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 大 利 亚

【风险提示】　２０１０年，在检验检疫方面，澳大利亚通报了苗木及禁止进境种子的入

境管理程序、土工布和干草药的新进口条件等，提醒中国相关出口企业了解该程序以配

合进口商顺利通关，降低国际贸易中的风险。

２０１０年，澳大利亚还多次根据《贸易实践法》中有关产品质量的规定多次颁布进口

禁令，这些禁令多为期限为１８个月的临时措施。禁令的对象包括新奇打火机、含磁铁儿

童玩具、儿童护理品和餐具等。提醒中国相关出口企业改进技术，降低产品风险，寻求

禁令解禁再次出口的机会，以防止临时禁令演变成永久性禁令。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０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为８８０．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６．５％。其

中，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２７２．３亿美元，同比降低３１．９％；自澳大利亚进口６０８．７亿美

元，同比增长５４．１％；中方逆差３３６．４亿美元。２０１０年中国对澳出口的主要商品为电器

设备、机械设备、家具及寝具、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

衣着附件、钢铁制品、玩具、运动用品、塑料及其制品、车辆、其他纺织制成品等。自澳进

口的主要商品为矿砂、矿渣及矿灰、矿物燃料、铜及其制品、无机化学品、稀土金属、动物

毛、纱线及其机织物、镍及其制品、铝及其制品、锌及其制品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９．３亿美

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７０９．０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澳大利亚的非金融类

对外直接投资额为２９．３亿美元。２０１０年，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项目３１６个，实际使用

金额３．３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澳大利亚关税政策由海关负责制定和执行。澳大利亚有关关税政策的主要法律有

《海关法》、《１９９５年海关关税法》、《消费关税法》、《消费税法》和《新税收制度（商品服务

税）法》以及相关的法案和条例。澳大利亚现行关税法于２００６修订完成，２００７年１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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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始生效。该法规定了澳海关的税则归类、优惠关税政策、适用的税率和适用的国

家，并介绍了进口税则的使用。

澳大利亚进口关税税率列于《１９９５年海关关税法》中，联邦政府根据情况变化随时

对税率进行修改。进口关税税率包括一般关税税率和特别关税税率。特别税率适用于

南太平洋论坛各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东帝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享受发展

中国家的优惠关税。此外，根据有关双边或诸边贸易协定，澳大利亚对原产于新西兰、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大多数商品免税，对原产于加拿大的某些货物也给予优惠税率，对原

产于新加坡的货物给予免税待遇，对原产于美国的９９％的制成品和全部农产品给予免

税待遇，对原产于泰国的９０％的货物给予免税待遇；一般税率适用于所有其他国家和地

区。从１９９６年起，澳大利亚实行关税减让制度。该制度允许对某些进口商品实行关税

减让，这些享受关税减让的商品在澳大利亚国内正常贸易条件下不生产，既没有对其国

内产业构成竞争威胁，也不会对其工业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澳海关对符合进口手工艺

品关税优惠标准的手工艺品免征关税，但是该进口商品必须经澳海关认定属于澳大利

亚法律定义的手工艺品，认定范围包括手工制品原料的制作工序（全部或重要部件由传

统手工制品原料制成）、该产品的制作工序（手工制作；用手持工具制作；用手动或脚动

的工具制作）以及具有与生产国传统手工制品相近的艺术或装饰性特征等。

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对煤和铀征收出口税，其他产品不征收出口税。为了支

持出口，澳大利亚政府通过海关对进口产品再出口实施出口退税政策。该政策规定进

口到澳大利亚的商品在澳境内经过加工、处理、或制成其他产品的零部件复出口，生产

厂商可以要求退进口关税。如果进口商品未经使用复出口，其关税也可以得到返还。

２０１０年３月，澳大利亚国库部宣布将改善海关关税减让机制使其合理化，此次修改

为政府改善法规和微观经济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此次修改的是《１９９５年海关关税法》附

表４，附表４规定了不同情况下对进口产品的关税减让，产品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

定的一些书籍、音响产品等等。修改的目的是降低现行附表的不必要的复杂性，删除过

时条款。

澳大利亚统计局（ＡＢＳ）每年１月１日和７月１日将会修订澳大利亚出口商品六位

海关编码，根据２０１０年６月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发布的通知，今年未对海关编码作

出任何修正。

２０１０年７月，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发布通知，宣布修改国内运输的进口应税货

值（ＶｏＴＩ）的计算。该通知的对象是《１９９９年货物和服务税法》，建议修改某些情况下对

进口应税货值的计算。此次修订主要涉及门对门的进口运输，修订以前，进入澳大利亚

海港或空港后运输至最终目的地前需缴税，修订以后，大部分门对门的进口运输不需要

为国内运输、保险、卸货等服务缴税。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０９年财政年度，澳大利亚最惠国关税简单平均税率为３．５％，其中农产品最惠国

关税简单平均税率为１．３％，非农产品最惠国关税简单平均税率为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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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绝大部分进口产品适用从价税，只有奶酪、生物柴油、果汁、饮料、酒类、

烟草、石油和部分化学产品适用从量税。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澳大利亚宣布下调部分商品关税税率且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正式生

效。其中，客车及其零部件的税率从１０％降至５％。纺织面料、针织和梭织衣服，套衫、

衬衫、下装以及其他纺织成品和鞋类等纺织品、服装和鞋类产品，原税率为１７．５％的降

至１０％，原税率为１０％或７．５％的降至５％，但海关编码和统计代码不变。此外，根据澳

大利亚与美国、泰国、智利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来自这些国家的产品的关税税率自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也正式下调。

２０１０年５月，澳大利亚制定２０１０年关税修正案（航空燃料），上调了航空燃料的关

税。航空汽油和航空煤油的进口关税由每公升０．０２８５４澳元涨至０．０３５５６澳元。随着

航空燃料进口关税的增长，澳大利亚相应的上调了航空燃料的消费税。此次修订自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起生效。

