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4 月 23 日之后将暂停新的重大投资者签证申请 

各州政府从联邦政府收到的信件显示，目前的合规投资框架下的重大投资者签证（SIV）申请将在2015年4月23日后暂停。   

在未来的几天内，联邦政府将就参与重大投资者签证项目的州和领地政府收到的信件发表声明。据了解，信函向州和领地政

府发出通知，他们批准提名和生成重大投资者188类别签证邀请信的权力将被暂停，4月23日将是他们在目前的投资框架下批

准提名的最后一天。  

目前看来企业创新或投资者类别的188签证不会受到影响。 

背景介绍 – 重大投资者签证申请流程 

申请的第一步要求重大投资者签证申请人通过技术甄选（SkillSelect）系统向移民与边境保护部递交意向书（EOI）。之后向
他们选择的州或领地政府递交提名申请。州/领地政府提名批准后，州或领地政府将其记录在技术甄选系统中。这将生成一份
移民局出具的邀请信，邀请申请人递交重大投资者签证申请。 

背景介绍 – 合规投资框架 

政府早前发布了一份建议书，建议在2015年7月1日引进新的合规投资框架。虽然仍在讨论中，但建议书建议新的投资框架包
括以下选择： 

• 申请人的五百万澳元投资额的至少 20%（一百万澳元） 必须通过被批准的风险资本投资投入到早期的增长型资本投资中 
• 申请人投资额的至少 30%（一百五十万澳元） 必须投入到新的上市公司，方式是通过管理基金向在澳洲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小型公司投资 
• 加强现有的规定，禁止直接向住宅房地产直接投资，引进新的措施压制住宅房地产间接投资（仍将允许基金的一部分通

过管理基金投入到房地产领域）。 
 
评论 
这份声明为想在目前的投资框架下递交申请的申请人开辟了有限的机会空间。   
 
要在目前的投资框架下获得投资审核，SIV 申请人必须在暂停前收到移民局的邀请信。  

移民快讯 
2015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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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准备申请而不能赶上此期限的申请人可能需要在 7 月 1 日生效的投资框架下考虑新的投资策略。 
 
毕马威将根据目前正在申请过程中的个人情况向客户提供咨询意见。同时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并随时提供进一步

信息。 
 

联系我们 
毕马威在155个国家的全球网络通过澳洲和全球的各分所和向公司和个人提供移民及相关税务咨询服务。  

您的毕马威移民专业人员可为您在这些法规变化中导航。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与下面的专业人士联系。 
 

新南威尔士州和首都领地 
 
Michael Wall 
移民业务部澳洲总负责人 
注册移民代理号 9576974 
+61 2 9335 8625 
mwall2@kpmg.com.au 
 
Julia Qian 
经理 
（说普通话） 
注册移民代理号 0853263 
+61 2 9295 3866 
juliaqian@kpmg.com.au  
 

昆士兰州和北领地 
 
Stephen Abbott 
合伙人 
注册移民代理号 0322627 
+61 7 3233 9554 
sabbott@kpmg.com.au 
 
Bert Wu 
主管 
（说普通话） 
注册移民代理号 0531862 
+61 7 3233 9561 
bertwu@kpmg.com.au  

 
维多利亚州、南澳和塔斯马尼亚 
 
James Hyett 
主管 
注册移民代理号 0957324 
+61 3 9288 5904 
jhyett@kpmg.com.au  
 
John Unger 
主管 
注册移民代理号 0100267 
+61 3 9288 5725 
junger@kpmg.com.au    
 

 
西澳 
 
Ivan Hoe 
主管 
注册移民代理号 0318589 
+61 8 9263 7181 
ihoe@kpmg.com.au 
 
 
Rachel Williamson 
高级经理 
注册移民代理号 0742401 
+61 8 9263 7455 
rwilliamson@kpmg.com.au 
 
 
www.kpmg.com/au/immigration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of a general nature and is not intended to address the circumstances of any particular individual or entity. Although we endeavour to provide accurate and 
timely information, there can be no guarantee that such information is accurate as of the date it is received or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be accurate in the future. No one should act on such 
information without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advice after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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