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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6 日，澳大利亚公布 2020-21 年联邦预算案。该预算案显示，伴随
着政府大举支出以提振经济，财政赤字将达到空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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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日益稳健，在澳大利亚进行投资和开展业务的中
资企业已不在少数。无论是已经活跃在澳大利亚的经济领域，还是有意进入澳大
利亚的企业，都高度关注着澳大利亚 2020-21 年联邦财政预算案的动向。而今年
的财政预算案，更是被澳大利亚总理称之为自二战以来最为重要的预算之一。本
文将简要介绍澳大利亚 2020-21 年联邦财政预算案，协助中资企业了解其中的重
要内容，以研判预算案对其在澳投资与业务运营的影响。

电子邮件： maliu@deloitte.com.au
Matthew Shanahan
德勤澳大利亚 税务合伙人
电话：+61 2 9322 5147
电子邮件： mshanahan@deloitte.com.au
罗薇

经济概况

德勤中国 税务总监
电话：+86 10 8520 7605

根据预算案，预计 2020-21 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潜在的现金赤字近 2140 亿澳
元，比 2020 年 7 月发布的《经济和财政更新》预测增加 290 亿澳元；比在 2019
年末新冠疫情前发布的《2019 年中经济和财政展望》（2019 Mid-Year Economic
and Fiscal Outlook，简称“MYEFO”）预测增加约 2200 亿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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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案显示，随着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个人工作机会流失与工资增长几乎停滞，
企业和个人的税收都受到严重影响。预计 2020-21 年的税收收入将比 MYEFO 预
测减少 550 亿澳元。
另一方面，财政支出预算的增长则远高于税收。相对于国民收入而言，支出的增
长是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四倍：2009-10 两年间的支出较收入增长了 2.4 个百分
点；2020-21 两年间的支出较收入增长 9.5 个百分点。
预计 2022-23 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净债务将达到约 9000 亿澳元，而在 MYEFO 报
告中，财政部预计 2022-23 年的净债务约为 3610 亿澳元。有关债务成本的分析
则更为重要：澳大利亚财政部目前预测，2022-23 年将支付 173 亿澳元的利息，
这一金额甚至低于 2018-19 年度实际支付的 190 亿澳元利息。可见相关债务的成
本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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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财政部计划实现迅速复苏，预测到 2021 年晚些时期澳大利亚将全面使
用疫苗，从而使经济在未来三个财政年度中平均增长 3.5%；伴随经济增长回升
将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预测到 2024 年中期将失业率降至 5.5%。然而，经济损
失将持续存在：财政部预测人口和国民收入将长期低于其疫情之前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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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案中有关个人税收、移民及出入境的要点包括：
华北区

•
•
•
•
•
•
•
•

将原定的“个人所得税计划”（Personal Income Tax Plan）第二部分提前两
年开始执行，也就是从 2020 年 7 月 1 日开始执行。
原定在第二部分减税措施开始实施时将被取消的“中低收入所得税抵销”政
策（Low and Middle Income Tax offset），将继续保留到 2020-21 财年。
“个人所得税计划”的第三部分仍保持在 2024-25 年开始执行， 没有变化。
医疗保险税将保持不变，仍为应税所得的 2%。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后对冠状病毒补助的任何更改将在今年年底前决定。
移民计划与 2019-20 年相同，仍为 16 万名额。
政府正在寻求最大程度地实现移民计划的经济效益，并增强该计划对不断变
化的健康和经济挑战的响应能力。
对目前由于边境关闭而无法前往澳大利亚的签证持有人，政府将提供费用退
还和豁免，以便在条件允许时鼓励赴澳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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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收
华西区

预算案中有关企业税收的要点包括：
•
•
•
•
•
•
•
•

年营业额不超过 50 亿澳元的企业，针对符合条件的可折旧资产，可暂享受
全额资产支出费用化。
年营业额不超过 50 亿澳元的公司实体，可暂享受税务亏损向前结转以弥补
之前年度应税利润。
“创造就业机会计划”（JobMaker Plan）- 为符合条件的雇主提供雇佣补
贴，鼓励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新学徒提供额外的工资补贴支持。
修改公司税务居民身份测试规则，新规则将和之前税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一
致。
扩展、更新澳大利亚的税收协定国际网络。
扩大小型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受惠群体范围。
加强对澳大利亚研究与开发（R&D）税收优惠政策的改革。
没有宣布有关 JobKeeper 计划、公司税税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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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
预算案中有关养老金的要点包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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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因员工更换工作时雇主自动为其创建养老金账户而导致一人多个养老
金账户的问题，新政策规定除非员工提议，否则将续用原有养老金账户。
对养老金投资产品采取年度绩效基准评测，从 MySuper 产品开始采取年度绩
效测试。
雇主需缴纳的养老金百分比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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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创新
预算案中有关科研创新的要点包括：
•
•
•
•
•
•
•