２０１０年２月、４月和８月，澳大利亚数次提高酒类和香烟的关税和消费税。根据

２０１０年８月的最新修订，对包装不超过４８升的啤酒将按酒精度不同征收每升酒精

３６．３１澳元至４２．３１澳元的关税，对包装超过４８升的啤酒将按酒精度不同征收每升酒精

７．２５澳元至２９．７８澳元的关税。对酒精含量１．１５％—１０％的麦芽啤酒和葡萄酒以及酒

精含量超过１０％的葡萄酒饮料征收每升酒精７１．６７澳元的关税。对利口酒等酒精饮料

征收每升酒精６６．９２澳元的关税。对无滤嘴香烟和有滤嘴香烟征收每公斤４１５．８６澳元

的关税，对焦油量不超过０．８克的烟将征收每支０．３３２６７澳元的关税。新税率自２０１０

年８月２日起实施，同日起消费税也将做相应调整。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３日，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发布通知，提高进口奢侈汽车价格门

槛以及节能汽车价格门槛。自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起，奢侈汽车价格标准（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

度）为５７４６６澳元以上，节能汽车价格标准（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为７５３７５澳元以下。其

中，奢侈汽车的进口关税税率为３３％，节能汽车价格不超过７５３７５澳元的免税，超过

７５３７５澳元的部分关税税率为３３％。在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和该通知发布之日期间的奢侈

汽车进口商多缴纳的税额可以获得返还。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澳大利亚涉及出口管理的主要法律有《海关法》、《检疫法》、《进口食品控制法》、《危

险废弃物（进出口规定）法》以及相关的法案和条例。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负责宏观贸

易政策的制定，具体商品进出口的管理由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负责。澳大利亚海

关和边境总署负责进出口货物法律法规和各口岸的监管，以及贸易救济措施的调查和

实施。进口的动植物商品必须接受严格的检验检疫。进口药品必须事先获得药品管理

局的批准。进口机电产品必须预先进行安全认证。

澳政府对部分进口产品进行管制，管制形式分为绝对禁止和限制进口两种。绝对

禁止的产品有：自利比里亚进口的粗制钻石、自杀装置。限制进口的产品有：激素、抗生

素、含有ＡＮＺＡＣ（澳新军团）字样的所有物品、国旗及武器、石棉、猫狗皮毛产品、含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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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陶釉、鲸类动物、化学武器、嚼烟、打火机、含有毒物质的化妆品、伪造的信用卡、冲

散人群装置（喷雾、警棍等）、自巴布亚新几内亚进口的文化遗产、金伯利钻石、电狗脖

套、危险品种狗、麻醉品、人类胚胎基因、危险动植物品种、新颖橡皮擦、塑料爆炸物、轻

武器及弹药、海鲢和鲨鱼等海鱼、电蚊蝇拍、生长荷尔蒙、危险性废品、白炽灯（Ｉｎｃａｎｄｅｓ

ｃｅｎｔｌａｍｐｓ）、化工产品、ＫＡＶＡ（一种灌木）、刀及匕首、手持激光灯、新颖钱箱、臭氧消耗

物质、含有毒物质的铅笔和画刷、杀虫剂及其他危险化学品、色情及其他违禁品（如电脑

游戏）、放射性物质、镇静剂等有治疗作用的药品、未加工烟叶、含有毒物质的玩具、

《１９７４年贸易实践法》（Ｔｒａｄ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ｃｔ１９７４）规定的禁止物品、军用武器、羊毛打包

布（Ｗｏｏｌｐａｃｋｓ）。进口上述产品必须得到环境、文物及艺术部、健康老龄部、农林渔业部

等相应的主管部门的许可。

此外，为了预防瘟疫、防止病虫害、维护环境、保护当地产业以及履行国际协定等特

殊原因，澳海关还可能实行一些临时性和阶段性的进口限制。进口商违反绝对禁止和

限制进口的有关规定，将受到澳政府的严厉制裁。

２０１０年２月，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宣布对药片压片机进行进口管制。药片压

片机是将粉末或颗粒、或者半固体材料制成固体药片的半自动或全自动设备，犯罪集团

经常用其来制造非法药品。进口许可的管理由澳大利亚总检察署负责，只有注册进口

商才可以进口该产品。进口商必须向总检察署递交书面申请以获得许可。进口许可可

以设定特定的条件和要求，如许可有效的期限，以及进口设备的数量。检察总长或授权

人在许可持有人违反这些条件和要求时撤销许可。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１日，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发布通告，鉴于免税货物的进口仍然

要服从关税法等法律的管制，新增了进口免税货物时未能安全保存货物以及未能按照

海关要求对货物负责等违法行为的规定。对于新增的违法行为，海关可处１３２０澳元的

罚款，法院最高可处５５０００澳元的罚款。此外，对于有关未能及时提交货物报告的规定

也做了调整。根据过去的规定，轮船货物报告必须至少在船到港前４８小时内递交，飞机

货物报告必须至少于飞机着陆前２小时内递交。由于有时轮船或飞机可能比预定时间

早到达，澳海关宽限了这一规定，在提前到达的情况下，４８小时或者２小时内未收到货

物报告不会立即作出处罚或起诉。此次修订为了给予企业一定的调整适应期，于２０１０

年６月３０日实施。

２０１０年９月，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发布通知，由于最近在一系列的进口货物中

发现含有石棉的产品，提醒进口商注意遵循有关石棉的禁止规定。澳大利亚禁止进口

的货物中包括石棉及含有石棉的产品，进口商应当提醒海外客户确保产品中不含石棉。

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怀疑到港货物可能含有石棉时，可能会推迟放行货物，要求进

口商安排检验并支付检验费用，丢弃或处置含有石棉的产品，还有可能逮捕进口商并对

其进行起诉。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澳大利亚涉及出口管理的主要法律有《海关法》、《检疫法》、《出口控制法》、《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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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生物多样化保护法及规定》、《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法及规定》、《危险废弃物（进出

