸引投资者和企业经营者之处在于其强大的

凭借优越的生活水平和各州首府的高效交通枢纽，

经济实力，成熟稳定的商业和政治环境，以及技术娴熟

澳大利亚一直都是区内极受青睐的经商之地。因此，

且掌握多种语言的劳动力。澳大利亚成熟的法律体系

经常有跨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境内设立地区性总部。

有利于商业发展。澳大利亚的律师以丰富的商业专长
及经验而著称，其中许多人参与过一些世界上最大型
的交易。

和澳大利亚一样，克莱顿尤治律师事务所 (Clayton
Utz) 也拥有悠久的光辉历程。克莱顿尤治律师事务所
(Clayton Utz) 创立于 1833 年，如今已成为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在地理上靠近发展速度名列前茅的多个亚太

最大型、最为成功的商业律师事务所之一。我们拥有

国家，而且澳大利亚的时区正好介于美国下班时间与

将近 174 名合伙人以及 1,300 多名法律和支持人员，

欧洲上班时间，使其成为最适合开展全球化业务的

分布于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堪培拉（联邦首府）、

理想地点。

达尔文和珀斯。如需关于在澳大利亚经商的更多详细

澳大利亚是全球矿物和原材料的主要出口国。澳大利亚

信息或建议，请与我们联系。

经济的其他重要行业包括金融服务、基础设施、信息和

Bruce Cooper

通信技术、农业经济和生物技术。

客户部代理首席执行合伙人

旅游业在过去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如今，澳大利亚已

电话：+61 2 9353 4103

成为亚太地区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个国家
特有的自然美景和休闲的生活方式每年都吸引着数以
百万计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澳大利亚健全的金融服务业在高效透明的市场中运作，
并得到最先进的基础设施和监管制度的支持。它不但
有股票、债券、外汇及衍生产品的流动性市场，还是
亚太地区主要的资本市场活动中心之一。
另外，澳大利亚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商业往来已持
续数十年。我们与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以及美国的
双边关系尤为积极和密切。过去 4 年，澳大利亚政府
加强了与主要贸易合作伙伴签订双边贸易协定的工作，
为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强大的平台。

bcooper@claytonutz.com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Austrade) 前言
澳大利亚提供丰富的机会，让您在全球扩展自己的业务
澳大利亚经济保持 25 年不间断的逐年增长，该国与亚洲、欧洲和美国稳固的贸易联系支撑着经济保持活力和
多元性。
近期的发展预测显示，2016 至 2020 年，澳大利亚的平均实际 GDP 增长将超过任何一个主要的发达经济体。
澳大利亚在三大全球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中一直保持着“3A”评级，是 OECD 国家中负债净额最少的国家之一。
经济的繁荣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商机。澳大利亚的财富水平中值居于世界前列，其原因为劳动力教育水平高以及
临近亚洲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我们的商业环境拥有着强大的经济支持、技术娴熟的多元化劳动力以及稳定的监管，而且农业经济、资源与能源
以及金融服务等优势行业蕴藏着重大商机。
近 70% 的实际总增值为服务相关行业，我们强大的金融服务行业为澳大利亚贡献的增值总收入居于次席。
所有这些因素使澳大利亚成为实现未来增长的绝佳之地。
《澳大利亚经商指南》为您概述了澳大利亚的经济、法律和法规环境，并就在澳大利亚经商提供了实用的建议。
要详细了解澳大利亚能够为您的组织带来什么，请访问 www.austrade.gov.au

Grame Barty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Austrade) 代理 CEO

关于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Austrade)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Austrade) 是澳大利亚的政府机关，负责促进贸易、投资和教育以及开发旅游政策、计划和研究。
借助于全球网络，我们帮助澳大利亚的公司吸引可创造经济价值的外国直接投资，并协助投资者进入澳大利亚市场。
有关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投资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ustrade.gov.au。
免责声明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无法验证本刊物内容的准确性，因此不对使用本刊物造成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打算使用这些信息的
人士应寻求独立的专业建议。

澳大利亚的人口正快速增
长，目前已超过 2300 万，

澳大利亚情况简介

且多数生活在沿海地区

生活质量

投资概况

政府

法律制度

澳大利亚位于亚太地区，拥有约 770 万平方公里的

澳大利亚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一个具成本效益且

澳大利亚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民主国家，仍与英国

澳大利亚根据英国的法律制度采用普通法。

而北部为热带气候。平均气温介于 4 – 28 摄氏度。

经商目的地。

二世。

内陆面积。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南部为温带气候，
澳大利亚的人口正快速增长，目前已超过 2300 万，
且多数生活在沿海地区。这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

国家，约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出生于海外，人口分别
来自 200 多个国家。官方语言为英语。

澳大利亚的生活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来自国际的

经商人士可享受到宜人的气候、美丽独特的自然环
境、顶级的国际化学校、便捷的航空交通以及高品
质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设施。

创新的投资环境，以及富有吸引力和低风险的

澳大利亚积极与区域内的合作伙伴协商自由贸易
协议，签署国包括东盟国家、智利、新西兰、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美国。

而且，澳大利亚正与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日本、

韩国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机构谈判，并正在与印度、
印度尼西亚和 PACER Plus（太平洋紧密经济关系
协定）机构进行磋商。

这些双边的贸易协议可为在澳大利亚设立的公司
提供服务这些市场的竞争优势。

保持着密切联系。国家元首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澳大利亚采用联邦制，由六个州和两个自治领地
组成。每个州和领地的政府都分立为立法、执法
和司法机构。

联邦政府主要负责国防、财税、邮电、公共卫生

系统管理、移民、高等教育、航空、外交和贸易。
六个州和两个领地的政府主要负责小学和中学
教育、道路和运输、警察以及卫生保健事务。

作为政府结构中第三级的地方政府负责社区的
规划和发展，并向社区提供当地服务。

各个州与领地均有自身的司法制度和法院。联邦

法院处理联邦事务，而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则审理
有关联邦、州以及领地的上诉案件。

货币
澳大利亚采用十进制货币系统，基本货币单位为

澳元 (A$)，100 分等于 1 元。2017 年 1 月 17 日
澳元对国际主要货币的汇率如下：
美元：

0.74

英磅：

0.62

欧元：
日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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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
85
5.15

商业监管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IRB)
FIRB 是 1976 年于联邦财政部内成立的一个非法

定机构，旨在向财政部长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供
外国投资政策建议。

FIRB 仅负责提供建议，其职能包括评估外国权益
方提交的投资提案，并就这些提案是否符合政府
政策以及《1975 年联邦外国并购与接管法》

(Foreign Acquisitions and Takeovers Act 1975

(Cth)) 为财政部长提供建议。FIRB 还向有意来澳

大利亚投资的外国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提供政府
政策方向的信息。

第 5 章“在澳大利亚经商 – 获澳大利亚政府支持”
详细阐述了外国并购事宜。

澳大利亚公平竞争与消费者
委员会 (ACCC)
ACCC 的主要职责在于执行《2010 年联邦竞争和
消费者权益法》(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 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消费者权益法》

(Australian Consumer Law)，详情请参见第 15 章）

以及各类其他法律。一般而言，该法律的目的是
提倡竞争和公平贸易，保护消费者权益。

ACCC 是一家独立的澳大利亚法定机关，成立于

1995 年（在当时的贸易实务委员会 (Trade

Practices Commission) 与价格监管局 (Prices

Surveillance Authority) 合并后成立）。

因此，ACCC 负责监管反竞争和不公平的市场

实践、防范反竞争的并购活动、执行有关产品安全
和产品责任的规定以及规管第三方使用国家重要
设施的权限（适用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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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 (APRA)
APRA 是澳大利亚的独立法定机关，成立于

1998 年，旨在促进对金融机构的审慎性管理，

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效率和竞争性。其监管职

能覆盖银行、寿险公司、私营健康保险公司、普通

和再保险公司、建筑融资合作社、信贷联盟、互助
保险社与养老基金的监督。

APRA 有权要求金融机构遵守审慎标准，并且可以
在必要时介入，以保护储户、保户或会员的利益。
另外，APRA 还有权深入调查、干预及管理。

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
委员会 (ASIC)
ASIC 是主管澳大利亚注册公司的独立法定监管
机构，也是联邦政府管理金融服务业的三大机构
之一。

ASIC 主要负责执行《2001 年联邦公司法》

(Corporations Act 2001 (Cth))，这项法律规管

公司的设立、运营和管理。ASIC 还负责支持公司
事务和金融市场的公平完整。ASIC 有责任保护

消费者权益，促进投资者参与的信心和合理性，
同时通过监管向消费者推荐、出售和披露金融

产品和金融服务的行为，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管。
ASIC 还需要确保向公众公开有关公司和机构的
信息。ASIC 的权力广泛，包括制定金融市场的

行为准则、停止金融产品的发行、调查涉嫌违反
《公司法》的行为、下发侵权通知以及禁止个人
提供金融服务。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ASX)

1936 (Cth))、
《1997 年联邦所得税评估法》(Income

负责维持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经济繁荣。其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

ASX 成立于 1987 年，是全球领先的金融市场交易

税收管理法》(Taxation Administration Act 1953

在 2-3 % 之间。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是联邦政府机构，负责管理

会制定现金利率的目标，并通过开放市场运作，

商标和设计权以及植物育种人权利相关的法律。

Tax Assessment Act 1997 (Cth))、
《1953 年联邦

所之一。ASX 提供各类服务，包括股票、衍生产品

(Cth)) 以及 ATO 行政税务裁决和法院判决。根据

清算和结算。ASX 在悉尼、墨尔本、珀斯、芝加哥、

Tax Act 1986 (Cth)) 和《1986 年联邦员工福利税

和期货以及定息债券等各类市场的上市、交易、

《1986 年联邦员工福利税法》(Fringe Benefits

通过制定货币政策，将中期的经济通胀率维持
•

市场运作 – 作为其货币政策职能之一，RBA

尽可能让现金利率接近这个目标。RBA 还会定

香港和伦敦设有分支机构。借助于 ASX 合规部门，

评估法》(Fringe Benefits Tax Assessment Act

期参与外汇市场、外国资产市场的交易，以及管

运营和结算方面的规定，该部门还拥有制定某些

体系约束。澳大利亚的商品和服务税法律主要包括

汇和国内现金市场的政策运作）。

ASX 针对 ASX 上市实体制定、监控和执行上市、
合规和执法决策的代理权。

ASIC 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还拥有其他权利监管

和执行在整体上规管澳大利亚金融市场的法律和

法规。ASX 还建立了 ASX 企业管治委员会 (ASX

Corporate Governance Council)，汇集各类企业、
股东和行业组织来推荐最佳的企业管治实践供
ASX 上市实体采用。

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
税务局长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澳大利亚所得税体系。
ATO 是一个以税务局长为首的法定机构，负责推行
澳大利亚联邦的税务体系，也是澳大利亚政府的
主要征税机构。

澳大利亚的所得税法律主要包括《1986 年联邦所得
税法》(Income Tax Act 1986 (Cth))、
《1936 年联
邦所得税评估法》(Income Tax Assessment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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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Cth))，员工享受的福利受一个独立的税收
《1999 年联邦新税体系（商品和服务税）法》

理澳大利亚的外汇储备（在某些情况下影响外
•

(A New Tax System (Goods and Services Tax)

Act 1999 (Cth))。现有的所得税体系将个人及企业

审核来检验个人和公司的自评结果。ATO 也征收烟

•

草、燃油产品及酒精税，实施“高等教育贷款计划”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RBA)
RBA 是一个法定机构，履行澳大利亚央行的职能。
RBA 的主要职能如下：
•

货币政策 – RBA 设定现金利率（货币市场的隔

夜贷款利率），更广泛地影响经济环境中的其他
利率（例如抵押贷款和企业借贷利率）。RBA

金融系统风波。

•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隶属工业、创新和科学部，

但在财务方面独立运作。该局由专利、设计及商标
这三个政府办公机构组成。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
还负责与全球知识产权组织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 合作，通过制定双边条约
帮助加强知识产权系统。

支付和基础设施 – 通过储备银行支付系统委员

澳大利亚网址登记服务公司
(AUDA)

金融系统的总体稳定。RBA 的正式监管职责在

澳大利亚网址登记服务公司是于 1999 年成立的一

施运作促进金融稳定性。

机构和行业自我监管实体。尽管根据《1997 年联邦

会，RBA 需要促进支付系统的效率和竞争以及

于确保支持金融市场交易清算和结算的基础设

以及“私人健康保险退税”，并负责澳大利亚养老金
体系的财政调控。

体系的稳定性。RBA 不仅需要缓解可能导致系
统性后果的金融风波的影响，还需要响应任何

的收入及资本利得纳入课税范围。

ATO 负责管理纳税人每年的自评过程，并通过随机

金融稳定性 – RBA 的一项长期职责是维护金融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的登记以及与澳大利亚专利权、

金融服务 – RBA 为澳大利亚政府、政府机构、
海外中央银行和官方机构

提供各类银行服务。作为澳大利亚的中央银行，
RBA 管理着政府的核心账目，并为政府及其机
构提供交易性银行服务。

间澳大利亚非营利公司，作为 .au 域名空间的政策

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1997 (Cth))，

澳大利亚政府拥有域名的保留权，但政府在 2000 年
批准 auDA 成为 .au 域名空间的管理机构。auDA

主要负责管理 .au 域名信息，确保时效性和可用性。
其还能够制定和管理域名政策、提供许可证、实施
消费者保障措施并协助解决该空间中的争端。

联系信息
Linda Evans

合伙人
电话：+61 2 9353 4217
levans@claytonutz.com

悉尼

Level 15
1 Blig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61 2 9353 4000
墨尔本

Level 18
333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61 3 9286 6000
布里斯班

Kirsten Webb

国家事务部门主管
竞争事务
电话：+61 2 9353 4608
kwebb@claytonutz.com

Level 28
Riparian Plaza
71 Eagle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61 7 3292 7000
珀斯

Level 27
QV.1 Building
250 St Georges Terrace
Perth WA 6000
+61 8 9426 8000
堪培拉

Level 10
NewActon Nishi
2 Phillip Law Street
Canberra ACT 2601
+61 2 6279 4000
达尔文

17–19 Lindsay Street
Darwin NT 0800
+61 8 8943 2555
www.claytonu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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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结构
在澳大利亚经商可采用以下形式：独资经营、
合伙经营、合资经营、信托或公司。

独资经营/独资企业
个人可以自身名义独资经营业务，通常也称为独资

企业。独资企业的设立相对简单，除了本人没有其

他独立的法人实体。因此，独资企业主个人承担经
营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责任和义务，其经营收入将
按作为独资企业主的个人税率征税。

同其他企业结构不一样，目前并没有特定的立法

监管独资企业，但其必须遵守具体涉及其业务的
其他法律规定。

合伙企业

合资企业

信托

合伙企业是指若干个人或公司合伙经营的企业。

合资企业是由若干个人或公司合资经营的企业。

投资者可采用信托形式经营。受托人拥有信托财产

限制在 20 人或以内。

各方在存续为独立实体的同时向共同的战略目标

法律义务，但通常就该义务对信托财产有相应的追

合伙企业（某些专业合伙企业除外）的合伙人数

多数合伙企业通过一份合伙协议而设立，其中规定

合伙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且受适用的立法约束。
合伙企业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因此其资产
由所有合伙人共同所有，或者按合伙协议列明的
比例各自拥有。

合伙人共同分享利润，并须各自对企业的债务承担

责任。但是，澳大利亚某些州规定，部分（非全部）
合伙人的赔偿责任以其出资额为限，从而组成一家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但有限责任合伙人不得参与
合伙企业的管理。

合伙企业一般受澳大利亚各州的法律、普通法及
合同法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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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企业描述的是订立协议的多方之间的关系，

迈进。合资企业不同于合伙企业之处，在于它经常

是针对某个特定项目或商业目标而成立，或出资人
的贡献在类型、金额或时间安排上有所不同。合资
企业通常有一个确定的目的。

合资企业可以是公司（独立的法人实体）或非公司
结构（纯粹的合同安排）。各个合资人的权利与

义务依照合资条款而定。合资企业受普通法管制，
如果是成立为公司形式的合资企业，则适用
《公司法》。

并代表信托受益人经营业务。受托人将承担信托的
偿权。受益人的权力依照信托条款而定，受益人的

权利可以是固定比例或由受托人酌情调整。信托受
普通法及合同法管制。

在澳大利亚经商可采用以下形式：
独资经营、合伙经营、合资经营、信托或公司。

澳大利亚公司

公司由董事负责管理，但拥有权属于其股东（也统

外国公司

如果注册的外国公司具体情况发生变化（例如更换

投资者可通过澳大利亚公司的形式进行经营。公司

决议（如果公司章程或《合同法》要求）的方式对特

外国公司可以用澳大利亚分公司或子公司的名义在

外国公司停止在澳大利亚经营、停业、破产或在原

出资的任何持有股份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外国公司，才能以分公司的名义在澳大利亚开展业

是能够持有资产的独立法人实体，并为自身的行为
承担法律责任。澳大利亚两种主要的公司类型为

私人公司和公共公司。公共公司也可在澳大利亚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私人公司的非员工股东限制在
50 人或以内，且不得在澳大利亚开展融资活动。

但就澳大利亚监管法规而言，私人公司在管理上
较为简单且管理成本较低。

澳大利亚公司必须在澳大利亚境内设有一个注册
办事处、配备若干澳大利亚居民董事（上市公司

必须有两位，私人公司必须有一位）并由一位澳大
利亚居民担任公司秘书（私人公司可选用或不用
公司秘书）。

澳大利亚公司对股东的居民身份及一般最低资本
要求方面无限制。

称为股东大会成员）。股东以通过普通决议或特别
别议题作出若干决策。一般而言，股东以其未全额
董事是负责管理公司日常经营和事务的个人。他们

需要承担一系列普通法和法规义务，例如审慎行事
的义务。即使公司注销后，这些义务仍然延续。
若董事未能履行这些义务，可能会构成犯罪。

董事的主要职责是以公司的最佳利益行事。不过，

如果公司破产或存在实际的破产风险，其义务可能
延伸至公司债权人。在这种情况下，董事有积极的

义务防止公司继续交易和产生更多债务。违反《公

司法》破产交易条款可能会导致针对董事的民事和

刑事指控。澳大利亚公司受《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普通法管制。

澳大利亚开展业务。外国公司必须在 ASIC 注册为
务。一家外国公司是否属于在澳大利亚开展业务由
特定法律原则确定。如果外国公司仅在澳大利亚

从事特定活动，诸如成为法律诉讼的当事人、举行

董事与股东大会、开立银行户头或持有任何财产，
则一般不足以认定为在澳大利亚开展业务。

欲申请注册的外国公司应先确定所使用公司的名称
在澳大利亚是否已有他人使用，并向 ASIC 递交申

请书，并在其中附上一份注册执照与公司章程的核
准复印件。如果任何文件采用非英文形式，则外国
公司还应提供经核准的文件译本。

外国公司还必须在澳大利亚境内设有注册办事处，
并且指定一位本地代理人作为公司代表。注册后，

外国公司每年必须向主管机构递交财务报表副本，
并且履行《公司法》中的各项通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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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人员或注册地址），则必须通报 ASIC。如果
始经营所在地注销，也必须通报 ASIC。

外国公司可通过在 ASIC 注册一个新公司的形式，
在澳大利亚成立子公司。

企业名称
ASIC 负责为所有澳大利亚企业登记、延展和管理
企业名称。如果一个人在澳大利亚的某个州经商

（以个人或公司名称的名义除外），则需要在 ASIS

可在线访问的“企业名称登记处”(Business Name
Register) 注册。

联系信息
Rory Moriarty

国家事务部门主管
公司/并购
电话：+61 2 9353 4764
rmoriarty@claytonutz.com

悉尼

Level 15
1 Blig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61 2 9353 4000
墨尔本

Level 18
333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61 3 9286 6000
布里斯班

Level 28
Riparian Plaza
71 Eagle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61 7 3292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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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
通常情况下，澳大利亚鼓励外国投资，但某些类型的

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 负责管理对住宅不动产方

向 FIRB 发出交易通报

投资门槛

受《1975 年联邦外国并购与接管法》(Foreign

农业用地的所有外籍人士记录在农业用地登记簿

是否需要发出通报取决于投资者类型、投资类型、

下表中列出的投资门槛于每年 1 月 1 日进行调整

投资需要申报并获得批准。在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

Acquisitions and Takeovers Act 1975 (Cth), FATA)
（以及《2015 年外国并购和接管规定》(Foreign

面的外国投资法规的遵从和执行。ATO 还会将持有
(Agricultural Land Register) 上。

Acquisitions and Takeovers Regulation 2015

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法律适用于由外籍人士提出的

Government’s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规管。

(a) 未在澳大利亚定居的个人，

(Cth))）和《联邦政府外国投资政策》(Federal

近期，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体制经过了全面的修

订，全新的框架已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开始实施。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IRB) 负责审查外国投资提
案，并就此向联邦政府作出建议。负责外国投资决
策的联邦政府部长为澳大利亚财政部长。

财务部长依据具体情况，针对“国家利益”审核外

国投资提案。国家利益无明确定义，根据所有相关

情况而定。财政部长可阻止有违国家利益的提案，
或对提案的实施加以条件限制，以确保其不会有
违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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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提案。外籍人士是指：

(b) 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府投资者，

(c) 任何公司、信托受托人或者有限合伙公司的
一般合伙人，其中某一位外籍人士的权益

大于等于 20%（即使实际上并非由外资控制）
或者多位外籍人士的总权益大于等于 40%。

投资针对的行业以及拟议投资的价值。通报要求
包括呈交在线表格和某些附加信息。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澳大利亚开始收取外国
投资通报的申请费（由 ATO 征收），对于违反

外国投资规定的行为，也将采用全新的处罚制度。

（除非另有说明）。

(a) 非土地提案
投资者

投资行为 1

门槛 - 超过：

10.94 亿澳元（非敏感行业）

来自于 FTA 合作

收购以下标的物的实质权益：

投资者（享有较高

►►澳大利亚的公司或信托，或者澳大利亚公司的资产权益 3；

国家/地区的私有
门槛）2

或者

2.52 亿澳元（敏感行业 4）

澳大利亚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或者该外国公司的专利）。

收购农业综合企业 的直接权益
6

5

（如可转换票据）按外国投资法律规定被当成股权处理）。
2

资者可享有较高的投资门槛（除非另有说明）。其中包括来自这些

或以上所有权，或者企业中有一名外国人或数名外国人（和任何合

此项针对农业综合企业的特定门槛不适用于智利、

新西兰和美国。来自这些国家/地区的私有投资者如要

适用于中国、日本和韩国投资者的门槛为 5500 万澳元
（根据收购对价的价值以及外籍人士（连同合伙人）

伙人）担任确定企业政策的职务。
4

运营。
5

上；或者 c) 可让投资者影响或控制目标投资的权益投资，不论投

2.52 亿澳元（所有行业）

资权益所占比例。

6

收购农业综合企业 6 的直接权益 5

外国政府投资者 7

制造企业（包括肉类、家禽、海产品、乳制品、水果和蔬菜加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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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谷物和油脂制造），其付息及税前收益超过实体总收益的 25%。
0 澳元

5500 万澳元（根据收购对价的价值以及外籍人士

（连同合伙人）对实体持有的其他权益的总价值而定）

澳大利亚实体或澳大利亚公司的所有直接权益 5（不包括外国

0 澳元

在澳大利亚成立新公司

0 澳元

政府投资者开办新的全资所有子公司所产生的直接权益）

农业综合企业包括业务属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行业分类代码

的特定类别的企业，例如农业、林业、渔业和特定的第一阶段下游

►►持有澳大利亚资产或在澳大利亚设有子公司并且在澳大利亚
收购澳大利亚媒体公司大于等于 5% 的权益

直接投资包括：a) 权益投资占目标投资的 10% 或以上；b) 如果收
购者签订了与公司相关的“法律约定”，则为目标投资的 5% 或以

或者

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或者该外国公司的专利）。

敏感行业包括媒体、电信、交通、国防与军事相关的行业和活动、
加密和安全技术与通信系统，以及铀或钚的提炼或者核设施的

对实体持有的其他权益的总价值而定）

►►澳大利亚的公司或信托，或者澳大利亚公司的资产权益；

实质权益是指任何公司或信托中单个外国人（和任何合伙人）具有
20% 或以上的所有权或数名外国人（和任何合伙人）总共拥有 40%

0 澳元

收购实质权益，并且超过 10.94 亿澳元的较高门槛）。

收购以下标的物的实质权益 3：

截至 2016 年 6 月 3 日，根据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规定，来自中国
（不含香港、澳门或台湾）、智利、日本、韩国、新西兰和美国的投

3

投资农业综合企业，需要满足一般企业收购的要求（即

其他私有投资者

FATA 适用于所有外国投资，不论其构成方式如何（例如，准债务

国家/地区的特定国民、企业和企业分支机构。

►►持有澳大利亚资产或在澳大利亚设有子公司并且在
收购澳大利亚媒体公司大于等于 5% 的权益

1

7

外国政府投资者包括外国政府投资或外国政府控制权占 20% 的
实体，以及多个国家的总投资占 40% 的实体。

(b) 土地提案
投资者

所有投资者

投资行为

收购住宅用地

门槛 - 超过：

0 澳元

8

收购空置商业用地 9

收购澳大利亚土地公司或信托的权益10

（住宅用地或空置商业用地占实体

0 澳元

投资者

其他私有投资者

投资行为

收购农业用地 （包括持有农业用地的农业
11

土地公司或信托 12 的权益）

合作国家/地区的
私有投资者

收购农业用地 11（包括持有农业用地的
农业土地公司或信托 12 的权益）

（享有较高门槛）2
收购已开发的商业用地 （包括持有已开发
9

商业用地的澳大利亚土地公司或信托 10
的权益）

收购澳大利亚上市土地公司或信托 10%

或以上的权益10

其他国家/地区的投资门槛为 1500 万
收购已开发的商业用地 9（包括持有已开发

智利、新西兰和美国投资者的门槛为

8

1500 万澳元（累计）。此门槛并非

收购低门槛土地（敏感土地）14

5500 万澳元

收购澳大利亚上市土地公司或信托 10%

2.52 亿澳元

的权益）

中国、日本和韩国投资者的门槛为
每年调整。

10.94 亿澳元

或以上的权益

11

或以上的权益10

10.94 亿澳元

收购采矿和生产权益13（包括持有采矿和
生产权益的澳大利亚土地公司或信托

智利、新西兰和美国投资者的门槛为

的权益）

其他国家/地区的投资门槛为 0 澳元

10.94 亿澳元

住宅用地是至少有一处住宅并且可合理修建的住宅数量小于 10 的任何澳大利亚土地。不包括完全

外国政府投资者

澳大利亚土地公司和信托是指澳大利亚土地（不含农业用地）占资产总价值超过 50% 的公司和信托。

农业用地是指用于或者可合理用于初级生产业务的土地。某些不完全和主要用于初级生产业务的土地
农业用地公司和信托是指农业用地占资产总价值超过 50% 的公司和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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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的权益）

收购土地的任何权益

收购勘探权益15 或者采矿或生产权益13

收购采矿、生产或勘探实体 10% 或
以上的权益
13

16

0 澳元

0 澳元

0 澳元

0 澳元

采矿和生产权益是指澳大利亚法律赋予的在澳大利亚或者澳大利亚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提取矿物

（例如碳或矿石）、石油或天然气的权利（不包括勘探权益 - 参见上文附注 17）。通常认为勘探权益

商业用地是指除完全专用于主要生产业务的土地或住宅用地外的任何澳大利亚土地。其中包括“商业

不包括在内。2015 年 7 月 1 日，ATO 建立了农业用地登记簿，并对其进行管理。
12

10

收购澳大利亚非上市土地公司或信托 5%

不能形成对澳大利亚土地的权益，因为它不能为持有者提供占用土地的专有权，并且它的期限通常

住宅经营场址”，即酒店、汽车旅馆、公寓、学校宿舍、特定类型的游船码头、旅行车停车场、营地等。
10

2.52 亿澳元

商业用地的澳大利亚土地公司或信托 10

专用于主要生产业务或商业住宅经营场址的土地（参见下文的附注 9）。

9

澳元（累计）。此门槛并非每年调整。

10.94 亿澳元

收购采矿和生产权益13（包括持有采矿和
生产权益的澳大利亚土地公司或信托 10

初级生产业务），门槛为 5000 万澳元
每年调整。

收购澳大利亚非上市土地公司或信托 5%
或以上的权益10

对于新加坡和泰国（土地完全专用于

（除非不属于农业用地）。此门槛并非

0 澳元

总资产的 10% 或以上）
来自于 FTA

门槛 - 超过：

短于 5 年。

14
15

低门槛土地包括矿区等敏感土地和关键基础设施（例如机场或港口）。

勘探权益是指澳大利亚法律赋予的在澳大利亚或者澳大利亚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提取矿物（例如碳
或矿石）、石油或天然气用于勘探矿物、石油或天然气的权利。

