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移民信息指南
南澳大利亚安居手册

Immigration SA

安居南澳州

目录
欢迎

3

关于南澳大利亚州

4

南澳州政府移民事务处

5

在南澳州经商

6

在南澳州经商

6

符合条件的企业

6

《南澳州创业指南》

6

南澳州的投资机会

6

在南澳州从事出口业务

7

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

9

如果您持有 188 类签证

9

如果您持有163、164 或 165类签证

11

如果您持有132类签证

11

抵澳后事宜

12

与南澳州政府移民事务处预约会面

12

抵达后需要尽快安排的事项

12

将填好的《商业移民个人信息表》交回南澳州政府移民事务处

12

开立银行账户

13

申请税号（TFN）

14

登记就读成人移民英语课程（AMEP）

14

寻找新居所

14

开通电话和水电煤等服务

14

安排孩子入学

15

购买私人医疗保险

15

申请驾照

16

口译和笔译服务

16

使用移民中介

16

附件 1  《商业移民个人信息表》

17

相关链接

18

P2

南澳州移民事务处 · 南澳大利亚州州政府发展部

安居南澳州

南澳州欢迎您
欢迎来到南澳大利亚州! 南澳州政府欢迎商业移民来南澳州生活、工作、经
商和投资。
我们重视商业移民在增加出口、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和引进新型或改进技术
领域对本州经济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相信，您会像此前已经落户的移民一样，发现南澳州是一个温馨、多元
化、有活力、有文化、有创造力和激情、不断发展的宜居地。
该手册为新移民介绍初抵南澳州所要了解的事宜，以及满足签证要求所需
完成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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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澳大利亚州
南澳大利亚（简称南澳）是位于澳大利亚中南部的一个州，辖境面积984,377平方公里。
进一步了解南澳州的情况，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migration.sa.gov.au/living-here/explore-south-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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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州政府移民事务处
Immigration SA（南澳州政府移民事务处） 是负责为南澳州吸纳符合条件的技术和商业移民的
政府机构。南澳州政府移民事务处同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协同合作，通过州政府提名类签
证，帮助符合要求的申请人获得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
请访问南澳州政府移民事务处网站： www.migration.sa.gov.au
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  （The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英文
缩写为 DIBP）负责澳大利亚签证的审理和签发。
请访问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网站： www.immi.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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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澳州经商
在南澳州经商
在南澳州创业可能是人生中让您最为激动的选择之一，其潜在回报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您对南澳
州现有商机做了充分调查之后。
南澳州是个创业的好地方，提供高度法制化的经济和经商框架。南澳州政府为创业提供简化流
程。

符合条件的企业
商业移民项目不限制您选择业务种类的自由。但是，您要确定您的拟定经营活动符合澳大利亚法
律法规要求。 您应核实您能够满足经营所需的相关许可、登记或居住要求。
如果您计划从事出口业务，在南澳州有提供相关咨询和单证服务的专业机构。
详情请访问澳大利亚营业执照和信息服务网站：
https://ablis.business.gov.au/pages/home.aspx

《南澳州创业指南》
南澳州州政府发展部（DSD）是领导南澳州经济发展，推动南澳州经济繁荣的州政府部门。州政
府发展部扶持新建和现有小型及家族企业，鼓励和帮助企业成长成为具有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的创新型抗压企业。
为帮助您了解在南澳州建立和经营企业的主要要求和相关事项，州政府发展部特地编写了一份指
南，加以分步介绍，包括全部或部分收购现有企业的事宜。

南澳州的投资机会
南澳州为投资者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州政府发展部制作了一系列刊物介绍重点行业和投资机
会。
更多信息请访问网页， 请点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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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澳州从事出口业务
下列信息是针对获得南澳州政府提名的，有意出口南澳州产品或服务的临时或永居商业移民签证
持有人。

