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花税 维多利亚州 新南威尔士州 昆士兰州 南澳州 西澳州 塔斯马尼亚州

额外附加税税率 8% 8% 7% 7% 7% 住宅用地8%，初级生产用地
1.5% 

海外附加税适用
的业主类别

符合以下定义的海外置业者：
海外自然人
• 非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

民的个人；
• 以及未持有特殊类别签证

的新西兰公民个人（444
签证）。

临时居民非公民或永久居民。

符合以下定义的海外人士：
海外人士
• 非澳大利亚公民的个人；

以及
• 非澳大利亚普通居民的个

人（过去12个月期间在澳
大利亚境内不满200天的
个人）；以及

• 以及未持有特殊类别签证
的新西兰公民个人（444
签证）。

临时居民非公民或永久居民。

符合以下定义的海外人士：
海外个人
非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
的个人。
未持有特殊类别签证的新西兰
公民个人 (444签证）。
非公民或永久居民的临时居民。

符合以下定义的海外人士：
海外个人
• 非澳大利亚公民或澳大利

亚永久居民的个人。
• 以及未持有特殊类别签证

的新西兰公民个人（444
签证）。

临时居民非公民或永久居民。

符合以下定义的海外置业者：
海外个人
• 非澳大利亚公民或澳大利

亚永久居民的个人；以及
• 以及未持有特殊类别签证

的新西兰公民个人（444
签证）。

临时居民非公民或永久居民。

海外人士包括海外个人、海外
公司及海外信托。
基本上均推定为海外人士，除
非有相反的证明。
海外个人
• 非澳大利亚公民或澳大利

亚永久居民的个人；以及
• 以及未持有特殊类别签证

的新西兰公民个人（444
签证）。

临时居民非公民或永久居民。

海外业主印花附加税针对海外买家而设, 使所有州份（澳大利亚首都领地除外）的房地产购买交易成本上涨。其中尤以维多利亚州为甚, 若海外开发商将居住型物业出售给海外业主, 开发周期的税率可能会高
达25%。我们注意到, 某些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海外开发商在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购买土地时, 若能证明其商业活动为维多利亚州和或昆士兰州增加住房存量, 则可申请豁免。 

属于该类别的海外开发商请联系我们, 以便向专员申请该项豁免。

海外业主印花附加税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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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附加税适用
的业主类别 （续）

海外企业
在澳大利亚境外成立的企业
在澳大利亚境内成立的企业, 但

由海外自然人、海外企业或海
外信托的受托人

持有控制性权益。
控制性权益指：
• 企业中50%以上的投票

权；或
• 企业发行股份中50%以上

的权益; 或
• 影响企业财务及经营政策

之相关决策结果的能力。

海外企业
由海外个人、企业或政府拥有
20%或以上权益的企业。
由两方或以上的海外个人、企
业或政府拥有40%或以上权益
的企业。

海外企业
在澳大利亚境外成立的企业。
在澳大利亚境内成立或由海外

人士控制的企业, 但由海外自
然人、海外企业或海外信托的
受托人

持有控制性权益。
控制性权益指：
• 企业中至少50%的投票权；
• 能够控制至少50%的潜在

投票权；或
• 企业发行股份中至少50%

的权益。

海外企业
在澳大利亚境外成立的企业。
企业中至少50%的股份或投票
权由海外人士持有。

海外企业
在澳大利亚境外成立的企业。
海外人士控制至少50%的表决
权或者持有50%以上股份的
企业。

海外企业
在澳大利亚境外成立的企业。
企业中至少50%的股份或投票
权由海外人士持有。

海外信托
由海外自然人、海外企业或海外
由海外自然人、海外企业或海外
信托的受托人拥有大份额权益
的信托 (50%以上的资本的权益
或有能力决定或影响有关信托
管理与操作
的决策)。

附注1：决定以上条件时需包含
关联实体。
附注2：无论何时, 若全权信托
的受托人在维州购置居住型物
业, 而且该信托的任何受益人为
海外人士, 该信托就可能需缴纳
附加税。

海外信托
由海外个人、企业或政府持有
20%或以上权益的信托之受
托人。
由两方或以上的海外个人、企业
或政府持有40%或以上权益的
信托之受托人。

附注1：决定以上条件时需包含
关联实体。
附注2：无论何时, 若全权信托的
受托人在新州购置居住型物业, 
该受托人就需缴纳附加税，除非
信托契约规定海外人士不得成
为受益人而且受托人不得修改
该契约以纳入海外受益人。
海外合伙企业
由海外个人、企业或政府持有至
少20%股份的有限合伙企业的
一般合伙人。
由两方或以上的海外个人、企业
或政府持有至少40%股份的有
限合伙企业的一般合伙人。