16

采矿、生产或勘探实体是指其在澳大利亚的勘探权益以及采矿或生产权益占资产总价值超过 50% 的
实体。

国家利益考量

(e) 投资者的品行：投资者是否透明经营，并且

外国政府投资

豁免证书

联邦政府将逐案确定国家利益考量，并且在评估

在评估外商农业投资申请时，联邦政府一般会考量

考量外国政府和外国政府投资者的投资时，联邦

收购澳大利亚土地的特定提案可申请豁免证书，

(a) 国家安全保障：该投资对澳大利亚保护其战略

水）的质量和可用性；土地的获得和使用；农业生

(a) 该外国政府投资者是否为外国政府全资或部分

人士，但需要满足可收购权益最高价值要求以及收

外国投资提案时通常考虑以下因素：
和安全利益之能力的影响程度；

(b) 竞争：该投资是否会让来澳的投资者控制市场
定价和某项商品或服务的生产，或者使投资者
能够控制某一产品或服务的全球供应；

(c) 澳大利亚政府政策：该投资是否会影响澳大

受到充分、透明的监管和监督。

提案对以下方面的影响：澳大利亚农业资源（包括

产和生产力；澳大利亚向澳大利亚社会和贸易合伙
伙伴稳定供应农产品的能力；生物多样性；以及
澳大利亚当地和区域群体的就业和繁荣。

政府考虑以下额外因素：

所有，以及它是否完全公平、独立并且为纯商业

新住宅的物业开发商和其他供应商（外籍置业者无

追求更大的、违背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政治或

次拍卖竞购已建住宅的、拥有临时居民身份的外籍

(b) 该投资是属于商业性质行为，还是实际上为了
战略目的；以及

(c) 该投资的规模、重要性和潜在影响。

任何提议的投资后重组）是否会影响澳大利亚

特殊产业部门

的整体经济，并且确实能为澳大利亚人民提供
公平的回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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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时间要求；(b) 向外籍人士出售特定开发项目中的

化经营；

利亚政府税收或其他政策，例如环保目标；

(d) 对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该投资（包括

其中包括：(a) 收购澳大利亚土地大量权益的外籍

对外国投资的特定额外限制适用于银行、民用航空
和机场、运输和电信行业。

需单独申请外国投资批准）；以及 (c) 有意参与多

人士（无需单独申请每个物业的批准）。报告义务
适用于在证书期限内作出的收购。

外籍承销商以开展承销证券业务为目的或者在开展
此项业务的过程中收购证券权益（包括土地实体的
证券），可申请豁免证书。

外国利益方是指通常不在澳大利亚
常驻的个人或者任何公司或信托

外国保管人

裁定的时间框架

对外国投资的裁定

记录维护

外国企业保管人收购证券、资产、信托、澳大利亚

根据 FATA，财政部长有 30 天的时间考量正式通

外国投资无异议裁定将指定获准投资行为、相关的

特定时间期限内的外国投资通报和申请记录必须

以下两个条件：必须在保管人开展保管活动的过程

之时开始计算。

立的信托的受托人）以及获准投资行为的时间限制

行为发生后五年）、遵守无异议裁定和豁免证书的

土地或许可权的合法权益可申请豁免，但需要满足
中作出收购，以及保管人仅根据其他保管人或者

接受与该权益相关的保管服务的证券、资产、信托、
土地或许可权的公平权益的持有者的指示行使与
权益相关的投票权。

借贷协议

报并作出裁定。30 天的期限自支付相应的申请费
30 天的期限结束后，财政部长有 10 天时间通知

裁定的申请人，通知内容如下：

(a) 告知申请人政府对该外国投资提案无异议；

(b) 告知申请人政府对该外国投资提案无异议，
但有特定的条件；

给此类实体的接收方（或者接收方和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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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比例），可申请进一步批准。收购权益对价
计算方式的变动不属于实质性变动。

通报要求适用于符合投资门槛的企业集团的内部

或对其施加条件的权利。多数情况下，在递交通知

券权益，或者收购子公司的证券权益，以及同一家

裁定或采取行动，即丧失根据外国投资法阻止交易

（或其子公司、控股实体或证券受托人）或者委派

协议如有实质性变动（例如提高个人持有实体的

如果财政部长在允许的期限内未针对相关提案作出

为目的仅以证券方式持有权益，或者通过执行仅

其中持有或收购权益的实体为签订借贷协议的实体

制通常为 12 个月，但财务部长可批准更长的期限。

内部重组

(d) 请求延期裁定。

以借贷协议为目的而持有的证券的方式收购权益，

（如果外籍人士继续进行这些投资行为）。时间限

(c) 告知申请人政府驳回该外国投资提案；或者

收购证券、资产、信托、澳大利亚土地或许可权的

权益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可申请豁免：出于借贷协议

外籍人士（可能是尚未注册的外籍公司或者尚未建

后的 30 天内会作出决定，并且通常会作出不反对

该交易的决定，除非该提案被认为违背国家利益。
在某些情况下，财政部会做出有附带条件的批准。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条件要强制执行。

重组。但是，同一家母实体下的子公司之间收购证

母实体下的子公司之间收购资产或澳大利亚土地的
权益，或者收购母实体或子公司的资产或澳大利亚
土地的权益均可享受费用优惠。

保留。这些义务适用于记录须通报的行为（投资

条件（条件失效后两年）以及处置须通报或在无豁

免证书情况下原本需要通报的住宅用地权益（处置
权益后五年）。

联系信息
Rory Moriarty

国家事务部门主管
公司/并购
电话：+61 2 9353 4764
rmoriarty@claytonutz.com

悉尼

Level 15
1 Blig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61 2 9353 4000
墨尔本

Level 18
333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61 3 9286 6000
布里斯班

Level 28
Riparian Plaza
71 Eagle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61 7 3292 7000
珀斯

Level 27
QV.1 Building
250 St Georges Terrace
Perth WA 6000
+61 8 9426 8000
堪培拉

Level 10
NewActon Nishi
2 Phillip Law Street
Canberra ACT 2601
+61 2 6279 4000
达尔文

17–19 Lindsay Street
Darwin NT 0800
+61 8 8943 2555
www.claytonu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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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AUSTRADE) 作为

在澳大利亚经商 –
获澳大利亚政府支持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AUSTRADE)
澳大利亚政府大力吸引并深化发展外商在澳大利亚
的直接投资。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Austrade) 是

一个中央联络点，与企业
和政府合作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可为国际投资者提供：
•
•
•

所有投资咨询和协助的初步协调；

关于澳大利亚商业和监管环境的信息；
市场情报和投资机会；

澳大利亚政府的贸易、教育和投资促进机构。澳大

•

利亚贸易委员会通过提供做出良好投资决策所需要

澳大利亚境内合适的投资地点和合作伙伴的

的信息、以及可以节省投资者时间和金钱的协作方

•

法，帮助国际公司建立和开发业务。

关于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和审批流程的建议。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还可以帮助鉴别具体行业的

通过与公司和政府的合作，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提

供了一个了解在澳可用投资服务的中心联络点。澳大
利亚贸易委员会在 50 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还意味
着它通常可以在投资者所在国的市场以母语提供支
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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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以及

投资潜力和战略联盟伙伴，提供详细的成本信息，
并且帮助建立研究合作关系。

重要的是，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对国际投资者的服
务是免费和保密的，并且是针对具体业务的需求而
制定的。

在基础设施、旅游、采矿和资源、清洁能源和环境、

联系方式及更多信息

领域，机会都非常多，并且在研发和创新中心还有

若要详细了解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能够在其他

食品加工和农商产业、高级制造、ICT 和生命科学
更广阔的机会。

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计划，以
支持外商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从而增强澳大

利亚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另外，州和领地政府
也制定了与投资者相关的一系列计划。澳大利亚贸
易委员会可以协助投资者获得这些信息。

哪些方面为您提供帮助，或者如果想联系投资
专家，请拨打：13 28 78（澳大利亚境内），

发送电子邮件到 invest@austrade.gov.au，

访问 www.austrade.gov.au/invest，或者

发函至 investmentupdate@austrade.gov.au
订阅《投资更新信息》(Investment Update)。

联系信息
Bruce Cooper

代理首席执行合伙人
电话：+61 2 9353 4103
bcooper@claytonutz.com

悉尼

Level 15
1 Blig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61 2 9353 4000
墨尔本

Level 18
333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61 3 9286 6000
布里斯班

Level 28
Riparian Plaza
71 Eagle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61 7 3292 7000
珀斯

Level 27
QV.1 Building
250 St Georges Terrace
Perth WA 6000
+61 8 9426 8000
堪培拉

Level 10
NewActon Nishi
2 Phillip Law Street
Canberra ACT 2601
+61 2 6279 4000
达尔文

17–19 Lindsay Street
Darwin NT 0800
+61 8 8943 2555
www.claytonu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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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
澳大利亚的合同法是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制定的，

签约方

资产的保全或所有权

PPSA 对非常广泛的权益予以保全保护，包括传统

约，根据此项原则，订约方可自由商谈合同条款。

根据澳大利亚的合同法，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不属

如果在属于“个人财产”的任何资产上形成保全

付款租购协议和某些租赁安排而形成的权益。

事人原则。如果一家按照《公司法》注册的公司属于

(Personal Property Securities Act 2009 (Cth),

并非条文法。澳大利亚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自由订
以书面记录合同条款是良好的做法（无需特别的

合同格式或程序），澳大利亚法院对于以文件形式
清楚表达出的缔约方意图会给予充分重视。这些

宽泛的原则陈述受到某些重要法规的影响，特别是

《2010 年联邦竞争和消费者权益法》(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 (Cth))。合同的签订不能
脱离这些法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法规可能
产生高于合同权利的法律权利。请参见第 15 章
详细了解《2010 年联邦竞争和消费者权益法》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 (C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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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合同签约方者将不受合同约束，这就是所谓的当
签约方，则其注册号（澳大利亚公司号码 (ACN)、
澳大利亚企业注册号码 (ARBN) 或澳大利亚商业
号码 (ABN)）也必须在所有公开文件中引用。

权益，则适用《2009 年联邦个人财产保全法》

PPSA)。为了保全权益所有者的权益，应该在相应
的时限内进行个人财产保全登记。个人财产包括
除了土地、或者联邦或州政府准予的特定权利
（例如采矿许可证）之外的所有财产。

形式的保全权益，以及根据所有权保留条规、分期

保全权益的登记受 PPSA、
《2001 年联邦公司法》
(Corporations Act 2001 (Cth)) 的相关条款以及
相关的附属法例的管辖。

澳大利亚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自由订约，
根据此项原则，订约方可自由商谈合同条款。

对合同中罚则的限制

对交易约束的限制

责任限制与解除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根据合同的一般通则，双方可在合同里列明违约

任何约束签订合同（或契约）一方和第三方交易的

根据《2010 年联邦竞争和消费者权益法》

澳大利亚是《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维也纳公约》

违反合同条款时向另一方赔付。这在货币损失难以

有效期间还是合同期满之后：

及现行各州与领地政府相应的商品销售与公平交易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的签约国。该公约

赔偿金数额或计算赔偿金的方法，以便在确定一方
计算或双方希望避免产生争端解决费用或诉讼费
用时，可能起到效用。

限制，包括直接或间接被第三方雇用，不论在合同
•

Act 2010 (Cth)) 中反托拉斯条文所管束的排他

这种关于违约赔偿金的协议必须出于善意而估算

可能蒙受的损失。如果只是一方为了强制执行合同
而以此协议作为威胁，或要求过分，或指定的发生

情况非常模糊，或可能被随意触发，则这些条款可
被认为是罚则而不获法院承认。

即使并非由违约行为触发，合同条款也会是一种罚

则。满足下列条件的附属条款属于罚则：在主要条款
失效的情况下对一方造成额外的伤害，保证主要条

款得以满足，以及可对主要条款的失效进行补偿。

可能构成第 15 章中所述《2010 年联邦竞争和

消费者权益法》(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

性交易行为；或

如果合同中对限制行为、限制期限或限制领域的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 (Cth)) 以

法规，合同签约方可限制或排除违反合同或其他情

况下的责任。但是寻求排除或限制责任条款的一方

必须说服法院：合同里的相关条文按正常解释是该
方的意思表示。

规定过于宽泛，可能会成为无效并且被法院视为

争端解决

（仅限该州），
《1976 年新南威尔士州交易约束

澳大利亚是《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之纽约公

新南威尔士州的最高法院在其认为合理的范围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的

不可执行的普通法交易限制。在新南威尔士州

法》(Restraints of Trade Act 1976 (NSW)) 允许
内限制施用合同中的某项限制条文。

约》(New York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成员国之一。因此，仲裁员的裁定（通常可以提供
合法、公平和法定的补救办法）将被认可，并且在

联邦法院或任何澳大利亚的州或领地法院（如同为
该法院的判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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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nna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为管理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制定与执行提供统一
的规定，并且为合同双方的义务设定规则框架。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签约方可相互约定不采用上述

公约，转而采用一方所在国的法律作为管辖其合同
的法律。但如果双方未作如此约定，则上述公约将
自动适用，并且该合同中将自动纳入公约中设定的
规则。

联系信息
Geoff Hoffman

合伙人
电话：+61 2 9353 4617
ghoffman@claytonutz.com

悉尼

Level 15
1 Blig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61 2 9353 4000
墨尔本

Level 18
333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61 3 9286 6000
布里斯班

David Landy

总法律顾问
电话：+61 2 9353 4175
dlandy@claytonutz.com

Level 28
Riparian Plaza
71 Eagle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61 7 3292 7000
珀斯

Level 27
QV.1 Building
250 St Georges Terrace
Perth WA 6000
+61 8 9426 8000
堪培拉

Level 10
NewActon Nishi
2 Phillip Law Street
Canberra ACT 2601
+61 2 6279 4000
达尔文

17–19 Lindsay Street
Darwin NT 0800
+61 8 8943 2555
www.claytonu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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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在保护技术及
知识产权方面提供

技术及知识产权的保护

全面的法律架构。

简介

专利

标准专利申请要经过全面的审查才能获得核准。不

澳大利亚是《巴黎公约》(Paris Convention) 以及

澳大利亚在保护技术及知识产权方面提供全面的

《1990 年联邦专利法》(Patents Act 1990 (Cth))

准，仅需针对其是否符合正式要求而进行审核后，

成员国之一。根据前者，国外申请人如果在一个成

法律架构，不仅适用于澳大利亚的发明创作人，还

适用于与澳大利亚签订多边或双边协议安排的许多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明创作人。这主要是通过联邦
层级的立法来实现。该立法的内容受澳大利亚签订
各种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例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的影响。众所周
知，澳大利亚人崇尚尽早采用新技术，而澳大利亚
法院大力支持知识产权。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是联邦政府机构，负责管理
澳大利亚的知识产权体系以及登记专利、设计和
商标等知识产权。

提供两种专利的核准：标准专利和创新专利。

标准专利的有效期为完整专利说明书的备案日期
起最长 20 年（前提是支付了专利续展费）。与此

不同，创新专利的期限为八年。

创新专利可保护对相关领域作出巨大贡献但不满足
“创造性”法律要求的递增技术进步。与标准专利
相比，获取创新专利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相应

地，在技术快速进步从而快速淘汰现有专利的领域，
创新专利可能发挥作用。

专利期限一般不可延期，但是对于特定的药物物质
标准专利来说，监管审批的延误缩短了专利的有效
期限。

同的是，创新专利申请不需要经过全面审查就可核
即可注册。然而，除非经过全面审查与认证，否则

创新专利不享有制裁被控侵权者的权利。所以，创
新专利所有权人、任何第三方（可能对专利的有效

性和/或侵权有顾虑的人）或专利局长可在任何时间
要求审查（需付费）。

《联邦专利法》(Patents Act) 还规定了重新审查

和异议（对于标准专利，则为预授权）的程序。异议
包括书面证据，以及在专利局长代表（决定结果）前
进行口头听证。专利局长在专利资格或异议方面的
裁定可上诉至澳大利亚联邦法院。

可以在很多方面对标准和创新专利提出质疑，包括

缺乏合适的主旨、缺乏新颖性、缺乏发明步骤（如果
是创新专利，则为创新步骤）、缺乏效用以及其他各

种技术理由。被告侵权人有权在法庭上反驳侵权主

张，坚持专利是无效的，而法院有权决定撤销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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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的
员国提出原始的专利申请，可在提出原始申请后特

定期间内向澳大利亚就同一项专利提出同样的专利
申请；根据后者，在一个成员国提出一项申请可视
为在另一成员国亦提出申请。

设计

商标

不再要求必须注册用户执照才能获得商标注册保

版权

《2003 年联邦外观设计法》(Designs Act 2003

澳大利亚的注册商标受《1995 年联邦商标法》

人同等的使用效果，许可必须符合某些标准，包括

在澳大利亚，版权受《1968 年联邦版权法》

(Cth)) 设立了注册外观设计的制度。

设计是指“由一项或多项视觉特征产生的产品整体
外观”，并且如果针对在澳大利亚公开使用或者在

澳大利亚境内或境外发布的设计进行评估，该设计
是“新颖的”和“独特的”，则可以注册。

但与创新专利一样，申请注册设计一开始无需全面
审查，仅须依照规定完成注册手续。除非任何个人
提请、法院下令或登记机构要求，才会对已注册的

设计进行全面审查。同样类似于创新专利，除非经
过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的全面审查和认证，否则

设计不享有制裁被控侵权者的权利。

已注册设计的独占权最长为 10 年（包括初期五年，
加上延展五年的选项）。作为《巴黎公约》的成员，
从在成员国初次申请日期起到在澳大利亚申请同
一个设计的备案之间，澳大利亚给予外国申请者
六个月的宽限期。

(Trade Marks Act 1995 (Cth)) 管辖。

无论标的商标是否已在澳大利亚用于特定的商品

和/或服务，都可以申请注册（但是申请人在提交申
请之时，必须至少有意向将该商标用于相关的商品

和/或服务，或者授权他人将该商标用于相关的商品
和/或服务）。

澳大利亚是《巴黎公约》(Paris Convention) 的成

员国，外国申请案只要在澳大利亚就同一商品和服
务的商标再提出申请，即可享有申请商标权注册的
宽限期，同时也保留在公约成员国更早申请商标权
的优先权日期。澳大利亚还是《马德里公约》

护。但是，要使获许可使用商标者获得与商标注册
商标注册人有权对获许可使用者使用商标的行为施
加合理控制。在注册商标或商标申请中仍可能记录
相关权益，此类可记录的权益现在包括受押人或信
托受益人的权益，以及获许可使用者的权益。

除了注册商标的法定保护，澳大利亚的一般法则还
禁止冒充竞争对手的商品或服务。从本质上来说，
不允许（例如）使用与竞争对手在澳大利亚已建立
商誉或声誉的商标相同或类似的商标，进而暗示

自己的商品或服务与竞争对手的商品或服务存在
联系。

(Copyright Act 1968 (Cth)) 管辖。
版权法所涵盖的材料类型包括：
•
•
•

文字作品（包括计算机程序）；
音乐作品（如作曲）；

艺术作品（包括照片、工程图纸、规划图、建筑
以及其他艺术技巧作品，但与艺术内容的评价
高低无关）；

•
•

戏剧作品；以及

电影胶片、录音、声音和电视广播，以及已出版
的版本。

(Madrid Protocol) 的成员国，根据此公约，在任何

如果作品符合版权的标准，版权与所有附带的权利

成员国的相关机构办理后续审批手续。

申请手续，包括任何形式的版权通知。
（的确，澳大

一个成员国提出的申请案皆可由该案所提名的其他
澳大利亚根据尼斯分类体系对商品和服务进行分类。
商标的注册期为 10 年，并且每次可以延展 10 年。
如果注册商标连续三年未在澳大利亚用于宣称的
商品和/或服务，则会因不使用而被取消。

在创作时自动产生，无需登记或任何其他正式的
利亚并未设立版权注册制度。）这种标准也涵盖

澳大利亚或与澳大利亚有多边或双边协议安排的

国家的公民、国民及居民的版权创作，或版权材料
的首次发布。

澳大利亚不仅是《伯恩公约》(Berne Convention)
的成员，同时也是《世界版权公约》(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 以及诸多其他保护个人
权利的公约的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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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澳大利亚人崇尚尽早采用新技术，
而澳大利亚法院大力支持知识产权。

在澳大利亚，作品的版权保护期为作者有生之年加

70 年，作品以外的题材的保护期为出版或发表之日
起 70 年（一般而言）。

机密信息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信息中没有产权。这与某些其
他国家不同。然而在特定情况下，依然有权保密真
正的机密信息。

机密信息保护（包括商业机密）由一般法则约束，

而不是成文法。因此在澳大利亚，机密信息保护没
有如同美国大多数州所采用的统一成文法。

一般法则规定了收到机密信息的个人在知情或应知
情的情形下负有保密的义务。

这项义务不仅要求收到机密信息的人不可违背披露

者的要求而披露信息，而且禁止任何使用、甚至任何
私下使用的行为（除非经披露者许可）。在某些情况
下，机密信息的接收者使用和/或披露机密信息受到
限制，即使其不知道该信息实际上为机密信息。

该法仅保护真正保密或仅分送给保密负责人员的
可辨认信息。

由于保守商业机密的义务是法律本身的要求，因此

无需任何合同甚至无需书面文字来证明，但保密

同意和保密确认书可以辅助证明已经向信息接收者
提出了保密要求。而如果机密信息的接收者希望信

息的披露者承担义务（例如，维护专有权，不将信息
披露给任何其他方），则必须签署具有此类效力的

协议。此类条款存在着限制交易的性质，需要遵守
与此类合同相关的法律。

集成电路布图与掩膜作品

植物育种人的权利

《1989 年联邦电路布图法》(Circuit Layouts Act

《1994 年联邦植物育种人权利法》(Plant

1989 (Cth)) 为集成电路布图提供了保护。

这项法律是在预期《华盛顿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

约》(Washington Treaty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respect of Integrated Circuits) 生效的情况下
颁布的。不同于美国《半导体芯片保护法》

(Semiconductor Chip Protection Act)，澳大利亚

的法律并不保护掩膜作品，作为其保护对象的集成
电路布图定义为，以任何实物形式固定的主动和
被动元件以及构成集成电路的内部连接的三维
位置表述。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符合资格的布图权有效期为
10 年，起始日期如下：
•

在商业开发的情况下，为首次商业开发之日；

•

在无商业开发的情况下，为设计电路布图的

或者

年份。

没有注册或设施要求，但澳大利亚法律通常不对合
格的布图或集成电路标识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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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er’s Rights Act 1994 (Cth)) 规定了新植物
种类的注册。

植物育种人的权利（即 PBR）向注册所有者授予了
在澳大利亚生产、繁殖、进口、出口和出售注册物
种繁殖物料的专有权。

在经注册所有者同意出售作物后，出售相关权利即
失效，但是如需进一步繁殖，则需要获取注册所有
者的同意。

作为 PBR 主体的每一个物种以特定的名称进行鉴
别，该名称在涉及相关生物属的植物方面只能用于
营销该物种的产物。

PBR 的期限为 20 年，自申请之日算起（如果为
木本或者藤本植物，则为 25 年）。

联系信息
John Collins

国家事务部门主管
IP 和技术
电话：+61 2 9353 4119
jcollins@claytonutz.com

悉尼

Level 15
1 Blig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61 2 9353 4000
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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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61 3 9286 6000
布里斯班

Level 28
Riparian Plaza
71 Eagle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61 7 3292 7000
珀斯

Level 27
QV.1 Building
250 St Georges Terrace
Perth WA 6000
+61 8 9426 8000
堪培拉

Level 10
NewActon Nishi
2 Phillip Law Street
Canberra ACT 2601
+61 2 6279 4000
达尔文

17–19 Lindsay Street
Darwin NT 0800
+61 8 8943 2555
www.claytonu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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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主要按照
联邦、州、领地的《电子
交易法》(ELECTRONIC
TRANSACTION ACTS)

电子商务

规范电子商务

电子交易法律

《电子交易法》(Electronic Transaction Acts) 不适

所有澳大利亚司法辖区都同意修订各自的《电子交

合同法

在澳大利亚，主要按照联邦、州、领地的《电子交易

(Electronic Transaction Acts) 均列出免受该法

得以加入该公约。该公约仅适用于国际商业合同。

目前合同法中尚未存在任何基本原则以限制电子形

(Electronic Transaction Acts) 又获修订，以包含

他非虚拟交易的相同。

法》(Electronic Transaction Acts) 规范电子商务。
联邦级的《电子交易法》仅适用于联邦法律适用的

交易范围。而州、领地的《电子交易法》则与联邦级
的《电子交易法》大同小异，并且只适用于各自的
司法辖区。

《电子交易法》(Electronic Transaction Acts) 的
主要影响包括：
•
•
•
•
•

交易不会只因依靠电子通信或电子签章而失去
法律效力；

建立确定电子通信收发时间与地点的指导原则；

原依法律规定应以书面记录或保留的信息，现在
可以电子文件记录或保留；

规定可以使用电子形式的签章取代传统手签的
情形；以及

特定的约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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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全部的法律或交易。每一级的《电子交易法》
约束的法律和交易类型。
《联邦法案条例》

(Regulations to the Federal Act) 在 2013 年进行
了修订，作废了几个例外条款，以保持与当前和
新兴数字渠道和消费者偏好的相关性。但是，

《联邦法案条例》规定《联邦法案》(Federal Act)

根据《2009 年国家消费者信用保护法》(National

Consumer Credit Protection Act 2009) 继续适用
于电子通信，并促进在某些情况下通过电子通信
提供文件和通知。

《电子交易法》(Electronic Transaction Acts) 的

基准是《1996 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

务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Commerce 1996)（示范法）。在 2005 年，联合国

采用了《关于在国际合同中使用电子通信的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use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借此更新示范法中的某些概念。在 2009 年 4 月，

易法》(Electronic Transaction Acts)，使澳大利亚

但在 2011 年，联邦、州和领地《电子交易法》
个人、家属和家庭合同。

该修订的法律澄清了合同形式的传统规则，以解决
电子商务的需求（包括对自动信息系统的认可）、

邀请要约的澄清、签约方地点确定规则、更新电子
签名规定和收发时间和地点的默认规则。

式的合同。所以，适用于在线合同的法律与适用其
在线合同引发了对“点击”协议的有效性议题，即

消费者在计算机屏幕上点击图标以接受标准条款与
条件的协议是否有效。几乎没有专门针对“点击”

协议的判例，但原则上又找不出理由为何不能使用
这种契约形式。

另一个议题是，在线合同的条款与条件是否已适当
地纳入协议中。根据澳大利亚法律，为达成有效的
缔约过程，协议提供者必须尽一切合理的努力，让

消费者及时注意合同中的条款，并给予合理机会考
虑及决定是否接受该合同的条款。

商业广告电子信息
必须获得接收者的同意才能发送

隐私

不自动适用《联邦隐私法》(Federal Privacy Act)

根据《联邦隐私法》(Federal Privacy Act)，在某些

澳大利亚关于隐私的主要法案是《1988 年联邦隐

(National Privacy Principles) 含有 10 条国家

例外情况包括：雇主对于现员工与前员工记录的处

私法》(Federal Privacy Act 1988)。该法涵盖：

•

•

•
•

年营业额超过 300 万澳元的私人企业或非盈利
性组织；

所有医疗服务提供者以及联邦政府承包商，

无论营业额多少；

的小企业可以选择执行该法。
《联邦隐私法》

隐私原则，规定了组织必须如何处理个人信息的

宽泛原则。

这些原则涵盖个人信息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
•

联邦政府各机构；以及

符合以下条件的年营业额不超过 300 万澳元的
小企业：
•
•
•

限制收集个人信息（即可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 –

如姓名和地址）和敏感性个人信息（例如与个人

种族或民族渊源、宗教或人生信念相关的信息）；

•

限制使用和披露收集到的个人信息；

•

要求为收集、使用或披露的个人信息保密，

与大企业有关系；或

•

机构有义务确保向个人提供访问其个人信息的

融资法》(Federal Anti-Money Laundering

•

交易个人信息；

是报告主体（带有《2006 年反洗钱和反恐

and Counter-Terrorism Financing Act

2006) 的含义），但是仅与小企业的活动有关
系，为了实现该法律或该法律的规则或规定
的目的而报告，例如报告可疑交易和超过
10,000 澳元的跨境现金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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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保这些信息准确、完整并及时更新。
权限，并给予其纠正不实信息的机会；