了解“如何出口”的基础知识
您可以从专业机构获得有关从南澳州出口产品或服务的具体信息。请点击此处了解更多关于出口
业务信息。

在接触供应商之前
在寻找供应商之前，您应了解下述信息：
• 所需产品或服务的细节或规格。
• 规定时间内所需产品的大致数量（频率）。
• 保证企业盈利的产品采购参考价格，例如：了解成本、保险和运费（CIF到岸价格）。
• 拟出口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信息。您将使用的分销渠道。
如何在南澳州寻找出口产品或服务
澳大利亚行业能力网络（Australian Industry Capability Network）
该网络名录提供5,000余家南澳州供应商的信息，可以使用产品或服务名称检索。选择南澳州，
用关键词搜索，寻找潜在供应商。
http://gateway.icn.org.au/
南澳州食品及饮品
该网站提供南澳州食品及饮品（包括葡萄酒）供应商名录。
http://foodsouthaustralia.com.au/directory/products
澳大利亚政府的供应商名录
使用该网络名录，寻找可从南澳州出口的产品或服务。在州选项中选择“南澳州”。
http://www.austrade.gov.au/suppliersearch.aspx?folderid=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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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州出口业务培训课程
从事出口业务需要专业知识。可以在南澳州找到不同难度和长度的相关培训课程。澳大利亚工人
教育协会（WEA）设有一日课程。
http://www.wea-sa.com.au

政府服务
可以从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的网站获得开展出口业务的相关信息 http://www.austrade.gov.
au/Export/How-to-export，以及在不同海外市场经营的信息 http://www.austrade.gov.au/
Export/Export-Markets/Countries。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还通过其在海外的办事网络，为做好
出口准备的澳大利亚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您做好从事出口业务的准备了吗？
出口准备就绪指数（The Export Readiness Indicator）是帮助潜在出口商判断其出口业务认知
和能力的工具。http://www.dmitre.sa.gov.au/small_business/export_readiness_indicator
出口就绪包括：
• 在澳大利亚找到并磋商产品或服务供应
• 一个拥有充裕海外营销资金的企业
• 能够为海外客户提供必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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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
临时商业移民签证持有人可以通过满足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DIBP）
以及州政府提名要求获得永久居留权。下图标注出188、163、164 和 165 签
证持有人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

如果您持有 188 类签证
商业创新类 - 188(A) 签证
适合拥有成功经商经历，
且对在南澳州拥有并经营
企业（新设或已有）有真实
且现实承诺的企业家

商业投资类-188（B）签证
适合拥有成功经商或投资
经历，且会在南澳州完成
指定投资的企业家或投资
人

重要投资者类-188（C）签证
适 合在 南 澳 指 定 领 域 投
资至少5百万澳元的投资
人。

商业创新类 - 888(A) 签证
针对商业创新类 - 188(A)
签证持有人

商业投资类- 888(B) 签证
针对投资者类 - 188(B) 签
证持有人

重要投资者类-888（C）签证
针对投资者类 - 188(C) 签
证持有人

针对商业创新（ 188A）类签证持有人
• 商业创新（188A）类签证是一个临时签证，有效期四年，满足相关要求后，可申请永久居留权。
•只有持有南澳州政府提名的188A商业创新类签证、能够满足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以及                
州政府提名要求，并且为南澳州经济做出特定贡献的南澳企业所有人，才能够申请州政府提名
888A（永居）商业创新类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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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商业投资（188B）类签证持有人
•商业投资（188B）类签证是一个临时签证，有效期四年，满足相关要求后，可申请永久居留权。
•只有持有南澳州政府提名的188B投资者类签证、能够满足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以及州
政府提名要求，并且持有指定的南澳州金融管理局（SAFA）债券满四年的投资人，才能够申请
州政府提名888B（永居）投资者类签证。
针对重要投资者（ 188C）类签证持有人
•重要投资者（188C）类签证是一个临时签证，有效期四年，满足相关要求后，可申请永久居留
权。
•持有南澳州政府提名的188C重要投资者类签证、能够满足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签证要
求，并且符合南澳州利益的投资人，可以申请州政府提名888C（永居）投资者类签证。
请点击这里，进一步了解重要投资者888类签证的细节、申请程序和州政府提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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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持有163、164 或 165类签证
企业主类 - 163 签证

州政府担保企业主类 - 892签证

企业所有人

针对163签证的持有人

企业高管类 - 164 签证
企业高管

投资者类 - 165 签证
投资人

州政府担保投资者类 - 893签证
针对165签证持有人

州政府担保企业主类（892）签证和州政府担保投资者类（893）类签证为有效期5年的永久居留
签证，持有人其后可选择申请居民返程签证（RRV）或加入澳大利亚国籍。
请点击此处，进一步了解州政府担保企业主类（892）签证的细节、申请程序和州政府提名要求。
请点击此处，进一步了解州政府担保投资者类（893）签证的细节、申请程序和州政府提名要求。

