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大利亚州

商业移民类别

州政府提名让可能成为商业移民的人士能够申
请商业移民签证。该资料介绍了最受欢迎的商
业移民签证类别。

南澳大利亚州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通过其主要机构 -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移民 事务处
(Immigration SA)，协调并推动本州的国际移民项目。 州政府重视商业
人士在增加出口、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领域对 本州经济所做出的贡献。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移民事务处，为符合资格的商业移民提供州
提名，以便其从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DIBP)获得签证。

商业移民明智之选
如果您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或投资人，您可以向南澳大利亚州
政府申请商业移民签证的州提名。在南澳大利亚州的首府阿德
莱德，您和您的家人可能能够负担得起更大的房子或者得益于
高质量可承担的起的初级及高等教育。

申请南澳大利亚州的州提名，您将在下列方面 获益：



在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签证评分中，
获得额外加分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为您在南澳州安家提供
信息和支持



在全球最佳地区之一生活和经商

南澳大利亚州的特殊地位使其具有能够高增长的有利条件。失
业率低，经济稳健，各行各业都充满机遇。

移居到阿德莱德，就是移居到全球最宜居的城市。这里是地中
海气候，有美丽的沙滩、贯穿全年的节庆和体育赛事、世界级
的酒庄、咖啡厅和餐厅。

所以，如果您想居住在一个不断发展进步，又可享受轻松友
好生活方式的地方，南澳大利亚州就是您的最佳选择。

服务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移民事务处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移民事务处为商业移民提供免费支持服务，
包括在阿德莱德同移民事务处的商业移民团队一对一会面，帮
助您顺利安家。所提供的服务包括：

在申请商业移民签证前，须获得州政府提名。
要获得南澳大利亚州政府提名，须承诺在南澳
大利亚州投资和开展业务。







商业移民会面
帮助创业的资源
安家信息
建立关系网和保持联络
帮助英语学习

www.migration.s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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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移民类别

商业英才签证 (132 类)
此签证为永久居留签证，有效期 5 年，适合想在南澳大利亚州居住和经商的英才企业家，无须临时签证过渡过程。 详情请
访问 www.immi.gov.au/Visas/Pages/checklists/132.aspx
有意申请南澳大利亚州提名的申请人须注意下列事项：



与南澳大利亚州政府代表会面虽不是硬性要求，但如果可能，建议会面。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移民事务处不需要申请人在该签证州提名申请中提供财务证明材料。



申请人根据个人意愿选择经营范围。但仅从事进口销售业务的，需要提供商业计划书，说明其业务符合南澳大利亚州提名要
求的实质性正当理由。
主申请人必须承诺在南澳大利亚州居住和经商，并按两年审查程序要求向南澳大利亚州移民事务处提供相关信息。
申请人必须满足下列与其年龄和经营地点相对应的使南澳大利亚州受益的要求。




申请人 年龄低于 55 岁*

申请人年龄 55 岁或以上*

承诺在获得签证后的两年内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一条：

承诺在获得签证后的两年内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一条：




雇佣四个全职员工(或等同于四个全职的员工)
出口价值$600,000 澳元的南澳大利亚产品或服务(营业
额价值)




雇佣八个全职员工(或等同于八个全职的员工)
出口价值$1,200,000 澳元的南澳大利亚产品或服务(营
业额价值)



向南澳大利亚企业注资 $1,500,000 澳元。地产开发商
至少需投资$1,500,000 澳元。



向南澳大利亚企业注资 $6,000,000 澳元。地产开发商
至少需投资$2,000,000 澳元。

在偏远地区设企业 (申请人 年龄低于 55 岁)*

在偏远地区设企业 (申请人年龄 55 岁或以上)*

承诺在获得签证后的两年内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一条：

承诺在获得签证后的两年内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一条：




雇佣三个全职员工(或等同于三个全职的员工)
出口价值$500,000 澳元的南澳大利亚产品或服务(营业
额价值)




雇佣六个全职员工(或等同于六个全职的员工)
出口价值$1,200,000 澳元的南澳大利亚产品或服务(营
业额价值)



向南澳大利亚企业注资 $1,000,000 澳元。地产开发商
至少需投资$1,500,000 澳元。



向南澳大利亚企业注资 $4,500,000 澳元。地产开发商
至少需投资$2,000,000 澳元。

*向南澳大利亚州移民事务处递交申请时的年龄
偏远地区企业是指开设在阿德莱德市区以外区域的企业。申请人必须在南澳大利亚州的偏远地区生活和经商。请访问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移民事务处

www.migration.sa.gov.au 获取偏远地区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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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创新和投资签证 (188/888 类)
这是一种两阶段的签证。在第一阶段，您申请 188 临时签证，有效期 4 年，满足相关要求后，可申请永久居留权。
在满足 188 签证条件后，那些持有南澳大利亚州政府提名的 188 签证持有人可以申请 888 永居签证。永居签证有效期 5 年，满足相关 要求
后，可申请公民。
此类签证有三种类型：


商业创新 (面向企业所有人)



商业投资 (面向投资人)



重大投资者 (面向投资人) 每种类型的

188 和 888 签证条件和要求各不相同。
有关 188 签证的详情，请访问 www.immi.gov.au/Visas/Pages/188.aspx
有关 888 签证的详情，请访问 www.immi.gov.au/Visas/Pages/888.aspx
有意申请南澳大利亚州提名的申请人须注意下列事项：