限制使用政府签发的身份信息（如税号）；

•

限制将个人信息转让给澳大利亚境内境外的

•

机构有义务确保个人能够查看该机构的隐私

其他个人或机构；以及
政策。

当《2012 年隐私修正案（加强隐私保护）》(Privacy

情况下，机构的很多行为将不受此法律约束。这些

Amendment (Enhancing Privacy Protection) Act

理（如此处理与雇用事宜直接相关）、媒体为了新闻

起，
《国家隐私原则》被 13 条“澳大利亚隐私原则

报道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登记的澳大利亚

政党及民意代表所雇用承包商对个人信息的收集

和使用。

各州及领地均有相关的法律，对各级政府机构和承
包商收集、使用和披露个人信息的行为加以规管。
健康方面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也受州及领地相关
法律的规管。

组织机构可以向隐私专员申请接受特定隐私法规的
约束。如果得到批准，将要求该组织遵守该隐私法
规，而非国家隐私原则。得到批准的隐私法规有

《市场和社会研究隐私准则》(Market and Social
Research Privacy Code) 和《生物测定机构隐私
准则》(Biometrics Institute Privacy Code) 等。

2012) 生效后，经过诸项变更，从 2014 年 3 月 12 日
(APP)”取代。

APP 是一套协调统一过的新型隐私原则，用于规范
澳大利亚政府机构和组织对个人信息的处理。除了

现有 NPP 规定的义务之外，APP 规定了更多义务。
有很多 APP 与现有 NPP 非常不同，包括关于在直
接营销中使用和披露个人信息的 APP 7，以及关于
跨境披露个人信息的 APP 8。

APP 是按个人信息的生命周期来编制其架构。这些

如果 APP 实体的行为或操作实务在 2014 年 3 月

通信截取

（例如窃听或记录电话谈话）或者访问存储的通信

第 1 部分规定了要求 APP 实体考虑个人信息隐

的个人信息的 APP，则认为该行为或操作实务干涉

电信截取（包括电子邮件、短信服务 (SMS)、多媒体

执法机构和情报机构在获得授权后进行的截取。

架构被分为五部分：
•

私的原则，包括确保 APP 实体以开放、透明的
方式管理个人信息（APP 1 和 2）。

•

•

第 2 部分规定了针对个人信息收集的原则，包括
主动提交的个人信息（APP 3、4 和 5）。

第 3 部分规定了关于 APP 实体如何处理个人

信息和与政府相关的身份信息的原则。第 3 部

分包含关于个人信息和身份信息的使用和披露
的原则（APP 6、7、8 和 9）。
•

第 4 部分规定了关于个人信息完整性的原则。
第 4 部分包含关于个人信息的质量和安全的
原则（APP 10 和 11）。

•

第 5 部分规定了个人信息访问请求和纠正请求
的处理原则。

12 日当天或之后发生，并且违反一项关于某个个体
了该个体的隐私。

从 2014 年 3 月 12 日起，信息专员的权利也将加

强，这些权利通常由隐私专员行使，包括以下能力：
•
•

•

接受可强制执行的承诺；

对严重或重复违反隐私权的情况寻求民事惩罚；
以及

对澳大利亚政府机构和组织保护隐私的表现进
行评估。

信息专员还有权力认可外部争议解决方案，以处理
与隐私相关的投诉。

信息服务 (MMS)、即时信息（使用 MSN Messenger
和 Yahoo! Messenger 等程序发送）、以及其他

形式的通信）受《1997 年联邦电信法》(Federal
Telecommunications Act 1997) 的监管。

根据《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和《1979 年电信（截取和访问）法》

(Telecommunications (Interception and Access)
Act 1979)，电信运营商（电信网络的所有者和经营
者）和服务提供商（通过这些电信网络提供服务的

公司，例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必须确保它们的系统
允许通信截取。

《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禁止运营商
和服务提供商披露特定信息，包括与通过其网络进
行输送的通信内容相关的信息。根据《电信法》

(Telecommunications Act)，电信运营商及服务提

供商有义务确保协助执法机构，尽全力防止其网络
设备被用作犯罪工具。

大多数情况下，
《电信（截取和访问）法》

(Telecommunications (Interception and Access)
Act) 禁止在通信的制造者、发送者或预期接收者
不知情的情况下，截取在电信系统上进行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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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例如电子邮件、SMS、MMS），但是不包括

《电信（截取和访问）法》(Telecommunications

(Interception and Access) Act) 也允许向指定的
执法机构或情报机构披露特定的电信数据。
另外，
《电信（截取和访问）法》

(Telecommunications (Interception and Access)
Act) 要求服务提供商按照特定“执法”或“截取”

机构的要求保留已储存的通信。这些机构包括澳大
利亚联邦警察局和州警察局，但事先要获得访问该
信息的搜查令。如果有外国根据《电信（截取和访

问）法》(Telecommunications (Interception and

Access) Act) 提出了请求，则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
还可以发出外国保留通知。

根据州与领地窃听设备的使用规定，未取得当事人
的同意或未获适当许可令，不得对任何私人谈话进
行录音。在某些州和领地，还禁止谈话人自己进行
的录音。

不自动适用《联邦隐私法》(FEDERAL PRIVACY ACT) 的
小企业可以选择执行该法。

垃圾邮件

电子商业广告信息的发送必须经过收件人同意，而

《2003 年联邦垃圾邮件法》(Federal Spam Act

内容，同时此邮件还须具备取消订阅的功能。

2003) 禁止未经他人请求而向其人发送商业电子信

息，例如含有“澳大利亚链接”的电子邮件、SMS、

MMS 和即时信息。澳大利亚链接的意义相当广泛，
包括以下方式发送的信息：
•
•

发自澳大利亚境内；

由管理或控制中枢位于澳大利亚境内的个人

或机构所发送（不论实际是否从澳大利亚境内
发送）；

•

用以访问该信息的计算机、服务器或设备位于

•

接收信息的账户持有人或机构位于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以及
境内。

《垃圾邮件法》(Spam Act) 不包括通过语音电话
或传真发送的信息。

根据信息的传送方式或信息中包含的内容（包括

任何网站链接、电话号码或联系信息），可判断接
收的信息是否为商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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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必须纳入可以使收件人明确辨识发件人身份的

可以明示或暗示同意接收电子商业广告信息。可以
明确辨识发件人身份的信息还必须包含发件人的

联系方式，并且必须在信息发送后 30 天有效。取消

订阅的功能必须容许收件人选择以后不再接收这位
发件人的任何电子邮件，此功能必须以清楚明显的
方式显示。

《垃圾邮件法》(Spam Act) 还禁止澳大利亚境内

个人和营业机构提供、获取或使用搜集邮件地址的
软件以及通过这些软件搜集到的地址。

在特定情况下，政府机构、已登记的澳大利亚政党、
慈善机构、宗教团体以及教育单位不受《垃圾邮件
法》(Spam Act) 约束。

违反《垃圾邮件法》(Spam Act) 将受到巨额罚款，
包括最高可达一天 110 万澳元。

联系信息
Steven Klimt

合伙人
电话：+61 2 9353 4133
sklimt@claytonutz.com

悉尼

Level 15
1 Blig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61 2 9353 4000
墨尔本

Level 18
333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61 3 9286 6000
布里斯班

Level 28
Riparian Plaza
71 Eagle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61 7 3292 7000
珀斯

Level 27
QV.1 Building
250 St Georges Terrace
Perth WA 6000
+61 8 9426 8000
堪培拉

Level 10
NewActon Nishi
2 Phillip Law Street
Canberra ACT 2601
+61 2 6279 4000
达尔文

17–19 Lindsay Street
Darwin NT 0800
+61 8 8943 2555
www.claytonutz.com

36 | 澳大利亚经商指南

澳大利亚的劳资关系
主要受《2009 年公平
工作法》(FAIR WORK
ACT 2009) 管辖

雇用与劳资关系
澳大利亚雇用法

所有员工都有权要求提供《公平工作法》中规定的

•

长期服务假要遵守联邦法律文件、州法律、或者

雇用 15 名或以下员工、并且遵守解雇准则的小企

澳大利亚的劳资关系主要受《2009 年公平工作法》

Standards, NES) 中的最低条件。下文概述了最低

•

对于参与“合资格的社区服务活动”
（例如陪审

况下，员工不会受到保护：

（Fair Work Act 2009 (Cth)，FW 法案）管辖。

澳大利亚的大部分雇主受《公平工作法》规定的约

束，不论其员工的雇用关系是受行业机构的裁定、
员工和雇主团体之间协定的集体协议、或者单独的

《国家雇用标准》(National Employment
条件的要点：
•
•

雇用合同的管辖。

签订协议摊平此工作时数 – 协议中还可以包括
“合理的额外时间”）；

•
•

•

四周带薪年假；

•

由于裁员而终止雇用、并且员工至少服务了 12 个
月时，应支付离职金。支付的金额与员工的服务
时间成比例。

如果可以证明解雇是无情、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则

入职 12 个月后 10 天带薪休假及看护假（包括

《公平工作法》可为符合资格的员工提供向其雇主

另加 2 天无薪看护假和 2 天带薪事假；

“真正的冗员”，雇主可以对不公平解雇索赔进行

病假，未满 12 个月则按入职时间比例计算），

在生产或领养小孩时双亲有 52 周的无薪育婴

假，并且双亲其中一方可以申请额外的 52 周。
学龄前儿童或 18 岁以下残障儿童的父母或看
护人可以申请灵活的工作安排。员工必须至少

提供连续 12 个月的服务，但是可以根据合理的
业务理由拒绝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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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服务或自愿应急管理）的员工，应提供合理期
限的无薪社区服务假；以及

基本薪资和临时工附加费率；

每周最多 38 个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虽然可以

预期在将来施行的国家法律：

要求不公平解雇索赔的权利。但如果解雇是由于

抗辩。

业也不受不公平解雇法律的约束。同样，在以下情
•

员 工供职年限不满“最短受雇期”
（小企业
雇主为 12 个月，其他雇主为 6 个月）；

•	
员 工签订了定期雇用合同或者受聘参与特定
任务；

•	
短 期临时员工；

•	
员 工在特定时期内受聘为培训生；或者
•

员工受聘为季节性员工。

收入超过高收入门槛（2015 年 7 月 1 日后为

136,700 澳元）的员工同样不受到保护，除非他们
签订了奖励或企业协议。高收入门槛于每年 7 月
1 日进行调整。

澳大利亚的大多数雇主受《公平工作法》
(FAIR WORK ACT) 要求的约束

《公平工作法》还包含与工作场所歧视相关的规定，
即当雇主由于员工（或潜在员工）的种族、宗教、

性取向、怀孕或年龄等特征而对员工进行不利行为
时，即可认定为歧视。

澳大利亚员工享有联邦法律规定的以下福利，即雇
主代表员工支付法定的养老金。

职业健康与安全法律对所有雇主规定了严格的义

务，要求其确保员工在工作期间的安全。除维多利

亚州和西澳大利亚州外，澳大利亚大部分司法管辖
区的职业健康和安全法律呈现出统一的趋势。

员工相关税务
自 2000 年 7 月 1 日起，澳大利亚已采用随收随付
(PAYG) 的税费代扣制度。PAYG 代扣制度要求雇

主从支付给员工的薪资中代扣薪资税并定期向澳大
利亚税务局缴纳。代扣金额按税务局长规定的比例
计算。

雇主向员工提供福利，应由雇主支付相应的员工

福利税。员工福利的定义很广，包括特权、服务或
设施（如提供私人专用汽车、无息或低息贷款或
员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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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雇主所支付的工资总额超过规定的界限，各州
可向雇主每月征收薪资税。

各州之间的薪资税率均不同。

一般而言，各州政府要求雇主在月度薪资支出达到
特定额度时需作登记。

联邦法律规定，雇主应为每位员工代付最低限度的

养老金。如果雇主代付金额低于规定的最低限额，
则必须付出一笔不可抵税的养老金保证金。

目前，雇主必须为其每位员工提供的最低养老金为
员工的名义收入基数（对于大多数员工，为其在正
常工作时间获取的报酬）的 9.5%。

雇主为员工代付的养老金也有最高额度限制，超出

部分不可用于雇主扣抵所得税。此额度因员工年龄
而异。

联系信息
Saul Harben

国家事务部门主管
职场关系、雇用和安全
电话：+61 8 9426 8219
sharben@claytonutz.com

悉尼

Level 15
1 Blig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61 2 9353 4000
墨尔本

Level 18
333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61 3 9286 6000
布里斯班

Level 28
Riparian Plaza
71 Eagle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61 7 3292 7000
珀斯

Level 27
QV.1 Building
250 St Georges Terrace
Perth WA 6000
+61 8 9426 8000
堪培拉

Level 10
NewActon Nishi
2 Phillip Law Street
Canberra ACT 2601
+61 2 6279 4000
达尔文

17–19 Lindsay Street
Darwin NT 0800
+61 8 8943 2555
www.claytonu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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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以来，国际商业人士
大幅提高了澳大利亚经济

商业移民
近些年以来，国外商业人士大幅提高了澳大利亚经
济在技能方面的基础，也促进了地方的商业和出口

活动，还为澳大利亚带来了相当多的就业机会。虽然
国际商业人士有多种途径入境澳大利亚，但都必须
持有签证。

近些年为了鼓励商业移民并使国外人士为商业目的
入澳更容易，澳大利亚政府对立法、移民政策和程

序进行了多项改革。特别是便利了商务访客及出于
商务目的短期入澳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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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能方面的基础

所有签证申请人都必须在健康、品格、国家安全和
国外关系等方面符合公共利益标准。申请居留时间
越长，标准则越严格。
虽然现在本律师行不承办商业移民的案件，但是如
有任何移民法律问题，我们可为客户介绍与本事务
所密切合作的该领域专家。

联系信息
Bruce Cooper

代理首席执行合伙人
电话：+61 2 9353 4103
bcooper@claytonutz.com

悉尼

Level 15
1 Blig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61 2 9353 4000
墨尔本

Level 18
333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61 3 9286 6000
布里斯班

Level 28
Riparian Plaza
71 Eagle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61 7 3292 7000
珀斯

Level 27
QV.1 Building
250 St Georges Terrace
Perth WA 6000
+61 8 9426 8000
堪培拉

Level 10
NewActon Nishi
2 Phillip Law Street
Canberra ACT 2601
+61 2 6279 4000
达尔文

17–19 Lindsay Street
Darwin NT 0800
+61 8 8943 2555
www.claytonu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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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些豁免情况外，个人在
未制定披露文件的情况下

融资法
通常认为澳大利亚的法律制度在融资方面有利于发

不得发行金融产品

行机构，这在过去几年也促进了在市场条件允许时

未向投资者披露信息则不得
提供的金融产品

《公司法》(Corporations Act) 对澳大利亚境内的

除了一些豁免情况外，个人不得提供金融产品，

的所有金融产品，不论金融产品是由澳大利亚机构

交给 ASIC。披露信息的内容必须遵照《公司法》

的初级和次级股权融资。

所有融资活动进行规管，适用于澳大利亚境内提供
还是由外国机构所发行。
“金融产品”包括股票、

信托单元、合伙企业权益、债券以及许多其他金融
工具。相关的法规适用于在澳大利亚境内收到的
金融产品的发行或邀约认购书，而不论相关金融
产品最后是在哪里发行、出售或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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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已编制披露文件，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提

(Corporations Act) 的规定，以及多项程序规定。

除了例外情况，在非公开市场提供的新的或现有的
金融产品均必须向投资者披露信息。

对于现有金融产品的销售，一般不需要披露信息，

完整发行信息声明书

发行后 12 个月内进行的销售和非公开市场的证券

完整发行信息声明书通常用于在 ASX 上进行证券

（即股票或债券）必须披露的文件类型有：公开

于完整发行信息声明书进行了一般的披露规定，包

但是对于由控制者在证券（也就是股票或债券）

销售，可能需要披露信息。在澳大利亚，发行证券
发起书 (OIS) 与发行信息声明书两种形式。

如果需要披露文件，一般规则是必须制定发行信息
声明书，除非可以使用 OIS。发行信息声明书有

很多不同类型，包括完整的发行信息声明书、简版
的发行信息声明书、以及特定于交易的发行信息
声明书。

的首次公开募股。
《公司法》(Corporations Act) 对
括投资者及其专业顾问可以合理要求进行以下方面
知情评估的所有信息：

•	
与招股的证券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以及

•	
证 券发行机构的资产和债务、财务状况和
业绩、利润和亏损以及前景。

一般认为，澳大利亚在融资方面的
法律体系对发行人有利。

简版发行信息声明书

例外情况

还有一系列例外情况可能适用于外国发行人以及按

责任

简版发行信息声明书和完整发行信息声明书大体

如果金融产品的发行不属于《公司法》(Corporations

的情况，可无需正式披露文件而发行权利股和提供

根据《公司法》(Corporations Act)，发行人在以下

披露文件而推广证券购买计划。

•

一样，不同之处是它通过引用而纳入已向 ASIC 申
报的某些文件。因此，它可能只是在发行信息声明

书中简单地引用已经向 ASIC 申报了某些文件，而
不是陈述文件的所有细节。

Act) 约束范围，或者 ASIC 授权免除一般或某些发

行的信息披露要求（如员工股票分红计划），则金融
产品的发行无需披露信息。这些例外情况包括：
•

发行信息声明书，且仅已在股票交易所上市的机构

•

的要求更少。

金融产品（证券除外）的信息披露文件称为《产品披
露声明》(Product Disclosure Statement, PDS)。
《公司法》(Corporations Act) 也对主动发行的

金融产品和金融产品广告设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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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个人前两个财年的总收入每年至少为
25 万澳元或者净资产至少为 250 万澳元，

并由合资格会计师出具证明；

方能发布。

OIS 可用于筹集最高 500 万澳元，并且对信息内容

同一个人对同一级金融产品累计认购金额不少
于 50 万澳元；

特定于交易的发行信息声明书
特定于交易的发行信息声明书的披露要求少于普通

个人认购金融产品的金额超过 50 万澳元或者

•

向其他指定的有经验个人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
（包括证券经纪商、某些养老金及寿险基金、

或者手上至少拥有 1 千万澳元用于证券投资的
个人）推广发行。

接管性收购或协议安排所做的发行。对于符合资格

权利资格。同样，在符合资格的情况下，可无需正式
将这些例外情况结合起来，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

法律体系比许多海外司法管辖区的更利于从事股权
融资，且推广发行的速度相对更快，对于二次发行

（即配售、权利股发行、提供权利资格），通常无需
正式的招股说明书或 PDS。

两种情况下可能就发行证券承担法律责任：

•

在要求披露文件时不予提供即发行证券；或者

在披露文件中加入虚假声明或故意疏漏要求的
相关信息。

违规行为可能导致民事或刑事罪责。在某些情况下，
发行公司的董事、顾问和承保人可能有承担法律责
任的风险。

联系信息
Stuart Byrne

合伙人
电话：+61 2 9353 4722
sbyrne@claytonutz.com

悉尼

Level 15
1 Blig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61 2 9353 4000
墨尔本

Level 18
333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61 3 9286 6000
布里斯班

Level 28
Riparian Plaza
71 Eagle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61 7 3292 7000
珀斯

Level 27
QV.1 Building
250 St Georges Terrace
Perth WA 6000
+61 8 9426 8000
堪培拉

Level 10
NewActon Nishi
2 Phillip Law Street
Canberra ACT 2601
+61 2 6279 4000
达尔文

17–19 Lindsay Street
Darwin NT 0800
+61 8 8943 2555
www.claytonu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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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性收购规则适用于
澳大利亚居民与外国

接管性收购的法律

投资者发起的收购

《公司法》(Corporations Act) 下的澳大利亚接管

“相关权益”的概念相当广泛。一般而言，当一个

接管性收购的禁止规则存在多项例外。其中包括场

接管性收购过程涉及多个监管机构：

权益的交易，包括在 ASX 上市的澳大利亚 REIT 以

投票权或处置权，那么可认为这个人拥有“相关权

标股东批准的收购、选择性资本减持以及每六个月

•

性收购规则监管收购澳大利亚公司或托管投资计划
及未上市但超过 50 名员工的澳大利亚公司（受监

管的实体）。虽然这些规定有时具有技术性，但收购

过程通常比较固定，基本沿用过去大概 20 年的相同
方式。

如果因为交易而使受监管实体中任何的一个法人的
投票权值出现以下提升，那么将禁止此人购得受监
管实体的相关股权（仅有少数例外情况）：
•	
从不超过 20% 增加到超过 20%；或者

•	
从 高于 20% 但低于 90% 的情况下增加。

一个法人的投票权值大体为在投票权证券上其相关
权益加上其联营机构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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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持有证券，或者有权力行使那些证券所附带的

外和场内收购投标收购、法院批准的协议安排、目

益”。从企业集团到与第三方的安排均包括在内。

3% 的收购递增。此外，ASIC 有权排除或修改接管

发起的收购。海外收购可能在澳大利亚有下行接管

如果目标是获得 100% 的控制权，则有两种类型的

接管性收购规则适用于澳大利亚居民与外国投资者
性收购的后果，特别是当海外收购的目标是在某个
澳大利亚受监管实体中直接或间接拥有超过 20%
的投票权值（根本控制原则）。

这些规则旨在确保投资者在一个有效率、公平竞争、

信息充分的市场里取得受监管实体的控制权，并且
提供公平合理的机会给所有投资者参与提议的收

购，给予投资者适当的信息与时间来考虑是否收购
受监管实体的大量股权。

性收购事实”(Truth in Takeover) 政策（这项政

策要求市场参与者公布有关其未来意图的声明）

强制收购（协议安排或有选择的资本减持除外，此

审查收购与被收购公司的声明与协议安排文件，

两者本身就具有强制性），但通常这种将少数权益
相关类别中至少 90% 的相关权益时才可行。

对上市的受监管实体的收购中，当收购的投票权值
达到或超过 5% 时，也要求向 ASX 及相关实体披

露。在控制权交易中，接管性收购审查委员会一般

也要求披露通过衍生产品而持有的经济权益，其中
掉期多头和实体持仓额总计超过 5%。

的情况并有权修订及豁免对《公司法》

(Corporations Act) 的遵行。ASIC 根据“接管

性收购规则的应用。

股东挤出的行为只有在收购人已拥有目标股份的

ASIC 监管遵行《公司法》(Corporations Act)

并审查接管性收购过程中做出的声明。
•

接管性收购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接管性收购期
间的行为是遵守了法律条文还是不可接受的

（如违反接管性收购规则的精神）。如果该委员
会认为存在不可接受的行为，则有权发出多项

命令；委员会可在向 ASIC、股东或相关方申请
后行使权力，但不得自行行使权力。

一个法人的投票权值大体为在投票权证券上
其相关权益加上其联营机构的权益

•

ASX 的部分职能是规管允许上市公司采取的

行为。

税务 － 递延股票交易资本
利得税

投资的审批。

澳大利亚所得税法规定，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在正常

•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IRB)/财政部主管外商

•

澳大利亚公平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

规管反托拉斯法。

ASIC 和 ASX 还监控上市实体对持续披露义务

（即在获知理性人预期可能会对实体证券的价格
或价值构成实质影响的任何信息后立即向市场
公布）的遵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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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出售股票时需缴纳资本利得税 (CGT)，但是
如果以原有股票换取收购公司股票，可获得递延资
本利得税（递延股票交易资本利得税）的优惠。

这项优惠政策允许被收购公司的原有股东将资本利

得税课征的时点递延到将来出售收购公司股票时。
递延股票交易资本利得税的其中一个重要要求是，
执行收购的实体必须在这种安排之后取得目标实体
80% 或以上的投票权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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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占澳大利亚
联邦政府总税收的
约 70%

一般税务问题
所得税占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总税收的约 70%。其中

税务

老金以及 1% 来自员工福利。公司所得税则占总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州和领地政府课征各种直接税

个人所得税占 48%，这其中又有 2% 的税收来自养

税收的 22%。剩下 28% 则主要来自商品和服务税
(GST) 以及消费税和关税。虽然 GST 属于联邦税

并由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 负责征收，但多数 GST
收入均分配给各州和领地政府。

本摘要介绍外国实体来澳大利亚投资时会面临的

主要税务问题，不管是直接通过分公司的投资还是

间接通过取得澳大利亚登记公司的股权或所有权。
澳大利亚与许多国家所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议，
这可能会对适用的税务处理方式造成影响。

影响澳大利亚投资的其他很多税务问题可能并未在
本摘要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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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间接税，包括：
•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
•
•
•
•

•

所得税；

员工福利税；

•

州和领地政府
•
•
•
•
•

薪资税；

土地税；

印花税；

博彩税；以及

机动车牌照税。

养老金税；

所得税与利得税

商品和服务税 (GST)，以及

对澳大利亚居民（不包括临时居民）的一般性规定

间接税（汽油税、石油税、烟酒税、关税）；
石油资源租赁税 (PRRT)。

是，对其国际国内收入及资本利得均课征所得税。

在个人不再作为居民（这会导致资本利得税的课征）

及在个人或机构成为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的情况下，
将适用特别资本利得税规定。

非澳大利亚（临时或永久）居民一般只需按其源自

澳大利亚的收入缴税，其中不包括股息、特许权使

用费以及需要交纳代扣所得税的权益。因此，非居
民无需为国外所得或源自非澳大利亚应税财产的
国外资产的资本利得纳税。

就税务而言，类似的处理方式适用于已为或成为

澳大利亚“临时居民”的个人（而不论其在澳大利亚
居留多长时间）。持有临时签证并属于临时居民范

畴的个人，对源自澳大利亚境外的收入可免除澳大

利亚所得税，但在身为临时居民期间赚取的雇用或
服务收入应纳所得税。

此外，在澳大利亚税务问题中不考虑合资格临时居

征收所得税和利得税的标准所得年长度为截止于

当外国企业在澳大利亚成立分公司（常设机构），

准予扣抵的费用包括营业支出、资本项目的资产折

的资本利得和损失。但对员工股份或认股权产生的

会计周期，并将结束日定为另一天。通常，如果外国

立企业身份与母公司及其它方交易，则其利润要算

限期延续，直到所有的亏损弥补完毕）。但是，必须

民从其资产（不属于澳大利亚应税财产的资产）产生
可归于澳大利亚雇用或服务的资本利得，则例外。

对于部分或全部相关雇用在澳大利亚进行的情况，
员工股份或认股权折价以及这类股份或认股权（及
其他因素）产生的任何利得可部分课税或免税，这

取决于折价收益的性质和时间。某些资本资产属于
澳大利亚的征税财产，以便评估非居民的资本利得
（参见下文 13.5 的讨论）。

临时居民向非居民债权人支付的利息无需缴纳利息
代扣税。

纳税周期和税级
凡是在澳大利亚成立的公司，或管理与控制中心设

在澳大利亚境内，并在澳大利亚有营业或投票权掌
控在澳大利亚居民股东手中的公司，均被视为澳大
利亚居民。

6 月 30 日的 12 个月，但经批准后可以采用另一个
母公司的财务年度截止日与此不同，则税务局会批
准纳税人的申请。

澳大利亚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居民个人可

在税率层级内采用起征点。非居民个人所得税也采
用累进税率，但没有起征点，亦无需交纳公费医疗
保险 (Medicare) 税费。个人边际税率目前最高为
45%，但加上公费医疗保险 (Medicare) 的税费

（针对作为居民的纳税人），实际上对多数人来说

在该常设机构上。在澳大利亚，任何通过该常设机构

赚得的利润按一般公司所得税率对外国企业课税。
在澳大利亚，常设机构中用于开展业务的 CGT 资产
也需要纳税。

在澳大利亚没有常设机构的境外企业，在有适用的
避免双重征税条约下，其源自澳大利亚的利润所得
可免缴澳大利亚的税项。

为 47%。2015-2016 年联邦预算引入了“临时预算

营业费用扣抵

于 2017 年 7 月到期，但是在此期间，有效的最高

居民与非居民的个人与公司应税收入的计算方法是

修复税”，即最高边际税率的 2%。这项额外的费用
边际税率（算上医疗和临时预算修复税）为 49%。

公司（含居民与非居民公司）按单一指定税率就其
一般收入与资本利得纳税。2001 年起，企业税率

一直为 30%，但是小企业的税率则为 28.5%。

2016-2017 年联邦预算发布后，有人提议将企业
税率在 2026-27 年之前降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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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适用的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下，若常设机构以独

从应税收入扣除准予扣抵的费用。合伙企业与信托
也采用类似的方式计算净收入。通常，经营企业的

纳税人必须按税务规定以权责发生制计算应税收入，
有别于企业的财务会计。

旧摊销、先前年度的亏损（可结转到下一年度并无

区分营业亏损与净资本亏损的差异。营业亏损可用

于扣抵未来的应税收入与资本利得。净资本亏损只
能用于扣抵未来的资本利得。对公司与信托弥补历

年亏损的报税情况会施用特别的诚信规则或限制，
以防止利用亏损实施非法交易。

公司（含居民与非居民公司）按单一指定税率
就其一般收入与资本利得纳税

资本利得税

公司纳税人的净资本利得按一般公司税率课税。个

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的全新代扣制度对非

如果集团公司选择合并申报所得税，集团内全资持

当发生应税事件（CGT 事件）并且认定资本损益时，

得有资格享受 50% 折扣（折扣），但该折扣不适用

10% 的代扣税（在来源计税）。

成、新关联企业加入以及原有关联企业退出集团等，

资本资产（CGT 资产）需缴纳资本利得税。
“CGT

资产”的定义涵盖广泛，但对于 1985 年 9 月 20 日
之前获得的 CGT 资产，将不作资本利得或损失的认
定。其中存在某些例外情况，并且存在多种类型的
CGT 递延（即延期缴税）。为避免双重征税，如果