口规定）法》及相关的法案和条例。

澳政府对部分出口产品进行管制，管制形式分为绝对禁止和限制出口两种。绝对

禁止出口的产品有：向阿富汗出口的无水醋酸，自杀装置。限制出口的产品有：向阿富

汗出口的武器，石棉，猫狗皮毛，可能被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生物装置及化学

合成物，伪造的信用卡，文化遗产，鲸类动物，炸药、军用车、雷达等战备装置，麻醉药，珊

瑚、象牙等华盛顿公约（ＣＩＴＥＳ）规定的濒危动植物品种，武器及弹药的商业出口，私人

武器及弹药，具有爆炸、易燃或有毒等特性的危险废品，人体血液和组织，向利比亚出口

的军事装备，臭氧消耗物质，色情及其他违禁品（如电脑游戏），可转化成可能被滥用物

质的材料，医药福利计划（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Ｓｃｈｅｍｅ，ＰＢＳ）下的澳大利亚政府补

贴的处方药，铀等核裂变物质，对太平洋岛及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放射性废品，向卢旺达

出口的军事装备和辅助军事装备，向塞拉利昂出口的辅助军事装备，对亚南极水域产的

南极犬牙鱼，１００升以上的白酒，白兰地，葡萄酒。出口上述产品必须得到健康老龄部，

环境、文物及艺术部，外交外贸部，工业旅游资源部和卫生部等相应的主管部门的批准。

２０１０年３月，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发布通知，宣布自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３日起在综

合货运系统（ＩＣＳ）中添加出口退税申请功能。开通电子退税申请功能将有助于增加企

业和海关的工作效率，加速申请付款，减少纸质文件传输过程等等。

出口市场发展补贴（ＥｘｐｏｒｔＭａｒｋｅ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ｒａｎｔｓ，ＥＭＤＧ）计划是澳大利亚

政府为现有的和潜在的出口商提供的主要财政支持计划，由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Ａｕｓ

ｔｒａｄｅ）主管。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中小型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年收入及出口推广

费用满足一定条件、主要从事出口业务的任何澳大利亚个人、组织或公司都可以申请返

还一定的出口推广费用。出口推广费用须为货物和大部分服务的出口、澳国内旅游，知

识产权和技术出口、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会议所用。２０１０年，澳政府对出口市场发展补贴

计划做了修改：最大返还金额由２０万澳元降为１５万澳元；企业可以申请返还的数量限

额由８个降为７个；知识产权申请费用为每笔５万澳元；最低收费门槛由１万澳元上调

至２万澳元；联营企业的收入标准由３０００万澳元上调至５０００万澳元，等等。此次修订

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生效。２００９年澳政府曾修改出口市场发展补贴计划，放宽了若干标

准，２０１０年的修改又将已经放宽的标准重新归于严格化。

４．贸易救济制度

澳大利亚现行反倾销法律主要包含在《海关法修正案》和《关税法修正案》中。澳大

利亚没有专门的反补贴立法，反补贴内容都包含在反倾销的有关法律中。澳大利亚海

关和边境总署在审查反倾销申诉时，同时审查有无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如运费优惠、

出口奖励及同出口有关的关税减免、延期交税，低于市场利率的出口信贷等。

澳大利亚负责处理反倾销事务的行政管理机构主要有海关、司法和海关部长、贸易

措施复议官。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既是反倾销调查部门，又是裁决机构。澳大利

亚海关和边境总署下属的贸易措施司具体负责反倾销及反补贴事务，其职能是落实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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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反补贴措施的调查、实施、改变或维持；向内政部部长提出实施、改变或维持反倾销

反补贴的建议；管理和协调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实施。司法和海关部长是澳大利亚反

倾销措施的最终决策者，海关须根据各利害关系方提交的意见审查相关证据，然后作出

最终的基本事实报告和相关建议，并提交给司法和海关部长。贸易措施复议官由负责

海关事务的司法和海关部长任命，其可应当事人的申请，对征收最终反倾销税、不予立

案、终止调查和税率计算等方面的决定进行行政复议。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澳大利亚投资政策的决定机构是澳大利亚国库部，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

（ＦＩＲＢ）具体负责外商投资的审批事务。澳大利亚涉及投资的主要法律有《１９７５年外资

并购与接管法》（ＦＡＴＡ）、《１９８９年外资并购与接管条例》。这两部法律规定了外商投资

门槛（美国除外，对美国的规定见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外国政府及机构在澳投资的项

目，无论规模大小，均须申报。媒体和住宅用房地产都是澳大利亚比较敏感的投资

领域。

２０１０年３月，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ＡＣＣＣ）表示将会寻求更严厉的方法来

惩罚违反商业竞争的行为，包括卡特尔行为。通过确定这些适当的制裁和惩罚政策，使

澳大利亚符合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的反垄断制度。对于反竞争行为，最高的刑

期可达１４年，而各种滥用市场力量的违法行为，平均罚金为１０００万澳元。

２０１０年７月，澳大利亚政府表示从７月２日起对资源开采类企业开征３０％的资源

税，起征点为５０００万澳元，征收对象为铁矿石和煤。新税则的细则规定，允许企业将存

量资产的账面价值在起征后的前５年进行抵扣，从而避免新资源税赋给企业带来过大的

资金负担，企业在起征前５年的税基是，矿产销售收入减去可抵扣成本（含探矿成本）、当

期可抵扣的资产价值和可递延的亏损。新税制将鼓励企业最大程度开发资源，减少资

源开采中的浪费。

２００９年８月４日，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发表声明修改投资管理体制，从２００９年９月

