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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对银屏作品制作的 
激励措施

澳大利亚电影署
(Ausfilm) 享有澳洲政府

的财政支持。

澳大利亚电影署联系方式

澳大利亚电影署澳洲总部：+ 61 2 9383 4192
澳大利亚电影署美国办事处：+ 1 310 229 2362 
info@ausfilm.com.au 
www.ausfilm.com

这些快览信息旨在为国际制片和取得澳大利亚制片

资格的制作方提供有关澳大利亚电影制作激励措施

的总体概述。

这些激励措施均以税收为基础，针对符合澳大利亚

激励要求的制作支出 (QAPE) 对制片人进行现金 
返还。

激励措施包括：

 » 外景拍摄地税收抵免 – 16.5% 

 » 后期制作、数字特效和视觉特效税收抵免 – 30%

 » 制片人税收抵免 - 40%（电影）、20%（电视剧）

 » 官方联合制片税收抵免- 40%（电影）、20% 
（电视剧）

激励措施概述

 » 激励措施不设上限额度或日落条款。

 » 这些激励均以现金返还的方式发放给制片人。 
 » 这些激励均可以与各州政府和领地政府提供的激

励相结合。

 » 就每一个合格项目，制片人只能获得澳洲政府提

供的多项补偿中的其中一项。

 » 税收抵免款通常在申领人向澳洲税务局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ATO) 提出申请后  
3 周内支付。详见第 5 页的拍摄地点税收抵免。

 » 获得官方联合制片认证的影视作品制片方有资格

申领制片人补偿金。（请于澳大利亚电影署网站

查看澳大利亚影视局 (Screen Australia) 关于官方

联合制片的银屏作品指南页面） 
 » 相关的激励措施资料单上详述了适用补偿的各项

合格申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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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澳大利亚政府给予的激励措施之外，澳大
利亚各州政府及领地政府均设有银屏作品制作管理
机构，负责提供额外的激励措施。 

您应当联系各机构，与之讨论您的项目： 

维多利亚州电影委员会（FILM VICTORIA）
www.film.vic.gov.au
电邮：contact@filmmelbournenow.com
电话：+61 3 9660 3200      

新南威尔士州影视局 
（SCREEN NEW SOUTH WALES）
www.screen.nsw.gov.au 
电邮：production@screen.nsw.gov.au
电话：+61 2 8222 4844

昆士兰州影视局（SCREEN QUEENSLAND）
www.screenqueensland.com.au 
电邮：developmentandproduction@screenqld.com.au
电话：+61 7 3224 4114      

西澳影视局（SCREEN WEST）
www.screenwest.com.au
电邮：vikki.barr@screenwest.wa.gov.au
电话：+61 8 6552 7700

南澳电影委员会（SOUTH AUSTRALIAN FILM 
COMMISSION）
www.safilm.com.au
电邮：Viron.Papadopoulos@safilm.com.au 
电话：+61 8 8394 2000      

北领地电影办公室（NORTHERN TERRITORY 
FILM OFFICE）
www.ntfilm.com.au
电邮：film.office@nt.gov.au 
电话：+61 8 8952 5222  

塔斯马尼亚州影视局（SCREEN TASMANIA）
www.screentasmania.com
电邮：info@screen.tas.gov.au
电话：+61 3 6233 6995

各州的 
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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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电影署 (AUSFILM) - 连接澳大利亚与 
全球电影制片人的桥梁
澳大利亚电影署 (Ausfilm) 在全世界范围内宣传 
澳洲的激励计划、外景拍摄地和影视制作方面的 
实力，为国际影视制片人在澳洲进行影视制作提供
支持。

澳大利亚电影署 (Ausfilm) 是一家由澳洲政府与影视
行业共同成立的合伙企业。澳大利亚电影署由澳洲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大电影制片公司、一流的后
期制作与数字特效机构和制片服务提供商组成。 

   制片人补偿金
    制片人补偿金对符合澳大利亚激励要求的制作 
支出 (QAPE) 给予部分返还，针对各类影视作品 
的返还比例如下：

 » 对纪录片、动画片和 IMAX 超大银幕电影等影院

上映故事片的返还比例为 40%； 
 » 单集电视剧和纪录片（包括仅只通过 DVD 或者网

上发行的故事片）、电视剧或纪录片系列、剧集

以及动画短片的返还比例为 20%。 
 
益处

 » 激励无额度上限或日落条款。

 » 这些激励以现金返还形式进行，金额支付给 
制片人。

 » 这些激励措施均可与各州政府和领地政府提供的

激励相结合。

 » 补偿款通常会在申领人向澳洲税务局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ATO) 提出申请后 3 周内支付。