一项交易要缴纳两种税，则“适用普通所得税优先”
这一规则。

仅当与澳大利亚特定资产相关时，才对国外居民的

资本利得（亏损）予以认定。现在，与国外居民相关

的 CGT 资产类别仅为：澳大利亚应税不动产、澳大
利亚不动产的间接权益、澳大利亚常设机构的企业

资产以及收购此类资产的选择权或权利。不动产中
的间接权益是指被置入实体中的非投资组合权益

（10% 或以上），该实体资产全部或主要为澳大利
亚的不动产，且被直接持有或经其他实体持有。

资本利得可以弥补（当年与往年）的资产亏损，结算
后的当年净资本利得要计为应税收入。资产亏损可
结转至来年，但只能用以扣抵未来的资本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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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就持有超过至少 12 个月的资产的应税资本利

于公司纳税人。资本利得加计通胀指数和个人收入
平均法等优惠已经取消。

澳大利亚也提供多项递延课征资本利得税的措施，
这使纳税人有效递延或免缴出售特定的固定资产或
置换新固定资产的资本利得税。在满足规定条件

（通常指所有权状况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某些结

居民处置澳大利亚征税不动产（不包括住宅）征收
非居民和临时居民获得的收益不享受这项折扣。

澳大利亚跨国公司及其控制的外国公司在符合特

定条件下，有权就销售或处置其在业务活跃的外国

公司中所持的非投资组合（10% 或以上）股份权益，
享受资本利得税减免。

有的关联企业必须合并申报。对于合并集团如何形

均有详细的规定。与合并集团相关的税务损失也受
详细的监管制度约束。

总公司必须对整个集团的所得税担负缴纳责任。但
是如果总公司未能支付，集团内的子公司成员必须

承担连带和各自责任，但集团成员之间如果有税务
分摊约定，则按约定缴纳。

转递延资本利得税的优惠会有利于企业重构。通常

营业机构税务

分折的做法。

就合并集团而言，目前有提议引入一系列改革措施，

公司

从当前规定中创造出一些税务筹划机会。

民和外国信托的受托人。信托中的外国投资者需要

合并制度允许澳大利亚全资公司、合伙企业和信托

企业的重组会采用以股换股、以单元换单元和业务
关于澳大利亚应税财产的衡量标准适用于外国居

确定其信托权益是否构成澳大利亚不动产中的间接
权益。如果权益方面的利得可归于不属澳大利亚应
税财产的固定信托 CGT 资产，则特别排除规定适

用于外国居民在固定信托中的权益。固定信托的受
托人对于相关的应税事件也不需纳税。进一步的要

求适用于固定信托资产本身是基础固定信托中权益
的情况。

公司（居民与非居民）作为独立的纳税人处理。税务
选择将自身作为一个合并的实体来纳所得税，就如
其成员子公司均为总公司的分部一样。

所得税合并申报制同时也适用于由外国母公司直接
全资控股，且内部没有澳大利亚居民控股公司的集
团公司 – 即“多口合并”(MEC) 的集团。

旨在尽量避免任何计划外的税收优惠，那些优惠会

虽然私人公司与公共公司在税务上有某些程度的差
异，但是基本上这两种类型的公司采用相同的一般
所得税率。一般而言，公共公司是公司股票在官方

证券交易市场流通的公司（亦即公司的实缴股本、
投票权与股息权在年度中并非直接或间接集中于
少数人手中）。私人公司即为非公共公司。

信托

一般而言，信托不被视为纳税人。虽然信托必须准

备所得税申报表，但信托收入必须分配到受益人手
中才课税。

最近颁布的归因管理投资信托 (AMIT) 法建立了针
对特定信托计税的另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与传统的
“当前权利”方法并行运作。在“当前权利”方法

中，如果目前无受益人享有信托收入，则对受托人

的应税收入净值进行征税。他们还将代表特定受益

人缴税，其中包括非居民受益人。在此方面，信托收
入必须分配给受益人后才课税的规定适用于完全分
配信托收入的固定信托、全权信托和单元式信托。

但有些公司的单元式信托和上市交易信托按公司的
税率课税。

AMIT 法律所规定的替代方法仅适用于不可撤销地

选择 AMIT 机制的管理投资信托（MIT，如定义）。
这种方法不取决于受益人的“当前权利”，且无需

向受益人分配收入。但如果对信托的收入和资本的

受益权有“明确定义”，那么受托人通常无需缴税，
前提是已在任何指定的收入年份“公平合理”地将
应税收入分配给受益人。

MIT 受制于不适用于其他类型信托的特定税务规

定。重要的是，MIT 受制于特定的代扣机制（以潜

在的特许代扣税率计算），这种机制适用于向非居
民分配收入的情况。

这种机制需要受托人承担从任何“基金支出”中代

扣税费的行政义务，前提是供款接收者有澳大利亚

境外地址或者如果受托人有权向澳大利亚境外地点

支付费用。
“基金支出”是对基金净收入的一种分配
（不包括澳大利亚非计税财产的利息、股息、特许

权使用费和资本利得）。利息、股息和特许权使用费
设有专门的代扣税费机制。

适用于代扣的税率将取决于非居民投资者纳税的

所在地。如果非居民投资者居住的国家/地区与澳大

利亚签订了信息交流协议，那么代扣税率将为 15%。

如果 MIT 仅持有新建的节能型商业建筑，那么适用

的优惠代扣税率为 10%。在所有其他情况下，适用
税率为 30%。

养老基金

公司股息发放

金信托，有特别的税务规定。这些类别的基金受

可免扣所得税，以反映分配利润中已经缴纳的公司

对于养老基金、获批准的存托基金与整合式养老基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之居民养老基金条规的规范。
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的所得亦按于所得年度分配到合伙人手中
才课税的方式处理（即合伙企业的损益在合伙人

层面上课税），但是合伙企业仍须递交所得税信息
申报表。

与合伙企业权益和合伙企业的 CGT 资产相关的资

本损益由合伙人分别纳税。类似的合伙企业处理方

所得税。发放股息之前，公司必须决定股息是部分

还是全部免扣所得税，视公司可用的公司已交预扣

所得税而定。收到预扣税股息的个人股东必须将实
际收到的股息与股息所带的预扣所得税相加，计算
出应税收入。然后，他们在股息上以预扣所得税同
等的税收扣抵股息的应付所得税。

个人股东通常有权在预扣所得税扣抵大于应税税款
时获得退款。

式可能适用于某些类别的外国混合有限合伙企业

一般而言，付给个人、信托、合伙企业、养老基金与

将按公司形式纳税。

规定。

和有限责任公司。不过，
“公司型的有限合伙企业”
合资企业

合资企业通常由每个出资人分别贡献一部分资产

而共同成立，每个出资人都能分享到该合资企业的
产出。

相应地，合资企业的参与者如果共同收到合资企业
收入时，可能需要按税务合伙人身份纳税。在其他

的情况下，合资人分别获得合资企业收入中各自的

份额时，则合资人在所有方面均以独立纳税人的身
份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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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税务归属制，澳大利亚居民公司所发放的股息

关联企业、寿险公司或公司股东的股息适用不同的
收到预扣所得税股息的公司及其他公司税之实体

必须按适用于与个人股东的相同方式处理，即预扣

所得税的股息必须用关联的预扣所得税进行加总，
并纳入公司的应税收益，且将应用一项税务扣抵以
减少公司的应缴税款。但公司及其他公司税实体不
能对过度的预扣所得税扣抵享受退税（但在某些

情况下，过度的预扣所得税扣抵可转化为结转税收
损失）。如果收到股息的公司本身也预扣所得税，
收到预扣税股息的股东可扣减与之相当的预扣

所得税，使其可按类似方式预扣其发放的股息。

澳大利亚居民公司所发放的股息
可按归属抵免免预扣所得税

对于公司股息的预扣税程度，有特别的规定。在“基

股息代扣税是按未预扣所得税的股息计算。一般的

财务安排的税赋

债务和股权的分类

百分比预扣所得税。这项特别规定的目的在于让所

条约国家的居民，则以适用协定中列明的税率（通常

作为其最基本的形式，
“财务安排”是一种关于纳

在公司中的股份和债务利息以及实体中的债务利息

的安排。

定。这项规定包括“股权测试”，用来判定利息的

准”原则下，每个股东收到的预扣税股息必须按相同
有股东享受相等程度的预扣税待遇，并且预防利用

预扣所得税获取不当税务利益。现在还制定了额外
的保护措施以防止人为操纵预扣收益。

居民公司发给非居民股东的股息如果没有预扣所得

税的话，公司要替非居民股东代扣所得税。换言之，
非居民股东不能享有预扣所得税，但如果发放给非
居民股东的是预扣税股息，可以免代扣与预扣所得
税相当的股息所得税。

股息代扣税率为 30%，但对于支付给避免双重征税
为不超过 15%）为准。

由澳大利亚公司支付给外国居民在澳大利亚常设机
构（即可归于该分支机构）的股息（不论是否已预扣

所得税）无需支付股息代扣税。相反，此类股息归属
于非居民应税收入中，应按评估情况纳税。而如果

股息为预扣税股息，则非居民有权抵减相应税额。
目前澳大利亚公司对外国居民固定实施了一种“管
道式外国收入”机制，产生的效果是该数额不属应

税收益，且未预扣所得税的股息无需缴纳股息代扣
税。广义上讲，管道式外国收入局限在海外收入以

及通常无需缴纳澳大利亚税务的利得金额，前提是
该公司属于非居民；例如外国分支机构收入、外国

非投资组合股息（投票权权益至少为 10%）以及由

出售具有潜在活跃业务的外国公司中的非投资组合
权益而获得的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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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有权接收或有义务提供金钱性质的财务效益

广义上讲，在规定适用范围内，从财务安排获得的

总收益将接受评税，而从财务安排中发生的总亏损
将获得税收减免（存在某些例外情况）。收益或亏
损将按照规定条款中的其中一种方式分摊至整个
财务安排的期限中。

该规定强制性地应用于某些纳税人在收入年份开始

进行的所有财务安排，以及应用于“合资格证券”的
财务安排。这些规定在应用中存在一系列例外情况。

应遵守适用于各种税收目的的债务/股权的分类规

本质是否为股权，以及“债务测试”，用来判定利息
的本质是否为债务。如果特定投资工具或利息同时
符合股权测试与债务测试的定义，则以债务认定

该项利息。即使投资于公司的权益在名义上并非

股份，仍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股权。在法律形式上为

股份的投资也有可能在税法上被认定为债务利息，
而非股权。

从税务的角度而言，债务和股权的区分对于确定投

资工具的回报是利息还是股息相当重要。这项区分

关系到公司的所得税申报、预扣税股息的比例、利息
的可抵税额、稀薄资本的计算（将在下节讨论）以及
相关的代扣税处理。

澳大利亚公司的举债融资

但是如果利息所有人（债权人）在澳大利亚有常

稀薄资本规定对于外国控制的澳大利亚实体以及

一套综合机制应用于交易外汇损益的税收，对象为

澳大利亚公司支付利息给非居民债权人（在澳大利亚

收入，则该笔利息收入必须按一般所得税规定

机构是否为经授权的收受存款机构 (ADI) 或者非

需纳入应税利得收入，相应交易的亏损可扣抵所得

没有常设机构者）时通常需代扣利息所得税 (IWT)。
如果非居民债务人向非居民债权人支付利息，而此

利息作为非居民债务人在澳大利亚分支机构的费用，
则同样适用此规定。

此外，债务条件扩展到由非居民债务人作为澳大利亚

设机构，并且利息收入可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
在澳大利亚课税，无需缴纳利息代扣税。豁免

经授权的收受存款机构（包括非 ADI 金融实体）。

债券利息支付的利息。

构）当年的债务扣减额度大于 2,000,000 澳元的

规定适用于对某些上市公司债券、国际债券和

根据债务和股权（配称）的可接受水平，稀薄资本
规定对利息和其他债务支出的准许抵扣额提出了

企业费用支付的利息，这种费用源自澳大利亚居民

一些限制。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澳大利亚企业相对于

已支付利息总额的统一税率为 10%。多数情况下，

这项规定适用于外国企业（通过分公司）在澳大利

的外国常设机构。

此税率不受双重征税条约的影响，但某些条约对支

付给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利息规定了例外待遇。
利息总额包括本质为利息的收入以及被视为利息

的收入。区分收入是股息还是利息时，需同时考虑
股权/债务测试。而且，5% 的 IWT 优惠利率将适
用于从其海外总部借款的外国银行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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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控制的外国实体作出了区分，同时也考虑

股权融资，过多地依赖举债融资的税务处理方式。
亚的直接投资、由外国企业控股的澳大利亚企业，

以及控制外国投资的澳大利亚企业。当企业的债务
与股权比例超过稀薄资本规定的限制时，超额的利
息费用不得认列为可扣抵的费用。

根据限额原则，该规定仅适用于实体（及其联营机
情况。

根据企业的类型，所允许的最高债务金额的计算规

则各不相同。一般情况下，受外国非 ADI 机构控制

的澳大利亚企业所允许的债务金额为规定的安全港
额度或公平交易的借款额度，以较高者为准。广义
上讲，安全港债务金额设为 60%。

当企业的债务超过允许的比例，稀薄资本规定会按

比例限制超额部分的可扣抵金额。债务/股权测试可
判定企业所发生的支出是否归类为利息费用，关于
关联企业的问题也有详尽的规定。当涉及合并的集
团时，稀薄资本规定适用于合并集团或 MEC 集团
的总公司。

多数纳税人。法律要求“已执行外汇交易”的收入

税。新法律同时也引进了换算外币的一般原则，外

国货币必须转换成澳元或适用的功能性币别以符合
税务处理的要求。

在 PAYG 体系下，多数企业需要每季度
交纳公司所得税、员工福利税、GST

支付给外国公司的特许权
使用费
如果澳大利亚公司向外国居民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则该特许权使用费需要交纳通常为 30% 的特许权

使用费代扣税，但在可用的双重征税条约下可采用
较低税率，一般为 5% 到 15%。但是如果特许权

使用费的受益所有人通过设在澳大利亚的常设机构
营业，并且所提供使用的财产或权利可归属于该常

设机构，则特许权使用费将会纳入常设机构的收入
在澳大利亚课税。

一套代扣税制度应用于某些其他类别的外国居民

款项。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将原有代扣税类别没有规

范到的外国居民在澳大利亚的特别应税收入类别纳
入代扣税的范畴。支付外国居民企业的款项类别以

及代扣税率均在法规中予以规定。前三种类别为：

转让定价

此规定特别强调纳税人需要准备同期文件（备齐文

跨国避税

外国企业与澳大利亚企业或分支机构以非公平交易

可接受的方法。也就是说，对于澳大利亚企业或分支

跨国避税是政府主要关注的一个方面。2015 年，

出具书面文件证明双方的价格是按可接受的定价方

Avoidance Law, MAAL)。MAAL 旨在防范跨国公

价格买卖商品或服务，由此将应税利润移转到国外，
这时就会发生国际转让定价（利润转移）。由境外

母公司或企业向澳大利亚企业收取超额价格或境外
总部与本地分支机构之间收取超额价格，或者价格
低于公平价格，可能减轻在澳大利亚的税负。低息
或免息贷款也可能产生移转利润的效果。

在某些情况下，税务局长可根据国际协议（定义广
泛），为税务目的将企业原先与关联企业买卖或提
供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换算成公平交易价格。

在对税务局长的评估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法院表示

将主要依据相关专家的证词（雪佛龙澳大利亚控股
私人有限公司 (Chevron Australia Holdings Pty

Ltd) 诉税务局长 (No 4) [2015] FCA 1092）。此外，

用于鼓励博彩旅游的款项 (3%)、用于娱乐和体育

专家必须解决相关问题，即：在公平协商基础上，

升级改造、工厂及固定设施的合同款项 (5%)。

受了贷方自行执行独立信用分析并且不依据评级机

运动的款项（普通税率）以及针对建筑、安装、楼宇

对价应该是多少？有趣的是，雪佛龙一案的法院接

构公开报告的证词。相应地，评级机构的做法和程
序并不相关。这给事态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因

为在不依赖独立专家分析的情况下，如何实际确定
公平利率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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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且已递交相关纳税申报表），证明其定价方法是
机构从非居民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应付价格，必须
法在公平价格基础上确定的。

近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包括：
•
•

认可经合组织 (OECD) 材料；以及

未按时准备好任何同期文档意味着纳税人将

失去“合理申辩的地位”，且如果发出了额外
税收评估，纳税人还将受到一项基本的税务

罚款。

政府颁布了《跨国反避税法》(Multinational Anti-

司在澳大利亚避税，确保他们缴纳在澳经济活动产

生的利润的税费。MAAL 仅适用于“大型全球实体”
（全球年收入超过 10 亿澳元的外国实体或全球集
团旗下的实体），相关情况如下：
•
•
•

向澳大利亚客户供应特定物资的外国实体；

在澳大利亚开展与供应直接相关联的活动；
其中部分或全部活动由与商业机构相关或者

在商业上依赖于外国机构的澳大利亚实体
（或澳大利亚常设机构）开展；

•
•

外国实体从供应中获得收入；以及

其中部分或全部收入不归因于外国实体的
澳大利亚常设机构。

MAAL 还包含一项目的测试，满足条件为计划的主

税务管理

对于没有 ABN 的非经营性纳税人，则由税号 (TFN)

通常，非居民如果有源自澳大利亚的任何收入，而

违反了 MAAL 的规定，那么税务局长有权取消计划

统一的代扣税分缴制度（随收随付 (PAYG) 制度）

要纳税人报出 TFN，即可采用特别的代扣税率。如

必须呈交年度所得税申报表。申报所得税采取自我

罚金（情节严重者，最高可达 120%）。

薪资所得税。

要目的是为纳税人获取计划方面的减税。如果计划

的减税优惠，并有可能处以最高 100% 避税款项的
近期，政府提出了进一步打击跨国避税的单边举

措。2016-2017 年联邦预算文件批注了 OECD 的

2015 年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EPS) 最终报告，

并提议引入英国式的转移利润税。在目前的形式中，
提议的税项适用于全球收入超过 10 亿澳元的大型
公司，前提是与相关方的约定出现以下情况：
•

导致在海外缴纳的税款不足原本缴纳额的
80%；

•

•

能够合理断定此项约定的目的在于获取减税；
以及

没有充足的经济实质。

如果这项约定在缴税范围内，则以 40% 的税率

为准，显著高于通行企业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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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大多数代扣税缴纳，包括雇主代员工扣缴的
需要从员工薪资代扣所得税的雇主必须在 ATO 登
记 PAYG 代扣税，并且必须在已登记 GST 的情况

来办理薪资以及各种不同类型投资收入等税项。只

果纳税人没有报出 TFN，代扣税率则以设定的最高
边际税率加上医疗保险 (Medicare) 税费和临时预
算修复税。

PAYG 分期税款原本要求每季度支付，但 2013 年

下通过商业活动申报表 (BAS)，若在未登记 GST 的

预算提议每月支付。这些变革已通过缓慢逐步的方

定期代扣税事宜。

款。税基评估分期收入（门槛）不超过 10 亿澳元的

情况下则通过收入活动申报表 (IAS)，向税务局申报
此外，如果供应商未就其供应在发票及其他一些文
件中注明澳大利亚商业号码 (ABN)，则接收商品或
服务的所有企业必须以最高税率缴纳代扣税，另加

从付款中征收的医疗保险 (Medicare) 税费。ABN 是

在与其他企业、税务局和其他联邦政府机构打交道

时使用的一个标识号码。所供应之货物与澳大利亚
有关联的外国公司或在澳大利亚营业（即使只是短
期）的企业一般有资格申请 ABN。

式得以落实，目前大部分实体均已开始每月支付税

小型实体无需满足这项要求。2017 年 1 月 1 日起，

超过 2000 万澳元门槛的实体将需要每月支付税款。
此外在 PAYG 体系下，多数企业需要每月交纳公司
所得税、员工福利税以及 GST，这些金额通常在
BAS 中申报。

已进行 PAYG 代扣登记之企业的分支机构可以单

独登记为 PAYG 代扣单位。根据此规定，分支机构
可以单独申报 BAS，通报分支机构本身的 PAYG
代扣税金额。

且这些收入并非免税收入或是预扣税收入，非居民
评报的方式。

员工福利税
员工福利税 (FBT) 是一个单独的联邦税制，只要

雇主提供福利给员工，就必须由雇主而非员工缴纳

员工福利税。FBT 针对特定福利项目的应税金额，
利用公式计算雇主提供的相应福利的税前总额。

2016-17 FBT 年份适用于总额的 FBT 税率为 49%，
将在后续 FBT 年份变为 47%。通常，雇主所支付的

员工福利以及 FBT 可作为企业的所得税扣抵项目。
另外规定要求雇主自我评报 FBT，并且按季度分期
缴纳。福利税年度结束于 3 月 31 日。

货物进入澳大利亚时必须缴纳关税

薪资税

印花税

薪资税为州/领地政府的课税项目，企业支付员工的

印花税是所有澳大利亚州和领地对不动产转让及

时，企业必须按规定的税率缴纳薪资税。雇主必须

税种。印花税率在各个司法管辖区有所不同，按比

年度总薪资超过各州或领地政府自行规定的限额
向州/领地政府的税收当局办理薪资税登记。

虽然各州/领地政府的薪资税规定很相似，但是每个
司法管辖区仍有差异存在。税率范围为 4.75% 至

6.85%。关于支付承包商报酬的各种适用规定以及

集团公司雇主如何汇总集团公司员工的薪资总额的
规定非常复杂。

其他财产（各司法管辖区有所不同）转让所征收的

例递减。这些税率适用于财产对价和计税财产价值
中的较高者。最高转让印花税率介于 4.5% 至 7%

之间，具体取决于司法管辖区（但额外 3% 的税率

适用于购置维多利亚州住宅的外籍人士，并且根据

维多利亚州 2016-17 年预算中的公告，这项税率将
从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提高至 7%）。

关税和消费税

关税的准确应付金额可参照澳大利亚海关颁布的
适征关税商品之分类细则。

消费税是一项针对在澳大利亚制造的某些产品征
收的税种（包括烟草、石油和酒品）。

商品服务税 (GST)
澳大利亚的 GST 于 2000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
是一种税基广泛的消费税，类似于世界上许多司法
管辖区的 GST 和 VAT（增值税）。澳大利亚 GST

的标准税率为 10%，对象为：
•

之适用关税规定的报关行代办。

关税通常以货物的报关价格来计算征费。报关价值
依据澳大利亚法律的规定计算，不一定等同于货物
的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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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澳大利亚，不包括外部领地和某些近海地

区）有关联的多数供应项目（包括商品、服务、

货物进入澳大利亚时必须缴纳关税。通常，关税缴
纳和货物通关放行事宜由熟悉澳大利亚相应产品

由企业提供的约因项目以及与“间接税区”(ITZ)

•

信息、权利和不动产）；以及
某些商品的进口。

供应项目的 GST
只有登记或需要登记 GST 的供应企业（按规定包括

个人、公司、合伙企业以及信托）才需要缴纳 GST。
通常来说，如果企业就与澳大利亚有关联的供应项

目在过去 12 个月的年营业额，或者对接下来 12 个

月的预估年营业额超过 75,000 澳元（非营利实体
为 150,000 澳元），则需要登记缴纳 GST。

当登记为 GST 纳税人的企业提供对价项目时，该供

应项目一般将成为应税供应项目（即需缴纳 GST 的
供应项目）。该供应项目的应付 GST 将为企业所收
到生产该批货物的对价总额（包括 GST）的 1/11。
通常，项目的供应方必须向税务局缴纳应税供应项

目的 GST。其中有多项例外情况，包括“逆向收费”

的货物（包括自愿逆向收费）和非居民通过居民代
理提供的供应项目。这些内容将在下文中讨论。
实体提供的供应项目如果“与 ITZ 没有关联”，

则无需缴纳 GST。但在某些情况下，对于“与 ITZ
无关联”但属向澳大利亚登记收货人提供的供应
项目，课征的 GST 可向收货人“逆向收费”。

确定供应项目是否“与 ITZ 有关联”主要视该实体

联邦政府颁布了相关规定（2017 年 7 月 1 日生效），

动产还是其他项目，适用不同的规定。

者”供应的数码产品和其他无形产品。这些规定基于

的供应项目类型而定。根据提供的对象是货物、不

在某些情况下，购置应税供应项目的实体有权针对

包含在购置价格中的 GST，要求进项税抵退。如果
实体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进行购置，并且已登记或
需要登记缴纳澳大利亚 GST，则可享受进项税抵

退。但是，如果购置与须缴纳进项税的供应项目有

关或者存在着私有或本土性质，则注册实体针对此

次购置申报进项税抵退的能力有限。仅有登记资格
（即在 ITZ 营业，但未达到登记营业额下限）的外
国公司需要先进行登记，才能要求进项税抵退。

一般而言，已登记的实体每月或每季度就其供应项
目，向 ATO 缴纳一次 GST，并在其收入活动申报
表 (BAS) 中报告。与此同时，针对包括在其商业

采购价格中的商品服务税，已登记的实体可以要求
澳大利亚税务局退回任何进项税抵退的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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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商品服务税扩展至外国供应商向“澳大利亚消费
其他司法管辖区现行的类似模式。根据这些规定，
超过 GST 登记营业额下限的外国供应商将需要在
澳大利亚登记 GST，并汇寄此类数码/无形产品的

GST，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缴纳 GST 的义务可转移
给“电子分销平台”的运营者（例如在线商店或门户
网站）。

已付进项税和免 GST 的
供应项目
某些供应项目归类为零税率或“免 GST”
（包括某
些保健、食品与教育物资，以及相应企业的出口与

销售）。免 GST 的供应项目无需缴纳 GST。从澳大
利亚出口的多数商品或服务免 GST。免 GST 的处

理方式也适用于某些与国际运输（人员和商品）有关
联的供应项目。

其他供应项目也可能免 GST 或“已付进项税”
（包

括与非一般保险的金融服务和现有住宅财产销售或
租赁有关联的供应项目）。
“已付进项税”的供应项
目无需缴纳 GST。但对于与“已付进项税”供应项

目的供应有关联的任何购置行为，相关实体无法申
请进项税抵退。

进口商品的 GST
如果实体向 ITZ 进口商品并“引入这些商品供国内
消费”，则其进行的是“应税进口”并应支付进口商

品的 GST；即向澳大利亚海关申明自己是进口商品

的“所有人”。多数情况下，登记的进口商有资格收回
应税进口中与 GST 金额相当的进项税抵退。如果

外国公司出口商品到澳大利亚，并且不准备登记或

无需登记澳大利亚 GST，应注意确保“引入商品供
国内消费”的一方有资格要求此进项税抵退。

目前，海关完税价值不超过 1,000 澳元（“低价值

下限”）的商品进口到 ITZ 无需缴纳商品服务税。
2016-17 年联邦预算提议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

取消“低价值下限”，对消费者进口的低价值物品
征收 GST。另一项提议是供应商登记模式，即在

澳营业额超过 75,000 澳元的海外供应商需要登记
并缴纳 GST。

GST 的替代安排
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各种安排可明显减轻外国公司
的 GST 应税负担。特别是，有可能使外国公司

无需：
•

登记缴纳澳大利亚 GST；

•	
履 行与所有 GST 税务相关的合规性义务；
以及

•	
面 临 GST 方面的额外债权人风险。

例如，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即在澳大利亚境内
不经营企业的非居民提供应税供应项目，则该供应
项目的非居民供应商和澳大利亚接收方可能商定

向澳大利亚接收方“逆向收取”该应税供应项目的
GST。在这些情况下，澳大利亚接收方只需向税务
局支付余额（如果该供应项目的 GST 高于其有资

格在购置行为中获得的进项税抵退）。这种安排对
于非居民供应商而言可能非常有利。其他安排与
进口商品的交付条款相关。

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联邦政府实施了相关举
措，旨在减少跨境企业交易所产生的外国实体在

澳大利亚登记缴纳 GST 的需求。

58 | 澳大利亚经商指南

联系信息
Andrew Sommer
国家事务部门主管
税务
电话：+61 2 9353 4837
asommer@claytonutz.com

Mark Friezer

合伙人
电话：+61 2 9353 4227
mfriezer@claytonutz.com

悉尼

Level 15
1 Blig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61 2 9353 4000
墨尔本

