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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重大投资者签证(SIV)

澳大利亚重大投资者签证(SIV)项目是为了推广以投资为基础的移民计划.该
计划是专为境外个别投资者愿意在澳投资至少五百万澳元, 为期至少四年,
并希望维持在澳的生意和投资活动而创立.1
何为符合条件的投资?
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授权, 目前符合投资条件的框架是为了直接投资至澳洲创新产业及提供澳大利亚新概念、研究及
发展的商业化机会所设计的.
重大投资者签证符合条件的投资组合(2015年7月1号之后)

• 至少 $500,000 的金额必须投资于符合条件的澳大利亚创业投资和
成长型私募股权基金. 这些基金专注于投资创业公司, 尚在初期阶
段的生意及小型的私人企业. 2
• 至少 $1,500,000 的金额必须投资于符合条件的管理基金. 此基金用
于投资新兴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符合市值要求的企业.
• 剩余的 $3,000,000 资金可投资于管理基金或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
所有投资上市企业发行的股票, 或债券的投资公司, 投资级澳大利
亚公司债券, 澳大利亚房地产（民用住宅比例不超过 10%)及澳大
利亚银行持有的现金.
澳大利亚创业投资基金 – $500,000
新兴企业基金 – $1,500,000
其他管理基金 – $3,000,000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会阶段性审视SIV计划. 目前的最新内容已于2015年7月1日
推出. 在2015年4月24日之前已提交或已被提名的申请人,将依照前一个投资标
准进行临时居留签证的审批.

来源: 移民和边境保护署

财富管理建议
NAB私人财富管理在澳大利亚为您提供全面的咨询服务. 我们的投资顾问都是经过资历, 经验和高素质的技术水平等
考核认证下精心筛选的. 他们也将视您个人的情况, 意向及喜好做出为您量身定制的建议.
凭借着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NAB)内部,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集团(NAB集团)和外部专家的专业知识及洞察力的支持, 我们
的投资顾问能够结合运用各种投资理财策略, 以满足 SIV 投资组合的要求.

1 关于重大投资者签证的详细情形请查阅:
– 移民和边境保护署网站: https://www.border.gov.au/Trav/Visa-1/188–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网站: http://www.austrade.gov.au/International/Invest/Guide-to-investing/Coming-to-Australia/significant-and-premiuminvestor-programmes
2 如果您对符合条件的创业投资和成长型私募股权基金有任何进一步的问题，可以透过电话 (13 28 46)或邮箱(venturecapital@industry.gov.au)向产业及
科技部门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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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重大投资者签证(SIV)
创业投资和成长型私募股权基金
SIV申请人在签证被批准后有长达12个月的时间用于投资符合条件的创业投资和成长型私募股权基金. 在这12个月的
时间里，资本可以由澳大利亚的银行或符合条件的现金管理帐户代管.
NAB 私人投资顾问在澳大利亚能帮助您识别有潜力的创业投资和成长型私募股权基金，这将协助您选择您SIV的投资
项目并有效管理您的资产. 您在澳大利亚的客户经理也将协助您执行这项投资(包括持续的资本要求), 直至指定的资
金全额投入.

关于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国民银行(NAB) 是澳大利亚最顶尖的银行和最大的上市机构之一, 管理和协调着在澳大利亚和国际上与各类零售, 企
业和机构型客户的关系. 2013年全球金融杂志评选NAB 是全球在资产管理及长期性用评级上排名第16最安全的银行.
NAB 私人财富在由高净值投资者投票的 2013年‘年度最佳私人银行’精明投资者 – 蓝丝带奖的评选中获得15项大奖

中的14项. NAB 私人财富在2014年度的澳大利亚欧洲货币奖评选中获得整体私人银行服务最佳，
并在2012和2013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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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杰出私人银行评选中连续两年获得‘澳大利亚最佳私人银行’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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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 NAB 私人财富可以为您开启正确的投资之门, 并得到澳洲国民银行集团, 包括MLC, JBWere, JANA 和NAB
资产管理的专业支持, 以及引领业界的第三方投资解决方案.

与我们SIV的客服团队联系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了解SIV客户的特定需求. 因此, 我们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其中包括讲中文的客户经理, 旨在协助您
最直接简便地移民澳大利亚.

请与我们联系取得更多讯息
网站: migrant.nabgroup.com
邮箱: nab.migrant.banking@nab.com.au
电话: +61 3 8634 1393
3 在世界最大的上市公司中位于第74位(福布斯2014年5月)
4 按市值(ASX)及#40 总资产(福布斯2014年5月)

Important Information
This document comprises general advice only. In preparing it,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imited ABN 12 004 044 934 AFSL 230686 (NAB) did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vestment objectives, financial situation or particular needs (‘financial circumstances’) of any particular person. Accordingly, before acting on any advice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you should assess whether the advice is appropriate in light of your own financial circumstances or contact your adviser. NAB Private
Wealth Advisors are representatives of NAB in Australia.
NAB does not guarantee or otherwise accept any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any SIV complying investment options. Any general tax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document is intended as a guide only and is based on our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axation laws. It is not intended to be a substitute for specialised taxation
advice or an assessment of your liabilities, obligations or claim entitlements that arise, or could arise, under taxation law, and we recommend you consult with
a registered tax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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