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创新和投资签证计划(BIIP)

商业创新与投资(永久居留)签证 (888类别)
该签证是商业创新与投资(临时居留) 签证(188类别)的第二阶段，申请永久居留。
持有888签证可以让您永久居住在昆州，以便更好地管理您的生意和投资。
商业创新与投资(永久居留) 签证(888类别)
包含四个分类：
1. 商业创新类别
2. 投资者类别

3. 重大投资者类别
4. 企业家类别

昆士兰移民处(MQ)与澳大利亚政府联邦内政部(HA)合作，
负责对该类别的签证提供州政府提名。

申请条件要求

要获得昆士兰州提名的商业创新与投资(永久居留)签证，
您无需在联邦内政部的SkillSelect网站上递交您的申请意
向书(EOI), 但是您必须：
• 持有有效的商业创新与投资(临时居留)签证(188类别)
• 已经满足您临时居留签证的相关要求

• 能够证明您满足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内政部(HA)对商
业创新与投资(永久居留)签证(888类别)的要求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visa-listing/business-innovation-andinvestment-888
• 通过昆士兰移民处(MQ)官网直接登记申请
https://migration.qld.gov.au/register-now/

签证的具体要求是以您之前所持签证的类别而定，每类签
证的要求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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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业创新类别

• 需要提供材料证明您确实履行了对昆州的承诺，并对
当地有所贡献。
例如：购买房产用于家庭居住，额外的
投资，在昆州学习等。
• 需要提供材料证明您在昆州居住至少满一年

如果您是在2021年7月1日之后递交的188类申请意向
书(EOI)，请提供以下材料：

• 如果您的生意在大布里斯班或者黄金海岸地区，证明
您至少已经投资了40万澳元到一个或者两个符合条件
的合规生意里；或者
• 如果您的生意在昆士兰的偏远地区, 证明您至少已经
投资了30万澳元到一个或两个符合条件的合规生意
里。

额外要求:

如果您是在2021年7月1日之后递交的188类申请意向书
(EOI)

• 不接受一般的进口生意，除非所进口的产品具
有创新、高科技含量，或是昆士兰目前没有的。
此外，还须对进口产品提供增值服务，比如：
定制设计，产品组装、安装、测试、修理和维护等。

如果您是在2021年7月1日之前递交的188申请意向书
(EOI)

• 出口生意必须为昆士兰产品开拓国际市场

• 不接受房地产开发生意

如果您是在2016年7月14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递交的
188类申请意向书(EOI)，请提供以下材料：
• 证明您在昆州至少投资了20万澳元到一个或者两个符
合要求的合规生意里

额外要求:

• 只接受在昆士兰偏远地区设立的入门级小型零
售生意，诸如：
便利店、咖啡馆、餐馆等。

• 不接受一般的进口生意，除非所进口的产品具
有创新、高科技含量，或是昆士兰目前没有的。
此外，还须对进口产品提供增值服务，比如：
定制设计，产品组装、安装、测试、修理和维护等。
• 不接受房地产开发生意

如果您是在2016年7月14日之前递交的188类申请意向书
(EOI)，请提供以下材料：
• 如果您的生意在大布里斯班或者黄金海岸地区，证明您
至少投资了50万澳元到一个或者两个满足条件的合规
生意。
或者：
• 如果您的生意在昆士兰的偏远地区，证明您至少投资了
30万澳元在到一个或者两个符合条件的合规生意里。
如果您现在经营的生意和最初申请188类州提名时所拟议
的商业计划不一致，请提交昆士兰移民处(MQ)允许您更改
生意的书面同意函。
同意函必须是签发在您递交888类州
提名申请之前。
新西兰人持有444特殊类别签证

请参考目前的州提名要求。
如果您有具体的问题，请发送邮
件至migration@qld.gov.au

2. 投资者类别

• 需要提供材料证明您确实履行了对昆州的承诺，并对当
地有所贡献。
例如：购买房产用于家庭居住，额外的投资，
在昆州学习等。
• 需要提供材料证明您在昆州居住至少满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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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提供材料证明您已经转入至少300万澳元到昆州，
其中包括50万澳元作为定居生活费用以及在您188签证
期间所持有的250万澳元合规投资
• 需要提供材料证明您已经转入至少225万澳元到昆州，
其中包括150万澳元投入昆士兰财政部资产管理公司
(Queensland Treasury Corporation (QTC))发行的债券。
所持有的债券投资须至少满四年。

３.重大投资者类别

• 需要提供材料证明您确实履行了对昆州的承诺，并对当
地有所贡献。
例如：购买房产用于家庭居住，额外的投资，
在昆州学习等。
• 需要提供材料证明您在昆州居住(主申请人: 40天 X 188
类签证持有的年数，或者 配偶: 180天 X 188类签证持有
的年数)
如果您是在2021年7月1日之后递交的188类申请意向书
(EOI)

• 需要提供材料证明在您188签证期间持有500万澳元的
合规投资
如果您的188类重大投资者签证是在2021年7月1日当日或
之后申请，您在持有临时居留签证满三年后，若满足条件就
可能有资格申请永久居留签证(888类别)。
如果您是在2021年7月1日之前递交的188类申请意向书
(EOI)

