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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仅为一般指南，切勿作为具体法律意见的替代加以
倚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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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外商投资框架
您须知悉

根据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制度，外国私人投资者或
外国政府投资者若干类型的投资须向澳大利亚财
政部长（“财政部长”）申报，由其审查后加以批
准。该流程称为“取得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批准”。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根据具体情况审查
外商投资提案，就所拟交易对国家利益的影响向
财政部长提供相关意见，由财政部长做出决定 授予或拒绝 FIRB 批准。
如须取得 FIRB 批准，但外国投资者未取得批准
而开展收购，则投资者面临包括不能按时交易、
交易无法交割、投资被撤销或被追究刑事或民事
责任等风险。
本指南将简要介绍澳大利亚的外商投资框架以及
FIRB 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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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外国投资框架
澳大利亚的外商投资受 1975 年《外国收购和接
管法》（联邦）（“FATA”）（及相关法律和法
规）监管，配套政策包括澳大利亚《外国投资政
策》（2015 年 12 月发布）（“外国投资政策”，
概述了澳大利亚政府管理外商投资框架的方式）
以及 FIRB 发布的指导说明。



2016 年，因担心关键的电力和通讯服务被外
国资本控制，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和长江基建
控股有限公司提出以 99 年租赁期的方式收购
新南威尔士州电网 Ausgrid 的 50.4%股权被
否决。

相关制度可概括为以下三个问题：



2015 年和 2016 年，因担心澳大利亚最大肉
牛养殖牧场巨头的出售有违国家利益，鹏欣
集团和大康澳洲控股有限公司收购 S.
Kidman & Co 的申请被否决。

1. 投资者是否为外国人？
2. 所拟交易是否为“重大行动”或“须予申报的行
动”？
3. 所拟交易是否违背澳大利亚国家利益？
为保护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审查所拟交易时采
用“整体政府”思路。因此，财政部长可以事先与
其他政府部门或机构（如国家安全机构、移民和
边境保护局、澳大利亚税务局（“ATO”）、澳大
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进行磋商
并交换机密信息后再作决定。值得一提的是，隶
属内政部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心于 2017 年设立，
未雨绸缪地建立了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国家安全风
险登记册，为 FIRB 审批提供助力。本指南的第
6 部分（FIRB 审批流程，第 20-25 页）介绍了
FIRB 与关键基础设施中心之间的关系性质。

一些颇堪玩味的事实
表 1 列出了 FIRB 于 2008-2009 年度至 20162017 年度期间审查外商投资提案的数量和金额。
财政部长批准了绝大多数申请，被拒申请多数出
于国家利益考虑。例如：


2001 年，荷兰皇家壳牌公司拟收购澳大利亚
最大的自然资源公司之一的伍德赛德石油公
司（Woodside Petroleum）申请，以担忧外
资所有权及其在澳大利亚的天然气权益为由
遭到拒绝。在拒绝批准长江基建（香港）以
130 亿澳元收购 APA 集团（澳大利亚最大的
天然气管道公司）时，财政部长也引用了外
资持股可能导致垄断的相似理由。该申请
2018 年 7 月 1 日启动，2018 年 11 月 20 日正
式被否决。



2011 年，因担心收购会削弱澳大利亚政府对
澳大利亚交易所（ASX）的经济和监管自主

权，新加坡证券交易所（SGX）收购 ASX 提
案被否决。

本指南文末对近期一些备受关注的审批决定进行
了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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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FIRB2008-2009 年度至 2016-2017 年度审查的提案
表 1 还列出了部分被撤回的申请。所有向 FIRB 提交的申请和 FIRB 的商讨内容都是保密的。但是，一旦申
请被否决，会向社会公布。因此，若 FIRB 已向投资者说明该提案可能被否决或附带某些具体条件，则投资
者通常会在审查截止日期前撤回申请，避免交易的细节被公诸于众。
结果

提案数量（不含重组）（所拟投资的价值）（单位：10 亿澳元）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无条件
批准

2,266
($135.9)

2,672
($125.3)

4,606
($145.7)

4,900
($137.5)

5,535
($108.7)

12,307
($125.3)

21,507
($157.1)

26,954
($97.0)

8,607
($53.8)

附加条
件批准

3,086
($45.5)

1,729
($14.2)