如果您持有132类签证
•商业英才显著商业背景类（132）签证为有效期5年的永久居留签证， 没有临时签证过渡过程，持
有人其后可选择申请居民返程签证（RRV）或加入澳大利亚国籍。
•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DIBP）会在132签证签发2年后，对签证主持有人在南澳州的生意
营业情况做复查，以确保满足DIBP的要求。同时，所有为南澳州做贡献的承诺必须在签证签发2
年内兑现。
请点击此处，进一步了解南澳州政府2年复查要求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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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澳后事宜
我们励志让您在南澳州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并提供南澳州政府移民事务处代表免费会面服务。该
服务让您有机会询问与州政府提名要求、审理程序和在南澳州安家落户相关的问题。

与南澳州政府移民事务处预约会面
南澳州政府移民事务处将是您与南澳州政府之间的联系点，通过与州政府移民事务处商业移民经
理的一对一会面保持沟通。
特别是需要通过购买生意来满足签证要求的签证持有人，我们强烈建议您在开始生意前，与移民
事务处的商业移民经理会面，以保证您的生意能够满足第二阶段提名要求。
移民事务处提供的一对一会面，每次时长1小时，与商业移民组直接交流。该服务帮助商业移民了
解和获取相关信息和联系方式，并解析州政府提名要求。
请在南澳州政府移民事务处网站预约
如果您无法进行网上预约，请致电+61 8 8303 2924 或发邮件至bmu.sa@sa.gov.au寻求协助。  
如果网上预约成功，您将收到一份电子邮件确认会面时间和地点。

抵达后需要尽快安排的事项

√

清单:
将填好的《商业移民个人信息表》交回南澳州政府移民事务处
开立银行账户
申请税号（TFN）
登记就读成人移民英语课程（AMEP）
寻找新居所
开通电话和水电煤等服务
安排孩子入学
购买私人医疗保险
申请驾照

将填好的《商业移民个人信息表》交回南澳州政府移民事务处
你必须在正式抵达南澳州两个月内，以及完成企业注册登记后，亲自或以书面形式通知南澳州政
府移民事务处。您必须提供您的现住址、企业名称及地点（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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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为《商业移民个人信息表》，请填妥后，将扫描件发到州政府移民事务处（bmu.sa@
sa.gov.au）。
如果您因抵澳后情况发生变化，而从事了不同于原始商业计划的生意，你必须告知州政府移民事
务处。您可以通过开放日会面或发邮件给移民事务处商业移民组（bmu.sa@sa.gov.au），将具
体情况告知。

南澳州政府移民事务处联系方式
电话： +61 8 8303 2924
网址： www.migration.sa.gov.au
邮箱： bmu.sa@sa.gov.au
地址： Level 9 131-139 Grenfell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开立银行账户
建议您抵达后尽快开立一个银行账户。银行记录可在申请租屋、手机等事项时，作为参考证明。
请比较各银行的服务及费用，以选择最适合您的银行。南澳州有多间银行提供语言协助。另外，如
有需要，您可以随时更换银行。
建议您在抵达后6周内开立银行账户，因为此期间内办理，您只需提供护照作为身份证明。请直接
咨询相关银行，了解其他身份证明要求。
阿德莱德有多间银行提供商业移民服务和中文服务，具体情况请直接咨询相关银行营业网点。
下述银行，仅为参考。
•联邦银行（Commonwealth bank） www.commbank.com.au
地址： Ground Floor, 96 King William St Adelaide SA 5000
电话： 08 7210 0723
•澳新银行（ANZ bank ） www.anz.com.au
地址： 107 Gouger Street l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5000
电话： 08 8410 9702
•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 bank） www.westpac.com.au
地址： 64 Gouger Street,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5000
电话： 08 8202 1088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Nab bank） www.nab.com.au
地址： Level 1, 48 Greenhill Road, Wayville South Australia 5000
电话： 08 8291 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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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税号（TFN）
在澳大利亚有收入的个人，都必须有税号（FTN）。收入包括工作的工资或薪酬、投资收益以及政
府津贴。税号申请可随时在网上完成，亦或通过填写申请表申请。如果选择网上申请， 请保留好
您的网上申请号，您的税号将于28日内寄出。
请将您的税号及时告知您的银行，以避免被征收较高的利息税。
上述信息仅为参考，详情请咨询：
•税号注册网站  www.ato.gov.au/individuals

