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州新的《中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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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r understanding
Genuine connections
Mutual prosperity

目录

03	州长致辞

04	小企业、创新与贸易部长致辞

05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墨尔本总领事致辞
06 江苏省省长致辞
08	摘要

10	主要成果

12	大背景下的维州与中国

16	方向一：加强与中国各经济开发区政府的往来
20	
与江苏省缔结高新科技创新伙伴关系
21 与四川省合作

22	方向二：推动维多利亚州成为全澳对亚洲有深入了解、具备亚洲能力的卓越中心
24	方向三：通过文化交流合作，建立联系，并为人文交往搭建新的平台

26	方向四：为一系列项目(包括政府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吸引投资，为维多利亚州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支持
30	方向五：为成功的澳中商业交往提供支持

34	方向六：根据维多利亚州的竞争优势以及中国特定的市场机会，有针对性地开展贸易活动
38	执行与后续措施

江苏省常州市莲花馆与人民公园。
由墨尔本studio505担纲设计。

2

州长致辞

早在维多利亚建州
前，华人社区就已融入我
们的社会。1901年，一条
传统的中国龙加入正式
巡 游队伍，在 墨尔本 街
道上共贺澳大利亚建
国。此后每一年，智慧诚
实的华人移民和游客，
都在共同参与建设一个
更自豪、更富饶的维多利亚州。这个传统历来已久，
也必将继续传承。

我们很荣幸迎来越来越多在维州各所大学深
造的中国学子。维州风景秀丽的海滩，也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前来维
州：这个澳大利亚工业心脏和创意之都投资创业。
这是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基于
交易，而是基于信任与传统。但我们不能将其视为
天生如此。我们希望继续改进和完善这种伙伴关
系，使之在未来更加牢固。这正是新《中国战略》的
精髓所在。

维州本地企业说，希望我们能加大力度，帮助
他们进军亚洲市场。他们希望发出的声音更加宏伟。
而我们新的《中国战略》已制定出目标，要把维多利
亚州建设成为澳大利亚的亚洲门户；如果您要了解
亚洲市场动态，顺利开展业务，那么欢迎到维州来。
通过携手合作，中国和维多利亚州能够实现很
多目标。双方均面临着经济挑战，但双方的综合潜
力远胜于这些挑战。
在此，我谨代表维多利亚州政府，荣幸推出本
州的新《中国战略》。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强大有
力。从现在开始，这一关系将愈发牢固。

维多利亚州州长

丹尼尔·安德鲁(Daniel Andrews)议员阁下

2015年9月我曾到中国进行访问，那也是我担任
维多利亚州州长以来首次正式出访海外。我承诺之
后在任期内的每一年都要去中国访问。在中国访问
时，我和中国朋友多次探讨该如何携手合作。

在此我自豪地告诉大家，维多利亚州与其历史
最长、持续最久的友好省州江苏省已订立了一项新的
创新与科技协议，以此发挥双方的合力作用。我们将
努力把最优秀的创意，转化成双方共同的商业利益，
支持中国和维多利亚州迎来下个时代的增长。
我也要告诉大家，维多利亚州和飞速发展的中
国四川省也正努力在2016年缔结友好省州关系；这
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大事。
这一新的合作关系，将成为维多利亚州进入中
国最快增长地区并连接该地区人民的支点。双方将
以城市宜居性作为合作重心，携手打造下世纪的智
能、可持续城市，分享双方在设计、环保、教育、卫生
等领域的创意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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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创新与贸易部长致辞

虽然我现在的职
务 是 贸 易 部 长，但 我 坚
信要建立贸易和经济关
系，首 先 就 得 建 立 个 人
关系。没有友谊，经济机
会永远都不会出现。
之间已然牢固的友谊。

为 此，我 注 重 不 断
增强维多利亚州与中国

双方民众已在多个方面建立了联系。维多利亚
州的华人社区已有150年历史，华人社区成为维州
多元文化社会的重要成功基石，而华人从美食到节
庆等方面，都对维州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让维州
愈发富饶多彩。
维州民众中，有超过二十五人有中国血统，维
州与中国之间的家庭纽带千丝万缕。

每年约有58,000名中国学生入读维州世界知名
的教育机构；这58,000名莘莘学子回国后，带走了对
维州的深入认识和认同，也让维州民众对中国有了
更全面的了解。
他们与维州同学建立的深厚友谊，成
为当前及未来双方民众之间的重要连接桥梁。2015
年11月，我在上海会见了一些维州校友，听取了他
们在维州的生活经历，了解他们与维州朋友持续不
断的联系状况。
除了与往届学生的联系外，双方的深厚友谊还
体现在每年近439,000人次来维州观光的中国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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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
虽然他们在此逗留时间长度不如留学生，但他
们回国后仍带回了对维州各方面事务的第一手见
解，为双方民众建立起另一种联系。我们都知道，维
州民众也前往中国旅游，目前墨尔本和中国城市之
间每周开通38趟直飞航班，回国后的维州民众，对
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也形成了新的认识。
继续培育和发展双方关系，不断增强双方友
谊，仍是我最优先完成的工作。
谢谢

菲利普•达理达克斯(Philip Dalidakis)议员阁下
小企业、创新与贸易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墨尔本总领事致辞

在中澳两国发展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过
程 中，维 多 利 亚 州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与 江 苏 省
长达36年之久的友好省
州 关 系 仍 在 蓬 勃 发 展，
双方的全面合作已结出
了 很 多 切 实 的 成 果，这
也进一步促进了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友谊。维多利亚
州与四川省的友好合作，也正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
2015年9月，丹尼尔•安德鲁(Daniel Andrews)州
长正式访问中国，这也是他担任州长以来首次出访
海外。此次访问获得了热情接待，也取得了丰硕成
果。在江苏省签署的一系列协议，翻开了维多利亚
州·江苏省伙伴关系的新篇章；在四川，双方开始商
谈缔结新的友好省州关系；在北京，维多利亚州与中
国文化部国际文化促进会签署了五年《文化交流协
议》
，这也是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
这项五年《文化交流协议》
，是中国文化部与外
国省州政府签署的第一个此类协议。它充分展示了
墨尔本作为“澳大利亚文化之都”的重要意义，也是
对维多利亚州为促进中国文化交流所持续付出努力
的肯定。
在众多文化交流活动中，墨尔本交响乐团的
中国新春音乐会已成为一年一度的音乐爱好者盛
宴，而“盛世乾隆”展则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人，参观
者达到创纪录的66,700人次。此外，58,000名中国留
学生也为中国和维多利亚州之间的教育合作注入了
蓬勃活力。
正是这种全面高质量的合作交流，加深了
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和持久友谊，也让维多利
亚州与中国的关系“超越了交易关系”。

代，澳大利亚必将受益于即将到来的自贸繁荣局面。
毫无疑问，坐拥得天独厚的农业竞争优势并具备其
他巨大潜力的维多利亚州，必将受益于中澳自由贸
易协定。
维多利亚州安德鲁政府把握住了这一历史时
机，适时制定出新的《中国战略》。
该战略勾画出维多
利亚州与中国的切实合作计划，充分体现了安德鲁
州长及其政府在中维关系领域的真知和远见。在制
定该战略过程中，安德鲁政府征询并采纳了江苏省
与四川省的意见，确保该战略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更
让人激动的是，该战略的中文版也将与英文版同步
发行。
在此，我热烈祝贺这项战略的推行，同时也相
信该战略绝不会辜负我们大家的期望。

作为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我很高兴亲眼见证
中维合作结出了丰硕成果。我有责任也乐意继续不
遗余力地推动双方互惠关系的发展壮大。

宋昱旻先生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

中国：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正在实施重大经
济转型和升级。
澳大利亚也是如此。
双方经济高度互
补，未来将迎来庞大的合作机会。在后矿业繁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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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省长致辞

1979年，江苏省与维

多利亚州正式缔结友好

省州关系，维州成为江苏
省的首个海外友好省州。
几十年来，在“互补、互
利 、共 赢 ”原 则 的 指引
下，双方在贸易、投资、

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环保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取
得了大幅进展，成为中澳两国地方合作的典范。