２２日起开始实行修改后的《１９８９年外资并购与接管条例》。根据此次修改，曾经对外国

私人投资者所设的四个最低门槛将统一为一个，即美国除外的外国私人投资者，投资金

额在２．１９亿澳元以下，均不需要向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提交申请。美国私人

投资审核门槛维持９．５３亿澳元不变。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澳大利亚将这一标准调整为

２．３１亿澳元，美国私人投资审核门槛为１０亿澳元。２０１０年９月，澳大利亚联储局提议

要求彻底改革外商投资机制，并考虑调整双边贸易策略。澳大利亚联储局认为，澳现行

的外商投资机制过于复杂，没有坚实的法律支撑，澳大利亚应该继续欢迎外商投资，将

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下达成的投资限额拓展至所有贸易伙伴。

澳大利亚《公司法》规定，投资者收购上市公司股份超过２０％时，必须履行全面要约

收购义务或申请豁免。澳《公司法》虽然以２０％为界做出了一定的义务规定，但并未明

确规定超过２０％就否决收购，不超过２０％就允许收购，给外国投资者造成了一定的困

惑。２０１０年澳大利亚收购委员会以怀疑首钢集团与另一家关联公司在吉布森山铁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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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持有的股份加起来超过２０％为由，否决了首钢集团收购澳大利亚吉布森山铁矿公司

的交易。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检验检疫制度

澳大利亚有关产品检验检疫的主要法律法规有《１９０８年检疫法》、《出口控制法》、

《１９９３年进口食品控制法》以及《２００３年进口风险分析手册》。对应的检验检疫法规有

《２０００年检疫条例》（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０）、《１９９８年检疫公告》等。澳大利亚检

验检疫局及农林渔业部下属的生物安全局是进口产品检验检疫工作的主管机构。所有

进口澳大利亚的食品都必须符合《１９９３年进口食品控制法》的有关要求，并符合《澳新食

品标准法》所设定的相关标准。

澳大利亚实行进口风险分析制度，外国动植物产品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前，首先必须

提出进口申请。由澳大利亚生物安全局决定进行快速评估或者进行进口风险分析

（ＩＲＡ），评估合格方准予进口。由于受ＩＲＡ管理程序各环节限定的期限，要完成一项常

规的ＩＲＡ工作一般至少需要４３５天。中国对澳出口的水果、蔬菜和部分经济作物受影

响较大。

２００２年３月，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颁布了木质包装植

物检疫措施标准《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的管理准则》（ＩＳＰＭ第１５号）。这一标准规

定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木质包装都应该经过检疫处理，采用全球认可的检疫处理标记，

输出国官方机构不再出具植物检疫证书。２００９年４月，ＩＳＰＭ１５修改为，木质包装材料

应去掉树皮，但允许带有加工过程中未完全去除的小块树皮。如果树皮宽度小于３厘米

（不论长度大小），或者宽度大于３厘米，但单块树皮的总表面积（长×宽）小于５０平方厘

米，则允许带有任何数量的直观上分离且明显分开的小块树皮。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３日，澳

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发布行业通告，决定自７月１日起采用ＩＳＰＭ１５对所有木质包装材

料的树皮允许水平。任何木质包装和垫舱木超过ＩＳＰＭ１５标准规定的树皮允许水平，

将被采取除害处理、出口或销毁措施，所需费用由进口商承担。但澳大利亚生物安全局

仍要求作为商品进口的木材（任何非木质包装材料的木材）不带树皮。这意味着对于商

品木材，只允许带有环绕树节的内生皮及年轮间的夹皮。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４日，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发布号检疫警告，向苗木及种子进口商通

报了苗木及禁止进境种子的入境管理程序。其中有关进口许可证方面的要求有：进口

前须取得进口许可证；进口商须确保其进口的每种植物都包含在进口许可证内；不带有

效进口许可证的货物将被再出口或销毁，费用由进口商承担。所有空运和邮寄货物应

按照以下方式书写地址：进口商名称；进口商地址；ＡＱＩＳ苗木／种子部门的详细地址。

有关管理活体植物及禁止进境种子的一般程序包括：１．货物抵达后，所有文件须提交给

检疫官审核；２．进口商有责任遵从所有进口要求及发布的任何检疫指令；３．如果（ｉ）植物

材料逃避检疫，未经检疫干预，到达后直接运往进口商处，或者（ｉｉ）进口商接收违反进口

许可证所列条件（如植物材料需在入境后植物检疫设施内种植）的植物材料，则进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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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责任保护植物材料安全，并联系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以确保符合所有植物检疫

要求。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６日，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发布行业通告，向相关离岸除害处理单位、

进口商和报关代理单位通报了永久性防腐剂处理证书的新要求。木制品只有在加压室

内经木材防腐剂处理（防腐剂的该处理用途需经该国注册，并被澳检验检疫局认可），其

永久性防腐剂处理证书才可接受。永久性防腐剂处理须至少渗透木材的所有边材。根

据此次修改，布永久性防腐剂处理证书应包含向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保证按要求进行

防腐剂处理的额外声明。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将只在永久性防腐剂处理符合其要求

时，才会接受加工木制品、锯材和木制型材的永久性防腐剂处理证书。在过渡期间，澳

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如担心未按照澳大利亚的标准进行防腐剂处理，将要求进口商提供

更多的文件，如永久性防腐剂处理的详细资料。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７日，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发布行业通告，通报了食用海洋软体动物

新商业性进口条件。如果食用海洋软体动物符合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的“非牡蛎或蜗