须知
 » 就每一个合格项目，制片人只能获得澳洲政府 
提供的多项激励补偿中的其中一项。

 » 移民法规适用于海外引入的演员和幕后工作 
人员，请参看《澳大利亚洲电影署简要介绍 -  
移民》。

什么样的影视作品才有资格获取补偿？
影视作品必须符合下列要求，制片方才有资格申领
制片人补偿金：

 » 展现重大澳洲内容 (SAC)，（参见下面的 SAC  
部分）；

 » 达到作品类型相对应的最低费用门槛（见下面的
表格）； 

 » 满足商业传播、商业放映或商业发行的条件；

 » 达到最低的片长要求（例如，故事片的片长须为 
60 分钟；单集非纪录片的片长加插播广告须达 
一个小时；单集纪录片的片长加插播广告须达 
半小时；动画片 15 分钟；IMAX 电影 45 分钟；

一个系列剧或一季剧集至少包含两集）。

官方联合制片作品有资格获取制片人补偿金。

什么是与制片人补偿相关联的符合澳大利亚奖励
要求的制作支出 (QAPE)？
制片人补偿金所对应的符合澳大利亚激励要求的制

作支出 (QAPE) 通常涵盖以下电影或电视节目的各项

相关制作费用：

 » 澳大利亚境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 在澳大利亚使用土地；

 » 在澳大利亚制作电影时所使用的商品；

 » 应一部电影的主题需要适当地在国外拍摄地取景

时，则只有在主要拍摄工作中因澳洲居民提供商

品和服务或向澳洲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而在国外

产生的费用方可视为符合澳大利亚激励要求的制

作支出 (QAPE)。  

如何处理重大澳洲内容 (SAC) 事宜？
澳大利亚影视局 (Screen Australia) 将会决定一部影
片是否符合重大澳洲内容 (SAC) 的检验标准。澳大
利亚影视局发布了关于重大澳洲内容 (SAC) 检验的
详细指南。
www.screenaustralia.gov.au/producer_offset/ 

在评估一部影视作品是否符合重大澳洲内容 (SAC) 
的检验标准时，澳大利亚影视局主要考虑下述 
几方面：

 » 影片的主题内容；

 » 影片的制作地；

 » 影片的主创人员和其他制作参与人员（包括制片

人、导演、作者、编剧、编曲、演员、编辑、摄

影指导、艺术指导、影片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

的国籍与住所；

 » 影片制作费用的详细情况；

 » 澳大利亚影视局认为重要的其它任何相关事项。

制片人 
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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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 
补偿金-续
不同的影视作品格式必须达到的符合澳大利亚 
激励要求的制作支出 (QAPE) 要求的最低标准 
分别是怎样的？

格式 符合澳大利亚激励
要求的制作支出
(QAPE)总额的最
低要求

符合澳大利亚激励
要求的制作支出
(QAPE)的每小时最
低额度

故事片 50 万澳元 不适用

单集电视剧 50 万澳元 50 万澳元

电视剧系列/ 
电视剧系列
季集

1 百万澳元 50 万澳元

纪录片（单集
或系列）

50 万澳元 25 万澳元（例如，
一个半小时的系列
剧总费用为 75 万
澳元就有可能被视
为符合澳大利亚激
励要求的制作支出
(QAPE)，这类支出
可为项目是否符合
申领补偿金的要求
提供指导）

动画短片 25 万澳元 1 百万澳元

最低的片长要求如何？
 » 故事片的最低片长为 60 分钟。
 » IMAX 超大银幕电影为 45 分钟。
 » 单集费纪录片影片加播广告为一个小时。
 » 动画片为 15 分钟。
 » 一个电视剧系列或一季剧集至少包含两集。