Level 18
333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61 3 9286 6000
布里斯班

Level 28
Riparian Plaza
71 Eagle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61 7 3292 7000
珀斯

Level 27
QV.1 Building
250 St Georges Terrace
Perth WA 6000
+61 8 9426 8000
堪培拉

Level 10
NewActon Nishi
2 Phillip Law Street
Canberra ACT 2601
+61 2 6279 4000
达尔文

17–19 Lindsay Street
Darwin NT 0800
+61 8 8943 2555
www.claytonutz.com

59 | 澳大利亚经商指南

自然资源税
特许权使用费

•

澳大利亚的每个州和领地（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除

•

外）都会征收采矿和石油活动的特许权使用费。大

部分司法管辖区会按照估价或者矿物或石油产品价
值的一定比例收取特许权使用费。采矿特许权使用

费通常包括各类矿物，包括基本金属、贵金属、碳、
铝土矿和铁矿石。石油特许权使用费通常包括所有

形态的碳氢化合物，包括石油、天然气、液态石油气
和煤层气。

各司法管辖区和矿物类型的费率不同，通常根据单

位平均价格进行分类。大部分采矿特许权使用费根
据采矿前价值计算，大部分石油特许权使用费则根
据井口价值计算。

特许权使用费的实际费率在各个州和领地不同，

不同资源的费率也不同。相关资源的特许权使用费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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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础金属和贵金属：2.5%-5%。
褐煤：每焦耳 0.21-0.26 澳元。
其他煤炭：5%-15%。
石油：10%-12.5%

应分开审核每个司法管辖区和每项资源，确定合适
的特许权使用费费率。

需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实体必须定期提交申报表。
在大部分司法管辖区，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发
生于出售、处置或使用矿物或石油期间。内部转让
矿物和石油也会触发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

此外，位于州或领地水域外、但属于联邦水域内的

海上石油项目由联邦政府征收特许权使用费，并与
相关的州或领地分成。

所有州均允许以某些形式减免采矿和石油特许权

使用费，其中包括货运和保险成本、产业税、勘探
支出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费。

矿产资源租赁税（“MRRT”）
和石油资源租赁税（“PRRT”）
除了各州的特许权使用费和上述税项外，从事某些

这些税种有许多相似点，并采用几乎相同的方式

计算收支。下文提供的一份简表列明了 PRRT 的
主要特点。

PRRT 的课征对象为在一年中就石油项目拥有

自然资源（铁矿、煤矿、石油及其衍生物）挖掘业务

“应税利润”的实体。这种税项针对的是项目持有

自 1997 年开始征收）。澳大利亚之前征收的矿产

标志为当有合资格的生产执照处于生效中时。

的实体可能需要缴纳石油资源租赁税（PRRT，

资源租赁税 (MRRT) 已于 2014 年 9 月 5 日废除。
因此，MRRT 适用于在 2012 年 7 月 1 日和 2014 年
9 月 30 日期间挖掘的特定资源（主要是煤炭和铁
矿石）所产生的特定利润。

PRRT 类似于其他国家常见的资源“租赁”税种，
例如挪威针对北海油田的资源租赁税。

人，而不是各个实体。一般而言，石油项目的存在

如果一个人在当年源自某项目的“可评估收入”超过
发生的可扣抵支出和结转或转移总额，那么可视为
拥有应税利润。

PRRT 对所有陆上和海上油气项目采用 40% 税率
（向陆上项目的延伸征收是依据 2012 年的法定
MRRT 综合税项，并且未在 2014 年废除）。

应税利润

就财产损失或毁坏（将会产生资本支出）而产生应

石油项目权益的管理与转让

纳税实体对 PRRT 的考量因素

PRRT 应税利润的计算方式为先确定“可评估收入”，

益而接收的约因除外。

获得可评估收入的任何人必须在税收年度结束

预期需要缴纳 PRRT 的公司应考虑：

成为以下项目之一时：

PRRT 可扣抵支出

报税。然后必须在发出评税单后的 21 天内缴纳

•

供应协议中的转移条款，确定他们是否可以追

•

要满足可扣抵支出的条件，支出必须是在准备项目

PRRT 分期款项（每年 10 月 21 日、1 月 21 日

•

制定会计制度或程序，识别从其他活动中附带

石油项目的 PRRT 历史数据将转移至新所有人，

•

签署必付合同的后果，以及按支付条款收到的

并收到了可评估收入（或者其中的一部分，按

•

财务问题，例如需要加入项目财务建模中的额

然后减去估值点上游的“准予扣抵额”，也就是资源
“可销售石油商品”，即由石油生产的任何产

品，包括稳定原油、销售天然气、浓缩物、液化
石油气、乙烷或其他按法规被认定为可销售石
油商品的任何产品；或者

•

“除外商品”，即一种已销售、产出后经进一

步加工或处理的上市石油商品，或者已移出产
出地点（不是移至相邻储存场所）或其相邻储
存场所的上市石油商品。

如果在估值点上游发生公平销售交易，可评估收入

即为收到的款项金额。在其他情况下，
（比如资源要
在整个链条的更下游加工）必须通过采用公平合理
的方式，来确定估值点资源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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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约因也纳入可评估收入，但从因处置项目本身权

时开展或提供作业和设施中产生（即勘探支出），

包括开展可行性或环境研究，或者开展或提供作业、
设施或其他项目构成活动。支出可以是资本或收益
性质。

除外支出（不可扣抵的支出）包括借款成本（即利
息）、支付的股息、偿还股本、私人开采特许权使

用费、GST 和行政管理付款、会计、薪资或者其他

在开展或提供作业、设施或其他任务中间接产生的
工作成本。

在石油开采区内获得权益而产生的成本也属除外
支出。

（通常为 6 月 30 日）后的 60 天内向税务局

PRRT。但缴税实体必须按季度分期缴纳预估的
和 4 月 21 日）。

后者将被视为在项目转让当年产生了项目支出
“转让百分比”计算）。

收税款；

产出的应税资源；

金额是否是作为缴纳 PRRT 的可评税收入；

外成本因素、财务比率要求的影响以及在实体
和项目之间分担的损失。

从事某些自然资源（铁矿石、煤矿、石油及其衍生物）
挖掘业务的实体可能需要缴纳澳大利亚
两种“资源”税的其中一种

PRRT 主要特点摘要
PRRT

税率
覆盖范围

州特许权使用费和所得税相互影响
估值点
支出的处理方式

结转支出/损失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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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陆上和海上油气项目。
无最小限值。

州特许权使用费抵税额。

未使用的抵税额按 PRRT 递增债券利率提升。
可用于所得税扣抵。

存在“可销售的石油商品”时。
所有合资格支出可立即扣抵。

仅限“合资格勘探支出”才能在项目之间转移。
结转支出提升：

• 一般项目支出 LTBR + 5%；

• 勘探支出：在获得生产执照 5 年内发生，适用 LTBR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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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拉斯、竞争和
贸易惯例法规

最近通过的立法规定了对
卡特尔行为的刑事处罚

《2010 年联邦公平竞争和消费者权益法》(CCA) 的

公平竞争条文

绝对禁止的行为

CCA 还规定了针对卡特尔行为的刑事制裁。这意味

条款提升澳大利亚人的福祉”。该法案制定了广泛的

CCA 的公平竞争条文规范市场行为以及（在较小的

绝对禁止的行为方式主要有：

而言，卡特尔条款是指两个或以上竞争者达成的合

澳大利亚最常见的诉讼领域，同时也使主要的监管

•

绝对禁止某些行为，包括卡特尔行为（对其适用

•

禁止以实质降低澳大利亚市场公平竞争机制为

目标是“通过提倡公平竞争和交易以及消费者保护

规定来达成此目标。该法令涵盖范围很广，已成为在

机构之一澳洲公平交易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 成
为最活跃、最知名的监管机构。CCA 所包含的主要
规定有：
•

禁止反公平竞争行为；

•	
基 础设施所有人允许他人使用该基础设施的
义务；

•	
禁 止误导与欺骗行为以及不负责任的行为；
•

产品标识原产国的要求；

•	
在 消费者合同中加入某些法定保证；以及

•	
制 造商对缺陷产品负责的严格责任制度。

最后两个类别几乎都涉及产品责任法领域，详情请

见第 16 章。本节主要讨论 CCA 的竞争相关方面。

64 | 澳大利亚经商指南

程度上）规范这些市场的结构。这些条文：

•
•

刑事惩罚）；

目的或影响的行为；

预防会大幅降低澳大利亚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
并购行为；以及

要求基础设施所有人根据一般全国性使用制度
提供特定基础设施使用权，或者在特定的具体

情况下根据电信行业特定的使用制度提供特定
基础设施的使用权。

•
•

•
•

竞争者之间达成价格协议；

竞争对手之间签订协议，以限制面向特定的

着从事卡特尔行为的个人如今可能面临监禁。总体
同、安排或谅解中的一种条款，该条款：
•

设定了他们中的部分人或全体共同采用的定价

市场分配）；

•

限制或限额提供他们中部分人或全体所供应的

以及

•

的第三方购买其他商品或服务为条件供应商品

•

人士或群体的供应（联合抵制、串通招投、

设定商品或服务的最低售价（维持转售价格）；
强制向第三方购货，供应商以客户同时向不相关
或服务。

任何尝试运用这些形式的安排都将违反 CCA 的
规定。ACCC 严格执行这些禁止规定，对违者处

以重罚。对一个公司的最高罚款为 1000 万澳元、

三倍非法行为所得或者相关市场中 10% 的营业额，
取其中最大者为准；对于个人的最高罚款则为 50 万
澳元。这些金额适用于单次违规行为，因此如果出
现多重违规，罚款很可能大于这些金额。

（限价）；

产品或服务；

竞争对手之间分配客户、供应商或地区（市场
份额）；或者
操纵竞标。

订立或实行包含卡特尔条款的行为是违法的。而卡

特尔条款对竞争的影响程度并不重要。判定某个行
为是否是刑事犯罪要看该个人是否“知悉或相信”

正在发生卡特尔行为。在理不置疑的情况下，可受到
刑事指控的充分条件为：
•
•

发生了该行为；并且

该个人“知悉或相信”正在发生卡特尔行为。

有违公平竞争目的或效应的
行为
现行法令涵盖了许多禁止有实质降低澳大利亚市场
公平竞争机制的目的或影响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
•
•

有此目的或效果的任何协议、安排或谅解；

涉及对特定人士独家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安排；
某些捆绑安排。

例如，如果一个人知道或认为与竞争对手订立的合

•

该行为是错误或违法的并不重要。

限制厂商将产品只提供给特定客户，以及禁止因客

同中，某条款具有限价的效果。那么该个人是否了解
在特定情况下，各方可向 ACCC 申请特定行为的通
报或授权。在接受通报或者授予权限的情况下，相关

方允许参与已通报/授权的行为，并且不违反 CCA。
在一些受限制的情况下，相关行为可能属于卡特尔

条款的一种例外情况。其中一种例外情况是，出于联
合经营方建立合法合资企业的目的而参与的行为。

因此现行法令可防止厂商进行地区性的垄断安排、
户购买竞争对手的产品而停止供货。如果涉及到重

并购法规
CCA 禁止任何会或可能在整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的州、领地或地区的任何市场造成公平竞争机制严

重失衡的收购资产或股份的行为。澳大利亚没有对
并购进行预先通知的强制要求。不过 ACCC 有一

•
•
•

并购企业影响并维持价格上涨的能力；
市场上替代性产品的替代程度；

市场进行技术革新、成长或集中或产品差异化的
程度；

市场纵向整合的性质和程度；

并购是否会造成某个有实力、有效率的竞争对手

个非正式的通行流程，可让并购各方就 ACCC 是否

•

ACCC 建议并购各方在同时出现以下情况时通知

打算并购的企业通常可就拟议的并购与 ACCC 进

会采用阻止并购的禁令而寻求 ACCC 的意见。
ACCC：
•

并购各方的产品互为替代品或补充品；以及

并购后的公司将在相关市场中占有超过 20% 的

的退市。

行非正式的确认。此类接洽可采用保密方式。但是
ACCC 通常会保留一旦并购行动公开后进行市场

调查的权利，任何保密确认的案件均至少得到该程
度的满足。ACCC 出版《并购审查流程指导原则》

要性超过任何反竞争危害的公众利益并且相关方在

•

免），则允许作出某些原本自动被禁止或具有反竞争

《2008 年 ACCC 并购指导原则》(ACCC’s Merger

对相关行为所产生的反竞争影响和公众利益的考量。

时使用的分析和评估框架，并提供了 ACCC 将酌情

还允许合并方自愿向 ACCC 申请正式合并清算。

查下列因素：

利益基础上的并购授权是可能的，即使这样做很可

作出相关行为之前首先向 ACCC 申请授权（例如豁
目的的行为。授权程序包括公开的流程以及 ACCC

市场份额。

Guidelines 2008) 阐明了 ACCC 在审查并购案件

考虑的因素指引。ACCC 在考虑并购的影响时会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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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的与潜在的进口竞争程度；
进入壁垒高度；
市场集中度；

市场中抗衡力量的强度；

(Merger Guidelines and Merger Review Process
Guidelines)，其中提供了一个透明流程，并发布

ACCC 作出并购审查决定的时间线及声明。CCA

但是到目前为止，该流程尚未被使用。此外，在公共
能会产生反公平竞争的影响。并购授权申请可以向
澳大利亚竞争事务法庭 (Australian Competition
Tribunal) 提出。

《2010 年联邦公平竞争和消费者权益法》(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 的
目标是通过提倡公平竞争和交易以及消费者保护条款提升澳大利亚人的福祉

基础设施使用权法规

澳大利亚消费者权益法

误导或欺诈行为及无良行为

•

是否对一方有不公正的影响或压力或是否采用

澳大利亚制定的一系列的法令机制对各种基础设施

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澳大利亚实施了一项全国

企业不得从事误导或欺诈行为、或者从事可能导致

•

是否有适用的产业规范；以及

的使用权加以规范，这些基础设施有时统称“必需
设施”。

澳大利亚关于基础设施使用权的基本法规包括

CCA 及与产业相关的条例，产业相关的条例基于

相关的法律规定与产业规范和条例。以下行业受到
明确规管：
•
•
•
•
•
•
•

电信；

天然气；
电力；

性的《消费者权益法》(Australian Consumer Law,
ACL)，适用于各州、领地及整个联邦。此前，州和
联邦法律监管消费者或公平交易事务。

ACL 具体包含全国性的不公平合同条款规定、新的
全国产品安全立法和规管框架，以及新的处罚、
执法权力和消费者救济选项（后者在下文有更
详细说明）。

消费者保护的条文可分成四大类：

误导或欺诈的行为或作不实陈述。个人因企业上述

行为而遭受损害，可对企业提起诉讼并可能有权得
到其他补偿救济。这些法令已被引用于相当广泛的

诉讼案上，包括订立合同之前的交涉以及误导性广
告。ACCC 负责对广告内容进行监督。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法令都同样禁止在贸易或商业
中的无良行为。构成无良行为的诸多条件包括：
•

•

产品安全条文包含强制性消费者标准、产品信息

•

铁路基础设施；

•

针对贸易或商业中无良、误导或欺诈行为的禁令，

•

邮电业。

•

水；

机场；以及

这些法令对产业的干预程度各不相同。例如，电信

与电力产业法令在其规范的服务方面与对产业参与
者的影响方面，干预程度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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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自愿召回通告，以及命令强制召回的权力。
其范畴极为广泛（以下有更详细说明）。

有关生产有缺陷产品的禁令，限于消费商品。

针对有缺陷产品制造商和进口商的严惩禁令。

•

买卖双方之间议价地位；

施加的条件是否可以合理保护相关方的合法
利益；

受约束的一方是否了解所有相关的文件；

是否可以从其他供应商取得同等的商品或服务
之条款与条件；

•

了不公正的伎俩；

双方真诚交易的程度。

但是，交易的一方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不会使一方

的行为变得不合理。议价能力更强的一方不会利用

自己的地位，作出不良的行为或不顾及正确合理的
原则，让法院发现其不合理的行为。

CCA 对于在产品上标识
原产国有明确的规定

原产国标识

2016 年 7 月 1 日，一套新的原产国食品标识系统

CCA 对于在产品上标识原产国有明确的规定。虽然

之前，各企业有两年的时间更改标识来遵守新法。

在产品上标识原产国并非针对所有产品的强制性规
定，但如果提出标识原产国的要求，则需要遵守此

规定。而与人类食品消费、医药和发射或接收电磁

纳入了 ACL。在 2018 年 7 月 1 日强制施行新法
根据新的系统，在澳大利亚生产、种植或制成的
大部分食品将需要标注符合以下要求的标识：

辐射或包含激光的其他某些产品（包括很多消费类

•

内有袋鼠图案的三角形符号，以便消费者轻松地

产国。

•

声明该食品是在澳大利亚种植、生产或制造的；

电子产品）相关的产品，则无例外需强制性标识原

例如，
“澳大利亚制造”标签仅在产品满足以下条件
时才可随附，即：产品在澳大利亚实现“相当程度的

成形”，且 50% 或以上的产品生产或制造成本必须

在澳大利亚发生。在标识商品为某国产品时（如“X

国产品”），产品的主要成分或主要部件必须产自该
国，而且所有或几乎所有的生产或制造过程均在该

国进行。对于在商标上标识生产国同样有专门的规

定，诸如在商标上标识该产品为“澳大利亚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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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原产于澳大利亚的食品；

在条形图中以百分比显示澳大利亚原料的最低
比例（按加入权重）。

标识要求取决于食品的类型，以及在澳大利亚还是
其他国家/地区种植、生产、制造或包装。

对于多数非进口食品（在其他国家/地区种植、生产、
制造或包装的食品），需要在标识中以显眼的方框
明确标注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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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十年，澳大利亚的
产品责任诉讼数量出现

产品责任

显著增加

澳大利亚的产品责任诉讼数量有所增加。其部分原

产品责任诉讼的审理

监督组织的活动、原告律师的积极主动以及主要产

澳大利亚产品责任诉讼案件是由联邦法院或各州及

(ACCC) 愈发活跃。此外，其他影响因素还有涉及

均在各州的首府进行，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以及

因在于公众对消费者权利的意识日益提高、消费者

品安全监管机构澳大利亚公平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污染食品、药物、医疗器械、机动车和家具用品的
很多高关注度的产品安全案例。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相关法律的发展，使得原告本身
或团体原告有更多的法律途径，就产品缺陷致使其

遭受损害要求赔偿。这些发展包括越来越多的集体
诉讼活动，以及针对有缺陷的消费品的更为复杂的
举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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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地的高等或地区法院受理。大部分主要的诉讼案
珀斯已经成为原告产品责任诉讼的中心。

•

争议问题相关的文档）。但是，最近的民事诉讼

澳大利亚拥有着完善并且愈发活跃的集体诉讼环

虽然各州及领地的法院规定在处理民事诉讼时
可设陪审团，但除了维多利亚省外，多数其他司
法辖区很少设立陪审团。联邦法院也未采用陪

英国的法律制度，与美国相比，采用了更接近英国
美国在法律程序上的一些基本差异：

集体诉讼

序，而是更加强调文档中的发现（即生成与确定
改革提案已建议在澳大利亚采用宣誓作证程序；

澳大利亚法院采用抗辩形式。澳大利亚的法律源自
法院的惯例、程序及实证规则。以下是澳大利亚与

澳大利亚法院在审理之前没有任何宣誓作证程

审团；并且
•

在澳大利亚，胜诉一方通常可从败诉一方取得部

分诉讼费用的赔偿，包括律师酬劳与垫付费用。

境。在某些方面，澳大利亚的规定比美国的规定对
原告更有利。

联邦法院的集体诉讼程序允许由一个或多个原告代
表一个七人或以上的集体，向同一人或同一实体提
起满足以下条件的诉讼：
•
•

起源于相同、类似或相关的情形；并且
共同牵涉实质性的法律问题或事实。

以这种方式提起的诉讼成为“代表诉讼”。

在产品责任诉讼方面，集体诉讼允许个人因使用受

诉讼融资

为保障全面性，特定类别的消费品供应（包括食品、

就其所受损害向产品制造商提出统一诉讼。

尽管原本被视为对法律诉讼的滥用，但现在，诉讼

法规以及联邦与州/领地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

指控的有缺陷产品而遭受损害时，代表全体受害人
相对于美国，澳大利亚不要求由法院批准开展代表
诉讼。相反，寻求法庭令以将诉讼不再按代表诉讼

进行（出于不符合规定要求或该程序不适当）的举证
责任归属被告。此类命令业经证明很难获得。

澳大利亚自 1992 年采用集体诉讼以来，已审理了
超过 450 项集体诉讼。维多利亚州高级法院和新

南威尔士高级法院分别于 2000 年和 2011 年采用
了集体诉讼程序。

集体诉讼已应用于各类不同的产品责任情境，例如

金融产品或服务、制药、医疗器械、机动车和广泛的
消费品。

融资在澳大利亚被视为一种寻求正义的手段（受到

药物、医疗器械、电气产品和机动车）由其他各项

澳大利亚高级法院的认可）。从第三方得到诉讼资金

澳大利亚消费者权益法

便无法提出诉讼。

ACL 包含各类消费者保护条款，这些条款规定了

可给原告提供诉讼机会，而如果没有这笔资金，原告
目前，澳大利亚的诉讼诉讼融资人市场成熟而完善，
其中某些诉讼融资人已挂牌上市，并定期参与集体
诉讼活动。IMF Bentham Ltd 是澳大利亚最大的

诉讼融资人，并且也是最早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诉讼融资人。

在过去，澳大利亚的诉讼融资人主要关注的是金融
服务行业的集体诉讼以及股东集体诉讼。但是，随

着诉讼融资市场的竞争加剧，诉讼融资人是否会越

来越多地参与到产品责任集体诉讼中还有待观察。
责任来源

有关产品质量或安全的诉讼很可能是依据澳大利亚

消费品供应链的所有相关方（包括供应商、进口商、
制造商和负责在澳大利亚宣传消费品的相关方）的

义务。这些消费者保护条款为诉讼提供了依据，其中
包括：
•

违反安全标准或信息标准（特定消费品必须满足

•

误导性或欺骗性行为，常见形式为广告或产品的

的最低必要标准）；

附带信息。很多产品责任索赔案（财产损害或经

济损失）都声称产品的制造商、进口商或零售商
存在着误导或欺诈行为。

•

违反法定“消费者保障”
（可起诉消费品供应

商），包括担保相关商品质量合格、适用性以及
符合出售产品时所作的说明。

•

商品“安全缺陷”导致的损失或伤害。ACL 主要
根据《欧洲共同体产品责任指令》(European

Community Product Liability Directive) 设立

了针对缺陷商品的制造商和进口商的严格责任

机制。换言之，如果消费者因为使用有缺陷产品
而遭受损失，可向制造商要求赔偿，不需要举证

制造商的过失。如果商品的安全性达不到用户的
正常合理预期，则具有“安全缺陷”。

如何提出这些索赔也存在着相应的规定，包括在什
么情况下由个人提出索赔、由监管机构代表一位或

多位个人提出索赔或者由监管机构提出民事或刑事
处罚。例如，对于误导性或欺骗性行为索赔，不予

支付个人伤害赔偿金，澳大利亚法律（包括 ACL 和

州/领地的民事责任法律）对产品责任索赔的个人伤
害赔偿金补偿规定了限制。

法律的以下一种或多种领域：

ACCC 近期的活动（利用其广泛的权力获取文件和

•

越主动地对产品安全和产品质量问题采取措施。

•

《澳大利亚消费者权益法》(ACL)；
关于合同的普通法；以及

•	
关 于过失的普通法（现已在多数澳大利亚司法
管辖区形成法律条文）。

信息，以及在法院惩罚程序中）表明，其开始越来

2016 年年初，澳大利亚的一家大型零售商被罚款

300 万澳元，原因在于澳大利亚监管机构指控其行
为存在误导性或欺骗性，在意识到某些产品与个人
伤害有关后依然出售这些消费品，并且在对特定

消费品的特点进行明确宣传时也存在着误导性或
欺骗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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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产品由制造商出售给供应商或供应商出售给消费者时，
两方之间将订立一项合同

除此以外，ACL 还对其他两个重要方面的消费品供

强制性产品报告

产品召回

对于产品召回，还必须考虑与特定产品类别（包括

的通报，以及产品召回。

根据 ACL 的第 131 条，如果供应商获悉任何人员

供应商在发现并合理调查产品安全或产品质量问题

法律和指导准则。

护理由：

•

认为该意外是或者可能是由于对消费品的使用

普通法规定，消费品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应承担合理

应施加了要求，即：与产品相关的死亡、重伤或疾病
对于产品存在安全缺陷的诉讼，也有很多具体的辩
•

所指缺陷在制造商供应商品时并不存在；

的死亡、重伤或患病，并且：

或可预见的误用而导致的；或者

知道有人（但不是供应商）认为该意外是由于

•

商品之所以存在缺陷，是为了遵守强制性的

•

•

供应商品时的科学和技术条件不足以发现

通知。

•

缺陷的原因在于成品设计，或者成品制造商

标准；

这项缺陷；或者

提供的任何标记、说明或警示，而不是元件
本身的缺陷（针对元件制造商的诉讼）。

对消费品的使用或可预见的误用导致的，

则供应商必须在两天内向部长提供该意外的书面
重伤或患病定义为“需要医疗从业者或护士进行，

后，可随时发起自愿性的产品召回。

的谨慎责任，以确保其产品不致造成消费者的人身
伤害。该项责任范围延伸至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之外
的范围。一旦产品上市或已使用，若产品显现出隐
患，制造商必须采取行动。

制造商在决定采取行动之前，应注意以下问题：
潜在危害的严重性；

或在其监督下进行内科或外科治疗的严重身体伤害

•

行）”。除非出现死亡或人身伤害或疾病，产品的

•

出现死亡或重伤或疾病的财产损害也不要求进行

是简单的成本效益问题。消费者的安全必须得到重

此类危害发生的可能性；以及

或疾病（不管是不是在医院、诊所或类似场所内进

•

安全性缺陷并不足以触发报告义务。同样，没有

制造商必须权衡考虑上述问题，但必须认识到这不

强制性报告。

视。如果伤害结果是死亡或严重的身体伤残，就有

通常来说，难以确定是否应该出具报告。如果未按
照本节要求报告死亡、重伤或患病事故，则会招致
严重处罚。

拟定之补救措施的费用、困难度以及不便之处。

合理的理由召回产品。

自愿性召回行为由少数立法监管。ACL 规定，因安

全问题召回产品的法人必须在召回产品后的两天内
通知部长。产品召回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有可能

包括出于安全原因修改或改进产品，以及停止出售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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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物、医疗器械、电气产品和机动车）相关的
尽管法律并不规管自愿召回的行为或进度，但是

ACCC 以及联邦和州/领地的专业监管机构都有权
召回或停止供应不安全的产品。通常来说，只有在

商品会或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并且供应商并未采取
令人满意的措施防止商品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才可
行使这些强制性召回权力。

州法律还规定了某些故意污染或损害情况下的报告
义务。

关于合同的普通法

关于过失的普通法

2003 年，为回应社区关于人身伤害赔偿金裁定额

损害赔偿

当产品由制造商出售给供应商或供应商出售给消费

在澳大利亚法律中，普通法的过失侵权是与产品责

泛的民事责任改革计划。除限定损害赔偿金额外，

依据合同、过失法则及按法定的诉讼案由来评断，

规管相关方之间的关系。但是鉴于规管合同当事人

根据过失法则，原告可在以下情形中向制造商索取

而发起并成功赢得索赔诉讼的难度增加。

言之，产品责任官司中胜诉的原告可以取得：

者时，两方之间将订立一项合同。首先，合同条款将
关系的规定，非合同当事人的第三方如果因商品受

伤，那么根据合同法，通常无法获得供应商的补偿。
根据州和领地的商品销售法律，商品供应合同中均

任诉讼相关的法定权利与法律救济的主要溯源。
赔偿：
•

制造商（被告）对原告在法律上未尽到谨慎

责任；

暗示有关于产品质量的条款。在某些情况下，不能

•

品质量的条款，则收受产品者将可提出违约诉讼。

•

向消费者供应商品的情况。

对买主或用户应尽到更大的谨慎责任，而商品的

排除或改动这些条款。如违反了合同中这些有关产
根据 ACL，法定保障（例如质量合格）同样适用于

被告未能达到此法律要求的谨慎标准，因而
未尽到此责任；而且

和保险费提高的顾虑，州和领地政府进行了一项广
此改革方案还使原告针对被告过失所致人身伤害

每个司法行政区的改革内容并非完全一致，但是大
体的改革方向如下：
•
•

由于被告未尽到责任造成原告遭受损害。

在澳大利亚，有一点达成了共识，即商品的制造商
供应商在这一点上的责任要有限得多。普通法规

•

将过失法则的部分内容条文化；

对于某些索赔的类别制定特类的辩护（除了涉及
石棉和其它尘肺病之外，产品责任并不属于这些
特类之一）；以及

引入了损害赔偿金裁定额的上限值，并且在某些
司法辖区引入了强制性开庭前和解程序。

•
•
•

对于遭受的任何痛苦和磨难的补偿性赔偿金；
对医疗费用或财物损坏维修费用的赔偿金；
对因伤或因损害所致之收入损失的补偿；

•

关于未来进行医疗或维修损害的财产而招致的

•

对丧失生命或工作能力的赔偿金。

任何费用的金额；以及

法院可裁定以儆效尤、惩罚性或加重性的损害赔偿

金，即使其与根据 ACL 提出的索赔无关，而在澳大

定，当制造商考虑商品的设计、制造、安全与销售

补救措施

利亚某些司法辖区，即使是在不求人身伤害赔偿的

供应商有义务不提供缺陷产品，且应转达关于特定

对于金钱和非金钱方面的损失，都可以进行金钱补

关于过失造成人身伤害的索赔，民事责任改革对在

施加严格的赔偿责任。

规定的某些违反行为或尝试违反行为。法院在颁发

问题时，也应合理地考虑到用户。

商品的警告。在某些案例中，法定义务实际上已用于

偿。法院还可能另外颁发禁令，以约束对消费者保护
这些禁令方面有很宽泛的权力，只要它认为这些禁

令对于涉及违法行为的某个人是适当的，即可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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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赔偿金的计算方面会有多处技术性差异。但总而