• 需要提供材料证明在您188签证期间持有500万澳元的
合规投资

如果您的188类重大投资者签证是在2015年7月1日之前申
请，您在持有临时居留签证满三年11个月后，若满足条件
就可能有资格申请永久居留签证(888类别) 。

如果您的188类重大投资者签证是在2015年7月1日当日或
之后申请，您在持有临时居留签证满四年后，若满足条件就
可能有资格申请永久居留签证(888类别) 。
建议您在申请888永久居留签证之前，就合规投资项目的
时间期限咨询专业的注册移民机构或律师。

４.企业家类别

• 需要提供材料证明您确实履行了对昆州的承诺，并对当
地有所贡献。
例如：购买房产用于家庭居住，额外的投资，
在昆州学习等。
• 需要提供材料证明您在昆州居住至少满两年

如果您是在2021年7月1日之后递交的188类申请意向书
(EOI)
• 待后续通知

如果您是在2021年7月1日之前递交的188类申请意向书
(EOI)

• 需要提供材料证明在您获得188临时居留签证以后，在
昆州成功地开展了创业活动，满足联邦内政部(HA)和昆
士兰移民处(MQ)对您投资创业的所有要求

申请步骤

申请昆士兰州的提名：

第一步：请仔细查阅申请的具体规定要求、签证的限制条
件和材料清单：
• 请仔细查阅联邦政府内政部(HA)的网站：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 visa-listing/business-innovation-andinvestment-888
• 请仔细查阅昆士兰移民处(MQ)的网站：
https://migration.qld.gov.au/business-visaoptions/ subclass-888/

在递交申请之前，请确保您同时满足联邦政府内政部(HA)
及昆士兰移民处(MQ)的要求
第二步：请在昆士兰移民处(MQ)网站上注册申请意向
www.migration.qld.gov.au/register-now

第三步：您将受邀递交申请，须通过网上平台上传您的申
请材料。
请查阅跟您所申请的签证类别相关的材料要求。

第四步：网上递交了所有申请材料后，您还需缴付申请费。
申请费概不退还。
昆士兰移民处(MQ)会对您的申请进行审
理，并有可能会让您补交材料。
请注意：收到邀请函后，您有14天的时间上传所有的申请
材料。
如果无法在14天内提供所有需要的材料，您必须向
昆士兰移民处(MQ)申请延期。
否则您的申请将会被关闭，
您必须撤销申请并且提交一个新的申请。

第五步：一旦获得州提名，您将会收到一份昆士兰移民处
(MQ)签署盖章过的联邦内政部 (HA) 1414表格，须在申请
签证时一并递交。
您必须在90天内向联邦政府内政部 (HA)
递交签证申请。
当然必须在您现有签证过期前递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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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州担保提名的审理时间

申请的审理时间因申请文件的质量、申请费的及时支付以
及申请人数而异。

免责声明

提名和批准

按要求正确递交申请并不能保证您将获得昆士兰州提名或是获得澳
大利亚签证。
昆士兰州政府对提名可做全权决定。
建议您在投资之前
咨询专业法律和财务人士的意见。
签证的最终结果和审理时间均由
联邦内政部(HA)决定的。
如果您的签证申请最终未获得联邦内政部
(HA)批准，昆士兰州政府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行政上诉仲裁庭(AAT)

请注意，在任何情况下昆士兰移民处(MQ)都不会就联邦内政部(HA)
的拒签决定而向行政上诉仲裁庭(AAT)提出上诉。

合规投资和商业投资计划

合规投资或商业投资计划皆会有风险。申请人有责任评估并确定所
拟议的投资或商业运行计划的优势、可行性和风险，并核实所收集
的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给予提名并不表明昆士兰州政府对以下各项进行背书或代言：
• 申请涉及的商业投资计划或合规投资

• 拟议的商业投资或合规投资的可行性或其它方面

• 或是商业投资计划内任何信息的来源，有效性、准确性、完整性
或可靠性

对于因申请人的商业提案或合规投资而造成的相关损失，或任何人
因为依据其商业提案或合规投资而遭受的损失，无论损失是何种
性质或是以何种方式造成，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昆士兰州政府不
承担并免除所有的责任。
强烈建议您就投资方案寻求移民、法律和财务方面的专业意见，以
确保符合所有的资格要求。

移居昆士兰之后

根据昆士兰州提名的要求，申请人获得签证并入境移居昆士兰后，须
向昆士兰移民处(MQ)提供其住址和联系方式。
当您个人状况发生变
化时，包括合规投资或商业投资计划、联系方式有变动时，需及时通
知昆士兰移民处(MQ)。

以上中文翻译仅供参考，所有条款内容以英文版为准。

Connect. Be connected.

ENVELOPE migration@qld.gov.au
globe
FACEBOOK
Twitter
WEI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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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qld.gov.au

@migrationqueensland
@qldmigration

weibo/queenslandmigration

Disclaimer: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this factsheet is distribut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as an information source only. The State
of Queensland makes no statements, representations, or warranties
about the accuracies or completeness of, and you should not rely on,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publication.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disclaims all responsibility and all liability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liability in negligence) for all expenses, losses, damages and costs you
might incur as a result of the information being inaccurate or incomplete
in any way, and for any reason. Any reference to any specific organisation,
product or service does not constitute or imply its endorsement or
recommendation by the State of Queen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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