5,687
($31.0)

5,803
($33.2)

7,196
($27.0)

11,795
($42.1)

16,446
($37.5)

14,491
($150.8)

5,750
($139.1)

全盘批
准

5,352
($181.4)

4,401
($139.5)

10,293
($176.7)

10,703
($170.7)

12,731
($135.7)

24,102
($167.4)

37,953
($194.6)

41,445
($247.9)

14,357
($192.9)

3 (<$0.05)

3 (<$0.05)

43 ($8.8)

13 ($0.2)

5 ($0.0)

3 ($20.0)

5,355
($181.4)

4,404
($139.5)

10,336
($185.5)

10,713
($170.8)

12,731
($135.7)

24,105
($169.6)

37,953
($194.6)

41,450
($247.9)

14,360
($212.9)

撤回

341

167

390

534

446

719

799

1,319

770

被豁免

125

132

139

170

145

181

180

244

60

审议数
目总计

5,821

4,703

10,865

11,420

13,322

25,005

38,932

43,013

15,190

否决
已决定
的总数

3 ($2.2)

资料来源：《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年度报告》2016-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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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排名前十的投资者（按国别）（单位：10 亿澳元）
按照投资者所属国家列出了 2016-2017 年度获财政部长审批通过的提案的数量和金额。

2016 年- 2017 年

国家

最近三年

获批准数量

获批准金额

获批准数量

获批准金额

中国

9,714

$38.867

65,756

$132.73

美国

316

$26.454

1,209

$82.54

加拿大

193

$23.190

774

$46.77

香港

649

$15.717

3,411

$22.15

新加坡

477

$10.159

2,553

$26.50

日本

113

$5.409

473

$19.35

马来西亚

666

$4.267

5,182

$12.72

英国

488

$4.159

3,175

$13.34

荷兰

83

$4.049

247

$22.27

阿联酋

90

$3.220

233

$11.70

资料来源：《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年度报告》2016-2017 年度、2015-2016 年度、2014-2015 年度。
备注：“最近三年”指 2014-2015 年度 、2015-2016 年度及 2016-2017 年度的累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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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取得 FIBR 批准吗？
确定是否需要 FIRB 批准，需要回答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1. 收购方是否为外国人？
2. 所拟交易的类型是否属于必须／可能需要申报的类型？
3. 所拟交易是否达到相关标准？

图 3 是关于最常见的可能需要 FIRB 审批的交易类型的简单流程图。下文章节对如何评估你及你的拟
定交易是否需要 FIRB 审批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

我需要取得 FIRB 批准

霍金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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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外国人吗？
规则。无论为哪个外国政府，该等额外规定均适
用。


澳大利亚的外商投资机制要求在交割前审查
并批准各种涉及外国人的交易。



确定您是否为外国政府投资者，这一点至关
重要，因为相较私人投资，适用的规则不一
样。

在 FATA 项下，“外国人”一词的定义广泛，
包括各种类型的人。
简言之，外国人系：
 任何通常不在澳大利亚定居的个人；或


公司或信托的受托人，其中：



通常不在澳大利亚定居的个人、外国公司或
外国政府持有重大权益（至少 20%）；或



两人或以上，均为通常不在澳大利亚定居的个
人、外国公司或外国政府持有总体权益至少
40%；或



外国政府。

外国政府投资者的投资适用不同于私人投资者的

外国政府投资者系：
 外国政府或独立实体，系为：


外国政治实体，或其组成部分；或



作为外国或其组成部分的机构或职能部门的
个人、公司或独体法人；或



法人、受托人或有限合伙机构的普通合伙人，
其中：



外国政府或独立政府机构单独，或与一名或
多名关联者共同持有至少 20%权益；或



一个以上国家（或一个以上国家的组成部分）
的外国政府或独立政府实体，连同一个或以上
关联者共同持有至少 40%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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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拟投资的项目是否是需要 FIRB 批准的交易类型？

如您所拟投资为：


重大行动，则您无须取得 FIRB 批准。但是，
财政部长有权就重大行动交易作出各种命
令；

“直接权益”通常指至少 10%的权益，或将导致外
国投资者有能力影响、参与或控制澳大利亚实体
或业务的权益。“直接权益”更为详细定义，敬请
参看文末术语表。如您所拟定投资是须予申报的
行动，则您必须在交易完成前取得 FIRB 批准。
财政部可：