江苏省与维多利亚州友谊的不断深化，很大程

度上归功于江苏省和维多利亚州政府的共同努力。

自正式缔结友好关系以来，双方高层领导之间保持
着经常性的访问交流 。去年9月，丹尼尔·安德鲁

(Daniel Andrews)州长阁下在上任后的首站海外访
问就来到江苏省，充分体现了江苏省·维多利亚州关
系在维多利亚政府新领导层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在

此，我非常赞同安德鲁州长提出的“超越交易、打造
互信”的理念，也感谢他不懈努力，把中国战略定位
为维多利亚州政府最优先的发展战略之一。

201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访问澳

大利亚，翻开了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篇章。
新通过的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将在两国贸易投资合
作领域释放出庞大机遇。双方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和

密切伙伴关系，必将让江苏省与维多利亚州在中澳

江苏省已做好准备，通过贯彻执行两国政府在

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达成的重要共识，不

断深化与维多利亚州的关系。我们将不断努力，在中
澳省州负责人对话机制下，全新打开双方合作发展

的新局面，推动双方在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医疗
卫生、环境保护、智能交通、现代服务业、农业以及
人员和文化交流领域的贸易投资合作。

我坚信，江苏省与维多利亚州源远流长的友谊

必将继续发扬壮大，合作前景更加灿烂辉煌，民生
福祉亦将不断增进。

关系新时代迎来巨大的未来合作潜力。

江苏省人民政府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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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50年来，维州一直着力发展与中国的合作伙伴

关系。今年，我们迎来了与江苏省缔结友好省州37周

一样，都要牢牢扎根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谅

群体更是对本州的成功发展而言功不可没。

人之见的往来也应如此。因此，这项战略着力于改

年的纪念。维多利亚州境内庞大且充满活力的华人
最好的伙伴关系，是动态发展的伙伴关系——

能够应对变化无常的局势，能够通过创新来把握新
机会，也能携手合作、造福彼此。

这也是维州步入亚洲世纪时的奋斗方向。维州

的竞争优势，与中国的需求形成了强有力的契合。这

种契合具有互惠互利性：中国的优势专长，有利于维
州应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因此，维州政府、中国中央

政府以及江苏省和四川省政府在制定这项战略过程
中携手合作，鉴别各方可以共同实施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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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与所有良好伙伴关系

解的原则。不仅政府之间应当这样，企业、社区和个

进维州与中国在各个层面的交往联系：创建新型关

系，强化双方有效往来的能力。这些交往联系，不仅
能够丰富维州的文化架构，同时也为全面实现双方
伙伴关系的潜在经济效益奠定了必要基础。

维州政府衷心期待，维多利亚州能够成为中国

与澳大利亚之间的门户。这项战略也为我们实现这

一愿景划定了前进路线。战略基于三大主题(也称为

组织原则)，可引导维州中国关系长期发展，以及与
这些主题契合的六大方向，可推动政府立即采取相
关行动。详见对开页。

维州与中国交往的新方式

Vision
愿景

That Victoria becomes China’s gateway to Australia based on the strength of
our connections and the depth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s people,
culture and economic needs.
维多利亚州与中国之间联系紧密、对于双方人民、澳中文化以及两国经济需
求有深入的了解。维多利亚州愿能成为中国进入澳大利亚的大门。

Themes
主题

Deeper understanding
深入了解

Genuine connections
诚挚合作

Mutual prosperity
共享繁荣

Victoria’s engagement with
China will reflec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culture and
economic needs – and
Victoria will work with China
to build a similar
understanding of Victoria
and Australia.

Victoria will build substantive
and enduring connections
with China at every level –
between our governments
(including at the bilateral
provincial level), businesses,
communities and individuals.

Victoria will work with China
to identify economic
opportunities that target the
intersection of Victoria and
China’s respect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needs –
maximising the mutual
economic value of our
relationship.

Directions
行动说明

S trengthen government alliances with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providing
a clear focus to our efforts while creating an entrée to broader engagement with China
加强与中国经济开发区政府的往来，明确工作开展方向及目标，
同时为更广泛的澳中合作奠定基础

Establish Victoria as Australia’s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Asia insights and capabilities
推动维多利亚州成为澳大利亚拥有亚洲视野及能力的卓越中心

Build connections through reciprocal cultural partnerships and by establishing new
platforms for people-to-people engagement
通过文化交流合作，建立联系，并为人员之间的交流搭建新的平台

Attract investment, including into the Government’s infrastructure pipeline, to support
Victoria’s continued economic growth
为一系列项目(包括政府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吸引投资，
以此为维多利亚州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支持

Support successful business engagement with China
为成功的澳中商业往来提供支持

Target trade activity according to Victoria’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identified market
opportunities in China
根据维多利亚州的竞争优势以及经确认的中国市场机会，制定具针对性的贸易活动

9

主要成果
更多投资和就业
到2026年，维多
利亚州的中国
对澳投资份额，
将从8 % 提 高 至
20%。

8%

更多贸易
未 来 10 年内，预
计维多利亚州对
华出口总值将增
加$50多亿。

20%

2014年

$65亿

加强与中国各经济开发
区政府的往来，明确工
作开展 方向及目标，同
时为更广泛的澳中合作
奠定基础

成果：

• 在互惠互利的领域，开展新的合作(包括与江苏省的
创新合作)，强化现有及新缔结的政府间关系。
• 在2016年底与四川省正式签署友好省州协议。

•2
 016年底任命新的中国副专员，专职负责中国西部
事务。

方向二：

成果：

方向三：

成果：

推动维多利亚州成为全
澳对亚洲有深入了解、
具备亚 洲 能 力的卓 越
中心

通 过文化交流合作，建
立联系，并为人 文 交往
搭建新的平台

2026年

2014年

2026年

方向一：

$115亿

• 在 政府、企业、教育产业之间推行协调一致的工作
方式来增加对亚洲的了解，提高亚洲能力，推动创
新并发展未来技能。

• 与中国的文化合作将日益深化，增进双方在电影、
体育和表演与世界艺术领域的境内外文化交流。

更多游客
中国 赴 维多利亚
州游客的过夜
消 费 ，将从 2 01 5
年的$2 2亿增至
2026年的$34
亿多。

更多学生
$34亿

2026年

未 来10 年内，维
多利亚州的在校
中国研究生人数
将增长25%。

2015年

2015年

为一系列项目(包括政府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吸引
投 资，为维多利亚州经
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支持

成果：

•到
 2026年，将维多利亚州的中国在澳投资份额从
8%提高至20%。
• 未 来十年内，维多利亚州政府将吸引和引进$20亿
中国投资，创造3000个新的工作岗位。

方向五：

成果：

方向六：

成果：

为成功的澳中商业交往
提供支持

根据维多利亚州的竞争
优势以及中国特定的市
场机会，有针对性地开
展贸易活动

2026年

14,500名学生

$22亿

方向四：

18,125名学生

• 维多利亚企业将在针对性出口扶持计划的支持下，
加大与亚洲的交往联系；出入境贸易代表团，提高
对新市场趋势和机会的认识，包括与电商和中澳自
由贸易协定相关的趋势和机会。

• 未 来10年内，预计维多利亚州对华出口总值将增加
$50多亿。

•中
 国赴维多利亚州游客的过夜消费，将从2015年的
$22亿增至2026年的$34亿多。

• 未 来10年内，维多利亚州的在校中国研究生人数将
增长25%。

大背景下的维州与中国
政府、社区与企业间的牢固纽带，见证了维州与中国的交往历史

维州华人社区是双方伙伴关系的基石

人员，是维州与中国关系的核心。维州早年与
中国的交往联系，造就了维州活力蓬勃的多元文化
格局，也为繁荣发展的华人社区奠定了坚实基础。目
前，维州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华裔澳大利亚人。维州
华人社区在商业、学术、科学和其他诸多领域做出了
卓著贡献，也将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带入维多利亚
社会。

政府间关系建立互信、促进协作

我们依托早年的文化联系，建立起密切的政府
间关系，这也成为维州至今在中国取得各项成就的
基础，如维州与江苏省的牢固友好省州关系目前已
进入第37个年头。双方在市级层面还缔结了约20项
友 好城市关系，进一步强化了双方政 府之间的纽
带。这些关系，促进了双方政治和经济对话，也为双
方市民带来了参与教育、专业和文化交流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政府联系也带动双方强
势进驻彼此的行政区域。目前，维州在中国设立的
贸易投资代表处网络规模，高居澳大利亚各州各领
地之首，在中国还设有专门的专员和旅游代表处。
此外，墨尔本还驻有中国总领事馆、江苏省政府代
表处以 及江苏省国际交流教育服务中心(Jiangsu
Education Services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经济合作成就互惠互利