登记就读成人移民英语课程（AMEP）
成人移民英语课程（AMEP）是针对新移民的英语课程。您可以亲自或通过电话预约登记。
登记时，您必须出示您的护照以及英语补习缴费证明（办理签证时的英语费用缴费收据）。详情请
联系：
•English Language Services (ELS)  www.els.sa.edu.au
•AMEP http://www.industry.gov.au/

寻找新居所
租房或买房时，通常会借助地产网站、报纸或中介寻找信息。找房的过程有时会很耗时。
详情请参阅州政府移民事务处网站。
•寻找新住所 www.migration.sa.gov.au/living-here/a-place-where-you-can-afford-to-do-more
•住房   http://www.migration.sa.gov.au/upload/publications/Living-Here/Housing-SA-FactsheetOct2014.pdf
租户和房东都受《住宅租赁法1995》保护。该法案规定了房屋租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详情请访
问 www.cbs.sa.gov.au/wcm/rentingletting。
在澳大利亚购买地产前，您需要获得海外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的许可。详情请咨询FIRB：
www.firb.gov.au/ 。
如果您认为受到房东或中介的不公平待遇，请联系：
•南澳州消费者和商业事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Consumer and Business Affairs）
www.ocba.sa.gov.au
•南澳州公平机会委员会（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 www.eoc.sa.gov.au

开通电话和水电煤等服务
电话
Telstra和Optus是澳大利亚的两大住宅电话运营商。电话基础设施由Telstra所有。如果您的新居
所已连有电话线，那您只需重新开通该线。如果您的新居所没有电话入户，那您则需付费安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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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
• Telstra: 1800 678 876    www.telstra.com.au
• Optus:   1800 501 064    www.optus.com.au
电和煤气
在入住新居所前，您需要以您的名字开通一个电和煤气账户。获取开通报价，请联系下列供应
商：
• AGL（电和煤气），
               电话：131 245，
• Origin （电和煤气），                电话：132 463，
• TRUenergy （电和煤气），
电话：133 466，
• EnergyAustralia （电），
电话：138 808，

www.agl.com.au
www.originenergy.com.au
www.truenergy.com.au
www.energy.com.au

上述仅为参考信息，获得更多供应商信息，请访问：
• 白页（White Pages） www.whitepages.com.au  
• 黄页（Yellow Pages） www.yellowpages.com.au  
自来水
南澳自来水公司（SA Water）是南澳州政府全资所有的政府企业，为南澳州提供自来水和污水排
放服务。
关于自来水账户、价格、水表等信息，请联系：
• 南澳自来水消费者协会（SA Water Customer Council） www.sawater.com.au
• 南澳州消费者和商业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Consumer and Business Affairs）
www.ocba.sa.gov.au

安排孩子入学
关于孩子的教育，新生课程（NAP）是切入点。
详情请访问：
• 新生课程（The New Arrivals Program）
www.decd.sa.gov.au/literacy/pages/esl/ielp/?reFlag=1   
• 南澳州教育与儿童发展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Childhood Development）
www.decd.sa.gov.au
• 南澳州独立学习协会（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Schools of South Australia）
www.ais.sa.edu.au
• 南澳州天主教教育办公室（Catholic Education Office）
www.cesa.cathol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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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私人医疗保险
请注意，临时签证持有人不能享受医疗保险（Medicare）。健康很重要，但世事难料，尤其是孩
子。州政府移民事务处强烈建议您为全家购买私人医疗保险。值得注意的是，私人医疗保险普遍
存在理赔等待期（waiting periods），例如：孕产相关医疗有12月的等待期。
在澳大利亚，救护车服务不是免费的，而且费用可能会很高，因此您应首要重点考虑购买救护车
险。部分私人医疗保险包括了救护车费用。请仔细研究对比不同保险产品，选择最适合您的情况
和要求的险种。在购买前，一定要明确条款内容。
上述仅为参考信息，详情请咨询保险公司，或访问下列网站：
• Medibank Private  www.medibank.com.au
• Bupa  www.bupa.com.au
• 澳大利亚私人医疗保险监察委员会（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Ombudsman）   
www.privatehealth.gov.au

申请驾照
无论您是访客，还是刚刚移民到此，都必须遵章守法驾车。
详情请访问：
• 南澳交通局注册及牌照处（Transport SA Registration & Licensing）
www.transport.sa.gov.au