可申报行动，则您必须取得 FIRB 批准。

1. 提供附带条件或不附带条件的无异议函；或

如所拟投资不属于上述两种类型，则无需 FIRB
批准。

2. 如果投资被视为违背国家利益，则作出禁止
交易令。



根据相关机制, 交易分为两种类型：
1. 重大行动；及
2. 须予申报的行动。

无论价值为何，下列各项均需取得 FIRB 批准：
 收购澳大利亚实体或澳大利亚业务的直接权益；
 开设新业务；
 收购澳大利亚土地权益；及

重大行动系：
 收购证券或资产或澳大利亚土地权益，或者
与实体或业务有关的行动（如签订协议）；


达到相关经济标准；



与澳大利亚有联系；及



除与收购澳大利亚土地权益有关者外，导致
涉及外国人的控制权变更。

如您所拟定的投资为重大行动，您在完成交易前
并无义务取得 FIRB 批准。但是，如果所拟投资
未曾申报，所拟交易若被视为违背国家利益，则
财政部长依然有权作出一系列命令。
如您选择向财政部长申报重大行动，则该重大行
动成为须予申报的行动。

下列符合经济标准的收购，为须予申报的行动：


收购农商企业性质的澳大利亚实体或业务的
直接权益；



收购澳大利亚实体的重大权益（至少 20%）；
及



收购澳大利亚土地权益。

上述无须控制权变更。

 收购矿产、生产或勘探许可证的权益。

霍金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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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交易达到经济标准了吗？
其他贸易协定包括：
交易必须达到成为重大行动和／或须于申报的行
动的经济标准。
交易类型决定：
 经济标准；及
 收购价值的计算方式。
除非适用豁免，否则达到经济标准的相关交易可
能需要 FIRB 批准。

经济标准索引在每年 1 月 1 日发布，但农业用地
一般标准（包括新加坡、泰国投资者专门标准）
并无索引。标准亦因澳大利亚是否与投资者所属
国家签署了贸易协定而有所差异，在该情形下，
签署贸易协定的国家的投资者可能适用更高标准
（但在澳大利亚组建的子公司并不适用）。
2018 年经济标准价值见图 4。

澳大利亚当前与下列国家签有十个生效的自由贸
易协定：
1. 新西兰（1983 年）；
2. 新加坡（2003 年 7 月）；
3. 泰国（2005 年 1 月 1 日）；
4. 美国（2005 年 1 月 1 日）；
5. 智利（ 2009 年 3 月 6 日)；
6. 东南亚国家联盟 — 澳大利亚与 10 个东南亚
国家联盟国家（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尼、
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
越南）及新西兰之间的首个多国自由贸易协
定（2010 年 1 月 1 日）；
7. 马来西亚（ 2013 年 1 月 1 日)；
8. 大韩民国（2014 年 12 月 12 日）；
9. 中国（2015 年 12 月 20 日）；
10. 日本（2015 年 1 月 15 日）；
11. 加拿大（2018 年 3 月 8 日）；及
12. 墨西哥（2018 年 3 月 8 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当前涉及
11 个国家（澳大利亚、文莱达鲁萨兰国、加
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
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的地区自由贸易协
定。美国原为该协定一方，但在唐纳德•特朗
普总统任职一周内正式退出。该协定尚未生效。
 欧盟 — 2015 年 11 月，澳大利亚和欧盟同意开
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英国脱欧后，按现行
规则规定，欧盟的单个成员国不能与非欧洲国
家签订自己的协定。因此，澳大利亚在英国离
开欧盟之前不能与英国开展贸易谈判。
 印度（综合经济合作协议）— 2011 年 5 月以
来，已进行了九轮磋商，最近一轮为 2015 年
9 月。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东南亚国家联
盟领导与东南亚国家联盟自由贸易协定合作伙
伴之间的磋商于 2012 年 11 月启动，最近一轮
磋商在 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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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 –
空置
商业用地 –
已开发