中国目前已成为维州最大的双向商品贸易合作

伙伴。中国也是维州最大的留学生、投资者、商业移
民和国际游客来源国。

当然，宣称中国是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并非只

有维州。但是，我们的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培养了很
多中国学生，伴随他们度过成长岁月，提升他们的英

语语言能力；我们的企业分享自身知识与专长，协助

推进创新；而我们优质安全的食品和饮料产品在中

国家喻户晓，需求居高不下。与维州的交往，也能让
中国对本地区西方商业实践有了真正深入的认识。

$204亿
双向商品贸易总值

29.4%

居住在维多利亚州，出生于
中国的澳籍华人人口比例

140%

过去10年来维多利亚州对华
商品出口增长率。

在中国出生的澳籍华人
人口比例

对华商品出口增长率

37 年

友好省州关系年份

5.8万
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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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年度维多利亚州与中
国双向商品贸易总值——维
多利亚州最大的贸易伙伴

维多利亚州-江苏省友好省州
关系年份，维多利亚州最悠
久也是最早缔结的友好省州
关系
2015年入读维多利亚州中小
学及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国留
学生人数

墨尔本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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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基于各层面协作关系，正是推进更现代化、更完
善伙伴关系的良好时机

中国和维州日益变化的经济局势，进一步拉 实现这一协作水平，取决于双方关系的牢固
近了双方的关系
程度以及对相互文化的深厚理解
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多人口和第二大经济，在全
球经济中地位愈发重要，影响日益深远。中国正从
投资驱动型集中计划经济，转型成为消费主导型市
场经济。中国产业也正从低成本制造业，逐步转变
成价值更高的商品和服务业。中国正以更加缓慢但
却更具可持续性的步伐，继续努力转型成为全球一
体、科技进步的现代化社会，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
煌成果，如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

我们将继续完善双方在政府、商业、社区和个
人层面的关系，努力谱写维州中国关系的新篇章。
发展双方共同的文化能力，能让双方之间的交流互
动更有魅力、更有意义，也最终带来更丰硕成果。

维州加大对国际市场的重视，为资本、规模经
济、新市场和国际专长的接入提供了无可比拟的机
遇。日益增多的国际贸易，让企业可以跳出国内市场
的局限，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就业和生产力。与国际
合作伙伴的往来，也打开了协作、学习和文化交流的
通道。

我们也将通过艺术、设计和体育领域的文化交
流，促进双方的交流活动。文化活动不仅吸引了广
大 受 众，也能 帮助我们清 楚 认识共同点、包容差
异。

维多利亚州同样也在变化。维州是澳大利亚第
二大经济体——开放、稳定、持续增长。但是，结构
性变化(尤其是制造业下滑)也给维州尤其是那些技
能低下、年纪较轻及乡村地区的维州民众带来了就
业挑战。

维州正努力培养现任和梯队领导人的文化及语
言能力，同时也着力培养年轻一代的技能，以推动
双方日益增强、富有成效的交流互动。为此，我们将
打造和推行中小城市联盟等有利于交流互动的平
台，强化与江苏省的友好省州关系，并与包括四川省
在内的中国各地建立新的往来关系。我们还将密切
与本地华人华侨互动，他们不仅是中国文化和语言
的兼职形象大使，也是我们强化与中国关系的重要
载体。

与中国一样，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产业的发
展，将带动维州迎来未来经济最大规模的繁荣增
长。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将使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
更加顺利。

维州坚信，这项战略所述的六大方向能够实现
我们的维州中国关系愿景目标——这一关系的意义
远远不止于经济合作，更是基于对彼此人民、文化
和经济的深厚认识；以政府、商业和民众之间的真
正联动为基础；并发挥双方互补优势，带来互惠互利
成果。

我们各自有着帮助对方实现远大理想的能力

主要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城市化、消费水平和
产业转型速度的加快，给我们的中国伙伴带来了诸
多挑战。到2030年，预计中国城市人口将增至总人
口的70%，而年满60岁以上人口可能攀升至27%以
上。随着收入的增长，中国的个人消费(目前仅占GDP
的37%)也将继续增高。

这些因素已促使中国政府制定了新的政策目
标，并体现在“十三五”计划之中，而维州高价值的
商品和服务产业则能帮助实现这些目标(图1.1)。同
样，对维州而言，这些产业的增长也能保障未来经
济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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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万
维州华裔民众

43.9万
中国游客：

维州华裔民众——包括11.2万名
在中国出生的维州人——约占澳
洲华裔人口的三分之一

2014-15年度赴维多利亚州的中
国游客预计人数。中国是过去5
年来维多利亚州国际游 客数目
最多且增长最快的来源国。

中国新兴政策方向与挑战

维州新兴能力与成熟能力

开发中国西部：投资新基础设施、提供新服务(包
括养老与教育服务)、鼓励外国投资并推广生态发
展，实现全国范围的平衡发展。

宜居底蕴：我们的城市设计、可持续发展、教育、
卫生、创意产业和新能源技术提供商，可以和中国
各省携手合作，共同建设既能应对城市化压力、
又能实现中央政府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城
市。

优先关注发展创新产业：扶持产业培育全球竞争
力，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支柱，包括生物技术、新
能源、新材料和下一代信息技术。

支持可持续的生态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绿色、低碳、气候适应性可持续发展，包括在
全国范围内实行碳交易计划，并投入发展可再生
能源与绿色建筑。
改革医疗保健体系：重新思考中国医疗保健体
系，确保全体中国公民都能享受医疗保障，并根
据人口老年化需求，调整养老体系。

扶持电子商务产业：规范电子商务产业，支持中国
公民在线购买优质商品，包括安全优质的食品饮
料以及奢侈和休闲商品与服务，确保商品真实性
并缩短交付时间。

一带一路：依托新成立之亚洲国际基础设施银行
的种子资金，致力于建设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
进而将古代丝绸之路改造成一条覆盖44亿人口、
预计可带来$21万亿经济产量的现代化物流、贸易
和经济走廊。
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收入增长和结构性经济变
革，预计也将带动教育需求随之增长和变化，学
生希望做好进入中国蓬勃发展之服务产业和高附
加值制造业的更充分准备，也有能力承担海外留
学费用。

创新优势：包括医学技术与生命科学、新能源以
及先进制造技术——加大协作力度能够帮助中国
转向可持续增长与高价值产业。

世界一流的医疗产业：我们的医疗机构、医学研
究人员以及医学技术和药品制造商能够提供创新
解决方案，协助中国改革全国医疗体系。
食品与纺织：我们的农业产业，从清洁安全的源
头生产出优质食品——包括肉类、乳品、果蔬。

旅游与大型活动能力：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创意
与文化产业和游客经济，能够帮助中国伙伴成功
展示自身创意产业和开发建设文化区，为日益崛
起的中产阶级提供更多休闲活动，并承办全球大
型活动。

高价值专业服务：我们的服务产业拥有世界一流
的能力，在中国经济多元化、民众日益富裕及着
眼于实现基础设施宏伟目标的重要时刻，能够协
助中国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对更完善服务的需
求。
国际教育：我们的教育产业发达完善，能够满足
中国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我们拥有世界
一流的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既能在中国境内提
供教育服务，也能为前来维州求学的留学生营造
优质的学习体验。

图1.1——中国新兴政策方向与维州新兴能力与成熟能力的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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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一：加强与中国经济开发区政府的往来，明确工作
开展方向及目标，同时为更广泛的澳中合作奠定基础

我们不能低估中国给维州企业带来的机遇。
2003-13年度，中国商品与服务进口总值增长了387%。
而随着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维州企业面临的
机遇也将显著增多。但维州，也只是当前在中国市场
经营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之一。为了发挥影响力，维州
将注重与在中国有共同发展重点和能力的各省主要
地区开展合作。省一级的合作伙伴关系，能够加快
进驻广大经济区和市场集群，并成为维州在中国各
地开展往来的支撑点。