牛类海洋软体动物”进口条件，其商业性进口将不需要进口许可证。自８月２３日起，新

修订的进口条件将包括以下条款：一、所有商业性食用新鲜冷冻软体动物的每一包装上

须标注“仅供食用，不用作水生动物的饵料或饲料”。二、所有商业性食用新鲜冷冻软体

动物须随附声明以下内容的进口商申报单：（１）该进口非牡蛎或蜗牛类海洋软体动物仅

供食用；（２）如因任何原因，该货物不再适合食用，将不会被转用作饵料、水产饲料或动

物饲料。需注意，所有用作饵料、水产饲料或动物饲料的软体动物的进口需要进口许

可证。

２．知识产权相关法规

澳大利亚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规主要有《１９９０年专利法》、《１９９１年专利条例》、

《１９９５年商标法》、《１９９５年商标法条例》、《１９９４年植物育种者法》、《１９９４年植物育种者

条例》、《２００３年外观设计法》（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ｓＡｃｔ２００３）、《２００３年外观设计条例》。澳大利

亚知识产权的主管部门是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日，澳大利亚专利局上调了某些专利申请官方收费标准。进入澳大

利亚国家阶段的专利申请官方收费拟从３２０澳元涨至３４０澳元；临时专利申请收费拟从

８０澳元涨至１１０澳元。此外，还将增加一项新的收费项目以有效弥补现行收费的漏洞。

这一漏洞使许多澳大利亚专利申请人可能逃避专利申请一受理就应提交的额外权利要

求费。经调整后，这些额外权利要求费将在专利申请受理之际征收，如果权利要求超过

２０项，每项要求收费１００澳元。

（四）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澳大利亚发布空调新要求实施时间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澳大利亚器具能源能效部，加热和制冷处理团队公布了空调新要求

的实施时间，旨在提醒制造商和进口商有关额定制冷能力不超过６５千瓦的空调器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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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能效标准（ＭＥＰＳ）。拟议中的空调新要求陆续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后开始生效，生效

的内容包括：新的能效计算方法和新标签设计；大部分产品制冷模式的更严格最低能效

标准；对具备制热功能的产品首次引入加热模式最低能耗标准；引入降低待机能耗和曲

轴箱加热器的功耗要求；需求响应性能显示。此外２０１１年４月还将更新纳入待机能耗

和其他非经营性能源消耗的制冷和加热设备的最低能耗标准，并纳入强制性功率因素

要求。

（２）澳大利亚禁止进口和销售类似玩具的新奇打火机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０日，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２００９消费者保护通告第２５号》，对类似

玩具的新奇打火机发布为期１８个月的进口和销售禁令。这些类似玩具的新奇打火机对

５岁以下的儿童特别具有吸引力，成年人一般难以将其视为打火机。因此，澳大利亚政

府针对这些商品颁布了为期１８个月的暂时禁令。

（３）澳大利亚关于含有磁铁的儿童玩具强制性标准生效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６日，澳大利亚发布关于含有磁铁的儿童玩具的强制性标准（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ＮｏｔｉｃｅＮｏ．５ｏｆ２０１０），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正式生效。该强制性标准

适用于供１４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含有磁铁的产品，但不适用于下列产品：运动物品、露营

产品、自行车、家用和公共运动场所设备、蹦床；电子游戏件、由燃气或蒸汽发动机供能

的模型以及时尚珠宝。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后，供应商应确保他们向澳大利亚提供的所有

相关产品符合该强制性标准，否则将被大量罚款并召回。

（４）澳大利亚对含有ＤＥＨＰ的某些玩具和儿童产品发布暂时禁令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日，澳大利亚政府发布公告，宣布从通知发布日起１８个月内，暂时禁

止在某些玩具、儿童护理品和用餐容器和餐具中使用浓度超过１％的邻苯二甲酸二２乙

基己酯（ＤＥＨＰ）。根据此次通知，为年龄在３６个月或以下的儿童使用，并可预知可能被

儿童吸吮和／或咀嚼的玩具、儿童护理品、喂养用的容器和餐具，如果含有浓度超过１％

的邻苯二甲酸（２乙基己基）（ＤＥＨＰ），为不安全产品。但该规则不适用于下列产品：衣

服和鞋；运动产品；协助儿童在受看护情况下在水中漂浮或游泳的漂浮辅助用品和漂浮

玩具；以及二手商品。

（５）澳大利亚玩具安全政策更新

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品委员会发布了“供应商公报———儿童玩

具和指甲油中的铅及特定元素”的公告。２００９年，澳大利亚消费者保护通知１号曾规定

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提供给澳大利亚市场的儿童玩具中的铅和其他元素的迁移量不

得超过ＡＳ／ＮＺＳＩＳＯ８１２４．１：２００３中规定的含量，提供给澳大利亚市场的指甲油中的铅

和其他元素的迁移量不得超过ＡＳ８１２４．７元素２００３第４．４条规定的含量。此次公告

中，根据２００９年消费者保护通知１号公布的法定标准，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品委员会概述

了儿童玩具及指甲油中可接受的铅及特定元素含量，同时认可了ＥＮ７１３、ＩＳＯ８１２４．３

或ＡＳ／ＮＺＳＩＳＯ８１２４．３以及ＥＮ７１７可用于符合性测试。

对与许多玩具和指甲油供应商已根据欧洲标准进行的铅和其他元素迁移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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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品委员会均认为其测试结果与根据澳新标准测试的结果拥有同等

效力。

（６）澳大利亚禁止进口和销售含有珠子的可充气型的玩具、新奇物品和家具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澳大利亚政府颁布《２０１０年消费者保护公告第１９号》，对含有珠

子的可充气玩具、新奇物品和家具实施为期１８个月的进口和销售禁令。依据禁令，以下

可充气的玩具、新奇物品和家具是不安全的：可以用嘴充气；并且含有聚苯乙烯等材料

的小珠子或小球，在充气或放气的过程中可能被吸入口中。

（７）澳大利亚对溜溜水球实施进口和销售禁令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２０１０年第２１号消费者保护公告，宣布从公