谁可以申请？
 » 补偿金的申请人必须是一家澳大利亚公司，或者
为一家在澳洲拥有固定营业场所和商业公司编号
（ABN）的外国公司。 

 » 申领公司必须已经完成了影片制作必经的所有事
项，或者已经为完成这些事项做好计划安排。

谁来负责管理补偿金？
制片人补偿金由下述单位负责管理实施： 
澳大利亚影视局（Screen Australia）
制片人补偿金与联合制片部门
电话：+ 61 2 8113 5800
电邮：pocu@screenaustralia.gov.au
www.screenaustralia.gov.au

我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对符合澳大利亚奖励要求的
制作支出 (QAPE) 进行评估？
符合澳大利亚奖励要求的制作支出 (QAPE) 的临
时证明（可选） 
 公司在进行制作之前或在制作过程中可以向澳洲

影视局申请一份符合澳大利亚奖励要求的制作支出

(QAPE) 的临时证明。在不保证有最终证明的情况

下，临时证明可以帮助鉴定有可能会被作为符合 
澳大利亚奖励要求的制作支出 (QAPE) 的费用， 
并就某项目是否具备补偿资格提供指导。
 
要求提供临时证明通常都是在融资后期，这时有
可用的预算、符合澳大利亚奖励要求的制作支出
(QAPE) 的电子表单和必要的支持信息。

符合澳大利亚奖励要求的制作支出 (QAPE) 的最
终证明（必需）
最终证明决定了获得抵扣税款支付的资格。制片人
需要在影片完成拍摄之后和不再产生符合澳大利
亚奖励要求的制作支出 (QAPE) 之时向澳洲影视局
(Screen Australia) 提出申请。

制作费用将会比照符合澳大利亚激奖励要求的制
作支出 (QAPE) 标准进行评估，而且在影片制作过
程中实际发生的符合澳大利亚激励要求的制作支出
(QAPE) 将由澳大利亚影视局 (Screen Australia) 进
行计算。 

我该如何申领补偿金？
一旦澳洲影视局 (Screen Australia) 核发最终证明，
申领人必须将最终证明提供给澳洲税务局 (ATO)， 
并附上申领人公司在影片制作完成的当年财政年度
末期的纳税申报表。  

当税款抵扣金额超出申请人公司现时负有的所有 
税务责任时，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 将会返还抵扣
税款。

免责声明
如果您打算申请澳洲影视局的任何激励措施，您应
该寻求独立、专业的法律、金融和会计意见。

如需有关激励补偿措施的详细信息，请联系：
制片人补偿与官方联合制片项目
澳洲影视局 (Screen Australia)
制片人补偿与联合制片部门
电话：+ 61 2 8113 5800
电邮：pocu@screenaustralia.gov.au
www.screenaustrali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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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电影署 (AUSFILM) - 连接澳大利亚与全
球电影制片人的桥梁
澳大利亚电影署 (Ausfilm) 在全世界范围内宣传 
澳洲的激励计划、外景拍摄地和影视制作方面的 
实力，为国际影视制片人在澳洲进行影视制作提供

支持。

澳大利亚电影署 (Ausfilm) 是一家由澳洲政府与影视
行业共同成立的合伙企业。澳大利亚电影署由澳洲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大电影制片公司、一流的后
期制作与数字特效机构和制片服务提供商组成。

   拍摄场地补偿金
    在符合澳大利亚激励要求的制作支出 (“QAPE”) 
中，制片方可享有这项支出的 16.5% 作为拍摄场
地支出的补偿金。

益处
 » 这些激励措施不设上限或日落条款。

 » 这些激励均会以现金折扣的方式发放给制片人。

 » 这些激励措施均可与各州政府及领地政府的激励

措施叠加。

 » 款项支付一般会在向澳大利亚税务局完成报税之

后的 3 周后完成。

 » 没有文化测试或内容测试

须知：
 » 就每一项合格项目，制片人只能获得澳大利亚 
政府提供的多项激励补偿中的其中一项。

 » 移民法规适用于引进的演员和剧组工作人员， 
详见《澳大利亚电影署简要情况——移民》 
(Ausfilm Quick Facts - Immigration)。

哪些影视作品才有资格获取补偿金？
符合激励要求的影视作品格式包括具备下述条件的

故事片、电视电影、电视系列剧（包括纪录片、电

视真人秀系列、动画片）：

 »  故事影片的 QAPE 最低支出达 1500 万澳元

 » 电视系列剧的 QAPE为平均每小时 100 万澳元

 