维州在中国创建了维州政府贸易投资代表处
(VGBO)网络，囊括维州在中国经济往来的各个关键
地区，进一步强化在中国境内的交流往来：上海、北
京、香港、南京和成都，此外在上海和广州还设有旅
游代表处。

维州政府将铺平与中国强化交流往来的道路。
这一点在中国尤为重要，这里的政府在商业领域发
挥着关键作用，也影响着贸易和投资成果。为此，州
长将每年访问中国一次，每位部长也将在首次上任
及之后任期内访问中国。维州政府还将积极探索分
享自 身 政 策 专 长 的 机 会，以 打 开 新 型 协 作 的 机
遇——正如当前在医疗保健领域采取的措施。

《创新与技术合作协议》将通过联合研发活
动，强化维州与江苏省的科学、技术与产业
合作。

打开中国市场机遇

依托与江苏省和四川省建立的合作伙伴关
系，奠定维州与中国交流互动的坚实基础

江苏省于1979年与维州建立了蓬勃发展的友好
省州关系，至今仍是维州最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之
一。我们有着开展贸易代表团、参观考察和商业项目
的成功经历，在教育、卫生和文化领域也保持着密
切联系。江苏省位于高度发达的华东地区，是中国第
二大省级经济体，也是维州进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
的门户。
四川省是中国政府西部开发计划的重要省份，
也是中国增长最快的省级经济体之一。虽然维州与
四川省的合作关系起步较晚，但也已给双方带来了
实际效益。我们在制定这项战略期间与四川省签订
了意向书，承诺于2016年缔结友好省州关系，这将
对维州与急速增长的中国西部和西三角经济区之间
的交流往来发挥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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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江苏省

维州与江苏省的友好省州关系，促成了很多合
作，并且带来了丰硕的成果：

维多利亚州-江苏省联合 经济 委员会成立于
1987年，每两年召开一次集会，回顾双方关系
并约定新的合作领域。
维多利亚州教育培训部与江苏省教育厅的教
育合作，带动了友好学校合作关系的蓬勃发
展，也促进了维州与江苏省之间的学生交流。
汉默中文奖学金项目成立于2012年，资助维州
专业人士前往江苏省强化中文语言和文化学
习。
蒙纳士大学苏州校区创建于2012年，是与东南
大学开展合作的结晶。蒙纳士大学是第一所
获许在中国办学的澳大利亚大学。
四川省

虽然维州与四川省的合作关系起步较晚，但也
已给双方带来了实际效益：
维州政府与四川省政府签署意向书，承诺于
2016年签订友好省州协议。

菲利普岛自然公园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缔结友好公园协议，鼓励在旅游、环保和科
研领域采取新举措。

丹尼尔·安德鲁州
长与北京市常务副
市长李士祥先生

案例分析

政府关系营造卫生领域机会

中国的医疗保健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
速增长，中国也正制定庞大的改革议程来应
对这一需求。这项改革举措将率先在五座城
市试点，最终在全国4万多座医院全面实施，
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医疗保健现状。

通过政府关系，维州的医疗保健与生物科学
产业就能协助中国政府实施这项改革。2015
年9月，州长先生与江苏省和四川省签订了两
项医疗卫生合作协议。这些协议规定的合作
范围，包括共同设计医院和诊所、培训医护人
员和医学专家，并推动最新医疗技术的应用。
它们为维州医学卫生教育和培训机构、医院
运营机 构 和咨询 机 构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

维州将：

• 通过州长每年对中国的访问以及全体内阁部长
在各届政府任期内的访问，增进政府间关系，并
鼓励主要合作伙伴互访

• 以维州世界一流的政策框架作为与中国开展全
新合作的基础，致力于增进政府联系，创造新的
经济机会

• 加大对维州政府在华贸易投资代表处的资源投
入，包括新任命一名副专员负责中国西部事务。

8.4%

2015年江苏省预计增长率

预计增长率

16位
经济规模

7.5%

2014年，江苏省经济可在全球经
济规模中排名第16位

2015年四川省预计增长率

预计增长率

28位
经济规模

2014年，四川省经济可在全球经
济规模中排名第28位

维州与江苏省将：

• 促进政府官员在维州-江苏省联合经济委员会
双年会更密切合作，增进双方友好省州关系。

维州与四川省将：

• 于2016年签署新的友好省州协议，正式缔结双
方合作关系，为维州与急速发展的中国西南地
区的交流往来奠定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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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via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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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与中国主要经济区的交流往来

1
3

2
维州政府贸易投资代表处
维州旅游局代表处

1

4
2

3

4

渤海经济圈

西三角经济区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

天津
(2014年GDP：2559.5亿美元)

重庆
(2014年GDP：2322.2亿美元)

苏州
(2014年GDP：2288.7亿美元)

深圳
(2014年GDP：2604.8亿美元)

主要城市
北京
(2014年GDP：3472.4亿美元)

维州的联系
2012年在北京设立维州政
府贸易投资代表处

经济状况
该地区以重工业和制造业
为重心，是汽车、电子和
石油 化 工 产业 的 增 长 密
集区。
其他优势产业还包括教育
和研发(北京)以及航空、
物流和运输业(天津)。

主要城市
成都
(2014年GDP：1637亿美元)

维州的联系
2013年在 成都设 立 维州
政府贸易投资代表处
四川省与维州在未来将成
为友好省州

经济状况
区域经济发展计划表明，
该地区到2020年有望成为
中国最有实力的区域
之一。

享 有 国 家 扶 持 的产业 包
括：旅游、金融服务和科
技发展与服务，此外还具
备强劲的环保需求。

主要城市
上海
(2014年GDP：3835.5亿美元)

南京
(2014年GDP：1417亿美元)

维州的联系
2006年和2003年分别在
上海和南京设立维州政府
贸易投资代表处
江苏省于1979年与维州缔
结友好省州关系
经济状况
重工业地区，交通基础设
施发达。

优势产业有金融、银行、房
地产和物流(上海)、汽车
(上海和南京)、电子、教育
和能源(南京)以及制造业
(苏州)。

主要城市
广州
(2014年GDP：2718.4亿美元)
注：经济区不包括香港

维州的联系
无直接代表机构，但关注
日益 提 高(尤 其 是 通 过
199 0年设立的维州政 府
驻香港贸易投资代表处)
经济状况
区域经济发展计划致力于
将该 地 区 发 展 成 为先 进
制造业中心和现代化服务
区，以及国际运输物流、
贸易、会展和旅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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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古城墙

与江苏省缔结高新科技创新伙伴关系，能
将21世纪创意转化成共同的商业利益

维州与江苏都是创新中心。维州有着技能娴熟
的劳动力队伍，创新历史源远流长。我们拥有世界
一流的大学产业和研发氛围，在先进制造、先进材
料、生物技术、食品、纤维和健康相关产品与服务领
域优势明显。
江苏省被中国政府评为创新强省，专利数量高
居中国各省之首。
维州和江苏省为什么要携手合作？

双方政府均在探索创新机会，努力创造未来就
业机会。通过携手合作，维州与江苏省就能充分将研
发实力转化成商业价值。

2015年州长访问中国期间，维州与江苏省在江
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宣布新签一份重大协议，旨在
增强双方在科学、技术和工业领域的合作。双方的
合作将以清洁技术和环保创新等共同关注领域为重
心，这也是双方的优先工作领域。长期务实的合作，
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创意，并转化成新公司和新的
就业岗位，进而大幅提升了双方的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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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受益其中？

国际研发合作，催生了带有散溢效应的商业创
新——国际网络与追加投资。维州企业家和研究人
员，也能借助具有出色增长潜力的领域，进入蓬勃
发展的中国市场。

蒙纳士大学-东南大学联合研究院(侧重于纳米
技术、生物信息学、水、能源与先进制造业)和伯内
特医学研究院旗下南京澳百生物技术实验室(研发医
学需求尚未满足领域的诊断工具)等联合项目，将进
一步完善现有的创新合作。

这一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政府更广泛创新战
略 的 内 容 之一，政 府 还 将 在 已 投 入于 创 业 维 州
(LaunchVic)倡议的$6000万资金的基础上，继续支持
创业者将自身创意转化成商业现实。