农业用地

9

智利、新西兰 日本、韩国、
和美国
新加坡、中
国、加拿大和
墨西哥

泰国

$0

$0

$0

$0

$0

$0

$0

$0

$0

$0

$11.54 亿

$11.54 亿

$5,800 万
（敏感土地）

$0

$5,800 万
（敏感土地）
$2.66 亿

$2.66 亿

$1,500 万 1

$11.54 亿

$1,500 万 1

$5,000 万 2

$0

$0

$11.54 亿

$0

$0

$0

采矿和生产地产

$5,800 万 3

$11.54 亿

$5,800 万 3

$5,800 万 3

$0

澳大利亚土地公司
或信托份额或单位

$0

$0

$0

$0

$0

媒体行业 4

$0

$0

$0

$0

$0

$2.66 亿

$2.66 亿

（敏感业务）

（敏感业务）

$2.66 亿

$0

$11.54 亿

$11.54 亿

农业业务

持有澳大利亚资产
的澳大利亚业务或
公司的资产或股份

$2.66 亿

* 2019 年经济标准公布在 FIRB 网站上。
1.

外国人（包括其关联者）所持有的权益累计价值。

2.

完全且排他地用作初级生产业务的土地，否则就不是农业用地。

3.

对价总价值及拟定收购之前及之后所持有的权益价值。

4.

对于媒体行业投资而言，无论投资价值为何，持有 5%或以上就需申报并作事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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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交易达到经济标准了吗？

交易必须达到成为重大行动和／或须于申报的行
动的经济标准。

实体的已发行证券总价值，为该实体每一类别证
券的级别机制总和。

交易类型决定：
 经济标准；及
 收购价值的计算方式。
除非适用豁免，否则达到经济标准的相关交易可
能需要 FIRB 批准。

直接投资于农商
企业性质的澳大
利亚农业实体或
业务。

以下各项的合计价值：

证券（或证券发
行）权益

以两者中高者为准：

投资类型决定：
1. 投资为重大或须予申报的行动的相关经济标
准；及
2. 收购价值的计算方式。
1. 对价，适用于确定多数费用及若干标准测试； 澳大利亚业务的
资产中的权益

3. 证券价值，仅适用于收购实体的证券权益，
或实体流通证券权益的标准测试。
表 5 列明了若干投资类型的投资价值确定方式。

根据相关机制，所采用的对价系指包括“实物”
和商品及服务税（或任何同等应缴税款）等对价
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对价。在多数情况下，系为协
议所载的价值，或基于对投资合理评估的价值。

在确定实体的资产总价值时，下列资产考虑在内：
 就澳大利亚实体而言——该实体的总资产；及
 就外国实体而言——全部相关澳大利亚资产
（例如，在澳大利亚实体中的澳大利亚土地
（包括在澳大利亚土地中的普通法及衡平法权
益）及证券）及在澳大利亚的任何其他资产。
一般说来，某一实体或业务在具体某一日的资产
价值，为该实体的最新财务报表或会计记录中所
列示的价值。

 其（及其关联者）在该实体或
业务中所持有的其他权益的合
计价值（包括其之前所取得权
益的价值）

 该实体的资产总价值；及
 该实体已发行证券总价值

收购价值的计算采用三种价值：

2. 资产价值，适用于若干标准测试；及

 收购的对价；及

收购的对价

《澳大利亚外商投资指南系列 》 201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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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B 审批流程

所有申请均通过 FIRB 网站在线开展。
申请一旦提交并如数缴纳申请费后，财政部长有 30 日时间对申请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审查阶
段”），另有 10 个日历日发出决定通知。审查阶段可由临时令延长至多 90 日。
在一些情况下，尤其是在存在收购详情被公布疑虑时，投资者可自愿延长审查阶段。审查阶段可自愿
延长的次数并无限制。
图 6 载明了 FIRB 申请的常规时间表。

*FIRB 审批将予保密，但拒绝将被公布。因此，如果 FIRB 告知投资者其申请将被拒绝，投资者通常会在审查阶段结束前
撤回申请。

霍金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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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B 审批流程（续）
有哪些费用？



