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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投资移民研究报告 

 

观点简述： 

趋势显示，中国富豪，尤其是超高净值家族，在移民海外的过

程中，不再仅仅考虑子女教育、医疗水平等传统因素，而倾向于将

移民目标国的税收制度、法律体系、金融监管、家族企业所在行业

发展程度等综合评定，遴选最为适合家族整体发展规划的移民目标

国。 而移民过程中，也不再遵循“人在国外、钱在国内”，或是“国

内赚钱、国外花钱”的传统，而是积极开拓境外投资机会，寻求个

人、家族及企业境外资金收益的最大化。 种种迹象均证明中国富豪

移民海外、投资海外已经不再是随波逐流的短期逐利，而是深思熟

虑的长远布局。   

本文将介绍澳大利亚投资移民中的”SIV 重大投资者签证”，并

对澳大利亚税务体制进行解析。 

 

 

一、 澳大利亚投资移民政策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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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财富在千万人民币以上的富豪中，有高达 64%的人士已经移民、正申请移民或正考虑移

民1，且因人民币贬值、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等原因，这一数字在近一年来更出现大幅增长。 在众多提供投

资移民签证的国家中，澳大利亚因其壮丽辽阔的自然风光、悠闲自得的生活方式，享誉国际的高等教育和

较为优惠的税收制度，一直是中国主流高净值人士的首选国家之一。 根据胡润研究院《2015 中国投资移

民白皮书》中数据显示，在综合评定教育、置业、移民政策、生活成本、个人税务体系、护照免签、医疗

体系有效性和移民群体适应性等八个指标后，澳大利亚在主流移民国家的评分排名中获得了第四名，悉尼

更是在中国高净值人士最青睐的移民及全球置业目的地前 25 名中位列第 7 名（前 6 名全部为美加城市）。 

图 1：主流移民国家单项得分 TOP10 

 

 

2012年7月，为了吸引优质资金来澳投资，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了澳大利亚188移民项目，包括188A、

188B 和 188C（188C 又称重大投资者移民签证或 SIV 签证）三种移民签证。 这三个签证都是为期 4 年的临

时签证，申请人在持有签证满 4 年时间，并符合相应要求后，就可以申请 888 永久居民签证。 

 

签证类别 优势 

188A 1. 投资金额低，最低 20 万澳元（约 100 万人民币) 

2. 移民成功率高，申请人到澳大利亚做生意，主动投资  

                                                                 
1 资料来源：《2014 至尚优品 – 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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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民时间短，最快 2 年即可申请绿卡 

188B 1. 没有股份要求，申请人无需拥有公司 

2. 投资政府债券，安全保障 

188C 1. 居住要求低（4年住 160 天即可） 

2. 没有经商背景和投资要求 

3. 快速移民 

 

 

 

 

 

 

对于以上三类不同签证的选择，申请人应对家庭自身情况、所在公司情况、家庭资产情况等做一个

详细的梳理，并根据评估结果，选择最为适合自己家庭的签证计划。 

 

签证类别 188A 188B 188C/SIV 

经商背景 2 年以上 无 无 

投资经验 无 3 年以上良好的投资经验 无 

股份情况 至少拥有 30%公司股份 无 无 

公司营业额 不低于 50万澳元 无 无 

家庭资产 80万澳元以上 225 万澳元以上 500万澳元以上 

移民评分 65分 65 分 不需要评分 

年龄要求 55 周岁以下 55周岁以下 无 

学历要求 无 无 无 

投资金额 
最少投资 20 万澳元到澳大利

亚经商 
投资 150 万澳元购买政府债券 投资 500万澳元至合规项目 

居住要求 
申请绿卡前 2年至少在澳大利

亚居住 1年以上 
4年在澳大利亚居住 2年以上 4年在澳大利亚居住 160 天以上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三类签证中，188A 签证性价比高，投资少，主副申请人可互换，非常适合在

国内经商的企业家，既不耽误国内生意，也可以投资非常少的金额即可拿到澳大利亚身份。 188B 签证较

为适合职业投资人，因此适用人群较为受限。 而 188C 签证对申请人要求相对简单，虽需投资 500 万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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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居住时间要求短，申请人不必长期在澳大利亚居住，且无语言（英语）和年龄要求，主要面向资金实

力雄厚，不愿意坐移民监，没有时间在澳大利亚创业经商的高净值人群申请，是一条移民澳大利亚的快捷

通道，广受中国超高净值人士青睐。 

 

 

二、 澳大利亚重大投资者移民项目（SIV签证）简介 

在 2012 年底最初推行时，因不设年龄和语言要求，且资金可投资住宅类资产和政府债券，SIV 签

证受到广大超高净值人士追捧。然而，在经过 3 年的运行后，澳大利亚政府发现，SIV 签证下的资金大量

涌入了房地产市场，并没有提振实体经济，尤其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因此，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