维州与江苏省将：

• 推 动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高新科技和研
发协作。

成都天府广场

与四川省的协作，将打造出一个在中国开
发智能宜居城市和区域的平台
维州与四川省具备深厚的宜居底蕴。

维州在城市设计、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与管
理、文化区域开发、治理以及健康和教育服务等各
个宜居领域实力突出，树立了牢固的宜居美誉。维
州首府墨尔本，已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球 最宜居城
市。2012年，维州小镇Port Fairy也被评为2万人口以
下类别的全球最宜居城镇。

四川省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省级经济体之一，
2014年实际GDP增速8.5%。四川省首府成都，是中国
大陆最宜居城市，也被评为近十年来增长最快的城
市之一。成都也是首批获评国家级生态环境示范区
的五座城市之一。成都正奋力迎头迈进，以全新发
展模式来保证生态且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
维州和四川省为什么要携手合作？

维州和四川省可受益于彼此之间的优势专长。

维州有着漫长的环境治理历史，拥有全球历史
第二悠久的环境监管机构。我们在大气与水污染管
理领域实力卓著，能够提供有效的垃圾管理解决方
案，与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挑战
直接相关。我们的医疗和教育体系，也是吸引越来
越多人口和投资涌入维州的关键因素。

人口飞速增长的经 历，带动四川省在城市发
展、基础设施规划和新能源技术发展等多个领域积
累了深厚的优势专长。当前，维州人口增长速度超

过澳大利亚其他任何行政区域，也迫切希望未来继
续维持自身的宜居声誉，而四川省则能为维州提供
很好的借鉴经验。
我们如何受益其中？

通过即将缔结的友好省州关系，维州和四川省
可携手实现双方共同的远大理想，开发建设智能宜
居型城市。这种伙伴关系，将充分发挥双方各自优
势；这些优势，也正是墨尔本和成都之所以赢得宜
居声誉的基础。
这种伙伴关系，将为维州和四川的宜居性解决
方案企业提供平台，帮助其他有增强宜居性需求的
中国城市。双方政府将与产业携手合作，交流技术
专长，推动企业介入医疗、教育、创意产业、城市设
计与其他专业服务领域。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继续
努力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必将带
动所有这些服务的市场需求呈指数性增长。

维州与四川省将：

• 携手合作，整合各自政府与社会企业领域的
技术专长，充分把握中国城市化挑战所带来
的机遇，为有增强城市宜居性的其他中国城
市提供解决方案
• 在 宜居产业领域开展知识交流与研究协作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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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二：推动维多利亚州成为澳大利亚拥有亚洲视野
及能力的卓越中心

随着维州与中国关系的日渐成熟，双方的往来
也将从交易型逐步转向协作关系，带来更有成效的
成果。
为实现这些效益，政府将努力把维多利亚州建
设成为澳大利亚拥有亚洲视野及能力的卓越中心。

推进亚洲视野及能力的发展

政府下定决心，努力将维多利亚州建设成为中
澳之间的交流门户。对于准备在澳经商的中国人以
及有意在华经商的澳大利亚人而言，维州凭借自身
出色的跨文化能力，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首选平台。
我们有众多国际商会可为经商带来便利，同时也有
大量专业协会与机构可协助与亚洲交流互动。

因此，政府正制定目标，努力将维多利亚州建
设成为澳大利亚最了解亚洲并与亚洲充分交流互动
的地区。具体而言，我们将加快工作力度，在政界、
商界、教育界以及亚洲市场和消费者认知领域提升
针对亚洲市场的专属能力，以此来刺激商业创新和
出口成果。

培养下一代民众的技能

我们正努力培养维州年轻人掌握迎接亚洲世纪
的相关技能，这是我们将维州建设成为教育之州的
一项工作内容。新推行的维多利亚州教学大纲，整合
了亚洲研究、跨文化能力以及与中国和亚洲交流往
来所必不可缺的关键技能。包括亚洲语言在内的语
言课程，也是维多利亚州教学大纲的关键组成要
素。目前在维州，共有超过5.2万名州立学校学生学
习中文，人数从2008年至2014年增长了200%以上。
我们还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培养自身文化能力和语言
能力的机会，包括：
• 体 验中国的浸入式项目——维州青年领袖访
问中国项目(VYLC)为9年级学生提供了宝贵的
中国国内学习机会。

• 友好学校合作关系——143所维多利亚州中小
学校与中国中小学校结对合作，支持教学大
纲、语言学习并协助掌握亚洲世纪所需的技
能。
• 留学生计划——2015年7月，共有4100多名中
国学生报名入读维多利亚中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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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六所州立学校与19所中国学校合作，
在华提供维多利亚教育证书课程。

培养当前劳动力技能

维州政府坚信，协助梯队领军人物树立自身亚
洲素养，能够创造更多机会，建立起硕果累累、卓有
成效的长期友好关系。
维州政府将继续通过汉默中文奖学金计划，支
持政府与社会领域、非营利机构、学术界和创意产
业的梯队领军人物。

维州政府已承诺提高公共服务部门的亚洲能
力，确保与亚洲的官方关系继续蓬勃发展。作为这
项承诺的内容之一，维州与江苏省政府将积极促进
公共服务部门交流互动，让梯队领军人物能够通过
国内体验来培养自身的亚洲能力和语言技能。

99名
汉默奖学金

289名

VYLC项目参与人员

6.6万名
学生修读中文

4107名
中国留学生

2014

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
委员会乔迁新址

维州人获颁汉默奖学金，前往江
苏院校学习

9年级学生和45名教师参加了维
州青年领袖访问中国项目，主要
前往北京、上海和江苏等地。

2014年共有6.8万名学生修读中
文——5.2万多名学生在维州公
立学校学习中文，另有1.4万名学
生在3 0 所社区语言学 校 修 读
中文
2015年7月，共有2361名中国留学
生入读维多利亚州公立学校，另
有1746名入读非公立学校

澳 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将
全国总部和维州办事处搬迁至
维州政府国际商会

维州青年领袖访问中国项目
参与人员

案例分析

亚洲素养建设

维州青年领袖中国访问项目

维 州政 府实 施 的 维 州青 年领 袖中国 访问 项目
(VYLC)，旨在通过中国国内语言和文化体验来培
养学生的亚洲能力。

2014年3月至2015年12月间，共有来自维州各地57
所中学的397名学生参加了这次意义深远的活
动，前往中国生活和入学。在六周时间内，学生提
高了自身中文语言水平、领导力技能和跨文化理
解能力。陪同参加的56名教师，也提升了自身的
专业教学水平。

未来五年内，我们将安排1500名学生和150教师
参加这个项目。

维州将：

• 推动维多利亚州成为澳大利亚拥有亚洲视野及
能力的卓越中心，努力在政府、商界和教育界之
间推行协调一致的工作方式，推动创新并开展
知识和能力建设
• 继 续支持维州青年领袖访问中国项目、汉默奖
学金、约翰·蒙纳士爵士奖学金以及联邦政府新
哥伦布计划，确保更多维多利亚民众在学习生
涯期间具备国际体验经历

本地教学全球教学网络

本地教学全球教学网络，是与中国学校建立友好
合作关系的维多利亚中小学校组建而成的联盟。
该网络安排学生参与行业实践，以此提升他们的
中文素养。三所学校与总部位于吉普斯兰并在青
岛建有生产基地的MG乳业公司携手合作，着力
培养有意从事乳业工作的年轻人掌握行业相关
技能与中国文化认知。
与中国教育部和汉办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汉办是指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
室，通过任命中文语言顾问、开展中文教师助理
计划及由维州和中国政府共同出资设立的孔子
学院和面向师生开展的国内体验项目，支持维州
公立学校开展中文教学工作。

• 继 续在学校教学大纲中重视亚洲素养，保持与
汉办的长期合作关系，以强化维州中小学校的
中文教学工作，并支持维州与中国学校建立友
好学校关系
• 通 过与包括江苏在内之亚洲地区的语言、文化
和交流机会，提升公共服务部门的亚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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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三：通过文化交流合作，建立联系，并为人员之间
的交流搭建新的平台

从 字 面 上 看 ，中 文 里 的“ 关 系 ”指 的 是
“relationships”。但在实践中，这个概念要丰富得
多。它强调的是互惠互利之人际关系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人际关系是个人和企业取得成功的关键。