申请费适用于所有 FIRB 批准申请。



交易总价值计算中采用三种类型的价值：对
价、资产价值和证券价值。



财政部长和 FIRB 在评估拟定交易对国家利
益的影响时可能会考虑到其他因素，其中包
括国家安全、其他政府政策（例如税收）及
该交易对经济和社区的影响。

所有外国投资申请及通知均应付申请费。应付费
金额取决于所拟定的投资类型。

为确保 FIRB 和财政部长能妥善地审查并评估拟
定交易，申请须包含拟定交易及当事人的详细情
况（包括任何相关子公司及母公司的详情）、开
展拟定交易的理由及财务信息。
为协助当事人完成申请，FIRB 公布了所需文件及
信息的检查清单（可在 FIRB 网站上查阅）。

申请通常含有商业上敏感的保密信息。澳大利亚
外国投资框架设置了适当的程序：

 对所提供的任何信息予以保密；及
如果某项申请属于多种类型，则将适用最高费用。
 根据整体政府思路，允许财政部长在作出决
对于任何自愿申报，适用同等须予申报的行动的
定前咨询其他政府机构并向其提供信息。
应付费用。
所有 FIRB 申请及投资者与 FIRB 之间的任何讨论
表 7 载明了 2018-19 年度外国投资申请最常见类
均是保密的。但是，拒绝（及拒绝理由）及任何
型所适用的费用。
附带条件的批准均将公诸于众。因此，在 FIRB
向投资者表示提案可能被拒绝或可能适用具体条
件情况下，投资者通常会在审查阶段结束前撤回
申请，以免交易的任何详情被公诸于众。
收购商用土地权益
——空置及已开发

 对价为$1,000 万或以下：
$ 2,000
 对价高于$1,000 万但低于
$10 亿：$ 25,700
 对价高于$10 亿：$103,400

外国政府投资者收
购澳大利亚实体或
业务的直接权益

 对价为$1,000 万或以下：
$ 2,000
 对价高于$1,000 万但低于
$10 亿：$ 25,700
 对价高于$10 亿：$103,400

收购业务资产或证
券的权益

 对价为$1,000 万或以下：
$ 2,000
 对价高于$1,000 万但低于
$10 亿：$ 25,700
 对价高于$10 亿：$103,400

内部重组

$ 10,200

来源：《FIRB 指南》之注 30 ： 费用 -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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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B 审批流程（续）
影响到国家的社会或经济福祉，或影响到澳
大利亚开展国防和确保国家安全的能力。”

各项投资按具体情况进行审查。如被视为违背澳
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则投资将被禁止，或可能被
设置条件，以处理任何疑虑，或提高政府对敏感
投资的洞察力。

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在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
服务，诸如能源、通信、水、运输、保健、
食品杂货、银行金融及澳大利亚政府。

在投资为重大行动并且未向财政部长申报情况下， 
财政部长有权发出各种命令，其中包括有权在投
资被视为违背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情况下撤销交易。
FATA 和外国投资政策中并未对“国家利益”一词
作出定义。然而，外国投资政策提供了一份非穷
尽清单，列明了 FIRB 在向财政部长告知所拟投
资对国家利益影响时的通常考虑因素：


投资类型——投资是否为敏感业务及其影响。



国家安全——投资对澳大利亚保障其战略及
安全利益能力的影响程度。



竞争——是否促进有序竞争。



澳大利亚政府其他政策——例如，对澳大利
亚税收收入和环境的影响。



对经济和社区的影响——投资开发及为澳大
利亚人民提供公平回报的程度（例如，产生
工作）



投资者特征——投资者的公司管制惯例及运
营和监管基础

FIRB 和关键基础设施中心：
通过提供合并的早期国家安全建议，告知财
政部长对外国投资提案的决定，关键基础设
施中心是对 FIRB 申请流程的补充，但也确
实干预了该流程。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关
键基础设施中心并非 FIRB 的组成部分，并
不改变澳大利亚的外商投资审批法律，但在
协助财政部长对外商投资提案作出国家利益
相关决定方面发挥作用。

在财政部长认为投资可能涉及税收收入风险情况
下，可能采用一套标准税收条件作为无异议申报
的附带条件。
税收条件要求投资者（及其控制集团内的实体）：
4. 遵守澳大利亚税务法律；
5. 提供 ATO 就拟定交易所要求的任何文件或信
息；
6. 支付到期应付的任何应缴税务债务；
7. 向 FIRB 提供符合税务条件的年报；及
8. 在终止事件 60 日内告知 FIRB。