尽管在预算发布之前已有许多针对高端制造、废物回收、基础设施和旅游业的直接补贴和补助被重点讨论，政府仍然
未透露与关键的研发税收激励措施（R&D Tax Incentive，简称“RDTI”）有关的诸多细节。
政府选择回溯大多数有争议的 RDTI 相关修正案，并建议从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实行修订后的政策，这一举措受到极大
的欢迎。
可返还研发税务抵扣将固定为现行企业税率之上的 18.5%，而不是 13.5%。
建议的 400 万澳元返还上限将被取消。
将引入两个有一定限制的不可退还的研发税务抵扣率，分别为 8.5%和 16.5%。
研发支出上限将从 1 亿澳元增加到 1.5 亿澳元。
关于新宣布的税收亏损向以前年度结转弥补制度，政府需要紧急考虑将该结转弥补制度扩大到税务抵扣。

健康以及公共服务
根据预算案，政府将为澳大利亚最弱势群体投入超出一般水平的资金，涵盖心理健康和老年护理，以及针对残疾人以及生
活在偏远和农村社区的澳大利亚居民的扶助。尽管在管理应对疫情方面的支出预计会很高，但对健康和公共服务的真正影
响将在于对心理健康和老年护理改革的长期投资，以及对虚拟护理和数字健康的持续支持。
该预算案着眼于经济复苏，其基础是 2020-21 年度创纪录的 1155 亿澳元预算投入。作为政府对疫情危机持续响应的一部
分，除了已投入的 160 亿澳元以外，预算案还优先考虑：
•
•
•
•
•

新冠病毒疫苗和治疗策略– 23 亿澳元的治疗和疫苗支出，包括有可能投入 17 亿澳元订购 8480 万剂疫苗。
心理健康– 承诺支出 57 亿澳元在“更好的机会”（Better Access）项目下提供双重支持，包括 10 到 20 项由医疗保险
提供资金的心理服务以及更多的求助热线服务。
老年护理–增加 22 亿澳元支出，其中包括 16 亿澳元用于增加 23000 个家庭护理计划，以及 4.085 亿澳元用于改善老
年护理系统的服务。
国家残疾人保险计划 – 追加 39 亿澳元支出，为 40 万澳大利亚残疾人提供资金，其中许多人将首次获得残疾人补贴。
更加强有力的农村卫生战略– 5.5 亿澳元支出鼓励医生在澳大利亚农村和偏远地区进行培训和实践，并使护士和专职医
疗人员在基于团队的初级保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教育以及培训
预算案中有关教育以及培训的要点包括：
•
•
•
•
•

通过 12 亿澳元的“学徒起步促进”（Boosting Apprenticeship Commencements ）计划，为 10 万名新学徒和实习生提供
额外资金。
通过研究支持计划一次性投入 10 亿澳元，以支持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事业。
在 2021 年，在国家优先领域中增加 12000 个联邦支持的大学学位。
在 2021 年通过 2.518 亿澳元支持增加 50000 个接受补贴的高等教育短期课程名额。
在五年内额外拨款 1.463 亿澳元用于一系列旨在改善澳大利亚年轻人的教育成果并促进社会凝聚力的举措。

3

基础建设
预算案中有关基础建设的要点包括：
•
•
•
•
•
•
•
•

针对准备启动的项目，2020-21 年的联邦预算预计增加并加快用于所有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
向澳大利亚国家宽带计划（NBN）额外提供 45 亿澳元用于超高速宽带服务。
2.5 亿澳元支出用于加快电力传输线路的连接（马里努斯（Marinus）连接，项目能源连接，维新西部互连线（VNI
West））。
30 亿澳元支出用于小规模道路安全升级以及地方道路，人行道路和街道照明计划。
20 亿澳元支出用于国家水基础设施发展基金的新项目。
在四年内投入 2.5 亿澳元用于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改造，以减少浪费和增加回收利用。
2.5 亿澳元支出用于燃料安全计划，包括陆上柴油存储。
与 2019-20 年联邦预算相一致，承诺提供预算用于包括优化现有资产的投资以及规划未来项目计划。

德勤观察
对于包括中国投资者在内的澳大利亚境外投资者而言，澳大利亚 2020-21 联邦预算案鼓励资本支出、扩大税收减免范围等
政策无疑是有利于澳大利亚资产运营复苏的利好；而政府对于特定领域的投资刺激和补贴政策，也更明确地表露出政府对
于在这些领域吸引投资的意图。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后疫情时代复苏任务的艰巨性。
如需了解澳大利亚 2020-21 联邦预算案详细内容及对贵司在澳投资与业务运营的影响，请与我们的专业人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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