口译和笔译服务
如果需要笔译或口译服务，请访问：
• 翻译中心  www.translate.sa.gov.au
• NAATI （澳大利亚笔译口译认证机构）  www.naati.com.au

使用移民中介
如果您决定在澳洲境内使用移民中介，请选择在澳大利亚移民代理处(MARA)注册的中介。您可
以在MARA网站上( www.mara.gov.au )查询您的中介的注册信息。
如果申请人在澳洲境外，请按照您所在国家对提供移民咨询服务的机构和个人的规定选择有当地
移民代理资质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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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商业

紧急情况

教育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Austrade）
13 28 78
www.austrade.gov.au

南澳警察局（SA Police）
131 444
www.sapolice.sa.gov.au

阿德莱德教育促进局（Study
Adelaide）
www.studyadelaide.com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
1300 302 502
www.accc.gov.au

南澳报警、火警、救护车
000 (只在危及生命时)

南澳州教育及儿童发展部国际教育处
www.internationalstudents.sa.edu.au

工作

南澳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afe SA）
www.tafesa.edu.au

澳大利亚版权委员会 (ACC)
+61 2 9318 1788
www.copyright.org.au

Job Services Australia
就业网 – 招聘
13 62 68 或 13 17 15
http://jobsearch.gov.au/default.aspx

澳大利亚零售商协会 （ARA）
+61 2 9321 5000
www.retail.org.au

澳大利亚劳工安全局（Safe work
Australia）
www.safeworkaustralia.gov.au

院校网（My School）
www.myschool.edu.au

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
1300 300 630
www.asic.gov.au

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Fair work
Australia）
www.fwc.gov.au

澳大利亚学校名录
www.australianschoolsdirectory.
com.au/adelaide-schools.php

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
所得税和小企业咨询中心
13 28 66
www.ato.gov.au

法律和金融服务

阿德莱德大学
www.adelaide.edu.au

企业门户网
(一站式经商信息)
13 28 66
www.business.gov.au

南澳州法律服务委员会
www.lsc.sa.gov.au
出口金融保险公司（EFIC）
www.efic.gov.au
南澳律师协会
www.lawsocietysa.asn.au

全民学技能（Skills for All）
1800 506 266
www.skills.sa.gov.au

南澳大学
www.unisa.edu.au
弗林德斯大学
www.flinders.edu.au

政府机构
澳大利亚海外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
www.firb.gov.au
澳大利亚特许经营委员会（FCA）www.
franchise.org.au
阿德莱德市政府 （ACC）
www.adelaidecitycouncil.com
南澳州总商会（Business SA）
www.business-sa.com

移民
澳大利亚移民代理注册管理处
（MARA）www.mara.gov.au
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DIBP）
13 18 81
www.immi.gov.au
南澳州政府移民事务处（Immigration
SA）
www.migration.sa.gov.au

南澳州地方政府协会
www.lga.sa.gov.au
南澳州信息服务网
www.sa.gov.au
南澳州金融管理局（SAFA）
(南澳州政府债券)
www.safa.s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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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南澳州交通运输管理局
www.sa.gov.au/topics/transporttravel-and-motoring
阿德莱德公共交通局
www.adelaidemetro.com.au

寻找住所
Realestate
www.realestate.com.au
Domain
www.domain.com.au

协会
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ACBC)
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
www.acbc.com.au
HK Australia Business Association
香港澳洲商会
www.hkabasa.asn.au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 Commerce South Australia
（CITCSA）
南澳国际贸易商业促进委员会
www.citcsa.org.au
Australian 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澳亚工商总会
www.acci.asn.au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Advice
中国语言文化咨询公司
www.clca.com.au
Confucius Institute
孔子学院
www.confucius.adelaide.edu.au
Council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中国对外贸易委员会
+61 8 7071 7032
420/147 Pirie Street, Adelaide 5000

China Business Network South
Australia
澳华商会
www.cbnsa.com.au

生意中介

South Australian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南澳大利亚中华总商会
www.chinesechamber.com.au

Gaetjens Langley
www.wineryforsale.com.au

China Australian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 Inc
中澳企业家联合会
www.caeai.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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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e Wood business sales
consultancy
www.dalewood.com.au

Colliers International
www.colliers.com.au/
Business2Sell
www.Business2Sell.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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