告发布之日起，对溜溜水球实施为期１８个月的进口和销售禁令。溜溜水球及类似产品

是指一种意图抛掷并可返回到手中的玩具，它包括一条可伸长至至少５００毫米的弹力

绳，通常绳的一端有可以套在手指上的绳圈，另一端是采用合成材料制成的柔软物体。

该临时禁令不包括户外玩具和运动玩具，例如固定在弹力绳上训练用的网球、用弹力绳

系住球的球棒，以及“ＹｏＢｅ飞碟”等。

（８）澳大利亚出台拉绳内部窗用覆盖产品法规

２０１０年９月，澳大利亚政府颁布２０１０年贸易实施（消费品安全标准—拉绳内部窗

用覆盖产品）法规，宣布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起，拉绳内部窗用覆盖产品（百叶窗和窗

帘）应符合该法规的要求。这一标准为强制性法规，要求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之后供应的

拉绳内部窗用覆盖产品应符合以下要求：零售包装上应带有警示标签（“警告：窗帘和百

叶窗拉绳已造成幼儿死亡，因此在安装时必须避免勒束危险。请按照说明安装。”）；拉

绳上应带有警示标签或吊牌，注明可能对儿童造成勒束危险（“警告：已有幼儿因颈部缠

绕松散的窗帘和百叶窗拉绳或索链而死亡。请将拉绳或索链固定在拉绳导向装置上，

或缠绕在夹板上，避免儿童接触。窗户拉绳或索链附近请勿放置小床和家具。请勿取

除本标签。”）；安装说明中应标明避免造成勒束儿童的危险，并提供安装拉绳内部窗用

覆盖产品的实用指南；产品应包含安装说明中列举的保证拉绳安全性的所有部件。如

果拉绳内部窗用覆盖产品带有拉绳导向装置，那么该装置必须符合以下要求：在受到来

自任一方向的７０Ｎ拉力１０秒时间内，仍能牢固地附着于墙壁或安装说明中标明的其他

架构；可以避免拉绳在不高于地面以上１６００毫米的位置形成２２０毫米或更长的环形

绳圈。

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１）澳大利亚修改进口裸根苗木线虫处理要求

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发布检疫警告称，出于安全考虑，将取消对

裸根苗木实施杀线虫剂处理。修订后的检疫措施要求所有裸根苗木在到达澳大利亚后

需接受针对线虫的检验检疫。根据修订后的进口条件，感染植物寄生性根线虫的苗木

将被拒绝入境，并要求采取再出口或销毁处理措施。此外，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表示，

已签发的进口许可证，将不再根据修订重新颁发。然而，所有的裸根苗木须符合修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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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苗木进口条件中的检验检疫程序。

（２）澳大利亚发布天然纤维土工布进口条件

２０１０年２月４日，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发布检疫警告，制定了土工布（Ｇｅｏｔｅｘｔｉｌｅｓ）

的新进口条件。土工布是用于土壤侵蚀控制、抑制杂草和景观美化的纺织品。新进口

条件适用于由许可的天然纤维如椰壳纤维、黄麻和大麻制成的席垫、毯子、网织物和纤

维仿木等产品。新进口条件主要内容如下：

进口商责任：不需要进口许可证，每批货物在到达澳大利亚前须不带活体昆虫和其

他检疫风险材料，货物包装必须是干净的、新的，运输货物的集装箱、木质包装、托盘或

铺垫材料在到达澳大利亚后须接受检验和处理，除非经证实已采用澳大利亚检验检疫

局认可的方法进行过处理。

检疫程序包括：１．所有货物将在检疫认可设施内接受完全开箱检验，以查验是否携

带活体昆虫、杂草种子和其他检疫风险材料。２．经过检验，所有货物符合以上进口条

件，将给予放行。３．如果对鉴定结果或材料的最终用途存在质疑，货物将被扣留，进口

商负责针对鉴定结果和最终用途提供证据。４．如果在查验过程中发现无法鉴定的、禁

止的、感病的或活体植物材料（非种子），货物将被要求进行干热处理、环氧乙烷熏蒸处

理、γ辐照处理、再出口或销毁处理，所需费用由进口商承担。５．如果在查验过程中发现

禁止的、限制的或无法鉴定的种子，货物将被要求进行湿热处理、环氧乙烷熏蒸处理、γ

辐照处理、再出口或销毁处理，所需费用由进口商承担。６．如果在查验过程中发现活体

昆虫，将由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的昆虫学家进行鉴定，货物将被要求进行溴甲烷熏蒸处

理。针对活体昆虫的熏蒸处理须在其他任何处理方式之前进行，所需费用由进口商承

担。７．如果在查验过程中发现土壤和其他杂质（如粪便、动物性材料等），货物将被要求

在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的监管下清除所有污染物、高压蒸气灭菌处理、环氧乙烷熏蒸处

理、γ辐照处理、再出口或销毁处理，所需费用由进口商承担。

需注意的是，针对非用于土工布的椰壳纤维产品（如门前地垫、包装袋、刷子、篮内

衬）的进口条件将保持不变。如果样品可提供给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进行核查，整箱货

物仍然可以选择箱门前检验。

（３）澳大利亚通报干草药新进口条件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日，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发布检疫警告，通报了通过邮寄或空运进口

的用于食用或人体治疗用途的非商业性干草药的新进口条件。新进口条件适用于个人

携带的，每个类别产品重量不超过１公斤的所有用于食用或人体治疗用途的干植物部分

（包括种子、果实、药草、茎皮和根）及其混合物。重量超过１ｋｇ的产品须符合商业性进

口条件，否则将被再出口或销毁。新进口条件如下：１．不需要进口许可证。２．不需要入

境检疫证。３．所有植物材料或包装应标明完整的植物学名，即属名和种名，或者易于识

别。４．所有植物材料须彻底干燥，不能繁殖。５．每批货物将接受检验，以确定不带禁止

进境的种子、活体昆虫、土壤或其他检疫风险材料。６．如果货物未标明植物学名、某种

干草药未列入进口条件或者检疫官无法鉴定植物物质，并且货物中不含种子，将采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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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处理措施之一：ａ）热处理；ｂ）γ辐照处理；ｃ）出口；ｄ）销毁，所需费用由进口商承担。７．

