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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澳大利亚在遭遇了数十年来首次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
新一年的联邦预算案对于澳大利亚的国计民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本次的预
算案重点在于推进工业及能源产业，加大就业机会，加速澳大利亚迈向数字
经济。联邦政府认为私有企业会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复苏做出重大贡献，所以

也在本次预算案中推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相关有利政策。



2020-21财年
联邦预算案摘要

个人税收减免

个税减免

适用群体 个人

细则

个税税率

从2020年7月1日生效

 19%的税率结点从37,000澳元提高至45,000澳元，这意味着每人每年最多可节省
1,080澳元的个税

 32.5%税率结点从90,000澳元提高至120,000澳元，意味着每人每年最多可节省
2,430澳元的个税

公共医疗税 (Medicare Levy)

 提高低收入纳税人公共医疗税的起征点

中低收入所得税折抵 (Low & Middle Income Tax Offset)

 将延长12个月至2021年6月30日

低收入所得税折抵 (Low Income Tax Offset)

 低收入所得税最高折抵将从现有的445澳元调高为700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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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税收减免

税务亏损结转措施

适用群体 年度总营业额在50亿澳元以下的企业

细则

公司可以将其在2020，2021和2022财年产生的税务亏损用来抵免2019或以后财政年度
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并获得现金退税。

此退税政策有以下要求：结转至过去年度的税务亏损不得超过先前企业的应税收入，
并且不会造成红利账户赤字 (Franking Account Deficit)。

退税将会在提交了2021和2022企业报税后才能获得。譬如说，2020财年企业由于冠状
病毒影响产生了亏损，但是在2019财年是盈利状态并缴纳了企业所得税。 那么2020结
转至2019的税金抵免，需要在提交了2021财年企业报税后才能获得。

我们认为这一临时税务亏损结转政策还会受到之前企业是否可以沿用之前年度亏损的
税法要求（例如企业所有权连续性测试或企业业务连续性测试）。

资产即时抵扣

适用群体 年度总营业额在50亿澳元以下的企业

细则

企业可以全额抵扣在2020年10月6日之后购买，并在2022年6月30日之前安装或使用的
折旧资产。

年度总营业额低于5千万澳元的大中小型企业可以全额抵扣二手折旧资产。

年度总营业额在5千万至5亿澳元之间的企业，可以全额抵扣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购
买，且价格低于15万澳元的二手折旧资产。这些企业并将额外获得六个月（直至2021

年6月30日）的时间来安装或首次使用这些折旧资产。

尤为注意的是此预算案允许年度总营业额低于1千万澳元的小型企业可以在财政年度结
束时抵扣其简化折旧池中的所有余额。

小型企业税务优惠

适用群体 年度总营业额在5千万澳元以下的企业

细则

2020年7月1日起

• 可以在当年全额抵扣企业初创费用

• 可以在当年全额抵扣企业预付费用

2021年4月1日起

• 为员工提供停车位，及与工作相关的便携式电子设备将不触及47%的员工福利税

2021年7月1日起

• 可以使用简化库存计算方法

• 根据GDP数据来计算预付所得税（PAYG Instalment）

• 对特定货物的消费税/关税实行月度结算

• 企业纳税评估修正时间从4年改至2年

• 可使用简便方法申报增值税（GST）以减低合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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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支出税务补贴

适用群体 公司

细则

年度总营业额低于2千万的企业

从2021年7月1日起

• 取消年度现金退返4百万澳元的上限额度

• 可现金返还税收抵免由高于企业所得税率的13.5%提高至18.5%

年度总营业额超过2千万的企业

从2021年7月1日起

不可现金返还税收抵免更改为相关企业所得税税率增加：

• 8.5% -适用于研发投入强度低于2%的研发经费

• 16.50% -适用于研发投入强度高于2%的研发经费

研发补贴所有申请者

从2021年7月1日起

符合研发费用支出的限额由之前的1亿澳元上调至1.5亿澳元。

国际税收事务

公司的税务居民定性

适用群体 公司

细则

从相关法规取得皇家御准起施行；

提议的修正案将把在海外注册成立但与澳大利亚有重大经济联系的公司视作为澳大利
亚税务居民。

信息交流国家清单

适用群体 管理投资信托

细则

从2021年7月1日起

信息交流国家和地区清单将于上述日期更新并扩大。优惠的预扣税率（15%）希望可
以促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到信息交流名单的范围里。

维州企业补助金（Business Support Grant）

适用群体 维州企业补助金受益企业

细则
维州政府于2020年9月13日之后推出的企业补助金将作为不征税收入（non-

assessable non-exempt income）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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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补贴

适用群体 符合条件的自住房拥有人(包括首次购房者)

细则

补贴金额：25,000澳元

适用于在2020年6月4日至12月31日签署合同，并在三个月之内开始施工的新房建筑或
修建现有房屋的自住房拥有人。

首次置业贷款首付计划

适用群体 首次置业者

细则

允许附加的1万名首次置业者（购买新的住房或新建住房）以5%的首付获得房贷。

由于联邦政府将作为这些贷款的担保人，申请人则无需购买房贷保险。

置业的价格上限亦提高至95万澳元(请注意澳大利亚每个州的上限会有所不同)。

您的未来，您的养老金

适用群体 养老金成员

细则

防止个人在更换工作时创建多个养老金帐户 (养老金将跟随您个人)以减低合规费用。

引入 “Your Super” 比较工具，以便您更轻松地选择更适合您的养老金基金。

养老金产品和资金将需要进行年度绩效测试。

其他

工资补贴

适用群体 除大型银行外的所有雇主

细则

雇佣无业“青年”的企业将获得工资补贴。

自2020年10月7日起开放，雇佣年龄在16至35岁的新员工雇主最多可获得12个月的工
资补贴。该补贴将按季度分期支付:

• 16-29岁的员工每人每周200澳元

• 30-35岁的员工每人每周100澳元

符合条件的员工必须每周工作至少20小时，并在被雇用之前收取特定的Centrelink补助。

雇主也需要证明员工总人数的增加，并向税局提供每个新增职位的工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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