我们的目标是与中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牢
固、坚韧、持久的关系。为此，我们必须基于对中国
民众和文化以及经济需求的更深入认识，来树立双
方的相互信任。维州与中国相互之间的坚定信任，
为双方日后的一切交往联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文化来培养相互谅解

文化活动——包括艺术、设计与体育，能让观
众分享兴趣、建立联系并丰富社区参与形式。

分享中国文化活动，能够从社区和个人层面，丰
富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文化交流可能是高规格
活动，如在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举办并大获成功
的“盛世乾隆”展览。但这也可以是社区层次的活
动，如中国新春庆典或体育交流活动。20 08年至
2012年，79%的维州艺术组织参与了与亚洲之间的文
化交流活动。

维州衷心期待，能够在这个协议的框架下，与
中国艺术家、组织、文化机构和政府开展激动人心
的文化协作与交流活动。它将把中国文化活动带入
维州，带动维州创意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增强双
方之间的文化联系。

铺平道路，迎来新联系

维州拥有庞大且历史悠久的华人社区，华人超
过25.4万人，他们具备丰富的语言技能、文化知识和
人际联系，而这些都是维州广大社区应当充分利用
的优势。
维州政府将继续支持维州华人华侨开展外延计
划，培养广大社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在维州发
展人际联系。

建立两国青年之间的联系，是增进维州与中国
下一代民众关系的关键所在。政府将支持年轻人培
育个人人际联系，以分享新想法、培养创业精神并提
高自身的文化能力。

$10亿

在制定维州新的中国战略期间，政府与中国中
央政 府商定了一项文化交流协议，以此来促 进节 文化旅游业产值
庆、展览、演出和驻点艺术家交流机会。

案例分析
盛世乾隆

墨尔本是中国境外第一座举办北京紫禁城故
宫博物馆展览的城市。在维多利亚国立美术
馆举办“盛世乾隆”展，向墨尔本民众展示了
1 2 0 多 件具有 重 大 历史和 文化 意 义 的中 国
展品。

此次展览共吸引游客66739人次，比预期多了
一倍，充分体现了维多利亚州民众对中国的好
奇心以及了解中国的恳切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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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业对维州经济的贡献

维州将：

• 依 托维州政府与中国文化部新商定的重大
协议，促进和开发新的文化合作机会
• 继续与江苏省和四川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 促进与中国的体育协作和交流

• 通 过华人社区主导的文化外延计划，推进知
识分享和人际联系
• 设立中国电影节，全方位展示中国电影风采

• 2017年夏季，在墨尔本举办大型的亚太表演
与视觉艺术节。

澳大利亚芭蕾舞艺术家Jessica Fyfe在北京巡演图片由
Lisa Tomasetti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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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四：为一系列项目(包括政府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吸
引投资，以此为维多利亚州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支持

维州是世界一流的投资热土——拥有持续增长
的经济稳定、透明的经商环境、AAA级信用评定以及
澳大利亚最低的商业税率。而维州需要也正在积极
寻求投资——以创造就业岗位、推动创新发展并以
具有竞争力的成本来建设公共基础设施。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活动蓬勃发展，2004年
至2014年间增长超过2700%。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关
于修改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筛查程序的规定，意味
着这一增长势头有望进一步加速。

维州政府将专注于推广维州投资机会，尽可能
简化外国投资者的办事手续，以此优先重视吸引更
多外国投资流入维州。

目前我们采取哪些措施来吸引中国投资？

维州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招商引资机构(维多利
亚投资局)，投资者可直接或通过维州在中国设立的
任何一个贸易投资代表处与之联系。维多利亚投资
局提供一系列保密的商业推进服务，协助企业进入
澳大利亚市场——包括市场潜力评估、企业引荐、
选址服务、政府政策、流程与审批手续指导，以及长
期持续的客户支持。
此外，维州政府也通过如下措施，为希望在维
州大力投资和定居的高净值个人提供支持：
• 加快签证提名申请办理速度
• 提供维州贸易投资机会信息

• 安排联络财富管理和金融服务产业的专业人
士，获得合规投资项目的专业协助与意见

吸引投资的其他举措？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将非敏感产业的投资审查门
槛$2.52亿提升至$10.94亿，以此简化中国个人在澳
大利亚的投资手续。

维州政府将继续加大力度，面向中国投资者
推广维州这个高价值高回报率的投资目的地。投资
机会包括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维州史上规模最
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计划对道路和公共交通项目投
资$170多亿——以及可再生能源发展路线图，计划
到2020年让维州通过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量达到
20%。
维州政府同时也在主导一项城市改造计划，其
中囊括了渔夫湾(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改造区)改造
项目、 E-Gate项目、Arden Macaulay区改造项目。
这些项目意味着巨大的资本投资与合作机遇。
维州潜在的中国投资者，必须逐步适应陌生的
商业环境。政府将发挥自身职能，进一步改进潜在
外国投资者的办事手续，确保以透明简洁的工作流
程，为投资者带来便捷的投资体验。

政府还将继续通过包含签证提名服务在内的各
项支持服务措施，吸引高净值个人来到维多利亚州。

案例研究

维多利亚基础设施管理局

维州政府设立了维多利亚基础设施管理局这
一独立机构，鉴别维州迫在眉睫与长期的基
础设施需求，并根据客观透明的分析和证据
来排定优先顺序。

该机构将公布维州30年基础设施战略，并根
据政府的5年基础设施计划来评估政府的重
点基础设施项目与拨款承诺。
维多利亚基础设施管理局将让包括潜在外国
投资者在内的广大民众，准确了解维州基础设
施需求以及政府满足这些需求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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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mans Bend
城市改造区

$645亿
中国在澳投资

中国在澳投资总额，这也让
中国成为澳 大利亚第7大投
资 国 ，占 外 国 投 资 总 额 的
2.3%

$45.4亿

2011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
日，5018名维州提名投资者
和商业移民共投资$45.4亿

95%

维州95%的重大投资者签证
持有人是华人

维州提名移民的投资额

SIV持有人是华人

成果：

截至2026年，维州占中国在澳投资份额将由8%上升到
20%。

8%

维州政府将：

• 推广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继续改进针对中
国的投资协助服务

• 为潜在投资者提供更多信息和支持，帮助他
们了解投资者与商业移民签证的新投资要
求，以吸引更多中国私人投资者。
• 在维多利亚投资局的领导下，更好地协调和
部署政府各部门的投资者服务，确保与外国
投资者保持畅通往来。



维州政府将在未来10年内，吸引和促成中国在维州投
资20亿澳币，并新增3000个就业岗位。

20%
自2005年起，维州已促
成了中国12亿澳币的投
资，并新增了1753个工
作机会。

2014

截至2026年，维州致力于 促
成中国在维州投资20亿澳币，
并创造3000个工作机会。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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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rt of Melbou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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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对华出口前景灿烂
中国将继续推动需求增长，几乎涵盖维州各个产业

维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可以充分地利
用中国的经济规模(按名义GDP衡量已成为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和进口需求。维州经济优势领域与中国需

全球领先的商品贸易国

按商品进出口总值计算，中国是全球领先
的贸易国。

15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

中国有15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到
2020年，城市化的继续推进还将带动1亿
人口流入中国城市。

到2022年，75%的城市消费者
为中产阶级

求完美契合(参见第15页图1.1)，而依托近期签署的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维州很多增长产业更是将迎来
全新且大幅改善的市场准入机会。

到2026年成为全球最大经
济体
预计到2026年，中国名义GDP将赶超美
国。

2014年商品进口总值达1.9万
亿美元

虽然中国是澳大利亚主要的商品出口市
场，占澳大利亚商品出口总值的33.9%，但
这在中国向全球各国的商品进口总值中
却仅占5%。

到2022年，预计75%的中国城市消费者将
达到中产阶级收入水平，介于人民币6万元
至22.9万元之间。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给维州带来的主要成果
最惠国(MFN)条款
投资
食品与纤维
游客经济

日后若中国在关键产业向其他贸易伙伴授予更优惠待遇时，可保护澳大利亚的
竞争地位。
放宽对中国投资者在非敏感产业的审查规定

分阶段取消或下调农产品与加工食品关税，带来与其他自贸协定伙伴平等或更
优的准入条件
澳大利亚企业可以在中国经营澳大利亚持有的酒店和餐厅
澳大利亚旅行社可以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