如果经检验发现种子，将采取以下处理措施之一：ａ）γ辐照处理；ｂ）出口；ｃ）销毁，所需费

用由进口商承担。８．经过检验和处理，符合以上进口条件的货物将给予检疫放行。商

业性干草药和植物物质的进口条件保持不变。

（４）澳大利亚通报大宗肥料等货舱内检验程序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发布行业通告，向相关进口商、代理商和船

务代理商通报了修订后的大宗肥料、粮食、饲料和鱼粉的货舱内检验程序。自８月１日

起，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官员将不再进入船舶货舱对大宗肥料、粮食、饲料和鱼粉进行

检验，但将从船甲板上抽取样品。此前，对于所有大宗饲料、粮食和二级（中等风险）、三

级（高风险）大宗肥料均要求货舱内检验。检验前，仍需要每一货舱的气体检验证书，以

确保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官员在该环境中的工作安全。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澳大利亚总体关税水平较低，税率一般在０～５％之间，平均关税为３．５％左右。有

近５０％的产品为零关税，但对汽车、纺织品、服装及鞋类产品仍然维持１０％—２５％不等

的高关税。澳大利亚还对进口葡萄酒和高档汽车分别征收 “葡萄酒税”（ＷｉｎｅＥｑｕａｌｉｓａ

ｔｉｏｎＴａｘ）和“豪华汽车税”（ＬｕｘｕｒｙＣａｒＴａｘ）等特定产品征税。这实际上造成了对上述

进口产品的进口税赋较高，对该类产品的进口贸易具有负面影响。

此外澳大利亚还根据消费指数的变化频繁地调整关税和消费税。２０１０年２月、４月

和８月，澳海关先后三次提高啤酒、葡萄酒、香烟等的关税。对啤酒最高可征收每升酒精

４２．３１澳元的关税，对葡萄酒最高可征收每升酒精７１．６７澳元外加５％的关税，对雪茄烟

和卷烟也征收高达每公斤４１５．８６澳元的关税，此类产品的消费税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对于同类产品的出口生产商来说，不断上调的关税增加了出口成本，削弱了外国出口生

产商与澳本国同类产品生产商的竞争力。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机构负责制定技术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联邦政府以及各州地区

政府的法律和管理制度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产品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难度。

（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澳大利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体制严格，对众多农产品进口实施严格的限制甚至

禁止措施。澳大利亚农林渔业部下属的生物安全局（Ｂｉ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规定，外国

动植物产品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前，首先必须提出进口申请。澳生物安全局根据申请决

定进行快速评估或者进口风险分析，认为经实施风险管理措施后其风险水平可以接受

的产品，方准予进口。如果某一动植物产品缺乏进口申请、未经风险分析、分析未完成

或分析认为其风险水平不可接受，则不得进口。进口风险分析程序周期时间过长，技术

规定也很模糊。中国受影响较大的产品主要有水果、蔬菜及部分经济作物。

２００１年，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即向澳方提出对中国苹果开放市场准入的要求。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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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３月１７日，澳生物安全局正式宣布对中国苹果启动进口风险分析。２００９年１月，澳

生物安全局发布了对中国苹果的进口风险分析报告草案。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中澳双方就果

园与包装厂注册管理、有害生物监测与控制、非疫区建立、预检及出口检验检疫等要求

进行了磋商，并就中国新鲜苹果出口澳大利亚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达成共识。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１０日，中国质检总局发布了中国苹果获准向澳大利亚出口的决定。但澳大利亚国

内果农对此决定相当不满，要求政府进行干预，推翻允许进口中国苹果的决定。在澳大

利亚果农耗资数百万打造的全新广告中，中国苹果被打上第二等级的烙印。中国苹果

历经近１０年的艰辛谈判才获准进入澳大利亚市场，但市场准入大门的打开并不意味着

出口的道路将一帆风顺，本地同业者的反对将对中国苹果进入澳大利亚市场构成一定

的阻碍，构成事实上的贸易壁垒。

２０１０年３月，澳大利亚做出了取消牛肉进口的决定。但随后不久，澳大利亚农业部

长宣称将对除新西兰外其他所有国家的牛肉展开进口风险分析。风险分析程序的启

动，将使得外国牛肉的进口禁令将至少延长两年。

（四）贸易救济措施

１．案件概况

２０１０年，澳大利亚对中国产品发起１起反倾销调查，并对案件做出终裁。２０１０年，

澳大利亚对２００９年发起的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和１起反倾销单独调查作出裁

决。截至２０１０年底，澳大利亚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５３起（含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反倾

销立案调查。

２０１０年，澳大利亚对中国产品发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情况如下：

表１：２０１０年澳大利亚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　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４月１４日 浮法玻璃 ７００５２９００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作出终裁：存在倾销，但未造成实质

性损害，因此终止反倾销调查。

　　此外，２０１０年，澳大利亚还对许多２０１０年以前立案的调查作出裁决或重新进行

调查：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２日，澳大利亚海关发布公告，认定原产于中国的卫生纸并未对澳国

内产业造成损害，撤销原审调查做出的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该案原审调查于２００８年

３月发起，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作出肯定性终裁。２００９年１月，应诉中国企业向澳贸易措施复

议官提出行政复议，要求对本案进行重新调查。２００９年７月澳海关应澳贸易措施复议

官要求进行重新调查。

２０１０年８月４日，澳大利亚海关决定取消对原产于中国的胶合板反倾销调查，其理

由是虽然中国涉案产品存在倾销，但未对澳大利亚国内产业造成损害。该案原审调查

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发起。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澳大利亚决定取消对原产于中国的空心结构钢材的反倾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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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该案原审调查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发起，２００９年６月作出无损害裁定。由于澳国内企