过失诉讼中，法院也可能这样判赔损害赔偿金。

这些损害方面可获赔偿的金额上作了限定。此外，
合同法和成文法均向法院提供了多种备选补救方

案，使法院可命令制造商和供应商采取补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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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法规中全部或部分
援引的澳大利亚标准大约
有 2400 条

消费品法规
各州、领地及联邦法律对于消费商品的成分、设计与

因此生产消费品的公司需要制定一套有效遵守规定

如果产品不易依法归类，还可能产生其他困难。例

目前，法规中全部或部分援引的澳大利亚标准大约

最低限度的安全标准与信息要求，以降低伤害风险

并有效管理风险。

食品与药品之间），有可能由于产品虽有类似的成分

才算符合某项标准。例如在电器安全法规中，一般

标识均提出了多项管控规定。这些法律往往会设定
并使消费者能获得更多信息作为购买时的参考。

主管机构则经常施行随机抽样检查，以确定商品是
否符合强制性要求。如有消费者或竞争对手提出申
诉，有关单位也可据以进行调查。

如果制造商、供应商或进口商不遵守相关规定，则

处罚不会仅仅限于相关法律的处罚。不符合规定的
进口商品可能被拒绝入境。因商品不符合标准而造

成伤害，消费者个人可采取私人的法律行动。这可能
导致公司承担庞大的诉讼费用、信誉损毁以及客户
流失的后果。

的方案，以确保识别出其产品可能造成的所有风险

法律的重迭性
针对消费品的法律规定有重迭的现象。在某些情况

却有不同功能，造成由不同的法律来规范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产品的外观、拟定用途和广告主张在
决定商品的分类时非常重要。

下，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对于特定产品的规范有相当

澳大利亚产品标准

会很困难。对于特定的进口商品，有额外的标识要

除了已纳入法律的产品标准外，一般是厂商自愿遵

消费者保护法律。行业指南和实施规范也有可能牵

利亚产品标准现在已经由各州、领地及联邦法律所

的差异，而且针对每一种产品确定适用的法律可能
求。同时还有其他较为一般的法律，如 ACL 和其他
扯其中。

随着 ACL 的通过，现已启动将现有州和领地标准

确定为国家标准的协调过程。在将来，只有联邦政
府才能颁发永久性禁令和强制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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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果商品是介于化妆品与药品之间（以及介于

守澳大利亚产品标准但不受其约束。不过许多澳大
接纳，而变成必须强制遵守的约束。举例来说，澳大
利亚产品标准可以要求特定的产品符合特别的性能

特征、成份、制造方法或工艺、结构以及包装规定，
或者可以界定需向消费者提供什么类型的信息。

有 2400 条。在某些情况下，还规定获得独立认证

常见的家电用品，如烤面包机和加热器，必须符合

相关的澳大利亚产品标准，而且必须持有合格证书
并在商品上张贴出此合格证书。

澳大利亚产品标准也用作 ACL 制定消费品的强制

标准的依据。根据该法律，需要符合澳大利亚标准
的产品包括自行车（性能和安全规定）、儿童睡衣
（设计、布料规格和标识要求）以及太阳镜（性能
和安全规定）。

如果不符合法律已采纳的标准，即构成违法行为。
如果不符合产品标准，无论属于自愿性还是强制性
标准，可能被视为过失的证据，还可能被作为产品
有缺陷或不符合产品用途的证据。

主管机构则经常施行随机抽样检查，
以确定商品是否符合强制性要求

危险物品

特定物品的登记

食品

商品计量

由于成分化学特性而可能伤害他人或环境的产品均

商品制造商或商品本身通常需要进行登记。例如医

州与领地政府制定的食品法规对食品的成份、包装、

各州与领地政府的商品计量法律也针对包装食品

洁用品或药物。现有一系列相关法律规范这些物品

医疗产品只能由持有执照的厂商制造，并且必须是

卫生作了规范。

也在进行协调。这些法律规定适用于所有在澳大利

受到严格的法律管制。例如含有毒性物质的家庭清
的存储、处理、运输、包装、标识及广告事宜。视产

品之不同使用诉求、性质、活性成分与数量，管制的
严格程度也因而不同。

许多有关含毒商品标识及包装的规定包括在《药物
与毒物统一标准表》(Standard for the Uniform

Scheduling of Drugs and Poisons) 中，同时也被

各种法律以不同的程度采用。这些法律规定这类商
品必须提供的信息，如产品的使用说明、注意事项

和使用安全指示。有时，还必须有特别的包装，例如
加装儿童安全屏护装置。

危险物品法规还对具有易爆、毒性、易燃或易腐蚀的
危险商品的运输、标识和包装结构均有规定。

疗产品须完成登记后才得以在澳大利亚境内出售。
经由澳大利亚医疗产品登记处公告或登记的商品。
此外，对于此类物品的制造、合成、处理、标识和广
告均有规定的标准。

可能需要对医疗产品的安全性及使用效果，依其风

险程度和产品所宣称的疗效来进行评估。医疗产品
的保荐人须持有相当程度的证据，以支持包装及广
告中所宣称的疗效主张。同时法令亦对某些特定的
医疗产品规定了发行广告前的许可程序。

需要登记的其他消费品包括除虫的化学药剂，如除
草剂与杀虫剂，以及肥料、某些池用化学物品等其
他产品。任何人想要供应此类商品，须向澳大利亚
农药与兽药管理局 (Australian Pesticides and

Veterinary Medicines Authority) 提出申请。同时
对其标识内容也有规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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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与标识内容以及制造食品的场所和机器设备的
对所有食品作出了标识规定的各州与领地政府均采
用《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The Australia

New Zealand Food Standards Code)。对于食品
的某些陈述是被禁止的，而其他则受限制，甚至有

些仅可以用于特定的情况。例如对保健和营养功效
以及食品特殊用途的宣称，有严格的规定。取决于
特定改革提案的结果，这些限制在将来可能更加
严格。

另外，针对食品的添加物还制定了一般限制，诸如

添加物、维生素、矿物质和某些特殊药材，除非经

过特别认可允许用于特定食品。除了一般规定之外，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还列出了用于特定

食品的标准。有些食品必须经过严格的安全测试后
才能出售，例如新产品与基因改造食品。

和其他包装消费品的标识进行了规定。对这些要求
亚出售的包装进口商品，特别准予免标识者除外。
该法令还规定了包装商品短斤少两的罚责。

广告的主张内容
ACL 不仅禁止交易或经商中的误导或欺骗行为，

还禁止特定的虚伪陈述内容：例如，商品有特别标
准、质量、价值、等级、成份、风格或型式、或特殊
历史或曾作过特别使用。

根据这些规定，商品标识和广告主张可受到质疑，

必须能够提出有说服力的佐证。监管机构有权力发
出要求为这些主张提供证据的实证通知，并对其认
为违反了法律的主张发出违法通知（罚款）。法院

审查广告内容是否有误导倾向时，会审核产品的说
明以及隐含的表达是否正确以及给人的整体印象
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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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批
澳大利亚外国投资法律近期的变化使得财政部长

下达了一系列有关重大行为和须申报行为的命令。
与澳大利亚土地相关的所有重大行为均属于须申

报行为，包括农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或者
采矿或生产权益，除非有适用的例外情况。
土地权益是指什么？

澳大利亚土地权益是指土地的法律或公平权益

（特定情况除外）；持有澳大利亚土地的实体的

证券权益；承租人或获许可使用者权益；产生土地
权益的协议权益；澳大利亚土地公司或农业用地

公司的股份权益；以及作为澳大利亚土地或农业
用地信托的公司的权益。

土地权益不包括短于五年的租约或许可赋予的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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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地相关的重大行为是指什么？

•

重大行为是指收购价值高于《2015 年联邦外国并购

外）或者新加坡或泰国的企业或国民收购农业

和接管规定》(Foreign Acquisitions and Takeovers
Regulation 2015 (Cth)) 规定的投资门槛的澳大利亚

土地的权益。收购活动涉及签订协议或获取买卖权，
包括取决于是否满足条件的情况。

农业用地 ‒ 1500 万澳元（美国、新西兰、智利、

日本、韩国或中国投资者（外国政府投资者除
用地，无需申请批准）；

•

所有其他土地：
•

投资门槛是指什么？

与土地相关的重大行为的投资门槛如下：
•

住宅用地（特定情况除外）、空置商业用地、采矿
或生产权益土地（不包括美国、新西兰 (NZ)、智
利、日本、韩国或中国投资者（外国政府投资者

除外）正在收购的权益）、外国政府投资者正在

收购的任何土地、澳大利亚土地公司持有的土地
（如果被收购的澳大利亚土地的权益为公司股份
或信托单位 ‒ 无门槛限制；

10.94 亿澳元，美国、新西兰、智利、日本、
韩国或中国的投资者（外国政府投资者
除外）；

•

5000 万澳元，新加坡或泰国的企业或国民

收购的完全或专门用于初级生产活动的

土地；
•

5500 万澳元，外籍人士（不包括美国、新西

兰、智利、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投资者）收购的
土地，前提是此类土地满足《规定》第 48(6) 条
的条件，包括土地不属于空置商业用地、收购
的权益赋予占用土地权并且用于多种特定的

目的，包括租赁给联邦、州或领地，或者土地
将提供给存储大量数据的企业使用；以及

•

2.52 亿澳元，所有其他外国投资。

如果《规定》不接受其申请（例如收购联邦土地的
情况），那么这些门槛则不适用。
须申报行为

须申报行为涉及收购价值超过《规定》所设投资门
槛的澳大利亚土地的权益。
财政部长的权力

在未向财政部长申报重大行为的情况下，财政部长
如果认为这项重大行为违反了国家利益，则会下达
处置令，阻止或解除重大行为。

如未获得财政部长的批准，不得继续进行须申报行

为。如果须申报行为在未获得批准的情况下继续进
行，或者违反批准的任何前提条件，那么财政部长
可下达处置令。

豁免

《规定》列出了对于重大行为和须申报行为的多项
豁免条款，其中包括：
•

•

致土地被冻结，只有在缴清罚款后，冻结才会取消。

或享有不一致）的任何将来的政府行动都无效，除

目开发商雇用土著族群或家族的成员、以及支付因

律师、会计师或不动产代理。如未支付罚款，则会导

建住宅的行为；以及

从 1992 年起，根据澳大利亚的法律和原住民风俗，

收购依据遗嘱获得的土地的权益。

如果外籍人士违反申报要求或者未遵守条件性批

准，则需要承担刑事和民事处罚。最严重的刑事处
罚包括 127,500 澳元的罚款（针对个人）和三年监

禁、637,500 澳元的罚款（针对公司）以及撤资令。

如果已获得豁免证书的开发商在澳宣传新建住宅的
行为违反了相关豁免证书的条件，也会受到以上

处罚。

与购置住宅用地的进一步民事处罚还有很多。例如，
如果外籍人士（非临时居民）未申报购置现有住宅
的行为或未遵守购置条件，则会被处以如下罚款
（以价值较高者为准）：

•

ILUA 通常处理有关具有神圣意义的保护区或重要

土著权和文化遗址保护

书，那么外籍人士无需向财政部长申报购置新

犯罪和民事处罚

•

根据 NTA，在与土著所有权有任何不一致的范围内，

如果出售新建住宅的开发商已提前获得豁免证

豁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考量。

•

这些罚款甚至还可延伸至第三方，例如公司官员、

资本利得金额；

购置对价的 25%；以及

市场价值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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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法院认可了土地和水域的土著所有权在
欧洲移民定居之后仍然继续存在。

法院判决土著土地所有权继续存在，除非所有权因

为政府法令所创造的土地所有权与土著土地所有权
的持续存在相抵触（例如授予土地私有权，或产生
独占的租借权），或者因为议会所制定的法令而无

效，或者由于相关土著的族群或家族已经丧失与这

些土地的关联。在某些情况下，在某些公共建设工程

（例如由皇家建造或代表其建造的建筑物和公路）
所在地或附近的土著所有权也可能已经无效。

这表示土著土地所有权可能继续存在于澳大利亚的

广大区域 — 尤其在州政府所拥有的保护区、公园、
森林、海滩以及其他的“皇家土地”，以及每个州和
领地的区域限制以内和以外的水域。

在普通法中，这些开发受到《1993 年联邦土著所有

权法 》(Federal Native Title Act 1993 (Cth), NTA)

的支持。该法律认可和保护土著所有权，并且已经
根据该所有权建立了国家土著所有权登记册。

使土著所有权无效（或者与土著所有权的持续存在

非该行动（例如，对所谓“皇家土地”之使用的所有
权或法定权力的授予）属于 NTA 中的其中一种例外

情况。其中包括未来允许特定公共基础建设兴建或
营运的行动，

这些未来行动也将针对土著所有权予以妥当实施，
期间相关政府须严格遵照 NTA 规定的特定程序，
给予土著土地所有权登记人或登记申请人对未来

行动提供建议或在某些情况下参与协商未来行动

的权利。已经对一系列未来行动的类型指定了这些
确认程序，包括允许建造或经营某些类型的公众基
础设施的类型。

在项目开发中，当然会重视这一点，因为土地所有权
的效力没有不确定性，而且开发项目的许可也需要
政府审批。

从 1998 年起，NTA 已经允许使用替代的未来行动
流程。很多企业及开发商发现，替代方式在开发早期
阶段着手开始与对项目区域拥有或者可能拥有土著
土地所有权的人（例如经登记的土著土地所有权主

张人）进行协商，同时登记与所有人签订的原住民土
地使用协议 (ILUA) 方面较为简便。按照 ILUA 提供
同意的任何行动都将是有效的。

区域的事务、土著族群或家族的重要文化交流、项
项目开发影响土著土地所有权的补偿。

承认土著土地所有权是澳大利亚在财产法律上近年

来的发展，这对于在偏远地区采矿及进行基础建设
造成挑战。然而，只要提早与土著土地所有权主张

人进行协商，一般而言土著土地所有权不会对成功
的投资项目造成无法克服的障碍。

联邦政府以及每个州和领地也都已经通过了保护土
著文化遗产的法规，并且对于重大工程，通常必须与
相关土著方协商文化遗产管理计划（除非该项目已
经有处理这些问题的已登记的 ILUA）。另外，应该
在项目的早期阶段开始这些协商，并且与土著所有
权问题的协商同时进行。

以外国人名义购置城市地产时，均应预先
提交至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获取审批

对地产的尽职调查

购买与处置地产的秘诀及陷阱

尽职调查是指调查并验证与一个实体或资产相关的

常见的诀窍和陷阱包括：

者可以全面知道购买某项资产时的相关风险。它还

•

信息、记录和文件。尽职调查很重要，因为它让投资
可以让投资者对资产的定价作出知情的决定。

•
•

调查地产的所有权；

让买家可以有时间优势。
•

审查地产的租赁；以及
审查规划证书，以及

规划法律文件和法规，这些都影响地产的使用和将

使用专业顾问 – 使用优质的顾问，例如律师、

工程师和环境顾问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最全面的
地产分析。

•

来的重新开发潜力。

第三方依赖 – 如果买家想依靠顾问为卖家制定

的报告，则买家通常需要获得顾问的允许。有时
候，需要为该行为付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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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这是一种有利的做法。如果卖家在寻找已经

准备好进入交易的下一个阶段的买家，这种做法

一般的地产尽职调查咨询包括：
•

尽早开始 – 一旦材料可用，就开始进行尽职调

保险 – 对于投资者想购买的地产，很重要的一点
是获得充分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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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环保、防污染和
规划法律一直以来不断有

环保法律
澳大利亚环保、防污染和规划法律一直以来不断有

显著的改变。在所有司法辖区都有联邦和州层级的
新法律，包括专门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结合主管

机构在政策上的改变，特别在执法方面，这意味着
环境保护性法律对于企业日常营运的影响程度已
显著提高。

一般而言，环保、防污染和规划法律是以州及领地

显著的改变

另外，在同一个司法辖区的各种审批要求中，可能
产生大量重复的环保、防污染和规划考量。

大多数但非全部的澳大利亚司法辖区都有包括第三
方发起上诉的广泛上诉规定。某些上诉流程提供事
实审查讨论，而其他上诉流程则集中在鉴定决策过
程中的法律错误。

为基础，仅有少部分涉及联邦法律。但是，联邦法律

联邦法律

法令的差异可能会引起各州及领地在法律解释上造

联邦法律通常根据国际协议用来执行保护环境的

在环境监管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这种
成相当的困扰。

义务，或因牵涉到联邦政府的参与才会施用。例如，
商业活动可能在联邦土地上进行或者可能对全国
环境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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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联邦法规《1999 年联邦环境保护和生物

EPBC 法案通常涵盖环境、规划和古迹事宜。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1999 (Cth), EPBC

的职位；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以阻止违法行为；以及

多样性保护法》(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法案) 主要适用于影响“全国环境重要性”的提案：
•
•
•
•
•
•
•
•

世界文化遗产财产；

国家文化遗产地区；

具有国际意义的湿地；

列入受威胁物种清单的物种和生态群落；
迁徙物种；
联邦海域；

核能活动（包括铀的开采）；以及

水资源，与碳层气和大型煤炭开采项目的影响
相关。

根据 EPBC 法案，如果公司董事担任影响公司行为
对违法行为的实施知情或者疏忽大意而不知情，则
他们可能对违法行为负有民事（或者某些情况下是
刑事）责任。

如果提议的项目涉及土著文化遗产、核能安全、特定
废弃产品的进出口、或者离岸石油活动，则可能还

适用其他专门的联邦法律。联邦法律还可能采用由

补充性的州法律（例如《国家环境保护措施》和危险
品运输法）支持的统一标准。

在特定企业业务或活动受联邦环境保护法律约束的

州及领地法律

州及领地的环保法律

环境影响评估

法律的规范。另外，在某些情况下，联邦和州或领地

各州及领地法律、政策和惯例中有关环境保护、防

违反环保法律的行为

证及执照则由这些机构核发，其规定持照人的行为

由于环保、防污染和规划决策涉及大量的酌情决定，

违反环保法律的行为。这可能受防止污染或特定违

同时，在州或领地经营的企业将同时受到州或领地
流程对一个项目的环境考量可能有很大不同，因为

各自的限制和列入清单的标准各不相同。但是，也有
联邦和州联合对提案进行评估的情况。澳大利亚政
府已设法在“一站式服务 (One Stop Shop)”计划下

建立面向全国性受保护事宜的单一环境审批流程。
这项计划将简化企业的审批流程并降低监管成本。
但是，
“一站式服务”的实施还在进行，联邦与每个
州和领地的审批双边协议还有待敲定。

污染和规划的条款、复杂性和专注点各有差异。

在州或领地的决策过程中参考其他澳大利亚司法辖
区的决策或标准是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大部分在某
个司法辖区存在政策或数据缺口时发生。但是，由

于在首要立法架构中存在的差异，因此必须谨慎对
待这些决策和标准的采用。

大体而言，在各州与领地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各种

法行为之一般环保义务的规限，以避免涉及生物多

样性因素、水、空气或土地的环境危害。由于“环境”
的定义范围很广，例如噪音、臭味、灰尘或电磁辐射
等生活设施影响也可能会形成违法行为。

所有州和领地司法辖区都规定，参与公司管理的董

事和人员对违反环保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个人
责任。对于这种违反环保法律义务的责任，被告人

可以对其由于公司违反行为而产生的个人责任进行
多种辩护。

发放执照与许可证

环境保护法律还规定，从事一些特定行业或商业行

为须取得环保主管机构的许可或领取执照。在一定
的限制范围内，可以将这些许可用以对污染违法行
为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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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州政府有专门的执法机构负责保护环境。许可
范围，并通过制定条件来规定持照人的义务。持照

条件可包括辐射和排放限制、提供财务上的保证以

保证应负的环保职责、采取监督措施和公众报告、

或依其活动产生的污染量提供补偿或核算需付的执
照费。各州或领地法规对于受威胁的动植物、土著

与非土著文化遗产、水资源、废弃物、有毒化学物及
危险物品等已经或者有可能造成威胁的行为，可能

施加更具体的义务规定。依照这第二层级法律，可能
需要获取进一步的批准或许可。

联邦法律在环境监管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州及领地的防污染法律

州及领地的规划法律

大多数澳大利亚司法辖区已经制定针对土地污染

在澳大利亚使用或开发土地的业务行为还需获得

报告、分类、管理和责任的法律。

第一责任通常（但并非总是）由可能已造成污染的

活动实施者承担。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土地的所有
人、占用人等其他人对于相应土地的污染可能承担

部分法律责任（例如变更土地用途）。这对于土地的
购买、在澳大利亚拥有或曾经拥有受污染土地的公

司实体、或者在租赁土地时相关方的合同义务都有
深远影响。

土地是否受污染还可能影响该土地对特定用途的
适合性，产生调查、补救、监督或控制污染的义务

（包括环境监管机构依法颁发的强制执行指令）。

不管是对于土地租用协议还是购买，污染顾虑通常
涉及合同保证和解除、以及相关问题。这些都要在
任何协商过程的早期就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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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审批。各州及领地政府的规划法律主要是控制
规划方案的制定、细分、建造及执行方式。

规划方案的审批要求必须视土地所在的区域及业务
的性质而定。在某些司法辖区，可以由土地所有者

进行重新划地，而在其他司法辖区则是由当地或州
政府机构进行。

另外，对于某些公共建设工程和根据某些特定于项
目的法律，删除或限制了规划方案的审批要求。

各州之间对新开发方案所做的影响评估流程，在形
式与细节上有很大差异。依照开发的类型，评估的

工作可能由地方政府或州政府，或由特定的主管机

构或独立的评估专家组来执行。在某些状况下，可能
也需要由联邦政府进行评估，作为州政府评估的替
代或补充。

另外，规划过程可能与单独的文化遗产或土著文化
遗产审批同时进行。

规划法律通常通过在作出任何决策之前要求进行

公众咨询/广告，以及通过第三方向法院或特别法庭

提出上诉的权利，允许公众参与评估过程。不是所有
的州和领地司法辖区都提供第三方上诉权。

质询与听证会也属于评估流程的一个环节。

同时，对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规划审批将受

对开发的执行和经营方式进行规范的条件约束。这
些条件还可能要求缴纳财务或其他款项（例如拨供

土地或提供生态补偿）。因此，规划审批的附加条件
对于业务的开展可以有重大含义。

尽职调查
不论是在澳大利亚收购现有企业还是设立新企业，
都必须认清适用的州、领地和联邦法律，以便确立
企业在环境保护和开发过程方面的义务和责任。

还需要确定根据环保、防污染、规划和相关法律，
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和责任。

适当的尽职调查有助于确定这些义务、责任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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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 2 月，联邦政府
公布了引入“碳排放定价

气候变化

机制”的意向

由于澳大利亚在 2007 年 12 月签署了《京都议定

碳报告

CPM 建立了一项排放贸易机制，规定了大排放量

直接行动计划

多政策制定的主题。澳大利亚于 2016 年 4 月签订

2008 年，开始实施一项国家方案，要求报告温室气

超过 25 千吨限值的设施的 GHG 排放量。控制这

2014 年，新成立的联合联邦政府因废除 CPM 并

书》(Kyoto Protocol)，气候变化成为了联邦政府很

了《巴黎协议》(Paris Agreement)，承诺在 2030 年

体 (GHG) 排放以及能源消耗和生产（称为 NGERS）

之前将排放量在 2005 年的基础上降低 26-28%，

的情况。如果总公司自身或通过其子公司控制的设

议》(Paris Agreement) 将于 2020 年启动。

为一个公司集团超过了集团排放阈值，则需要每年

并会每五年审核对这项承诺的完成情况。
《巴黎协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还在努力完成《京都议定书》
第二个承诺期的目标，即在 2020 年之前将平均年

施超过规定的排放、生产和消耗能源阈值，或者作
向清洁能源监管局 (CER) 报告详情。

排放量限制在 1990 年的 99.5%。

碳排放定价机制

国家自主贡献，还是国内对这些国际义务的履行均

告数据，于 2012 年 4 月开始采用碳排放定价机制

在联邦议会内部，不管是《巴黎协议》下的澳大利亚

当时的劳工党联邦政府基于从 NGERS 采集的报

未获得两个党派的一致支持。在澳大利亚国内对解

(CPM)。

决气候变化的响应方面，领导层的变动导致了重大

政策变化。因此，鉴于政策已然发生了演变并且有望

持续下去，定期审核气候变化政策和法规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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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责任，其中包括在任何财年 CO2-e 排放量

些设施经营的实体需要根据 NGERS 报告其排放，

并且交还与所报告的排放量相当的许可证，或者支
付差额费用。

CPM 的覆盖范围很广，包括 GHG 排放以及消除固

定能源、工业流程、短时排放（不包括退役的煤矿）
和非遗留废弃物的排放。借助于两党的支持，农业
排放量单独根据低碳农业计划 (Carbon Farming

Initiative, CFI) 进行处理。CFI 在此之后经历了大
规模的扩展（见下文）。

CPM 最初为固定价，但有意逐年提高价格，然后在

2015 年转为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但是，其在灵活
定价期开始之前便被废除。

实施直接行动计划 (DAP) 的政策而当选。

DAP 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减排基金 (ERF)、保护
机制和可再生能源目标 (RET)。

气候变化已成为联邦机构一系列重大政策制定中的议题

减排基金

保护机制

可再生能源目标

其它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

ERF 是 DAP 的核心，作为现有 CFI 的延伸。通过

“保护机制”(Safeguard Mechanism) 从 2016 年

相对于 CPM 和 DAP 的状况，目前澳大利亚的可再

鉴于联邦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不稳定，澳大利亚的某

法实现减排的注册支持者手中购买澳大利亚碳排放

补充，要求相关实体的排放量不得超出正常水平。

立了澳大利亚 2020 年之前的可持续能源发电量目

着 CPM 的启动，这些计划中有很多被撤回或中止，

反向拍卖流程，政府签订合约，从通过认证 CFI 方

信用单位 (Australian Carbon Credit Unit, ACCU)。
政府已向 ERF 拨款 25.5 亿澳元。

在 ERF 下，CFI 目前适用于工业以及农业，针对煤

矿短时排放、交通、商业和工业能效与土地填埋以及
替代性废物处理的全新 CFI 方法已获得审批。

7 月 1 日运行至 NGERS 立法修订，对 ERF 进行了

直接第 1 范围排放量超过 100,000 吨 CO2-e 的
设施属于保护机制的范围内。CER 将使用《保护

规定》(Safeguard Rule)，确定这些设施的基线。

相关排放企业应遵守对应的基线并将排放量呈报给
CER。

为特定设施设立的基线将取决于该设施的具体情
况，例如是否有该设施的 NGERS 数据、是否为

新设施或者该设施是否会扩建。如果有 NGERS
数据，则基线设为排放量的历史高点。

遵守设立的基线有不同的方案，例如让与 ACCU、
申请调整基线或者将超出排放量分摊到多个年份。
CER 拥有广泛的执行权，包括可执行的担保和禁

令、侵权通知或民事处罚，最高可处以 180 万澳元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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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目标 (RET) 方案获得了两党支持，该方案设