医疗技术、医药品与
医疗保健

降低多种产品关税，包括药品与保健产品

专业服务

改善法律、电信、金融、施工、工程、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等专业服务的市场准
入条件

澳大利亚提供机构可以在中国设立澳大利亚全资医院和养老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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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五：为成功的澳中商业往来提供支持

维州经济正逐步转型至更多元化的产业基础，
在开展高增值生产活动的同时，也加大了对服务产
业的侧重。为支持转型期及未来的经济增长，很多
维州企业需要把目光投向国际市场——推销维州广
受赞誉的最优质商品和服务。

亚洲无疑将继续成为澳大利亚主要的消费市
场——到2025年，预计该地区经济总产量将占全球
半壁江山，而中国则是这一增长态势的主要推动力
量。此外，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历史性协定，为澳大利
亚企业带来空前的市场准入良机)的实施以及电子商
务的飞速发展(2014年，中国电商产业销售总额创下
5000亿澳元的历史新高，比上一年度增长了50%)，也
将为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准入良机。
但中国市场竞争激烈——中国是全球43个国家
及其他众多地区的主要出口伙伴，也正积极推进与
更多合作伙伴制定贸易协定。尽管双方关系牢固，
但文化和语言差异，仍让给很多企业带来了挑战。
因此，我们务必要帮助维州企业掌握相关技能，以
便在该地区成功经营，并把握特定的商业机遇。

我们目前在着手哪些工作？

政府已着手帮助维州企业应对这些挑战：

• 政 府组织举办了大量入境与出境贸易考察活
动，包括规模最大的多产业入境贸易考察活
动“维州邀请计划”，致力于推进优先产业和
地区的发展。
• 面向企业举办技能与培训计划，包括出口技
能与简况计划以及市场准入计划。

• 政 府也与联邦部门携手合作，着手解决影响
维州商品和服务国际市场准入的境内壁垒。

• 在中国和国内举办商业对接活动，在维州出
口商与潜在合作伙伴之间牵线搭桥，包括电
子商务平台，同时政府也为澳贸委的《中国
电子商务：澳大利亚企业指南》的编写给予
了支持。

本文其他章节所述的其他举措，也能协助企业
获得更广泛的市场准入。这些举措包括州长和部长
分别承诺每年及本届任职期内至少访问中国一次，
并增进与江苏省和四川省的省州级关系。此外，培
养维州青年和专业人士具备语言和文化能力，也能
保障在未来为我们的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具备亚洲
素养的劳动力队伍。

9%

即便亚洲地区充满机遇，但
目前在亚洲经营业务的企业
百分比仅为9%

65%

在今后2-3年内，无意改变在
亚洲经营立场的澳洲企业百
分比

澳大利亚企业
在亚洲运营

无意改变在亚洲
运营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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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府支持

认识急速发展的中国电子商务

维州政府致力于为企业提供中国电子商务环境

的最新资讯，帮助维州出口商对接电子商务平台，并
与这些平台合作，在线推广维州商品和服务。政府

还将努力发挥自身的物流优势，吸引电子商务平台
在维州构建基础设施。
连接维州中小城市

提供额外支持，帮助维州中小城市连接中国市

场也很重要。维州政府将继续巩固双方政府于2014
年创建的维多利亚州-江苏省中小城市联盟。双方省

州均承诺切实贯彻执行，以期在增长和竞争优势领
域带来互惠互利的经济发展成果；长期定期举办城

维州将

•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专业技能，甄别和把握中国出
口机会，包括中澳自贸协定和电子商务等新趋势
所带来的机会
• 继续改善核心商业活动成果，包括举办具备高度
针对性的境内外贸易考察活动(如涵盖多个产业
的大型维州邀请计划)，并与联邦政府携手应对
境内壁垒

• 发挥物流优势及商品服务的优质声誉，吸引中国
电商平台进驻维州

• 依托与江苏省建立的中小城市联盟，更好地连接
维州中小城市与中国的潜在合作伙伴。

市间经济和贸易对话；并搭建平台来增进交流与活
动。此外，中小城市联盟还将大力参与贸易考察活
动，确保双方中小城市占有相当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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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维州市面产品
Fruitday.com电商营销推广

电子商务：维州企业迎来激动人心的机会

电子商务：维州企业迎来激动人心的机会

维州企业目前可通过形式多样的电子商务平
台，直接通达中国网购顾客，包括在线商城、超市
和专业市场、闪购以及独立的电子商务网站。中
国政府近期在七座城市设立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以更低的成本、更快捷的通关和派送
时间，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正宗的外国商品。

对中小企业来说，委托澳大利亚第三方采购
代理人来代表中国经销商和在线市场，则是一
种低风险且高效便捷的方式。采购代理人负责
接手产品，包括通关手续和配送服务，进而简化
了以往耗时漫长、成本高昂且错综复杂的销售过
程。有些代理人还能以量身定制的推广和营销
协助服务来推动销售量的增长。
中国主要的电子商务市场也正谋求在澳大
利亚建立仓储和办公设施，并与澳大利亚供应
商和物流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种趋势能
够更好地连接澳大利亚产品与中国消费者，也让
维多利亚州有能力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

提振维州经济

京东和阿里巴巴双方启动了电商平台的全球扩
张计划——这些举措能帮助维州企业克服多种市场
准入壁垒，直接向中国消费者出售自身产品。
京东近日与Treasury Wine Estates合作，向1亿多
京东活跃顾客推销该公司的葡萄酒产品。2015年9
月，刚 刚 与 阿 里 巴 巴 建 立合 作 关 系 的 C h e m i s t
Warehouse宣布将在维州建立新实体，为公司的电
商部门提供支持。Chemist Warehouse预测首年销
售额可达$2200万，第二年则可增至$6800万，同时
预计将在墨尔本新创造50个就业岗位来支撑销售量
的预期增长。

推广维州市面产品

维州政府与澳洲柑橘协会和中国电商天天果园
(Fruitday.com)合作，积极在中国市场推广维州农产
品。与天天果园的合作，在为期一周的推广期内向
中国消费者出售了$10 0多万澳元的柑橘产品，为
Now! In Season营销计划的成功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该营销计划近日荣获亚洲水果大奖2015年最佳果蔬
市场营销计划奖。

15万人

每周每天新增网络购物人
数约为15万人

70%

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销售超
过网络购物交易总额的一
半以上，并预计于2020年增
至70%。

¥10万亿

预计到2020年，电子商务行
业的总价 值将到达 人民币
10万亿元。

25%

中国的网络购物将以25%的
年增长率持续蓬勃发展。

每天新增购物人数

电子商务行业价值

网络购物销售

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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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六：根据维多利亚州的竞争优势以及中国特定的
市场机会，制定具针对性的贸易活动

过去十年来，维州对华出口取得了辉煌成果，
单单在过去五年里就增长了44%。维州政府不断强
化我们主要的产业和贸易政策，采取一系列针对亚
洲和中国的措施，努力提高对华出口总量。

跨产业举措

政府在新的中国战略中，制定了三项主要的跨
产业举措，以解决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具体空白。下列
举措——在方向一和方向二中已做了更详细的阐
述——有助于维州企业与中国交流往来，提高对华
出口：
• 维州-江苏省创新与技术协议为维州和江苏省
机构的联合项目提供资金扶持，推动创新成
果实现商业化。

• 维州-四川省宜居合作倡议为企业在宜居领域
的商业成果提供支持，以品牌出口成套服务
的方式大力推广，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类
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 通 过协调扩展为出口商和专家之间搭桥牵线
的已有计划，将维多利亚州定位于亚洲视野及
能力的中心，将推动商业和教育产业的能力发
展，积极融入亚洲市场以取得辉煌成果。

案例研究
体育外交

维州全年举办各类世界级大型活动，充分展
示了维州民众对体育运动的饱满热情——包
括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维州春季赛马嘉年
华和墨尔本一级方程式大奖赛，也因此享有
全国“体育之都”的美誉。

维州体育赛事中的中国元素，如2014年赢得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李娜，吸引了大量游客
涌入维州，这些游客不仅拉动了维州的游客
经济，也增进了我们的文化知识。

墨尔本联队(Melbourne United)篮球项目每年
派遣一支球队赴华比赛，并有意招募中国球
员，这类体育项目通过长期合作来建立互信，
并培养广大社区对中国的文化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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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先出口市场