关键基础设施中心：
2017 年初，为保障澳大利亚的关键基础设施
资产避免国家安全风险，政府在内政部旗下
设立了关键基础设施中心，对关键基础设施
资产进行登记簿管理，旨在明确高风险领域
关键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并对该等
资产所面临的风险积极管理提供支持。



关键基础设施：
澳大利亚和各州政府就关键基础设施的以下
定义具有共识：

“有形设施、供应链、信息技术及通信网络，
如遭破坏、降级或长期无法使用，将对严重

此外，如有发现重大税务风险，投资者（及其控
制集团内的实体）可能还须：


与 ATO 真诚合作解决任何税务问题；及



定期提供 ATO 指定的信息，包括最低应缴税
款预测。

“投资者控制集团”和“终止事件”含义见术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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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财政部长认为有必要（由于国家安全、竞争、
经济、社区或其他疑虑增加等事宜），批准可附
加其他条件。该等条件由财政部长酌情决定，通
常因具体交易而异。该等条件可能要求投资者
（或其控制集团内的实体）：
9. 要求目标公司的业务仅在澳大利亚境内开展；
10. 将外国所有权限制在低于 50%；
11. 要求目标公司董事会中澳大利亚公民及居民
达到一定比例，和／或目标公司董事长为独
立董事（为澳大利亚公民和居民）；
12. 要求承诺支持当地社区、当地就业和／或在
某些地方或在某些资产或围绕某些资产运营
并寻求增长；
13. 要求若干当地销售额；和／或
14. 要求在收购后规定的时间框架内剥离若干资
产或所有权权益。

霍金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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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得不到 FIRB 批准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您根本未取得或在规定时间框架内未取得批准并继续开展交易，则拟定交易会：
 延迟（即交割延期）；


失败（即由于未满足某一前置条件，导致任何押金遭没收、终止或终止费而交易未完成）；或



受制于财政部长发出的命令：
- 交易撤销；
- 遭大额罚款；或
- 情形严重的，监禁。

截至最新的 FIRB（2016-17 年度）年报日，财政部长命令剥离 61 项因违反外国投资框架由外国国民
持有的财产，合并价值约$1.07 亿。

财政部长对重大行动和须予申报的行动具有下列重大权力：


作出附带或不附带条件的无异议通知。



作出禁令--禁止拟定的重大行动。



作出处置令--撤销行动。

如有人被认定参与了规避 FATA 适用的计划，财政部长有权作出处置令或禁止拟定投资的禁令。
有些外国投资者自愿向 FIRB 提交重大行动申请，从而确定所拟投资在相关机制下是允许的（即避免
及以防财政部长以后发出禁令或处置令）。
如有外国投资者未按规定申请 FIRB 或不遵守任何批准的附带条件（注：可寻求侵权通知或民事处罚，
但并非两者均适用），可能会受到下列处罚。

最高刑事处罚
个人

公司

750 个罚金单位（$157,500）和
／或三年监禁

3,750 个罚金单位（$787,500）

最高民事处罚
以高者为准：
收购对价的 10%；或

侵权通知
1 级（申请人申报）：12 个罚金单位
（$2,250）+申请费;

权益的市场价值的 10%

2 级（FIRB 发现）：60 个罚金单位
（$12,600）+申请费

以高者为准：

1 级（申请人申报）：60 个罚金单
位（$12,600）+申请费;

收购对价的 10%；或
权益的市场价值的 10%

2 级（FIRB 发现）：300 个罚金单
位（$63,000）+申请费

霍金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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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备受关注的审批决定

（ 2018 年 7 月 1 日 – 2018 年 11 月 20 日）

（2015 年 11 月）

长江基础设施（香港）（“长江基建”）提出以
130 亿澳元的价格收购澳大利亚最大的天然气管
道公司 APA 集团 ，并获得其多数控股权。

尽管有国家安全问题方面的担忧，但 FIRB 仍然
批准了以 90 亿澳元的价格将新南威尔士州的输
电网络（由 Transgrid 拥有）出售给由中国国有
投资者支持的财团的交易。