标。该方案在 2001 年启动时的目标为 2%，经历大

规模改革后，其目标在 2009 年提高到了 20%。它被
分为多个小规模和大规模的 RET 方案。

大规模 RET 是政府实现澳大利亚 2020 年排放承

诺的 DAP 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在 2014 年

审核 RET 后，2020 年的 RET 目标于 2015 年从

41,000 GWh 降低至了 33,000 GWhpa。

些州和领地启动了自己的减排和能效计划。尽管随
但此后又有部分州将其重新启动。例如，澳大利亚

首都直辖区针对 GHG 减排和可再生能源目标制定
了自己的法律，并且正在努力实现主要目标——

在 2060 年之前实现零净排放。维多利亚州、南澳大
利亚州和昆士兰州也在审核自己的气候变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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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拥有成熟而稳定

金融服务
澳大利亚拥有成熟而稳定的银行及金融服务体系。
银行系统由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 (APRA) 审慎

监管。

同时，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 (ASIC) 负责监

管澳大利亚公司、金融市场、金融服务机构以及在

投资、养老金、保险、吸收存款和信贷领域中从业并
提供建议的专业人士。

澳大利亚拥有四大银行（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
集团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imited)、澳大利亚联邦银行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imited) 和西太平洋银行 (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以及投资银行和多家地区
性银行。澳大利亚还有大型的外国银行，比如花旗

银行 (Citigroup) 和中国银行 (Bank of China)。非

银行金融机构也在澳大利亚金融系统内运营，如信
贷机构、建筑合作社、互助合作社以及融资公司。

的银行及金融服务体系

总之，这些机构为澳大利亚的企业与消费者提供全

《金融交易报告法》(Financial Transaction

货币经纪商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公司、保险公司和

公司金融、项目金融、衍生品、资产和结构化金融、

施和强制执行。该法亦旨在识别和检控洗钱活动。

人或经理人以及博彩机构。

套的银行以及金融服务与产品。对于企业，这包括

财产和建筑金融和债务资本市场交易。对于个人则

Reports Act) 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协助税务法律的实
《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法》(Anti-Money Laundering

包括零售和电子银行。

and Counter-Terrorism Financing Act) 瞄准的是

外币/本币申报义务

参与者就其提供的银行和金融服务采取某些行动。

对于流入与流出澳大利亚的货币（不论是现金还是

跨国汇款指令）没有金额上的限制。不过《1988 年
联邦金融交易报告法》(Financial Transaction

Reports Act 1988 (Cth)) 和《2006 年联邦反洗钱

和反恐融资法》(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m Financing Act 2006 (Cth))
规定必须对某些交易进行报告。

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并要求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的

《金融交易报告法》(Financial Transaction Reports
Act) 和《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法》(Anti-Money

此法律规定的一个主要义务是，货币经纪商必须
向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 (Australian
Transaction reports and Analysis Centre,
AUSTRAC) 报告某些交易，包括以下：
•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m Financing
Act) 存在一些重叠之处。

《1988 年联邦金融交易
报告法》(FINANCIAL
TRANSACTION REPORTS
ACT 1988 (CTH))
《金融交易报告法》(Financial Transaction

Reports Act) 大体上将申报的义务施加于作为
“货币经纪商”的个人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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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商、证券和衍生品交易商、单位式信托的受托

可疑交易，例如货币经纪商有合理的依据怀疑

交易涉及逃避或违反税法或其他法律，或者涉及
犯罪所得的处理；

•

大于等于 10,000 澳元或等值外币的货币交易；

•

国际资金转移指令。

或

规避报告义务以及提供虚假或不全信息将受到法

律惩罚。任何人如果促成或协助这些活动也将受到
惩罚。

不过，如果可根据《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法》(Anti-

该法规定了“报告实体”关于某些“指定服务”的

Financing Act) 予以报告，则可以不用遵循

企业、博彩业服务提供商和金银交易商。尽管联邦

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m
《金融交易报告法》(Financial Transaction
Reports Act)。

因此，主要是只有在《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法》

(Financial Transaction Reports Act) 下没有报

告义务的货币经纪商才适用《金融交易报告法》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m Financing Act)。

《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法》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M
FINANCING ACT)

向 AUSTRAC 登记注册（并出示适合注册的

政府近期已收到建议，将该法适用范围延伸到提

规定报告实体必须在为客户提供多数指定服务

供“专业服务”的人士（包括律师、产权转让律

师、房地产中介、会计师以及信托和公司服务提

供者），但这些“第二轮”改革仍处于商讨阶段。
指定的服务包括种类广泛的交易，例如提供银行
帐户，提供贷款，转让应收款，提供融资租赁便

利，衍生品交易，发行管理型基金单位，提供分期
付款便利，签发汇票，本票或信用证，以及许多其

他金融交易。提供指定服务的报告实体必须完成
的诸多事项中的主要几项：
•

实施反洗钱和反恐融资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m

Financing, AML/CTF) 合规方案，包括在

提供指定服务之前核实客户身份以及收集

利亚建立了反洗钱与反恐怖主义融资的报告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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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方案便利洗钱或恐怖主义融资的风险，进而

要求报告实体识别、降低和管理其指定服务被

•

监管制度。该法于 2006 年 12 月 12 日生效。

报告实体还要求向 AUSTRAC 登记相关信息并

报告义务。报告实体包括在金融服务部门营业的

《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法》(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m Financing Act) 为澳大

AML/CTF 法（通过报告实体的 AML/CTF 合规）

•

和验证有关客户的受益所有者的信息；

之前验证对方身份。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重新验

消费信贷制度

子数据（或两者齐备）可完成验证过程。根据客户

澳大利亚信贷制度规管消费信贷和租赁，

持续进行的客户尽职调查还需要由报告实体进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2009 (Cth), NCCP)

现可疑事项时。通过取得可靠而独立的文件或电
类型，需要收集并验证最低要求信息。

行，以防范参与或便利洗钱或恐怖活动融资。这

包括收集客户身份信息、监察客户交易以侦测复
杂或异常交易以及收集或验证额外的客户身份
信息，判断是否存在洗钱风险以及可疑事项。
该法的报告义务还包括要求报告实体向
AUSTRAC 报告以下信息：
•

由《2009 年全国消费者保护法》(National

和《全国信贷法》（National Credit Code，
NCCP 附录 1）引入。该制度：
•

为消费信贷和其他信贷服务的提供者提供了

•

要求信贷提供商必须加入外部诊断解决计划；

•

一个统一的许可授予制度；

对信贷提供商施加负责贷款行为要求；以及
赋予制度监管机构 ASIC 制裁和强制权。

可疑事项，例如任何可能的逃税步骤、虚假

•

犯罪活动；

告、签订合同之前的行为、合同构成、贷款管理

身份、将资金用于恐怖主义融资或从事其他

开展持续的客户尽责调查；以及

•

超过 1 万澳元（或同价值的任何其他货币）

2006 年 12 月 13 日生效）。

•

与跨国资金划转指令相关的某些指定服务。

保持准确的记录（初始记录保持义务于

证据）。

证客户（或其代理人）的身份，例如在现有客户出

向 AUSTRAC 报告特定类型的交易和可疑
事项；

确保及时更新这些信息。汇款服务提供商也必须

的现金交易；以及

这项制度规管整个周期的消费信贷和租赁，从广
到信贷合同和租约的终止和执行。

一般保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必须获得其相应的
法定授权才能在澳大利亚从事保险业务

但是，这项制度仅适用于与《全国信贷法》(National

澳大利亚信贷许可证

地，
《全国消费者信贷法案》(National Consumer

如果某个实体在澳大利亚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参与

提供的信贷：

信贷许可证持有者的授权，才能开展业务，除非其

Credit Code) 范围内的信贷相关的信贷活动。相关
Code) 第 5 节规定，消费信贷是指在下列情况下
•
•

债权人为自然人或者多项产权公司；
其完全或主要用于：
•
•
•

•
•

个人、本土或家庭用途；

出于投资目的购置、翻新或修缮住宅；或者

为完全或主要用于购置、翻新或修缮住宅的
投资行为的信贷进行再融资；以及

为提供信贷收回一定费用；以及

信贷提供商提供信贷的行为发生在提供澳大
利亚信贷或者顺带向其他在澳经营的企业提
供信贷的业务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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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活动”，则通常需要澳大利亚信贷许可证或
能够依赖可用的豁免条款。豁免条款是否适用事实

上取决于实体在澳大利亚从事的活动范围等因素。
根据 NCCP 的定义，信贷活动包括与信贷合同和

消费者租约相关的特定活动、通过相关抵押贷款和

担保保证付款义务以及作为中间人提供信贷服务或
提供信贷援助。

信贷许可证在获取后将根据各项条件发放，这些条

件仅限许可证持有者参与符合其经验和资格的特定
信贷活动。

负责任贷款
NCCP 的主要规定之一是负责任贷款的义务，这项

义务旨在确保借款人和经纪人谨慎地贷款和租赁。
一般来说，这些规定包含两套要求：
•

必须开展负责任贷款评估，并且在根据此项评

估，信贷合同或租约完全适用的情况下，才可签
订信贷合同或租约，或者无条件声明消费者有

资格签订合同或租约。在开展负责任贷款评估

的过程中，必须合理问询消费者在信贷合同方面

的要求和目标，同时合理问询并采取合理措施核
实消费者的财务状况。在下列情况下，必须将合
同或租约评估为不适用，且不得进行签约：
•

消费者无法遵守合同或租约的财务义务，

•

合同不符合消费者的要求或目标。

或在遵守义务方面有实质性困难；或者

•

信贷许可证持有者及其信贷代表有义务在贷款和
租约发起流程中的某个时间点提供披露文件。

披露内容为关于许可证持有者的重要详情，将帮
助消费者了解其交涉对象、消费者可用的争端
解决服务以及消费者可能产生的任何成本。

养老金
一般而言，所有澳大利亚雇主必须每季按员工薪资

调拨一定比例的资金，存放到符合养老金法规要求

的养老基金（称为合规养老基金）。目前，雇主给予
员工的最低调拨资金为该员工平时收入的 9.5%

（最高至最大调拨基数），到 2019 年 7 月 1 日之前
逐渐增加至 12%。

员工一般有权选择一个养老基金并可在不同基金

之间转移养老金。如果员工不选择一个养老基金，
雇主必须将资金调拨至一个经授权提供 MySuper

产品的养老基金（一种简单且低成本的默认养老金
产品）。

虽然目前养老金最低提存为 9.5%，但任何雇主和

员工均可提存更大金额。这些自愿性的提存可作为

雇用协议的一部分。另外的一种形式是雇主通过减

少员工的薪资来增加养老金提存（即“薪资牺牲”）。
不过，要享受较低税率，一个人在每个财政年度内

向养老金系统的供款有最高限额。作为抑制因素，
如果一个人的供款超过该限额，将需要交纳超额
供款税。

如果雇主不按规定为员工提存最低要求养老金，

政府将向雇主强制征收一个特殊税，称为养老基金
保证金 (S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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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提存供款不是法律强制要求，但 SGC 让往
养老基金供款成为员工成本较低的选择。

在 2015 年 6 月，澳大利亚共有超过 560,000 间
独立的养老金实体，为大约 3000 万成员账户管

理着超过 2.04 万亿澳元的资产。预计这个数字到
2050 年将增加至 9 万亿澳元。

于该日之后但 1964 年 6 月 30 日之前出生的人士，

再保险公司也必须获授权才能在澳大利亚营业，同

之后出生的人士，其保留年期为 60 年。60 岁或以

要求，但是远不如牵涉个人保险合同的那么严格。

其保留年期逐渐增至 59 年。于 1964 年 6 月 30 日
上人士接收已税养老基金的付款是免税的。该举措
旨在鼓励人们在达到 60 岁之后才开始收领养老金
福利。

依据《1993 年养老金行业（监督）法》

保险与风险管理

1993)，APRA 负责发放许可和监管养老基金

澳大利亚的保险市场受到法规、授权立法、指导准

利亚税务局监管）。养老基金受持续的资本充足性、

司必须获得其相应的法定授权才能在澳大利亚从

(Superannuation Industry (Supervision) Act
（自主管理型养老基金除外，该类型基金由澳大

管治和报告要求约束，其业务运营和产品披露也
受到法律和审慎标准的大范围规管。

符合规定的养老基金一般按可评税收入 15% 的优
惠税率缴税。如果持有资产达到或超过 12 个月，

则资本利得（包括处置由基金持有的股份及其他证

券而获得的收益）按 10% 的税率缴税。通过来说，
雇主为员工提存的养老金和自雇人士所自行提存的
养老金可作为扣抵项目。一般而言，养老基金的会

员未达 65 岁或达到最小退休年龄之前不得领取所
提存的养老金。这就是所谓的养老金保留年期。于
1960 年 7 月 1 日之前出生的人士，其保留年期为
55 年。

则和规定的严格监管。一般保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
事保险业务，但存在着与外国保险公司的一些例外
情况。他们必须持续遵守资本充足率、偿付能力与

报告要求，受到 APRA 的监管，并且他们的业务开
展受到相关市场行为法规和保险合同法规的严格

规范。如果保险公司直接提供金融服务给一般零售
客户，还必须持有澳大利亚金融服务执照 (AFSL)。

保险经纪人也必须持有 AFSL 才能向澳大利亚零售
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包括金融产品建议）。

时也必须遵守类似的资本充足率、偿付能力与报告

适用“合同确定”规则，但相比英国，其在澳大利亚
的应用范围小很多。许多大型的国际再保险公司接
受来自澳大利亚的对内业务，但对于向境外再保险
公司提供的对外再保险（未受 APRA 规管），会有
一笔针对 APRA 规管的再保险分保人的附加资本
费用因子，用于计算其最低资本要求。

企业在澳大利亚投保会发现澳大利亚具备小型、高
度竞争且成熟的保险与再保险市场，所有大型的国

际保险经纪公司均积极地参予其中。澳大利亚的保
险法规对专业自保保险公司与市场上的普通保险

公司通常会一视同仁，但 APRA 有时会根据个案
要求给予优惠。

市场上有多种不同的风险移转方法，主要的服务提
供商可提供专业性的风险管理技巧。

风险管理已经高度发达，并且具备一流的管理技术
和高品质的受监管行业。包括保险在内的风险管理
在澳大利亚很多产业都是法定要求，包括保险业
本身。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已针对 APRA

监管的实体实施了新的风险管理和良好的管控
举措。新的举措包括审慎标准 CPS 220 风险

管理 (Prudential Standard CPS 220 Risk

Management)。澳大利亚目前用于管理经营风险
的标准是 AS/NZS ISO 31000:2009。

金融服务体系
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体系：
•

为提供金融服务（如金融产品建议、经营管理

型投资方案或处理股票、债券、管理型基金的利
息、养老金、存款产品与衍生性金融产品等多种

•

金融产品）的实体提供统一的证照发放制度；

为在金融产品市场（例如证券和期货交易所）中
的运营实体提供统一的证照发放制度以及清算
和结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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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进统一的训练、资质与其他行为的要求，

投资产品

在通常情况下相比管理型/集体投资计划，从证照

对于体系所涵盖的产品与服务，执行统一的

澳大利亚市场主要提供两种投资产品（有别于养老

权益要简易得多。

特别是为零售客户买卖金融产品的实体；以及
销售与披露制度。

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证照的发放
在澳大利亚开展金融服务的实体都必须持有澳大
利亚金融服务执照，除非有资格适用豁免情形。

在澳大利亚开展任何金融服务相关活动之前，外国

金融服务提供商需要认真考虑能否获得执照或适用
豁免证照的情况。

同时应注意，在获得金融服务执照的同时，通常伴

有多个附加条件，持照人负有关于法定通知及关于
客户的多种义务。外国金融服务提供商如果只在澳

大利亚提供服务给批发客户，可能对合资格的外国

金或政府发放的退休金产品）：
“证券”
（包括在法

人团体中的股票和和债券）以及“管理型投资计划”
中的“权益”。

必须注意的是，不管什么产品类型，在澳大利亚向

人提供金融服务的每个实体（包括产品中权益的发
行人或运作人以及该产品的任何推广人、经销商或
管理人）均需要考虑他们是否必须持有澳大利亚
金融服务执照。

此外还有一个要求，即外国金融服务提供商如果是
“法人团体”并在澳大利亚开展业务（包括集体投

资的海外发行人/运作人），则必须在澳大利亚注册
为外国公司并指定一个当地代理。

发放角度来看，向澳大利亚个人提供投资公司的

管理型/集体投资计划
澳大利亚的金融服务行业正蓬勃发展。澳大利亚市
场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展示的力量在世界经济论坛
上得到了关注，并于 2009 年被评为仅次于英国的
世界第二佳金融中心。

澳大利亚管理着约 2.6 万亿澳元的资产，是亚洲最
大、全球第三大的基金市场。在澳大利亚管理的基

金包括管理型基金和养老金，到 2021 年预计有超

过 6% 的年增长率。澳大利亚拥有全球最高的人均
管理型基金水平，预计到 2028 年澳大利亚的投资
基金资产总额将达到 7 万亿澳元。

司法辖区豁免某些证照，前提是该外国金融服务提

投资公司

优质的技术与专业汇聚于澳大利亚，使其成为亚太

相当。此外，对特定金融服务存在一系列豁免情况，

在澳大利亚作为“法人团体”
（持有股份或债券）的

澳设点营业的又一个重大诱因。

供商的所在国对于金融服务业者的规范与澳大利亚
其适用性视具体的实际情况而定。

投资工具向法人提供权益时可能会受到监管，因此

该投资工具和经销商有必要考虑需要遵守哪些证照
发放和注册要求。

地区的基金管理中心，也是吸引全球性的基金来

集体投资工具在澳大利亚称为管理型投资计划。管
理型投资计划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法律形式：有些是
仅按合同操作的投资计划，促销商于其中向个人承

诺，在特定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获利。但最常见的法律
形式为单位式信托。单位式信托产品可承接的传统
性及替代性的资产包括直接地产、地产证券、股票

（国内与国外）、现金、私人股权、对冲基金与基础
设施。

管理型投资计划指投资者出资共同用于普通企业

为投资者带来经济效益的投资计划。管理型投资基

金与股票和债券最大的差别在于投资者对于基金日
常的管理没有控制权，管理基金的工作交给专业的

基金经理人。经理人必须持有澳大利亚金融服务执
照才能经营管理型投资基金。要取得管理投资基金
的执照，企业本身必须符合财务要求以及能力、教

育水平以及从业经验方面的最低标准。除了这些证
照要求，如果投资计划在零售基础上发售，则通常

典型的批发投资者包括机购投资者或者被认为老练
或非常有经验并且进行大额投资的投资者。

需要登记的投资计划必须遵守《公司法》的规定并

且受到高度的监管。法律要求经营管理投资计划的
负责机构必须为公共公司。负责实体将受托人和管

理人的角色合二为一。负责投资计划营运的实体必

须完全向投资者以及主管机构负责，因此负责实体
必须承担《公司法》所规定的诸多责任，其中包括
维护投资者最大的利益并在工作中尽职尽责。

希望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外国资产经理人有几种

方案可行。很多外国经理人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在澳
大利亚设立基金，并以与国内基金经理人相同的条

件经营。另一种方式则是外国基金经理人将已在国

外设立的投资计划，直接在澳大利亚销售给批发投
资者或零售投资者。

但是，如果外国之投资计划的目标市场是澳大利亚

必须向主管机构登记。但是，如果投资基金发售的

的批发投资者，并且在国外某些辖区（如英国、美国、

登记。

的某些规定，则在澳大利亚可豁免这些规定。如果

对象是澳大利亚的批发投资者，则无需向主管机构
零售投资者与批发投资者有很明显的界定，除非归

入批发投资者一类，否则均被认定为零售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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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和香港）针对业者有澳大利亚豁免《公司法》
目标市场是零售投资者，则豁免范围将非常有限，

在某些情况下，外国的投资计划或经理人或两者都
必须符合澳大利亚法规。

通常外国基金经理人会与澳大利亚的持照人成立
战略联盟，以减少受澳大利亚规管的负担并且可
取得进入澳大利亚零售投资者市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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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大利亚州、北领地、
西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

澳大利亚对铀矿的立场
澳大利亚占有世界最大份额的“已探明可开采铀

矿资源”
（约 31%）。虽然目前在澳大利亚只有四个
铀矿，但在全国设有多个先进的项目。此外，南澳大
利亚州、北领地、西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被认为
具有丰富的铀矿储量且未充分开发。

南澳大利亚州、北领地、西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

允许进行铀矿勘查和采矿。新南威尔士州仅允许进
行勘探，而在维多利亚勘探和采矿均被禁止。目前
塔斯马尼亚州的法律对开采铀矿不加任何限制，
但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没有已探明的储量。

开采铀矿在澳大利亚一直属于争议话题，一些社会
团体对此发出反对的声音（在某些情况下也受到法
律上的质疑）。

允许进行铀矿勘查和采矿

在澳大利亚的铀矿开采相关活动受到一套复杂且

联邦法律

性环境事务），因为这让联邦能够考量所有可能涉

联邦和州府中的机构和组织。

联邦、州和领地同时对多数环境问题具有有效的处

影响）。不过根据 EPBC 法案，规管涉核行动的权

完整的法律框架、政策和指引规管，其中涉及大量
虽然联邦政府设有针对环境评估、运输及出口控制
的专门监管部门，但相关的采矿和勘探法律规定，

对铀矿开采的日常监管一般由州或领地政府负责。
长期闭矿标准和尾矿储备及管理等问题，在联邦

和州层面上对采矿和环境审批条件有很大的考量
影响。目前的联邦和北领地的标准要求至少进行
10000 年的建模。

理权。不过，联邦政府对铀矿出口证照的发放持有
最高的控制权（基于其在国际公约中的义务）。

北领地与州辖区不同，开采铀矿要求获得联邦的批

准，根据《1953 年联邦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 1953 (Cth))，这些铀矿资源归联邦所有。在州
辖区内，州依据适用的采矿法律一般拥有其铀矿
资源。

《1999 年联邦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1999 (Cth)，EPBC 法案）向

联邦政府授予了管理核举措相关的权力。这是一种

广泛的权力（相比 EPBC 法案之下其他重要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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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采矿项目的环境问题（即联邦不仅仅要考虑辐射
力不延伸至在海外使用由澳大利亚开采和出口的
铀产品。

虽然目前未经实际检讨，但存有的一个问题是，

EPBC 法案下的联邦权力除了覆盖开采铀矿是否
可延伸至铀矿勘查。

联邦还推行了旨在保护公众健康及安全和环境免

受辐射材料影响的立法。辐射标准根据《1998 年
澳大利亚（西澳）辐射保护和核安全法》

(Australian Radiation Protection and Nuclear

Safety Act 1998 (WA))，由澳大利亚辐射保护和
核安全局发布。

开采铀矿在澳大利亚一直属于争议话题，
一些社会团体对此发出反对的声音

除了获得环境及健康安全方面的批准，铀矿开采、

出口的目的国家/地区仅限于已签署并遵守防止核

州及领地法律

新南威尔士州虽然允许勘探，但仍然禁止从事铀矿

联邦审批、许可和规定，其中包括：

护协议的一方，对于无核武器的国家/地区，必须签

对铀矿勘查和采矿的日常监管一般由州或领地政府

随产出，只要采出的铀量不超过矿物总量的 0.02%，

国/地区拥有进入和检查权。

了一套严格的监管体系，其中包括复杂的证照发放

运输、涉核活动和废料处理活动还受制于大量的
•

《1953 年联邦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

1953 (Cth)) 规定，在澳大利亚发现铀矿的任何

人必须在发现之后的一个月内向联邦部长报告该

发现。之后必须获得澳大利亚核防护和防扩散局
•

武器扩散条约的签约方，以及与澳大利亚有双边防
署过一份附加协议，以确保国际原子能机构对进口
铀矿开采作业和相关基础设施（例如铁路、管道、

水和供电）可能也要求依照《1993 年联邦土著所有

的许可才能开采铀矿。

权法》(Native Title Act 1993 (Cth)) 获得有关土著

(Prohibited Exports) Regulations 1958 (Cth))

此外，在北领地的原住民土地（依照《1976 年联邦

成的同位素混合物的铀材料”。

(Northern Territory) Act 1976 (Cth)) 确定）上的任

(Cth)) 规定的对海上运输的通知义务。

著土地委员会的同意。

《1958 年联邦海关（禁止出口）法》(Customs

要求，必须获得部长许可才能出口“含有自然形
•

《1912 年联邦航海法》(Navigation Act 1912

•

《1987 年联邦核不扩散（防护）法》(Nuclear

所有权事宜的决议。

土著土地权利（北领地）法》(boriginal Land Rights

何采矿权益申请，都必须获得相关部长以及相关土

负责。允许铀矿勘查和采矿的多数州和领地均制定

那么如此开采并不构成犯法。维多利亚州依然禁止

和审批制度、报告规定以及以检查获认证的规定。

能禁止在未获执照的情况下进行核废料处理，或者

一般而言，除非获得采矿租约或留置租约以及获批
准的采矿提案和闭矿计划，否则禁止铀矿开采作

业。在多数州和领地，还要求具备获批准的辐射管

理计划和放射性废料管理计划。在西澳大利亚州，
辐射管理计划由西澳放射学委员会审批，而不是州
矿产和石油部。

路上运输放射性物质和放射性废料也需要领取证

照。不过目前，仅南澳大利亚州和北领地允许通过
其港口出口二氧化铀。因此，出口可能需要获得多

Non-Proliferation (Safeguards) Act 1987 (Cth))

个司法辖区的证照。

义参考特定的钚和铀同位素。

令，承诺与开采铀矿以及运输二氧化铀相关的所有

要求，必须获得持有核材料的许可，核材料的定

此外，根据联邦长期的铀出口政策和规定，澳大利亚
生产的铀仅能为和平用途而出口。这包括将核防护

条件应用于铀出口，以确保铀不被用于或转移至核
武项目。

96 | 澳大利亚经商指南

开采。不过，如果铀是从开采其他矿物的过程中伴

2009 年，西澳大利亚州政府解除了铀矿开采的禁

必要环境审批都将可获取。二氧化铀必须通过道路

运输至南澳大利亚州或北领地进行船运。2012 年，

LNP 昆士兰州政府取消了对铀矿开采的禁令，但随
后在 2015 年 3 月，后上任的劳工党政府又宣布恢
复这项禁令。

勘探、开采或挖掘铀矿或钍矿。州或领地法律还可

完全禁止此类活动。铀浓缩和核电设施的建设也在
所有州或领地受到反对或禁止。而对于联邦土地则
没有此类禁令。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

提出的建议有：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成立了核

•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应简化州和联邦对放射性矿物

Royal Commission)，旨在针对提高南澳大利亚州对

•

在重点区域（矿物含量较高且可用数据有限）开展

尤其是在以下四个方面：

•

在各州取消，并力求在联邦取消对进一步加工

燃料循环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 (Nuclear Fuel Cycle
核燃料循环参与度的可能性进行全面的独立调查，
•

加大对含有辐射材料的矿物的勘探、挖掘和碾磨；

•

矿物的进一步加工，以及含有辐射物质与核物质

•

使用核燃料进行发电；

•

的材料的加工与制造；

建立设施储存和处理辐射废物与核废物。

委员会于 2016 年 5 月 6 日发布了最终报告，发现南
澳大利亚州能够安全地提高对核活动的参与度，尤其
是处理国际上使用的燃料和中等放射性废物。
废物处
理设施预计能够产生超过 1000 亿澳元的收入，超过
项目 120 年寿命期的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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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采审批要求，提供单一的评估和审批流程。
进一步的地球物理学研究。

活动许可的现有禁令，实现核燃料租赁约定中的
多边设施商业开发。

•

促进并积极支持商业化战略，提高回旋加速器在
南澳大利亚健康医疗研究机构的使用率和使用
效率。

•

力求取消联邦对于核能发电的现有禁令，促进

•

推广并携手制定全面的国家级能源政策，通过

实现低碳电力系统。

核能等所有技术，以尽可能最低的系统成本
实现可靠的低碳电力网络。

•

•

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委任专家监控和报告为
核能发电提供经济价值的新核反应堆设计的
商业化。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应消除《2000 年核废物存储

设施（禁令）法》(Nuclear Waste Storage Facility
(Prohibition) Act 2000) 第 13 条的法律限制，
促进对在南澳大利亚州建立此类设施的机会
进行有序、详尽且完全分析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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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公司和董事还
必须了解其他司法管辖区

反贿赂与腐败
通过颁布新的违法行为、加重处罚和加大预算，全球

各地的监管者已加强执法力度，在调查和执行反贿赂
和腐败法律中愈发咄咄逼人。澳大利亚也不例外，
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

•
•

•

在多机构组成的重大金融犯罪调查小组内建立

澳大利亚联邦警方 (AFP) 领导的欺诈和反腐败
中心；

发布部长级指令，将外国贿赂调查作为 AFP 的

核心战略之一；

扩展《联邦刑法》(Criminal Code (Cth)) 中

反贿赂和腐败犯罪的范围，新增伪造账目条款，
将蓄意行为和疏忽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扩大反贿赂和腐败调查，将外国贿赂定为严重

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让政府机关有权行使更深
入和隐蔽的调查权调查嫌疑犯，而不是在法律