什么是符合澳大利亚激励要求的拍摄场地制作支
出补偿金 (LOCATION  OFFSET QAPE)？
一般而言，符合澳大利亚激励要求的拍摄场地制作
支出补偿金可以抵补包含下述情形的电影或电视节
目的制作开支：

 » 澳大利亚境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其中包括演员
和剧组工作人员；

 » 在澳大利亚使用土地；
 » 在澳大利亚制作影视作品时所使用 的商品

谁可以申请？
 » 拍摄场地补偿金 (Location Offset) 的申请人须为
澳大利亚居民开设的公司，或拥有澳大利亚商业
代码 (ABN) 且在澳大利亚设有常设机构进行运作
的外国企业。 

 » 申请人须为负责开展所有在澳大利亚制片活动的
企业。

谁来负责管理补偿金？
拍摄地点与后期制作、数字特效及视觉特效 (PDV) 
补偿计划由艺术部 (Ministry for the Arts) 和澳大利
亚律政部 (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 负责 
管理。
电话：+ 61 2 6141 4383
电邮：filmenquiries@arts.gov.au 
www.arts.gov.au/film-tv/australian-screen-
production-incentive 

拍摄场地 
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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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场地
补偿金（续）

我何时可以申请评估 QAPE？ 

临时 QAPE 证明书（非强制要求）
企业可以在开始启动制片工作之前或制片期间申请

临时 QAPE 证明书。虽然临时 QAPE 证明书不能保

证获得最终证明，但却有助于明确有可能被视作

QAPE 的开支，且可以为项目是否符合申领补偿金

的要求提供指引。 

通常在获得预算、QAPE 表格和必要的配套信息的

后期阶段，往往要求提供临时证明书。 

最终 QAPE 证明书（强制要求）
最终证明书决定着申请支付补偿金的资格。

一旦不再发生 QAPE，制片人需要向艺术部 
(Ministry for the Arts) 申请最终证明书。

我要如何申领补偿金？
申领补偿金的企业应向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 提供

最终证明书，并附上制片完成后或不再发生 QAPE 
的当年财政年度末期的报税表。

当税款抵扣金额超出申请企业现时负有的所有 
税务责任时，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 将会返还抵扣 
税款。

免责声明
如果您打算申请澳洲影视局的任何激励措施,您应该
寻求独立、专业的法律、金融和会计意见。

如需有关激励措施的详细信息，请联系：

拍摄地点与后期制作、数字特效及视觉特效 
支出补偿金计划
艺术部
电话：+ 61 2 6141 4383 
电邮：filmenquiries@pmc.gov.au 
www.arts.gov.au/film-tv/australian-screen-
production-incentive



 » 7

澳大利亚电影署 (AUSFILM) - 连接澳大利亚与 
全球电影制片人的桥梁
澳大利亚电影署 (Ausfilm) 在全世界范围内宣传 
澳洲的激励计划、外景拍摄地和影视制作方面的 
实力，为国际影视制片人在澳洲进行影视制作提供

支持。

澳大利亚电影署 (Ausfilm) 是一家由澳洲政府与影视
行业共同成立的合伙企业。澳大利亚电影署由澳洲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大电影制片公司、一流的后
期制作与数字特效机构和制片服务提供商组成。 

   后期制作、数字特效及视觉特效 (PDV)  
   支出补偿金
   在符合澳大利亚激励要求的制作支出 (“QAPE”) 
   中，制片方可享有这项支出的 30% 作为 PDV  
   支出的补偿金

益处
 » 这些激励措施均不设上限或日落条款。

 » 这些激励均会以现金返还的方式发放给制片人。

 » 这些激励措施均可与各州政府及领地政府的 
激励措施 叠加。

 » 款项支付一般会在向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  
完成报税 之后的 3 周后完成

 » 没有文化测试或内容测试

须知：

 » 就每一项合格项目，制片人只能获得澳大利亚 
政府提供的多项激励补偿中的其中一项。 

 » 移民法规适用于引进的演员和剧组工作人员，

详见《澳大利亚电影署简要情况——移民》

(Ausfilm Quick Facts - Immigration)。

哪些影视作品才有资格获取补偿金？
符合激励要求的制片格式包括故事片、电视电影、

电视系列剧（包括纪录片、电视真人秀系列、 
动画片）。

制作的影片无需在澳大利亚进行拍摄。

什么是符合澳大利亚激励要求的后期制作、 
数字特效及视觉效果 (PDV) 支出的补偿金 
(PDV OFFSET QAPE)？
符合澳大利亚激励要求的后期制作、数字特效及视