11 月初，财政部长公布了“初步”意见，指出出于
国家利益考虑，该外资收购提案应予以否决，
因为收购将导致“我国最重要的天然气输送业务
过度集中在某一家外国公司集团手中”。
2018 年 11 月 20 日，FIRB 未能就该申请与财政
部长达成一致意见，并对收购会使一家外国公
司垄断大部分澳大利亚输气管道表示担忧。
在财政部长作出上述初步决定以及 FIRB 未能就
建议达成一致意见后，长江基建被要求在两周
时间内以新的或修改后的提案再次提出申请。
可能是由于长江基金及其顾问经评估后认为以
拟定交易结构进行收购获得批准的可能性较
低，长江基建并未借此机会在两周内修改提案
后提出新的申请。但是，长江基建表示仍然有
收购 APA 集团的意愿，因此，业内人士建议，
新的申请必须采取与澳大利亚本土合作伙伴“合
作”的模式或同意以收购后的某个时间段内出售
部分资产作为获得批准的条件，从而这一有争
议的交易才有可能获 FIRB 认可。过去某些外国
投资者已采取这些方法并取得相对成功。

该网络为新南威尔士州和堪培拉的众多政府部
门、国防基地和情报机构提供电力和电信服
务。

(2016 年 2 月)
FIRB 批准了中国投资公司中国月亮湖投资公司
（Moon Lake Investments）以 2.8 亿澳元收购
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奶牛场交易。该奶牛场
是 Tasmanian Land Company 的土地和资产，
包括 Van Diemen's Land Company。
财政部长根据投资者就现有员工、未来投资项
目，现有合同以及各种环境和文化协议作出各
种承诺基础上批准了该收购交易。

《澳大利亚外商投资指南系列 》 2019 年 8 月

17

（2015 年 11 月及 2016 年 4 月）

（2015 年 10 月）

FIRB 以有违国家利益为由，否决了外国投资者
（中国）以 3.5 亿澳元的价格收购养牛场
（Kidman）的交易。

中国公司岚桥集团以 5.06 亿澳元的价格从北领
地政府手中取得了商业港口达尔文港（及设
施）99 年的租赁权。FIRB 认为，基于该交易的
结构，交易不需要 FIRB 审批。该决定导致了涉
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收购交易相关制度的修改，
也导致了 FIRB 与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之间的沟
通上出现了变化。

由于下述原因，最初的申请和经修改后的提案
均未获批：




该养牛场的整个投资组合的占地面积和重要
性（占澳大利亚土地总面积的 1%以上；占
澳大利亚农业用地的 2%）；及
国家安全问题（该养牛场其中一部分位于南
澳大利亚的武器试验范围内）。

（2016 年 8 月）
FIRB 否决了外国（中国和香港）投资者提出的
以 99 年租赁期的方式收购新南威尔士州电网
Ausgrid 50.4%股权的交易。
财政部长基于国家安全理由（涉及 Ausgrid 提供
的关键电力和通信服务）以及所提议的交易结
构否决了该申请。

由于该港口地处战略位置，澳大利亚国防部正
在使用该港口以及该地区有美国驻军，该交易
引起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
上述决定催生了新的制度。新制度规定，任何
政府或非政府投资者投资澳大利亚国家或地区
政府拥有的关键基础设施资产项目，一律须经
FIRB 审批，并且侧重采取整体政府思路。

霍金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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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ACCC
收购

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
有人取得业务中一定比例的权益，前提
是：


其开始在业务中持有该比例的权益；

澳大利亚
业务
澳大利亚
土地公司



如其过去持有该业务资产的权益，而

对价

该权益系其要约收购的权益，则其开
始在该业务中持有该比例的权益；


对于已在该业务中持有该比例的权益
之人而言：



直接权益

开始持有该业务资产中的额外权益；
或



部分或全部在澳大利亚开展的，带有利润
或收益预期的业务。
持有澳大利亚土地权益的实体，且澳大利
亚土地权益超过该实体全部资产的价值的
50%。
包括商品服务税在内，与收购或发行有关
的任何形式的对价，及任何与特定事件的
发生或未发生有关的对价。收购对价的价
值为协议中的价值，或对价价值的合理评
估。
以下各项的权益：