相关部门对 SIV 签证政策进行了显著改革。实施的新政在对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范围及类别限制上，大幅调

整了对本地创投 VC 基金、中小板股票基金、平衡投资基金等投资的比例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投资条例，

且对基金管理人的要求也更为严格。具体如下： 

 

资料来源：澳贸委 2015 年 5 月 15 日“SIV 合规投资框架(C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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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为新政下合规的 SIV 投资组合方案示例： 

 

投资组合资产类别 投资额 目标配置 

风险投资基金 500,000 10% 

新兴小型公司投资基金 1,500,000 30% 

商业地产基金 1,000,000 20% 

债券基金 1,500,000 30%  

股票基金 500,000 10%  

总计 澳元 5,000,000 100% 

 

新政下，SIV 签证申请流程包括：  

1. 在线向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交一份“意向书”；  

2. 获得澳大利亚州或领地政府或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提名；  

3. 向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移民与边境保护部（下称“DIBP”）提交签证申请、支持文件及申请

费；  

4. 根据SIV 指定投资规则作出至少500万澳元的投资；  

5. 满足移民局的品行与健康要求；且 

6. 在SIV期限内，保持对合规项目的投资。申请人的申请中可包括以下人士：  

 配偶；  

 受抚养子女（通常为18 岁以下的儿童）；  

 单身的成年受抚养子女，正在接受全日制教育且经济上完全依赖签证主申请人；  

 以及少数情况下，其他成年家属（如签证主申请人或其配偶的寡居父母），他们与签证

主申请人共同生活，且经济上完全依赖签证主申请人。 

鉴于改革后 SIV 新政对于投资和资产管理水平有着专业的要求，尤其是在创投基金的选择以及资

产组合的搭建上，SIV 签证的申请人必须依靠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投资建议。而相关资产管理公司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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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会与专业的机构进行合作，为 SIV 申请人提供全套综合解决方案，包括移民材料递交、当地名校申请，

并结合申请人家庭资产状况、家庭成员构成等提供专业税务筹划。 

 

三、 澳大利亚个人税务体系解析 

与中国税收体系下个人收入所产生的税务负担通常由雇主或收入支付方代扣代缴不同，绝大部分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税务体系采用个人或家庭按税务年度自主申报收入的征税体系，且除了个人所得税之外，

部分国家还会设立赠与税、遗产税等与个人息息相关的税项。 在已经办理投资移民的高净值人群中，有

高达 25%的人群表示，税收政策是他们移民后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2
。 以下将从个人所得税、赠与税及遗产

税的角度出发，分析新移民落地澳大利亚后所面临的税务负担。 

（一） 所得税 

在澳大利亚现行税法下，通常居住于澳大利亚的人士或者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之一的人士会被视为

澳大利亚的税务居民：1）在澳大利亚定居（或有永久居所）的人士；2）在某一税务年度于澳大利亚停留

超过半年的人士；或 3）在澳大利亚缴纳养老金（Superannuation Fund）的人士。 因为澳大利亚采用全

球征税体系，若申请人被视为澳大利亚的税务居民，则申请人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的收入都需要在

澳大利亚申报并缴纳相关税负。 需要注意的是，若申请人的收入来源于中国或其它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双

边税收协定的国家或地区，则该项收入通常可避免被双重征税。 若申请人未被认定为澳大利亚的税务居

民，则仅需就其来源于澳大利亚境内的收入申报并缴纳相关税负。 

澳大利亚个人税务居民所面临的所得税税负是进阶制，最高税率为 47%。 个人应纳税收入包括其

全球范围内的工资薪金、商业盈利、股息红利、利息收益、租金进项、资本增值等。 澳大利亚虽然没有

专门的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 Tax），但是若个人持有资产超过 12 个月，则转让时该资产所实现的收

益部分最高可享有 50%的税务豁免，即，该资产所产生收益所面临的最高税负为 23.5%（50%*47%）。 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优惠税率只有澳大利亚的税务居民才可享受。 

澳大利亚的税务年度为每年 7 月 1 日至下一年 6 月 30 日。 且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澳大利亚不

允许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报税，因此，移民澳大利亚的中国超高净值家庭在成为澳大利亚税务居民后所面临

的家庭整体税务负担可能会略微高于其它允许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报税的发达国家。 

 

（二） 赠与税及遗产税 

现行税法下，澳大利亚不对本国税务居民的遗产或赠与行为征税。简单来说，若申请人移民美国

                                                                 
2 资料来源：《2015 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胡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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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获得绿卡后在美国定居，则申请人过世时其名下在全世界范围内资产都在美国遗产税的征收范围内，

且最高阶税率可达 40%； 若申请人在过世前将名下资产转让给子女，也一样面临着高昂的赠与税税负。但

是因为澳大利亚不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申请人完全不需要有这两个税种方面的顾虑。 这一税收政策也

是澳大利亚被众多高净值申请人遴选为移民首选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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