海外政府
未定义。

海外信托
由海外自然人、海外企业或海外
信托的受托人拥有至少50%权
益的信托。

附注1：决定以上条件时需包含
关联实体。
附注2：对于全权信托, 若默认权
益获得者为海外人士, 受托人就
可能需缴纳附加税。

海外信托
至少50%的受益人利益由一名
或多名海外人士所持有的固定
信托。
全权信托内的以下人士中有一
名或多名是海外人士：受托人、
在信托内拥有委任权之人士、受
到信托确认的对象或默认在信
托财产内取用资金的人士。

海外信托
如果是非全权信托，海外人士及
其关联人士持有该信托收益或
信托财产至少50%的受益权。
如果是全权信托，受控于海外
人士或另一个全权信托，该信
托的至少50%的权益由海外人
士及其关联人士作为默认受益
人持有。

海外信托
如果是非全权信托，海外人士持
有信托资本至少50%的受益权。
如果是全权信托，受托人拥有权
力或自由裁量权将信托资产分
配给海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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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附加税适用
的土地类别

住宅物业
有房屋建于其上的土地, 且该房
屋的设计与建造仅作
或主要作居住用途, 并同时能被
用作居住地。
将建造住房的空置土地。

附注：不包括商业性住宅场所，
例如
酒店、寄宿公寓、学生宿舍、居家
护理设施或居家扶助机构。
针对双重用途物业之附注：
若物业主要用于居住目的, 则需
根据整套物业的完税价格缴纳
附加税。

住宅用地
建有一间或以上住宅的土地, 或
有在建楼房且完工后将构成一
处或多处住宅的地块。
作为独立住宅合法占有的或适
合作为独立住宅合法占有的分
契单位。
对作为独立住宅之房屋或其部
分赋予占用权的土地使用权。
被划分为或指定为住宅用地或
主要作住宅用地的空置土地。

附注： 不包括商业性住宅场所，
例如
酒店、寄宿公寓、学生宿舍。然
而，退休村和某些养老中心（不
符合特定标准的）可能被认为属
于住宅用地 。
针对双重用途物业之附注：附加
税将按比例征收。

住宅用地
现在或将来仅仅或主要被用于
居住用途的土地, 而且该土地之
上已有或将有
经地方政府设计并审批的人类
居住楼房。
以上将包括已建好的住房、将建
造住房的空置土地、住宅用地或
住房开发以及对建筑物的住房
型装修。

附注： 不包括商业性住宅场所，
例如
酒店、寄宿公寓、学生宿舍。然
而，退休村、学生宿舍及养老中
心可能被认为属于住宅用地。这
将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针对双重用途物业之附注：若
物业主要用于居住目的, 则需
根据整套物业的完税价格缴纳
附加税。

住宅用地
专员认定为主要用于住宅使用
的土地。
由于住宅性质的改进，被专员认
定的土地应被考虑为住宅用地。
空置土地或指定用作住宅的
土地。

附注：不包括作为商业用途的
住宅用地，例如旅舍、酒店、汽车
旅馆、酒店式公寓及短租住宿。
然而，退休村、养老中心和其他
长期住宿场所则将被认为是住
宅用地。
针对双重用途物业之附注：若
物业主要用于居住目的, 则需
根据整套物业的完税价格缴纳
附加税。

居住型物业
本身有条件或者被安排单独用
于或主要用于住宅用途的土地
或者经过区划只能用于住宅用
途的空置土地。

附注：不包括养老中心、商业性
住宅处所，例如酒店、学生宿舍
及退休村。此外，主要作商业用
途的商业、工业或混合用地将无
需缴纳附加税项。
针对双重用途物业之附注：若
物业主要用于居住目的, 则需
根据整套物业的完税价格缴纳
附加税。

住宅用地
上盖能兴建主要作住宅用途的
建筑物的空置土地 。
有人有意在其上盖建造或翻新
其上盖建筑物并主要作住宅用
途的土地 。
上盖已存在建筑物并主要作住
宅用途的土地 。
当中包括一项期权或与住宅用
地相关的土地使用权 。

初级生产用地
本身有条件主要用于初级生产
用途的土地；或者有人有意将其
开发为能够
主要用于初级生产用途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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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税的豁免或
优惠

不提供期房优惠。
对于总部位于澳大利亚且拥有
海外控制权或大量权益的企业
与信托, 若其商业活动拉动了维
多利亚州住房存量 (无论是新住
宅开发还是重建), 财政厅长将予
以酌情考虑。
无需缴纳一般印花税的标的交
易将可获得豁免。
海外自然人与非海外配偶或者
伴侣一同购置土地，且该人将此
住所作为其主要居所
连续居住至少12个月。专员可酌
情降低这些要求 。