觉特效 (PDV) 支出是指在澳大利亚提供的商品和服

务方面的开支，且这笔支出用于制片期间购买澳大

利亚的商品，这笔开支涉及：
 » 创造音频效果或视觉特效；
 » 音频编辑和混音与视觉特效编辑；
 » 与这些活动合理相关的活动；及
 » PDV 事务员工和剧组工作人员的薪资、每日食宿
补贴、出差开支等。相关设施和设备的租金。 
（如果演员以外的人员入境澳大利亚从事影片制
片工作，他们必须至少被雇佣连续两个日历周，
则他们的薪资、每日食宿补贴、出差开支方可纳
入符合澳大利亚激励要求的开支当中。）

谁可以申请？
 » 补偿金的申请人须为澳大利亚居民开设的公司，
或拥有澳大利亚商业代码 (ABN) 且在澳大利亚设
有常设机构进行运营的外国企业。

 » 申请人须为负责开展所有在澳大利亚的 PDV 制作
活动的企业。

PDV 工作可以划分给不同的服务提供者吗？
假如符合澳大利亚激励要求的开支 (QAPE) 的最低开
支为 50 万澳元，且负责开展所有相关活动的企业可
以申请 QAPE 补偿金，则 PDV 工作可以划分成为不
同的作业包，分给不同的 PDV 工厂做，或者在一个
工厂开展所有的 PDV 工作。

PDV 最终证明书（见下图）适用于所有工程包完成
之后的整体 PDV 工作。

注：补偿金申请企业从第三方处所收到的监督分包
商工作的款项无法作为符合澳大利亚激励要求的支
出，然而，符合 PDV 工作从事资质的分包商的支出
则可作为符合澳大利亚激励要求的支出 (QAPE) 加以
考虑。

后期制作、数字特效 
及视觉特效 (PDV) 
支出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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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制作、数字特效 
及视觉特效 (PDV) 
支出补偿金（续）

谁来负责管理补偿金？
后期制作、数字特效及视觉特效 (PDV) 支出补偿金
计划由艺术部
(Ministry for the Arts) 和澳大利亚律政部 (Attorney-
General’s Department) 负责管理。
电话：61 2 6141 4383
电邮：filmenquiries@arts.gov.au 
www.arts.gov.au/film-tv/australian-screen-
production-incentive

我何时可以申请评估 QAPE？

临时 QAPE 证明书（非强制要求）
企业可以在开始启动制片工作之前或制片期间申请

临时 QAPE 证明书。虽然临时 QAPE 证明书不能保

证获得最终证明，但却有助于明确有可能被视作 
QAPE 的开支，且可为项目是否符合申领补偿金的

要求提供指引。

通常在获得预算、QAPE 表格和必要的配套信息的

后期阶段，往往要求提供临时证明书。

最终 QAPE 证明书（强制要求）
最终证明书决定是否具有申请补偿金的资格。 

一旦不再发生 QAPE，制片人需要向艺术部 
(Ministry for the Arts) 申请最终证明书。

艺术部将会依据 QAPE 标准对开支进行评估，计算
用于制片的 QAPE 实际金额。 

我要如何要求支付补偿金款项？
申领补偿金的企业应向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 提供
最终证明书，并且附上完成后期制作、数字特效和
视觉特效制作后当年财政年度末期的报税表。

当税款抵扣金额 超出申请人公司现时负有的所有 
税务责任时，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 将会返还抵扣
税款。

免责声明
如果您打算申请澳洲影视局的任何激励措施，您应
该寻求独立、专业的法律、金融和会计意见。

如需有关激励措施的详细信息，请联系：

如需有关激励措施的详细信息，请联系：
拍摄地点与后期制作、数字特效及 
视觉特效 (PDV) 支出补偿金计划 
艺术部、澳大利亚律政部
电话：+ 61 2 6141 4383
E filmenquiries@arts.gov.au 
www.arts.gov.au/film-tv/australian-screen-
production-incen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