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览

外国投资

澳大利亚政府2016~2017年度财政预算，促进澳
大利亚的经济从矿业投资的热潮，向更完善，更
多元化的经济体的成功转型。主要方法是通过增
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投资，加强税收制
度，以及确保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充分发挥
其作用。

政府将推出两款新型的集合投资(CIVs) -从2017年
7月1日起实行的企业CIV，以及从2018年7月1日起
实行的合伙人CIV。该CIV类似于现有的托管投资
信托(MITs)，提供给企业以投资池的支持，并使其
能够得到较低的预扣税率，前提是投资者是来自
EOI（信息交换）的国家。获得优惠税收待遇的集
合投资目前只能通过信托的方法。

政府公布的企业十年计划，旨在促进投资，支持
就业和为中小型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政策。在接下
来的十年里，澳大利亚的公司税税率将从目前的
30%过渡到25%。
政府重点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持续与其贸易伙伴
建立长期的发展合作关系，但同时也对跨国公司
的避税进行收紧的政策。
十年计划
该预算建立在政府的十年计划的基础上。十年计
划旨在降低公司税税率，在短期内实现中小型企
业的公司税降低至27.5%，预计到2027年实现所有
企业的公司税降低至25%。该预算同时强调促进
新兴企业的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做出承诺大力开展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的建
设。除了去年宣布的在澳大利亚北部投资50亿澳
元外，政府将提供20亿澳元的优惠贷款资金用于
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如水坝和管道系统的建设。
另外，40亿澳元将用于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
设施的投资。
政府还宣布促进资产抵押性融资，增强该投资形
式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并加强基础设施的长
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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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澳大利亚的资本弱化制度没
有发生改变，该制度可以外国投资者免除债务的
扣除。尽管有猜测说这一门槛将会降低。
虽然政府重视外国投资进入澳大利亚的重要性，
但同时也计划加强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在
国家安全问题上的考虑，并扩大其审理范围。政
府此前宣布农业土地登记的外国所有权， FIRB筛
查价值5,500澳元以上的农业投资。
跨国公司避税收紧
除了之前针对在澳大利亚经营的跨国公司反避税
政策，政府宣布从2017年7月1日起，加强对于离
岸所得税的政策。该政策将用于为了避免税收的
离岸利润转移，缴纳低于利润80%的所得税，否
则将在澳大利亚支付。该税率将调整至利润的
40%，而不是30%的公司税率，征税目标是从澳
大利亚转移出利润的公司。
其他跨国公司税务诚信措施包括加强混合匹配规
则，针对试图利用在关联交易中的利用债务和股
权的税收待遇差别的公司。



罚金
这项预算对违反澳大利亚税务申报要求而全球收
入超过10亿澳元企业的惩罚将从4,500澳元增加到
450,000澳元。如此剧涨的罚金目的在于确保跨国
企业遵守澳大利亚的税务申报规定。
信息搜集
约7亿澳元将提供给ATO在未来四年组建针对跨国
公司和大型澳大利亚公司的避税专案组。这将显
著增加对外国投资者的审查。政府还将推出保护
非法避税活动举报人的新计划。
GST商品服务税（GST）
进口商品的商品服务税(GST)门槛将被废除；这意
味着所有进口商品将被征税。
总结
虽然预算中包含了许多加强税务监管的措施以管
控课税基础侵蚀和利润转移等问题，澳大利亚政
府将继续致力于吸引国际投资。该预算提供了多
种措施以促进未来几年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科
技与其他创造长期就业机会的海外投资。

如您希望阅读针对预算案的全面分析，请参阅
www.bdo.com.au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BDO澳大利亚的中国
咨询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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