业向澳贸易措施复议官申请进行复审，无损害裁定被取消。２００９年９月，澳大利亚海关

重新启动调查。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３日，澳大利亚对原产于中国的蘑菇罐头反倾销案进行反倾销期中复

审立案调查，调查期为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该案原审调查于２００５年

４月发起，２００６年１月作出肯定性终裁。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１日，澳大利亚对原产于中国的碳酸氢钠反倾销案作出日落复审终

裁，决定继续对原产于中国的碳酸氢钠征收反倾销税。该案原审调查于２００５年３月

发起。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澳大利亚对原产于中国的铝挤压材反倾销反补贴案作出终裁，

对中国铝挤压材加征２．７％—２５．７％的反倾销税和３．８％—１８．４％的反补贴税（针对台

澳铝业公司的调查仍在进行中）。该案原审调查于２００９年６月发起，２００９年１１月作出

初裁，征收１６％的临时反倾销税。在该案中，澳海关一方面认定中国铝挤压材行业不存

在特殊市场状况，另一方面却认为中国政府的多项措施影响了中国国内的原铝价格，使

该价格不能合理反映竞争市场价格，不适宜用作计算中国铝挤压材的正常成本。澳海

关因而采用调查期内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原铝价格作为替代价格。该案是澳承认中国市

场经济地位后首次在反倾销调查中采用替代数据计算中国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澳方

的做法形成了对中国企业不利的先例，涉嫌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五）服务贸易壁垒

澳大利亚对银行、航空等行业实行个案审批制度，并对这些行业设定了限制措施。

１．银行业：外国投资者投资澳银行业，需符合《１９９５年银行法》、《１９９８年金融部门

法》（ＦＳＳＡ）及其他相关的银行政策。澳大利亚政府对外国公司购并澳银行的申请进行

逐案审批，且审批标准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外国银行只有在其和母行的财务状况均良

好，且同意遵守澳审慎管理局有关审慎监管（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ｕｔｈｏｒｉ

ｔｙ（ＡＰＰＡ））的协议后，才能获取许可。

２．航空业：外头投资者在澳大利亚国际航空运营商中的股权不得超过４９％。除此

之外，外国投资者还必须满足一系列“国家利益”标准：例如机组人员的国籍、企业的运

营地点等。

３．机场：《１９９６年机场法》规定外资在机场中的股份不得超过４９％，在航空运营商

中的股权不得超过５％，且在悉尼机场、墨尔本机场、布里斯班机场和佩斯机场之间不得

享有交叉股权。

４．海运：《１９８１年海运管理法》规定凡是在澳大利亚注册的船只都必须由澳大利亚

公民或者澳大利亚公司拥有多数股权，除非该船只由澳籍经营者特许定制。

５．媒体：所有外国人在澳大利亚向媒体投资，只要股份超过５％，无论价值大小，一

律要进行需预先审批（ｐｒｉｏｒ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６．电信：外国投资累计在Ｔｅｌｓｔｒａ公司中的股权不得超过３５％，单个外国投资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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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超过５％。

此外，澳大利亚还对外国人投资房地产做出了限制。外国人投资房地产须获得事

先认证。对于居住用住宅，无论房产价值大小，外国投资者都必须通知澳大利亚政府其

获得的利益。对于商业性住宅，在发达商业区５千万澳元以上的房地产获得５百澳元以

上的利益需向澳政府申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４日，澳大利亚有对私人投资房地产政策做了

修改，规定购居住用住宅也需事先申报并通知政府所获得的收益。澳大利亚对房地产

投资方面的繁琐的程序性规定给外国投资商带来了投资障碍。

四、投资壁垒

澳大利亚鼓励外资进入，但一直保留着外资审查制度。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７日，澳政府

发布了《与外国政府有关的外资来澳投资审查指南》，在既有外资审查程序的基础上，对

与外国政府有关的资本赴澳投资的审查额外考虑６项因素，以确保这些投资符合澳大利

亚的国家利益。这些因素包括：投资者的运营是否独立于相关的外国政府；投资者是否

受法律约束，是否遵守法律和通常的商业行为准则；投资是否会阻碍竞争，是否会导致

涉案产业或领域过度集中或过度控制；投资是否会对澳大利亚政府收入或其他政策造

成影响；投资是否会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造成影响；投资是否会影响澳大利亚企业的

运作及其对澳经济、社会的贡献。澳联邦政府称，制定该指南是为了保证政府在对“国

家利益”进行各案审查时具有明确标准，从而提高联邦政府审批外国投资申请时的透明

度。中国赴澳投资的主题多为国有企业或主权基金等，该指南的出台对中国企业赴澳

投资产生了重大影响，扩大了澳联邦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加重了中国企业的法律负担，

并使中国企业赴澳投资的风险大大增加。

２００９年，中国化工、能源等众多企业多次向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提出收购

申请，但是屡遭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拖延审批，而且澳外商投资评审委员经常

提出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中国企业被迫多次重新申请，有的企业在多次申请多次被

拒以后只好放弃。

２０１０年７月，澳大利亚政府表示从７月２日起对资源开采类企业开征３０％的资源

税，起征点为５０００万澳元，征收对象为铁矿石和煤。这一政策不仅影响外国参股的矿

山，也对澳洲本土矿产企业产生影响。征收资源税将使企业投资回报期会大大加长，也

会影响中国对澳新投资的积极性。如，中钢集团就曾表示不排除更改原有投资计划，武

钢也表示将重新考虑与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的合作，宝钢则称澳新税政将会使中国企业

赴澳投资更趋于谨慎，投资步伐可能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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