•

允许的调查权；以及

完善反贿赂和腐败法，让相关机构更加易于确定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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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

违反反贿赂和腐败法的后果非常严重。在海外的多

澳大利亚的腐败风险

相关法律和/或未能通过实施稳健的合规计划缓解

在透明国际组织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罚款。事实上，其后果的影响更为深远，包括声誉

位列全球第十三个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自 2012 年

起案件中，已有个人和公司因参与贿赂和腐败、违反
贿赂和腐败风险，而受到严厉处罚（包括刑期）和
受损，以及失去员工和商业对手方的信任。

随着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监管者亦跨国际边界相
互合作，并专注于高风险地区，例如为调查人员和

检察官建立 OECD 全球网络。这意味着除受澳大

利亚反贿赂和腐败法律约束外，澳大利亚的公司和
董事（或在澳大利亚经营业务的公司）亦必须了解

多方面的发展，该国近期已开始关注反贿赂和腐败

强有力的执法和检控文化。

无论在本地还是全球，由于可能承担法人责任，各

公司日益重视合规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实施适当的

反贿赂合规制度对于展示合规文化而言至关重要。

Engineering Pty Ltd 的公司董事提出外国贿赂
检控；
•

问题，其中包括：
•

和改进的报告；
•

澳大利亚联邦警方持续对外国贿赂和腐败犯罪
进行 17 次调查，包括对必和必拓公司 (BHP

Billiton Ltd)、莱顿控股（Leighton Holdings，

现名为 CIMIC Limited）、Oz Minerals Ltd 和

澳大利亚参议院对外国贿赂的调查以及预期发
布的 2016 年有关澳大利亚外国贿赂法的效力

Bank of Australia) 的子公司 Securency

Pty Ltd 提出刑事检控，并在最近对 Lifese

起，澳大利亚的排名一直在下降。虽然这一排名可能
依然让人感觉澳大利亚的风险相对较低，但通过很

联邦检察长持续对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Reserve
International Pty Ltd 和 Note Printing Australia

2015 年的清廉指数中，澳大利亚的排名有所下降，

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最为相关的司法管辖区是

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有着极为繁琐的条文，以及

•

Tabcorp Limited 进行公开调查；
•

澳大利亚议会通过《联邦刑法》(Criminal Code

贸易联盟管控和腐败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
(Royal Commission into Trade Union

Governance and Corruption)，于 2015 年

(Cth)) 中新的伪造账目犯罪条款，将处理会计文

12 月 28 日提交最终报告；

件方面的蓄意和疏忽行为定性为犯罪；

•

西澳大利亚州腐败和犯罪委员会 (Western

Australia Corruption and Crime Commission)
调查与卫生部签订的信息技术公司合同，据悉是
由于这项合同的报价高出超过 1.3 亿澳元；

澳大利亚每个司法管辖区均定有不同的法律
（成文法和普通法），以应对贿赂和腐败。

•

•

欧力士澳大利亚公司 (Orix Australia) 的执行

董事因严重腐败和洗钱罪被起诉；以及

北领地警务处处长近期因在澳大利亚联邦警方
的一次调查妨碍司法公正而被起诉。

澳大利亚是 OECD 反贿赂公约（该公约为应对跨国
贿赂的法律提供了国际框架）的缔约国，因此须持续
提供进展报告。OECD 依然在迫切要求澳大利亚加
大对外国贿赂和腐败法律的执法力度。
因此，当地和国际利益相关者（包括立法机构、非政
府组织和媒体）更加关注澳大利亚对打击贿赂和腐
败的承诺水平。

执法
鉴于澳大利亚政体的联邦性质，该国未制定单独的
政府反腐败政策。每个司法管辖区均定有不同的法
律（成文法和普通法），以应对贿赂和腐败。

此外，在联邦和州级别均设有多个独立委员会，负责

尽管这些委员会无法以实质性的反贿赂和腐败罪名

为。其中包括：

例如，调查报告可以提交给警察作进一步调查或者

调查公职人员（包括政治人物）和警察的潜在腐败行
•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n New South Wales, ICAC)；
•

察长，然后由检察长决定是否对相关事宜提出检控。

维多利亚州独立广泛反腐败机构 (The

Independent Broad-Based Anti-Corruption
Body in Victoria)；
•

西澳大利亚州腐败和犯罪委员会 (Corruption and
Crime Commission in Western Australia)；

•

昆士兰州犯罪和腐败委员会 (Crime and

Corruption Commission in Queensland)；
•

南澳大利亚州的独立反腐败委员会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n South Australia)；以及

AFP、ASIC、州警察机关和领地警察机关分别负责
对贿赂和腐败罪行展开调查。调查会呈交给相关检

新南威尔士州反腐败独立委员会 (The

•

澳大利亚执法公正委员会 (Australian

Commission for Law Enforcement Integrity)。

起诉个人或公司，但是他们拥有特别调查/问询权。
提交国会，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公开发布揭
露腐败行为。

新南威尔士州曾对 ICAC 的权力开展过重要的公开
讨论和法律审查，包括针对普通法赋予的沉默权被

剥夺的证人举办公开听证会。目前，尚不清楚 ICAC
的权力在新南威尔士州是否会出现重大变化。

国内贿赂
贿赂联邦公职人员

根据《联邦刑法》(Criminal Code (Cth))，如带着影

响联邦公职人员行使其职责的意图，或如接受好处

会有影响联邦公职人员行使其职责的倾向，则（直接
或间接）向某人不当提供好处属违法行为。

“好处”的定义十分宽泛，包括任何利益，且不限于
款项或财产。

“联邦公职人员”涵盖联邦和任何联邦机构的所有
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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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被裁定犯有贿赂联邦公职人员罪的个人将面临最高
10 年的监禁和/或最高 180 万澳元的罚款。

对于公司，可处以最高 1,800 万澳元的罚款、可合

理归因于贿赂的利益价值的最高三倍追缴罚款，或

（如无法确定利益的价值）公司集团年营业额 10%
的罚款，以较高者为准。

接受有关贿赂/腐败利益或滥用其公职的联邦公职
人员犯有类似的罪行。

帮助、教唆、建议或促致他人犯下某罪行的人员按
犯下该罪行论处。

最后，如被定为贿赂罪，则可能根据有关犯罪所得的
法律受到处罚或没收利润。

随着 AFP 宣布将外国贿赂定为该组织的
重点工作，在未来几年，澳大利亚可能出现
更多外国贿赂检控。

州/领地公职人员

州和领地法律规定，向代理人腐败性赠予或提供诱
因或奖励，以期就代理人主事人的事务作为或不作

为，属于犯罪。帮助、教唆、建议、促致、恳求或煽动

收受贿赂的员工亦可能违反《2001 年联邦公司法》

“外国公职人员”包括外国政府部门或机构、外国

“例行政府行为”不包括有关授予新业务或继续现

200,000 澳元的罚款、吊销资格令或补偿令。

外国军事或警察机关的成员或外国行政、司法机关

为使该例外情况发生效力，公司必须证明它们具有

(Corpoations Act 2001 (Cth))，并面临最高

他人犯下这些罪行亦属于犯罪。

海外贿赂

包括罚款和/或最高 10 年的监禁。

贿赂和腐败条文，实行《OECD 关于打击国际商业

每个州和领地的处罚各不相同，但对于个人，可能
普通法的贿赂罪

澳大利亚于 1999 年通过颁布《联邦刑法》中的反
交易中行贿外国公职人员行为的公约》(OECD

某些澳大利亚司法管辖区依然通过普通法将贿赂和

Conven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of Foreign

根据普通法，向任何公职人员提供或任何公职人员

Transactions)。

公职人员行为不当定为犯罪，而不是编入法律条文。
接受任何不当奖励，以期影响该公职人员在其公职
中的行为，亦属于犯罪。
商业贿赂

一般而言，上述禁止提供或接受腐败佣金或奖励的
州和领地法律，亦适用于向个人以及私营或公营公
司的员工或代理人提供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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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根据《联邦刑法》(Criminal Code (Cth))，
（直接或

间接）向某人提供并非合理应付的好处，以期影响

外国公职人员行使其职责，从而获得或挽留业务或
业务优势，属犯罪行为。外国贿赂条款的近期修订

控股公司或公共国际组织的员工、承包商或官员、
或裁判法院成员。

澳大利亚机构可以就此类罪行对公司和个人提出检
控，前提是可以在接受调查的实体与澳大利亚之间

确立充分的联系。更具体地说，构成犯罪的行为必须
全部或部分发生于澳大利亚，或全部或部分发生于
澳大利亚的飞机或船上。

如贿赂全部发生于澳大利亚境外，但在犯罪时，被指
控犯罪的人员属澳大利亚公民、居民或澳大利亚的
公司，则澳大利亚亦可对该罪行提出检控。
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获得抗辩：
•

案澄清了一点，即有意贿赂特定外国官员并非是定
性犯罪的一项要求。

在外国公职人员所在国家，贿赂属合法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成文法允许或要求贿赂）；
或

•

付款属疏通费，旨在加速或保证履行不太重要的
例行政府行为，并且数额不大。

有业务的决定，或对新业务或现有业务条款的决定。
适当的记录保存程序，其中包含充分的记录，说明与
外国公职人员开展的任何交易的价值、日期、收款人
和目的。澳大利亚目前正考虑从成文法全书中删除
对“疏通费”的抗辩。

外国贿赂罪为在高风险环境中经营的公司带来明显
的合规风险，如这些活动由代理人或通过合资公司
履行，则尤为如此。彻底的尽职调查和持续监控

（连同制定反贿赂合规计划）将有助于将该领域的
风险降至最低。

《联邦刑法》(Criminal Code (Cth)) 下针对外国贿

赂罪的最高处罚以贿赂联邦公职人员的国内贿赂罪
为准。

伪造账目

公司责任

2016 年，伪造账目罪被纳入《联邦刑法》(Criminal

根据《联邦刑法》(Criminal Code (Cth))，公司可能

Code (Cth))。这些罪名将会计文件方面的蓄意或疏

被判需对公司代理人在一系列情况下的行为负刑事

澳大利亚境外发生的犯罪行为。

或如公司未能培养或维护要求遵守法律的公司文化，

忽行为或者遗漏定性为犯罪，并且还适用于完全在
这些条款针对的是故意或草率地编制、更改、销毁

或隐藏会计文件（或者不编制或更改文件）以协助、
隐藏或掩盖收受或提供非法利益的行为或者他人
在违法情况下招致的损失的情况。

根据《联邦刑法》(Criminal Code (Cth))，蓄意伪造

账目罪的最高处罚以上述外国贿赂和国内贿赂罪
为准。疏忽会计罪的最高处罚为蓄意伪造账目罪
的 50%。

责任，如公司文化指示、鼓励、容忍或导致违法行为，
则尤为如此。

向澳大利亚公职人员
提供礼物/款待
在向澳大利亚公职人员提供礼物/款待时，需要比向
私营领域的员工提供时更为谨慎。

澳大利亚公职人员通常受其他指引约束。例如，每个
联邦、州和领地政府均有其自己的公共服务以及自己
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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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准则通常得到特定机构的行为准则的
补充。

向公职人员提供的礼物/款待没有“通用容许限额”，
尽管部分特定机构的行为准则可能订明金额限值。
虽然这取决于适用的指引，但一般而言：
•
•

应避免超过象征性价值的礼物或过度款待；以及
（未经相关机构事先审批）为公职人员支付交通
或住宿费用通常是不恰当的。

澳大利亚接下来将有
哪些举措？
澳大利亚境内外对 AFP 加强反贿赂和腐败打击力
度的压力将促使 AFP 大力追究个人和公司的刑法
责任。

随着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企业持续向海外市场扩张，
并且 AFP 宣布将外国贿赂定为该组织的重点工作，
在未来几年，澳大利亚可能出现更多外国贿赂检控，
以及伪造账目和洗钱等其他反贿赂和腐败检控。
澳大利亚将继续设法加强自己实现执法成果的能力，
并且预计会采取举措进一步修订法规，协助这项流
程。此外，澳大利亚也在适当考量延迟起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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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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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管理破产公司的

重组与破产

外部管理形式有多种。

澳大利亚是采用联邦政府结构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

破产在澳大利亚的意义

在澳大利亚重组

外部管理

联邦公司法》(Corporations Act 2001) 的规管。公司

在澳大利亚，如果一家公司在其债务到期时不能偿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的规定，大多数在美国和英国适

在澳大利亚，最常见的外部管理形式包括：

而联邦法院和州/领地法院则均对《公司法》

流作为评估指标，但也可参考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包括抛售、分拆、股权分离、杠杆收购、资本重组、

•

公司的注册、管控和破产在全国范围受到《2001 年

监管机构仅有一个，即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
(Corporations Act) 具有司法监督权。

澳大利亚境内不动产和个人财产权益同样受到法律
的监管，不动产依据各州具体情况而定，个人财产

在全国均需按照《2009 年联邦个人财产保全法》

(Personal Property Securities Act 2009) 执行。
澳大利亚的企业和金融系统受高度监管；因此，在
处理澳大利亚的大部分重组和破产情况时就需要
专业的法律和会计协助。

还全部债务，则该公司被视为破产。破产主要以现金
澳大利亚法律力求保护处理破产公司的债权人和
第三方。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出售有破产风险的公司的董事和
管理人员将面对负担民事和刑事责任的风险。民事

责任更为常见，一旦确定民事责任，则通常需要董事

补偿公司（到时清算）在破产期内产生的交易债务。
澳大利亚法律提供多种形式的外部管理途径，可以

用来管理澳大利亚境内的破产公司。这些途径旨在
保护并最大化债权人的价值（见下文）。在考虑这

些途径之前，我们会简要评论澳大利亚可用的重组
方法。

用的现代国际重组方法也以类似形式在当地适用

债转股交易、预包装和债务偿还期的延展及债权人

•

相应条款，但澳大利亚的制度也提供了该制度下的

•

自愿管理；

公司契约安排；以及

妥协安排）。澳大利亚没有《美国破产法》第 11 章的

•

许多优点（债权人执行的延期偿付和优先贷款）。

在所有外部管理形式中，为公司或其资产指定的外

澳大利亚境内的重组在外部管理的范围内和范围外
实施（外部管理在下文讨论）。是否需要某种外部

管理形式来实施重组计划，将取决于该公司的偿付

能力以及是否有必要利用这些程序下享有的任何法
定保护或权利（包括债权人执行和第三方索赔的延
期偿付，消除债权人索赔的制度以及暂停董事的权
力来保护外部管理人）以实施重组。

公司还可以聘用首席重组官或周转经理以协助、管理
或实施重组计划。此时，公司通常还聘用外部法律和
会计顾问为重组计划的编制和实施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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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管理；

清算。

部管理人均为独立的第三方，通常为专业破产会计
师（具有该职能的官方认可）。

如果公司接受外部管理，该状态将记录
在由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为该公司
保存的记录中。

外部管理人的薪酬、成本和费用通常将从该公司受

破产财产接管人的角色是持有并出售受限于该担保

自愿破产财产接管人在调查、向债权人报告和召开

管理，该状态将记录在由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

债权人的所欠金额。出售资产过程中，法律要求破产

令延长，整个过程通常需要 25-30 天。

留置权保护的资产中优先获得。如果公司接受外部
会为该公司保存的记录中。
《公司法》(Corporations
Act) 还要求此类公司于所有通信中在公司名称后注
明此状态。
破产管理

破产管理是一种外部管理形式，指由有担保债权人

或法院指定一位破产财产接管人或破产财产接管人
和管理人（也称为控制人）管理特定或全部公司
资产。

最常见的指定形式是由有担保债权人依据公司为

其利益发放的担保契据中规定的契约性权利指定。
法院也可以指定一位其认为适当的破产财产接管人
（通常是在担保契据未对破产财产接管人的指定
权力作出规定的情况下），但这并不常见。

的公司财产，并将该销售所得款项用于偿还对有担保

财产接管人采取一切合理措施按市场价值或该情况
的最佳价格谨慎出售该资产。

在破产管理期间，董事的权力有限。破产财产接管

人拥有一切权利和权力，在排除董事的情况下，处理
与其任用相关的目标资产；如果担保契据足够广泛
（现在和未来获得的所有财产），该目标资产能够
使破产财产接管人，在排除董事的情况下，管理该

公司。当指定的有担保债权人被全部偿还时，破产

管理结束。也就是说，所有担保资产均已变现或已
按照法院指令执行。

为了有助于管理人实施并完成此过程，管理人将拥

有董事的所有权力（董事的权力在该期间将暂停），
并可以阻止债权人或第三方在未经管理人或法院许
可的情况下，对公司或其资产采取行动的法定延期
偿付权益。

为了完成自愿管理，管理人必须就该公司的未来方

向为债权人提供建议，并且让债权人为此对公司进
行以下投票：
•

将公司返还给董事；

执行债务和解契约（见下文）；或者

自愿管理

•

合格的破产会计受聘控制该公司，以调查公司财务

担保全部（或实质上全部）公司资产的有担保债权

提供建议。债权人将依据《公司法》(Corporations

破产财产接管人或控制人。破产财产接管人的权利

进行清算（见下文）。

自愿管理是一种外部管理形式。在该管理形式下，

•

事宜并向公司债权人报告，并就该公司的未来方向

人可在自愿管理的前 13 天内为公司资产指定一位

Act) 在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为此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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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会议的事宜上具有法定期限。除非由法院指

和权力将胜过自愿管理者的权利。

债务和解契约

债务和解契约（简称“DOCA”）是一种由契约管理

者管理公司与其债权人之间的契约性妥协的外部管
理形式。

自愿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之

前将寻求 DOCA 方案，以便在该会议上提出一个方
案供债权人投票。为了使 DOCA 方案成功，它通常
需要向债权人证明，与清算方案相比，债权人通过
DOCA 将获得其债务的更大回报。

DOCA 的典型目标是契约管理者利用公司资产或

通过第三方（通常为董事或其合伙人）所提供的资

金创建一个货币基金。然后，以全额分配的方式向
获许债权人进行偿还并最终满足其索赔（届时将

被消除）。最终公司将被返还给现有或新董事，并
完全没有任何债务。

公司可通过以下三种中的任意一种方式进行清算。

DOCA 没有标准的形式。
《公司法》(Corporations

在创建可向获许债权人分配的基金时，清算人还有

活，从而适用于大多数重组情况，其中涉及出售或

转让资产、发行股票、债务妥协以及同意在清算情

•

要求在公司破产时出售公司的董事对公司进行

清算

•

宣布特定公司交易无效，如不公平优惠、非商业

Act) 规定了 DOCA 的重要范围。这个范围非常灵

况下向通常法定指令之外的债权人优先支付。

清算是最终流程。在该流程中，指定的专业破产会计

师将清理公司事务，变现资产，然后，根据《公司法》

(Corporations Act) 按法定优先级将所得款分配给
获许债权人并最终对公司取消注册。

通常在公司破产时，公司可通过以下三种中的任意

一种方式进行清算：通过董事决议，通过债权人决议
或通过法院指令。清算人将在清算期间控制公司，
董事和其他公职人员的权力将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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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向法院寻求以下指令：
赔偿；以及

性交易、不公平贷款和不合理的直接相关交易。

清算人将要求潜在债权人提供债权证据。如果债权
人应根据《公司法》(Corporations Act) 被给予任

何优先支付权及获许债务总额，清算人则将正式裁
定各证据，以决定该方是否为债权人。在获许债权

人的所有索赔未被全额清偿的情况下，股东不会获
得回报。

在清算期间，有担保债权人可为公司资产指定一位

破产财产接管人或控制人，破产财产接管人对该特

定资产的权利和权力将胜过清算人对该特定资产的
权利和权力。但破产财产接管人不得接管清算人的
权力，以追求倒产交易或可撤销的交易索赔。这些
权力仅属于清算人。

联系信息
Karen O’Flynn

国家事务部门主管
重组和破产
电话：+61 2 9353 4146
koflynn@claytonutz.com

悉尼

Level 15
1 Blig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61 2 9353 4000
墨尔本

Level 18
333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61 3 9286 6000
布里斯班

Level 28
Riparian Plaza
71 Eagle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61 7 3292 7000
珀斯

Level 27
QV.1 Building
250 St Georges Terrace
Perth WA 6000
+61 8 9426 8000
堪培拉

Level 10
NewActon Nishi
2 Phillip Law Street
Canberra ACT 2601
+61 2 6279 4000
达尔文

17–19 Lindsay Street
Darwin NT 0800
+61 8 8943 2555
www.claytonu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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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提供一致的

关于克莱顿尤治律师事务所
(CLAYTON UTZ)
作为澳大利亚领先的法律事务所，我们以独立的文

化和自信尽责的方法而著称。我们在悉尼、墨尔本、
布里斯班、堪培拉（联邦首府）、达尔文和珀斯均拥
有技能出众的专业律师团队，汇集具有相应法律和

商业技能的律师，满足客户的商业需求。克莱顿尤治
律师事务所 (Clayton Utz) 拥有一大批忠实客户，
他们将本律所视为值得信赖的法律顾问。

克莱顿尤治律师事务所 (Clayton Utz) 是一家服务

周全的律所，为在本地和海外营业的澳大利亚最大
公司和中介机构以及重要的公共部门和跨国公司
服务。

我们的团队致力于提供高品质的法律服务，并构建
长期性的客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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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国际关系以提供
全球性解决方案
克莱顿尤治律师事务所 (Clayton Utz) 与全球的领

先律师事务所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不是与国外
同行竞争，而是与其发展关系。通过这些良好的关

系，在澳大利亚投资的国际客户可以放心地认为，
克莱顿尤治律师事务所 (Clayton Utz) 作为国际律

师团队的优秀成员，将以极高的效率提供最高水准
的法律服务。

商业法律建议方面
拥有丰富的经验

外语能力
克莱顿尤治律师事务所 (Clayton Utz) 具备提供多
种语言服务的能力，这反映了我们为客户提供卓越

服务的承诺。我们的很多律师都掌握两种甚至两种
以上的语言，因此，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可联系到胜
任的律师协助处理业务和翻译工作。

我们的工作语言包括普通话、粤语、印尼语、北印度
语、日语、韩语、马来语、泰米尔语、越南语、南非的
公用荷兰语、克罗地亚语、丹麦语、荷兰语、法语、
德语、瑞典语、乌克兰语、希腊语和意大利语。

提供全面的商业法律服务

•

克莱顿尤治律师事务所 (Clayton Utz) 设有 14 个
国家事务部门，聚焦于各个行业和法律实践领域的
需求。

•

法律领域
•
•
•
•
•
•
•
•
•
•
•
•
•
•
•
•

银行和金融

资本市场和证券
竞争事务

建筑与大型项目
公司/并购

环境与规划

•
•
•
•

•
•
•
•
•

知识财产

•

国际贸易

•

法律技术服务

•

保险与风险

•

国际仲裁业务

•

调查与危机管理

•

土著所有权
私募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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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

重组与破产
税务

电信、媒体和技术

职场关系、雇用和安全

行业

管控与合规

诉讼和争议解决

产品责任

•
•
•
•

联系方式
主要国际服务的联系人

Bruce Cooper
客户部代理首席执行合伙人
电话：+61 2 9353 4103
bcooper@claytonutz.com
其他联系人
悉尼

堪培拉

主管合伙人

主管合伙人

广告和营销

Geoff Hoffman

银行业务和金融

ghoffman@claytonutz.com

农业综合企业
气候变化

建筑与大型项目
能源与资源
政府服务

医疗保健和生命科学
休闲娱乐

非营利组织
私募股权

不动产市场

电信、媒体和技术
运输和物流
水务

电话：+61 2 9353 4617

墨尔本
Paul James
主管合伙人
电话：+61 3 9286 6927
pjames@claytonutz.com

布里斯班
Barry Dunphy
主管合伙人
电话：+61 7 3292 7018
amaguire@claytonutz.com
珀斯
Nick Cooper
主管合伙人
电话：+61 8 9426 8228
ncooper@claytonutz.com

Caroline Bush
电话：+61 2 6279 4008

cbush@claytonutz.com

达尔文
Mark Spain
主管合伙人
电话：+61 8 8943 2512
mspain@claytonutz.com

可供参考的澳大利亚网站
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

澳大利亚政府门户网站
www.australia.gov.au
澳大利亚统计局
www.abs.gov.au
澳大利亚商务部门户网站
www.business.gov.au
澳大利亚国家联络点（OECD 指导准则）
www.ausncp.gov.au
澳大利亚税务局
www.ato.gov.au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Austrade)
www.austrade.com
澳大利亚政府 - 财政部
www.treasury.gov.au
联邦科学与产业研究组织 (CSIRO)
www.csiro.au
农业和水资源部
www.agriculture.gov.au
外事和贸易部
www.dfat.gov.au
移民和边境保护局
www.border.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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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和科学部
www.innovation.gov.au
环境部
www.environment.gov.au
出口金融和保险公司 (EFIC)
www.efic.gov.au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IRB)
www.firb.gov.au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
www.ipaustralia.gov.au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澳大利亚央行）
www.rba.gov.au
澳大利亚旅游局
www.australia.com
联邦监管机构

澳大利亚公平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www.accc.gov.au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 (APRA)
www.apra.gov.au
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
www.asic.gov.au
清洁能源监管局
www.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
澳大利亚通信和媒体监管局
www.acma.gov.au

新南威尔士州

昆士兰州

第一产业部
www.dpi.nsw.gov.au

能源和水供应部
www.dews.qld.gov.au

工业部
www.industry.nsw.gov.au

环境和遗产保护部
www.ehp.qld.gov.au

环境与遗产保护署
www.environment.nsw.gov.au

自然资源和矿产部
www.dnrm.qld.gov.au

财政部
www.treasury.nsw.gov.au

州发展部
www.statedevelopment.qld.gov.au

维多利亚州

昆士兰州财政部
www.treasury.qld.gov.au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
www.nsw.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
www.vic.gov.au
维多利亚州商务部
www.business.vic.gov.au
经济发展、就业、交通和资源部
www.economicdevelopment.vic.gov.au

昆士兰州政府
www.qld.gov.au

昆士兰州贸易和投资部
www.export.qld.gov.au
南澳大利亚州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
www.sa.gov.au

维多利亚州农业局
www.agriculture.vic.gov.au

州发展部
www.statedevelopment.sa.gov.au

能源和地球资源部
www.energyandresources.vic.gov.au

规划、交通和基础设施部
www.dpti.sa.gov.au

维多利亚州贸易和投资部
www.invest.vic.gov.au

南澳大利亚州第一产业和区域部
www.pir.sa.gov.au

西澳大利亚州
西澳大利亚州政府
www.wa.gov.au
商务部
www.commerce.wa.gov.au
环境监管部
www.der.wa.gov.au
矿产和石油部
www.dmp.wa.gov.au
州发展部
www.dsd.wa.gov.au
塔斯玛尼亚州
塔斯玛尼亚州政府
www.tas.gov.au
州发展部
www.stategrowth.tas.gov.au
第一产业、公园、水务和环境部
www.dpipwe.tas.gov.au
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
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政府
www.act.gov.au
创新、贸易和投资部
www.business.act.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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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部
www.economicdevelopment.act.gov.au
环境和规划理事会
www.environment.act.gov.au
北领地

北领地政府
www.nt.gov.au
商务部
www.dob.nt.gov.au
第一产业和渔业部
www.dpif.nt.gov.au
InvestNT
www.investnt.com.au
商业与行业团体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ASX)
www.asx.com.au
澳大利亚网址登记服务公司 (auDA)
www.auda.org.au
澳大利亚行业组织
www.aigroup.com.au
澳大利亚可持续经营组织
www.sba.asn.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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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

布里斯班

堪培拉

1 Bligh Street

Riparian Plaza

NewActon Nishi

Sydney NSW 2000

71 Eagle Street

2 Phillip Law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Canberra ACT 2601

传真：+61 7 3221 9669

传真：+61 2 6279 4099

Level 15

电话：+61 2 9353 4000

传真：+61 2 8220 6700
墨尔本

Level 18
333 Collins Street

Level 28

电话：+61 7 3292 7000
珀斯

Level 27

Melbourne VIC 3000

QV.1 Building

传真：+61 3 9629 8488

Perth WA 6000

电话：+61 3 9286 6000

250 St. Georges Terrace
电话：+61 8 9426 8000
传真：+61 8 9481 3095

《澳大利亚经商指南》仅提供有关澳大利亚截至 2016 年 5 月时商业环境及法律现状的

一般信息。有关内容不构成法律建议，且不应据此行事。有关特定事宜，应寻求法律建议。
欢迎复制本文任何部分内容，但务必请注明来源。所列人士不一定获准在所有州及领地
执业。© Clayton Utz 2016 ISBN 1 876436 3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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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10

电话：+61 2 6279 4000
达尔文

17–19 Lindsay Street
Darwin NT 0800

电话：+61 8 8943 2555

传真：+61 8 8943 2500
www.claytonutz.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