在实体或业务中至少占 10%；



如果收购权益之人已就该人及该实体
或该业务达成法律安排，则在实体或

若业务资产权益是转让的，则其开始

业务中至少占 10%；

持有业务资产中的额外权益。
合计权益



两人或以上（相互之间并非关联者）连同
其中任何人的任何一名或以上关联者共同
持有实体一定比例的合计权益，前提是该
等人：


在该实体或业务中占任何比例：






FATA
FIRB

如该实体的证券系已发行或转让的，
则持有该实体至少该比例的已发行证
券的权益。

重大合计
权益

两人或以上在实体或信托持有重大合计权
益，前提是：




FIRB 批
准
外国政府

1975 年《外国收购和接管法》（联邦）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为澳大利亚财政部
长及政府就外国投资政策及其执行提供建
议而成立的非法定机构。
就拟定投资从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处取得批
准或无异议通知之行为。


外国的政治实体；

对于实体而言——该等人在该实体持



外国组成部分的政治实体；

有至少 40%的重大合计权益；或



外国政治实体的组成部分，或外国组

对于信托而言——该等人连同其中任
何人的任何一名或以上关联者在该信
托的收入或财产中持有至少 40%的合

成部分的政治实体的组成部分。
外国政府
投资者

计受益权益。
资产
关联者



外国政府或独立政府实体。



公司、信托的受托人或有限责任合伙
机构的普通合伙人，其中：

包括资产中的权益。
包括：



外国政府或独立政府实体，单独或



亲戚；

与一个或以上关联者，持有重大权



就 FATA 所适用的行动，协同行事或

益；或

拟协同行事之人；

ATO

影响、参与或决定该实体或业务
政策。

持有该实体至少该比例的已发行证券
的权益；或

影响或参与该实体或业务的中央
管理及控制；或

有权控制该实体至少该比例的表决权
或潜在表决权；



如果收购权益之人具有以下权力，则



该人担任其高级职员的任何实体；



控股实体；及



任何持有重大权益之人。



一个以上外国（或一个以上外国的
组成部分）的外国政府或独立政府
实体，连同任何一个或以上关联

澳大利亚税务局。

者，持有重大合计权益。
外国人



通常并非澳大利亚居民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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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信托的受托人，其中：


关；或

通常并非澳大利亚居民的个人、


外国公司或外国政府，持有实质性
权益；或


两名或以上之人（均为通常并不
定居在澳大利亚的个人、外国公司
或外国政府）持有重大合计权益。



外国政府。



任何其他人，或任何符合收购条例所

独立政府
实体
重大行动
实质性协
议

有权控制该实体中该比例的表决

重大权益

持有该实体已发行证券中该比例



如果该实体的证券已发行或转让



其持有实体至少 20%权益；及



其单独或连同其关联者持有信托收入

为税务附带条件目的，终止事件发生在投
资者停止：

益；及



持有作为无异议通知对象的权益；



控制作为无异议通知对象的实体或业

拥有澳大利亚土地的实体的证券
权益，包括澳大利亚土地公司中的
股份权益。

投资者控
制集团

须予申报
的行动
外国投资
政策
收购条例
敏感业务

终止事件

务；

澳大利亚土地的普通法或衡平法权
益，例外情形除外；或



或资产的至少 20%受益权益。

的，则持有该比例的已发行证券权

澳大利亚土地，前提是该人持有：


有人参与业务的利润或中央管理控制

有人在持有以下对象的重大权益：

的权益；或


业务资产的租赁、出租或租用或授予

权。

权（或潜在表决权）；






实体，如该人单独或连同其关联者：


为外国或外国组成部分的机构或职能部门
的个人、法人或独任法人，但不得为外国
或外国组成部分的政治实体的组成部分。
无需申报但可能受到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命
令约束的投资。参见第 15 页。
与以下有关的协议：
其他使用权；或

有人持有下列对象中特定权益的权益：


提炼（或持有提炼权）铀或钚，或运
营核设施。

述条件的其他人。
权益

与加密和安全技术和通信系统有

为税务附带条件目的，投资者控制集团由
下列实体组成：


在投资者控制下的实体；及



控制投资者的实体。

必须向澳大利亚财政部长申报的投资。见
第 15 页。
澳大利亚 FIRB 于 2015 年 12 月公布的
《外国投资政策》。
2015 年《外国收购和接管条例》（联邦）
完全或部分具有下列特点的业务：


从事媒体、电信或交通行业；或



供应或生产商品、设备、技术或人：


向国防力量；



为军事目的；



开展作为无异议通知对象的澳大利亚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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