与南澳大利亚州政府代表会面虽不是硬性要求，但如果可能，建议会面。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移民事务处不需要申请人在商业创新和投资签证(188/888 类)州提名申请中提供财务证明材料。
南澳大利亚州的经商和居住要求与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的签证最低要求一致。
188 签证持有人在抵达南澳大利亚州后必须向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移民事务处报到。
188 签证持有人可以获得支持服务，包括受邀参加联谊活动。

重大投资者型 (188/888 类)
重大投资者型签证适合有五百万澳元在澳大利亚四年期间投资的人士。该签证的居住要求较低。

有意申请南澳大利亚州提名的申请人须注意下列事项：




申请人必须将$5,000,000 澳元按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规定的符合要求的投资方式投资四年，此外，还须承诺满足下列
对南澳大利亚州作贡献要求中的一条：
1. 在南澳大利亚州购买价值不低于$500,000 澳元住宅物业
2. 有一个孩子在南澳大利亚州居住和上学两年
3. 持有“会员机构”的会员资格三年，并且在申请重大投资者(888 类)签证前参加过六次会议。
主申请人无须为满足上述承诺而在南澳大利亚州居住。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移民事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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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创新型 (188/888 类)
商业创新型签证适合有经商技能，想在南澳大利亚州创建、发展和管理新设或已有企业的人士。该签证是针对企业营业额达到
$500,000 澳元，个人和企业净资产总值达到$800,000 澳元的高净值企业主。 有意申请南澳大利亚州提名的申请人须注意下
列事项：


申请人根据个人意愿选择经营范围。但仅从事进口销售业务的，需要提供商业计划书，说明其业务符合南澳大利亚州提名要
求的实质性正当理由。
主申请人在持有 188 签证期间必须在南澳大利亚州居住和经商。
申请人必须满足下列与其年龄和经营位置相对应的为南澳大利亚州作贡献的要求。




申请人 年龄低于 55 岁*

申请人年龄 55 岁或以上*

承诺满足下述之一：

承诺满足下述之一：



雇佣两个全职员工



雇佣四个全职员工（或等同于四个全职的员工）



资本注资 $200,000 澳元到南澳大利亚企业。地产开发
商至少需投资$1,500,000 澳元



出口$600,000 澳元的南澳大利亚产品或服务（按营业
额价值计算）



将$600,000 澳元个人或企业净资产投到南澳大利亚
州。



向南澳大利亚企业注资 $1,500,000 澳元。地产开发商
至少需投资$2,000,000 澳元。

在偏远地区设企业 (申请人 年龄低于 55 岁)*

在偏远地区设企业 (申请人年龄 55 岁或以上)*

若被请求，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移民事务处将为符合资格的申
请人提供下列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要求的豁免权：

必须满足下述之一：

A. $300,000 澳元营业额
或
B. 下述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的三选二要求
1. $200,000 澳元企业净资产
2. $600,000 澳元个人及企业净资产




雇佣三个全职员工（或等同于三个全职的员工）
出口$600,000 澳元的南澳大利亚产品或服务（按营业
额价值计算）



向南澳大利亚企业注资 $1,000,000 澳元。地产开发商
至少需投资$2,000,000 澳元。

3. 两个全职雇员的要求 偏远地区地产开发商的最低
投资额减至$1,500,000 澳元。
(主申请人仍需满足所有其他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的签证要求。申请人 的

企业也仍需满足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的有关‘符合条件的企业’的要
求。详情请访问 www.immi.gov.au/Pages/Welcome.aspx).

*向南澳大利亚州移民事务处递交申请时的年龄
偏远地区企业是指开设在阿德莱德市区以外区域的企业。申请人必须在南澳大利亚州的偏远地区生活和经商。请浏览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移民事务处

www.migration.sa.gov.au 获取偏远地区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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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投资型 (188/888 类)
商业投资型签证适合能够投资 150 万澳元购买四年南澳大利亚州政府债券的人士。

有意申请南澳大利亚州提名的申请人须注意下列事项：



申请人必须承诺在南澳大利亚州满足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商业投资签证的相关要求。
申请人必须承诺在签证的四年有效期内在南澳大利亚州居住至少两年。

如何办理商业移民
分步指南：

1

2

3

首先考虑到南澳大利亚州考察。

甄选最适合您的签证类型，并充分了 解
该类型签证的条件要求。

开始申请程序。




商业移民签证种类
预约与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移
民事务处会面



联邦政府签证要求

通过联邦移民部的 Skill Select 系统
提交申请意向(EOI)。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提名要求

记录您的 EOI 参考编号。


4

5

通过联邦政府的 Skill Select
系统申请

6

若符合资格，提交南澳大利亚州提名 若您的州提名获批准，则须在 60 天 当您抵达南澳大利亚州后：
申请。申请时请确定您的 EOI 号已准 内向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递交 您
备就绪。
的签证申请。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移民事务处提
供的支持服务
 通过联邦政府的
 向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移民事
ImmiAccount 系统申请
务处申请州提名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移民事务处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通过下列方式联系我们：
邮政信箱：Immigration South Australia, GPO Box 320, Adelaide SA 5001, Australia
电话：+61 8 8303 2420
请注意：该情况说明书中任何涉及澳大利亚和南澳大利亚州法律法规的内容，仅为一般信息介绍，不是法律 意见。该情况说明书
仅为入门级介绍材料，不能代替法律或专业意见。在编撰和编辑时已尽可能确保信息的 准确性，对任何错误和遗漏不承担责任，
南澳大利亚州政府不就信息使用者可能因使用、引用或依赖此信息 而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承担法律追究和责任。任何使用、引
用或依赖该情况说明书信息的行为，由用户负全 责。在需要时，用户应自行寻求法律或专业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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