海外置业者在购买期房时，将不
再享受12个月延付印花税。
当土地的持有时间低于10年，若
在澳大利亚成立的地产开发商
在住宅用地建造新住房并售出
的12个月内递交申请，则能为已
支付的附加税申请退款（或一部
分退款）。
若开发商能向专员证明其将有
权获得附加税的全额退款，则能
申请预先豁免。该项豁免可能
包含一些其他条件要求房地产
开发商必须达到，而若这些条件
被违反，则豁免会被撤销。
过渡性规则适用于澳大利亚地
产开发商于 2016年6月21日前
购买的土地。
在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标的交易
无需缴纳一般印花税，则无需缴
纳附加税。
若持有永久居民签证的个人以
及持有444签证的新西兰公民在
购买主要住宅的12月内住满200
日，该住宅便能获得豁免。
退休签证（410和405签证）持有
人的主要住宅将豁免海外买家
附加印花税。
从2020年7月1日至2039年12月
31日，由澳大利亚企业进行转让
的可豁免或获退附加印花税，前
提是转让涉及租建房用地而且
满足土地减值的条件。

额外附加税不享受期房优惠。
为昆士兰州经济和社区作出重
大贡献的海外实体，州税局专员
拥有裁量权对之准予特惠减税。
为证明某实体是澳大利亚实体，
所需信息包括总部或主要营业
地点以及在澳大利亚的重要管
理人员、雇员是澳大利亚公民或
永久居民以及主要向澳大利亚
承包商采购的服务和材料。
海外实体还必须符合外国投资
审查委员会的所有要求和其他
监管要求，才能获得特惠减税。
实体对昆士兰州是否有重大贡
献，遵循以下认定条件：海外实
体的商业活动；当地工人人数；
对当地经济投入的资金； 开发活
动；活动对区域或特定行业的影
响；母实体及其子实体的活动。
无需缴纳一般印花税的标的交
易将可获得豁免。

若海外人士、企业或信托于取
得住宅用地权益之后的12个月
内不再是海外身份，则可申请
退款。
无需缴纳一般印花税的标的交
易将可获得豁免。

如果海外实体存在以下情况，住
宅开发就可获得附加税豁免：
- 在住宅用地上建筑或者翻新10
套或以上住房；或者
- 分割住宅用地，使该地能建筑
10套或以上住房。
为满足条件，建筑、翻新或者分
割工作在交易完成之日后5年内
必须开工，或者在某些
情况下必须在5年内完工。
评估申请必须以正规的表格在
以下较晚的期限内提交：
• 住宅用地建筑、翻新或分

割的相关开工或完工之日
后12个月内；或

• 需缴纳海外转让印花税的
交易完成之日后5年内；或

• 需缴纳海外土地业主印花
税的土地购置之日。

在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标的交易
无需缴纳一般印花税，则无需缴
纳附加税。

无需缴纳印花税的标的交易将
可获得豁免。

若由海外人士/买
家开发物业并出
售给海外人士/买
家, 该项开发将被
征收双重海外附
加税

是 – 若开发商无法获得豁免 。 是 是 是 是 – 若开发商无法获得豁免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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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附加税是否
仅根据海外人士/
买家对实体的股
份比例征收?

否。 按该住宅物业的全部价值
征收。

否。 按该住宅用地的全部价值
征收。

否。 按该住宅用地的全部价值
征收。

否。 按该住宅用地的全部价值
征收。

否。 按该住宅用地的全部价值
征收。

否。 按该住宅用地的全部价值
征收。

若土地为共同所
有（持有产权），海
外附加税是否仅
根据海外人士/买
家所拥有的比例
征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划/用途的变更 若物业的区划或用途变为居住
型，购买价就须缴纳附加税。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如果在购置后3年内土地变为住
宅用地或者初级生产用地。

您一般何时检查
自己是否海外
人士？

住宅用地权益收购时（交割） 印花税债务产生时（交割）。 住宅物业购买协议的时间（合
同日期）。

住宅用地权益收购时（交割） 住宅物业购买协议的时间（合
同日期）。

应课税交易的时间（交割）。

居住身份变化 不适用 不适用 若一家企业/信托于购房三年内
变为非税务居民，则需为购置价
格支付附加税。

若一家企业/信托于购房三年内
变为非税务居民，则需为购置价
格支付附加税。若一家公司或信
托的海外性质是由于其中一部
分被海外人士收购，并且在收购
时支付了附加税，则应付附加税
将被减免。
若一人士在房地产交割后的12
个月内不再是海外身份， 则可申
请退还海外业主附加税。

可重新评核至物业转让之时。 若一人士于购置土地三年内变
为非税务居民，则需为购置价格
支付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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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斯迪
税务合伙人
T +61 3 8635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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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本所专家能为您提供更多详情。

池澜滨
税务合伙人
T +61 3 8635 1905
E achellapen@shinewing.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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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ABN 78 625 921 390。 法律责任受限于专业标准法例项下核准的机制。 信永中和澳大利亚是信永中和国际有限公司遍布全球各主要城市的独立成员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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