政府产业和贸易政策的核心，是重返工作战略
所述的六大产业，这六个产业设定了维州的未来，也
将成为主要的对华出口产业。 这些产业有望实现辉
煌的增长成就，并有能力创造出高技能、高工资的
就业岗位：
• 食品与纤维
• 国际教育

• 医疗技术与医药品
• 专业服务

• 交通、国防与建筑施工技术
• 新能源技术

此外维州还有两个具备出色对华出口潜力的主

要产业：

• 游客经济
• 创意产业

维州政府正在为这八个产业制定新的政策方
向，以推动这些产业的发展、增长和出口。

维州政府将采取如下措施，通过更广泛的
产业方式，支持企业提高对华出口：

• 制定六大重返工作产业战略，依托$2亿澳元
的“未来产业基金”，更好地支持各个产业
的发展

• 整合维州旅游局和维多利亚大型活动公司
资源，组建新机构Visit Victoria，重新规划
维
州的游客经济工作方式
• 制定创意产业战略，增强创意和文化产业

• 采 取更有针对性的中国往来贸易考察访问
方式，充分发挥维州竞争优势并把握中澳自
由贸易协定带来的机会，如专业服务和创意
产业。

食品与纤维

农业在维州对华商品出口的比
重高达48%，而中国则是维州最
大的食品 和纤 维 产品出口市
场——相当于维州五大出口市场的
总和。维州凭借安全清洁的农产
品而享有崇高的声誉，市场对我们
优质食品饮料的需求日益增长。
维州政府帮助企业把握中国新
机遇，针对亚洲消费者量身设计
自身产品，并帮助企业克服检验检
疫等境内贸易壁垒。我们还将继
续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亚洲消费
者口味和偏好，包括通过农业生
物科学中心。

维州政 府下属机构Food
Source Victoria将通过贸易考察
和相关活动，帮助企业对接中国
买家，进而提升出口量。接待中国
贸易代 表 团 并 做 好 产业 出口准
备，将刺激中国投资推进业务增
长，减少投资制约。

$28亿

食品与纤维产业价值

2014-15年度维州对华食品
与纤维出口——维州食品
与纤维产品最大的市场

国际教育

医疗技术、医药品与医疗保健

务出口产业，而其中三分之一来自

重大改革，以应对人口老年化和

的教育机构中维州教育机构占有

拥有世界一流的医疗、医药和生

留学生教育是维州最大的服

中国。此外，澳大利亚在中国运营
重要的一席之地。例如，澳大利亚

在中国提供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服
务中维州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占

78%。一流的教育体系和优质的学

生体验，吸引了大批中国学生和公
司。 我们还将不断提升。

支持维州教育机构在中国建

立新的研究合作关系，也有助于巩
固维州的优质教育地位，并不断

提升在共同关注科目领域的专长

优势。希望更多来自中国优秀和聪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正迎来

城市化所带来的需求压力。维州
物技术产业，能够提供完整的供
应链解决方案，帮助中国顺利实
施这项改革。

维州政 府正着手发 展政 府间

关系，加大合作力度并为维州企
业创造机会。政府还将与中国国

家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制定相

关政策，涉及医院拨款模式、劳动
力培养和老年护理等领域。

政府也将扶持医疗技术和医

明的研究生前来维州求学。

药领域的联合研发项目。这些项

构在中国开设课程，包括按照北半

产商对接中国经销渠道。

维州政府将支持维州教育机

球时间表开设维州教育证书课程

以及多个产业的职业课程。维州
政府还将支持政府和机构层面的
研究合作，支持多个产业的发展。

5.8万

目能吸引中国资本，帮助维州生

2.5万所

中国医院

全国改革工作所涉及的中
国医院 数 量，这反映出维
州所提供参与机遇的规模

学生

2015年在维州注册入学的中国学生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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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经济

维州境内景点密布，全年举
办各类世界级大型活动，营造出
独具特色的多元化游客体验。

过去五年来，已有四家中国
航 空 公司 开 通了直 飞 维 州 的 航
班 ，带 动了中 国 游 客人 数 ( 增 长
203%)、旅游支出(增长205%)和直
飞货运(增长220%)的增长。吸引
航空公司进驻，是维州政府长期
以来的工作重心之一。

我们将在更多中国城市举
办“墨尔本心随境开”品牌宣传活
动，以吸引更多商业游客和访亲
探友游客。政府将继续邀请中国
投资者群体，吸引他们投资旅游
基础设施。
我们还将与联邦政府携手合
作，优化签证设计，最大限度推进
游客经济的未来增长。

$200亿
旅游业的经济贡献

旅游业是维州第二大出口
产业，对维州经济做出了卓
越贡献，创造了20.6万个就
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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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国防与施工技术

新能源

动有一半由维州企业开展维州可

能源技术、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

设计等先进产业以及先进材料领

《可再生能源发展路线图》承诺，到

澳大利亚先进制造业研发活

以发挥自身在国防、工程与专业

域的优势，满足亚洲市场对这些
产业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我们
可以利用这些优势，直接支持中

国实现自身的远大目标，即发展
高科技和创新产业，充当经济的
支柱力量。

50%

维州先进制造业研发活动
在澳大利亚全国的比重

维州和中国共同关注发展新

量 并 改 善 能 源 效 率 。维 州 政 府

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发
电总量的比例，从当前的12%提升
至20%。这将刺激中国投资涌入

我们新能源发电项目，并与新能
源研发产业开展合作，同时也有

助于推动维州新能源技术的对华
出口业务。

$147亿
预期投资机会总值

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产业
到2020年预计可以吸引的
投资额

专业服务

专业服务包括金融、保险、科

学和技术服务，在维州经济中占

比18%，是我们的主要出口创收产

业之一。中澳自贸协定的正式实
施，将为专业服务产业带来新的
或更好的市场准入机会。维州优

势突出，能够大量获取中国在经
济多元化增长以及人口富裕化、

老年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对服务产
业日益增长的需求。

$135亿
维州服务业出口

2013-14年度维州服务业出
口总额，占维州出口总额的
36%，超过澳大利亚全国数
据(17%)

创意产业

中国中产阶级的日益崛起，
带来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也拉
动了对国内外文化体验的需求。
维州享有澳大利亚文化之都的美
誉，占据了满足这一需求的优势
地位。

维州政府近期组织了一支以
创意产业为主的贸易代表团前往
中国考察访问，努力提升我们在
多个学科领域的市场形象。随着
时间的流逝，此次考察活动也将
大幅增进维州与中国的文化和创
意关系。我们还将与联邦政府合
作，推广维州在建设和管理文化
产区的技术专长，以此来开发商
业机会。

22万人

创意与文化经济从业人数

维州从事创意和文化经济
产业的人数，约占总就业人
口的8%

成果：

未来10年内，预计维多利亚
州对华出口总值将增加$50多
亿。

$115亿
2026年

$65亿
2014年

中国赴维多利亚州游客的过
夜消费，将从2015年的$22亿
增至2026年的$34亿多。

$34亿
2026年

$22亿
2015年

未来10年内，维多利亚州的
在校中国研究生人数将增长
25%。

18,125名学生
2026年

14,500名学生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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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与后续措施

丹尼尔·安德鲁州长参观南京古城墙

维州政府认识到，最成功的国际伙伴关系应当
超越交易本身——关系各方相互信任，真正了解彼
此的人民、文化、特性和挑战，并能携手合作来谋求
共同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将延续之前共同制定这项战略
的方针，与中国合作伙伴携手贯彻执行这项战略。
这对我们实现中澳交流门户之宏伟愿景有着关键
意义。

维州政府将举整个政府之力来贯彻执行这项
战略：
• 州长每年访问中国，并发布年度国际交往公
告，负责领导政府与中国的全面交流往来

• 部长在访问中国期间，努力实现该战略所述
的工作方向，包括在访问后报告中阐述战略
方向，并鼓励中国派遣代表团回访
• 部 长 还将与社区、商界和机 构 协 作 实现该
战略
• 政 府将与中国方面携手合作，在可互惠互利
的领域贯彻执行相关措施，推动双方开展更
多合作项目。

努力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互利互
惠成果，有助于解决中国和维州当前与未来面临的
挑战。这能让维州站稳脚跟，保障自身未来经济的
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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