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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

外国买家收购澳大利亚土地权益通常需要获得外国
投资审查委员会 (FIRB) 批准。除非获得豁免，该限制
包括农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以及采矿或生产
用地。根据外国投资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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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对其打算购买的任何财产或权益进行全面
的尽职调查，以确保了解 FIRB 对该财产的限制。

土地权益

澳大利亚土地权益包括：
•
•
•
•
•
•

土地的普通法或衡平法权益（某些情况除外）；
拥有澳大利亚土地的实体的担保权益；
作为承租人或被许可人的权益；
产生土地权益的协议的权益；

澳大利亚土地公司或农业用地公司的股份权益；
作为澳大利亚土地公司或农业用地信托受托人的
公司的权益。

土地权益不包括时间短于五年的租约或许可赋予的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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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行为

财政部长的权力

须申报行为

目前，财政部长有 30 天时间考虑申报并作出决定；但
该时限会不时修改。适用的期限是自申请日期开始的
时间。财政部长可将此期限额外延长 90 天，或者申请
人可书面请求将此期限延长相同的时间。

重大行为包括收购价值高于《2015 年联邦外国并购
和接管规定》
（简称为“规定”
）设定的投资门槛的澳大
利亚土地的权益。收购活动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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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 年联邦外国并购与接管法》(FATA) 要求拟议
收购某一澳大利亚房地产的权益的外籍人士向财政
部长申报（须申报行为）。只有部分重大行为是须申报
行为；确定这一点的一个方法是该行为是否通过投
资筛选门槛测试。我们的《澳大利亚经商指南》中“外
国投资”一章规定了投资门槛和提交 FIRB 申请的适
用申请费。

如未获得财政部长的批准，不得继续进行须申报行
为。该规定列出了财政部长作出决定的规定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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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长可下达处
置令。

在澳大利亚开发项目时，必须排除 FIRB 申请在项目用途方面的任何不确
定性，这一点至关重要。
豁免

该规定列出了对于某些重大行为和须申报行为的多
项豁免条款。对房地产权益的收购有几项豁免，例如，
外籍人士无需向财政部长申报以下收购：
•
•

•

新住宅（如果出售住宅的开发商已获发豁免证书）；
澳大利亚政府实体的土地权益（除非收购权益的
一方是外国政府投资者，或者收购涉及关键基础
设施资产的权益），或

犯罪和民事处罚

违反 FATA 条款的外籍人士将受到刑事和民事处罚。
违规行为包括未向财政部长申报或违反批准条件。刑
事处罚包括针对个人的罚款和最高三年的监禁，以及
针对公司的罚款。财政部长也可启动民事处罚程序。
这些处罚可能扩大至第三方，例如公司官员、律师、会
计师或不动产代理。如未支付罚款，则会导致土地被
冻结，只有在缴清罚款后，冻结才会取消。

原住民土地权和文化遗产保护
从 1992 年起，澳大利亚法院认可原住民土地权在欧
洲移民定居之后仍继续有效—原住民土地权是指澳
大利亚原住民根据其法律和习俗获得的传统土地的
权利。

法院判决原住民土地权继续存在，除非在下列情况下
宣布无效：
•

通过遗嘱、合法转让或法律实施获得的土地权益。

政府行动，与原住民土地权的权利和利益的持续
存在相抵触，例如：
o 授予永久业权；

此清单会定期更新，因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考虑豁
免。

o 达成产生独占权的租约；

o 由皇家或代表其建造或建立的某些公共建设
工程，例如建筑物和公路；
•

原住民或托雷斯海峡岛民的相关族群或宗族已丧
失与传统土地的关联。

这表示原住民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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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年联邦原住民土地权法》(NTA) 为开发项目
提供了普通法方面的支持，该方案确立了承认和保护
原住民土地权的框架。这将通过为原住民和托雷斯海
峡岛民制定有关土地和水域（其中原住民土地权尚未
失效）的原住民土地权的申请程序来实现，以及由联
邦法院判决此类申请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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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开发项目时，必须排除政府针对项目用途
授予的所有权和许可有效性方面的任何不确定性，这
一点至关重要。

根据 NTA，1994 年 1 月 1 日之后采取的取消原住民
土地权（否则将与持续存在或享有的原住民土地权相
抵触）的任何政府行动（例如授予永久业权地产或租
赁持有地产，或者授予使用皇家土地的法定权限）若
影响原住民土地权，则属于无效，除非该行动涵盖于
NTA 的相关条款内，或者在相关情况下是根据这些条
款采取的。在影响原住民土地权的情况下，这些政府
行动称为“未来行动”。

承认原住民土地权是澳大利亚近年来在物权法上的进步，这对于在偏远地区
采矿和进行基础建设造成了挑战。

在澳大利亚经商的所有人士必须考虑今后的项目或
交易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涉及未来行动。如果未来行动
是计划内的并受到 NTA 相关条款约束，则可能还需
要遵循 NTA 中规定的特定程序。这些程序通常赋予
原住民土地权的登记持有人和登记申请人就未来行
动进行申报和提交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采
矿用地的授予，这些程序包括要求与原住民土地权相
关方协商，以征得他们对采取有关未来行动的同意。
对于各种未来行动，澳洲已指定了这类确认程序，包
括允许建造或经营某些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的程序。
从 1998 年起，NTA 已经允许使用替代的未来行动流
程。很多企业和开发商发现，替代方式在项目开发早
期阶段着手开始与对项目区域拥有或可能拥有原住
民土地权的人（例如经登记的原住民土地权主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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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记 ILUA 的情况下，
如果 ILUA 中包含双方同意采取行动的声明，则未来
行动有效。
ILUA 通常处理有关具有神圣意义的保护区或重要区
域的事务、土著族群或家族的重要文化交流、项目开
发商雇用土著族群或家族的成员以及支付因项目开
发影响原住民土地权的补偿。

承认原住民土地权是澳大利亚近年来在物权法上的
进步，这对于在偏远地区采矿和进行基础建设造成了
挑战。然而，只要提早与原住民土地权所有人或主张
人进行协商，原住民土地权通常不会对成功开发项目
造成无法克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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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管理计划

联邦政府及各州、地区均通过立法来保护原住民和
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文化遗产。就重大项目而言，文化
遗产管理计划通常必须与相关的原住民或托雷斯海
峡岛民各方进行协商，除非已达成处理此类问题的备
案 ILUA。重要的是，在项目开发的早期阶段就开始针
对此类计划进行协商，同时就原住民土地权问题进行
协商。

地产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是指调查并验证与一个实体或资产相关的
信息、记录和文件。尽职调查很重要，因为它让投资者
可以全面知道购买某项资产时的相关风险。它还可以
让投资者对资产的定价作出知情的决定。
一般的地产尽职调查咨询包括：调查地产的所有权；
审查地产的任何租约；审查规划证书和规划法律文
件和法规，这些都会影响地产的使用和将来的重新
开发潜力。
在进行尽职调查时，建议记住以下提示。
•

•

•

•

尽早开始。一旦材料可用，就开始进行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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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让买
家可以有时间优势。

使用专业顾问。使用经验丰富的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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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第三方依赖的允许。如果买家想依靠顾问为
卖家制作的报告，则买家通常需要在依靠报告前
获得顾问的允许。买家可能还需要就此向顾问付
费。

获得保险。对于投资者想购买的地产，很重要的一
点是获得足够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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