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州
中国战略
2018年进展报告

维多利亚州与中国交往战略

基于中澳两国的紧密联系和双方对人民、文化和经济需求的深入了解，
维多利亚州成为中国进入澳洲的门户。

愿景
主题

深入了解

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的 往
来将会体现出维多利亚
州对中国人民、文化和经
济需求有深入的了解。维
多利亚州也 将与中国合
作，加强中国对维多利亚
州和澳大利亚的了解。

诚挚合作

共享繁荣

维多利亚州将与中国 在
各个层面建 立 起牢固和
持久的联系，包括政府之
间（含与各省之间的双边
关系）、企业之间、社区
之间和个人之间。

维多利亚州将与中国合作，
针对维多利亚州和中国各自
相对优势的交叉点以及发展
需求，寻找共同的经济发展
机会，让双方关系中的经济
价值实现最大化。

提前实现目标
2016年战略
基线

2018年进展基准

2026年
目标

25%

8%

投资和就业

维多利亚州的中国在澳投资
总份额

$

20%
$

100

65

贸易

亿

亿

$

115
亿

维多利亚州对华出口

$

游客

22
亿

$

27
亿

$

34
亿

中国赴维多利亚州游客
的过夜消费

学生

维多利亚州的在校中国
研究生人数

14,500

20,700
18,125
当前

简介
两年前，维多利亚州推出
新的《中国战略》。

该战略是一项前瞻性计
划，旨在支持维多利亚州
和中国经济增长，增进对
双方人民和文化的相互
了解。

重要的是，这是一份在合作基础之上制订的
文件，文件囊括了合作伙伴的观点，也展示出
真正的对话。

和我们开展的每项工作一样，该战略一直以
行动和成果为支撑点，这也是我们在贸易、
投资、旅游、留学等领域制订十年宏伟目标的
原因。
在这里，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仅用了两年，
在吸引中国更多投资以及中国研究生留学生
方面已经实现并超越了所订的十年目标；而
且我们也正朝着超越其他目标的方向稳步
前进。
这些目标数字背后的内容更加重要，那就是
诚挚合作与深入了解。

维多利亚州政府极为重
视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关
系，这给维多利亚州人民
带来了实在的利益。我们
发布新的《中国战略》后
两年内，这一至关重要的
关系更加发展壮大。我们
看到双方建立起更多的商业伙伴关系，阿里
巴巴和京东等大型公司选择墨尔本作为其
地区总部，也看到双方在开展更多的研究合
作，进行更多的文化参与，出口贸易也在快
速增长。

国际教育就是一个极佳的成功案例。过去两
年，维多利亚州的班级和课程中所招收的中
国学生，人数增加了38%。
我们也看到维多利
亚州学生与中国交往的人数也在增加。过去
两年中，维多利亚州学习中文学生人数增加
了21%。这种交往对本州的经济至关重要；中
国学生是维州留学生中人数最多的群体，而
国际教育是服务业出口占比最大的领域，共
聘用58000人；这也增加了双方的交往，加
深了双方的理解，建立起源远流长，让双方更
加充实的关系。

这些联系正是双方关系如此特殊的基础。

作 为 州 长，我 每 年 都 前 往 中 国，也 很 期 待
2018年再次出访。我也很荣幸会见了中国总
理李克强等政府领导人，并欢迎他们前来维
州访问，这体现了双方关系对等互利的性质。
2017年，我非常荣幸参加了重要的北京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为唯一受邀参会
的澳大利亚州级领导人；本次论坛基于习主
席的宏伟设想，致力于在各国伙伴间建立更
牢固的经济社会联系。

你们的努力，对共同创造的辉煌事业发挥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也期待未来与大家一同
取得更大的成就。

丹尼尔·安德鲁(Daniel Andrews)议员阁下
州长

维多利亚州政府在华贸易投资代表处日益增
多，代表处在增进双方合作领域发挥着重要
作用，而本州与江苏和四川日益深化的友好
省州关系，也让双方关系愈加密切。
我们携手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但在进一步增进双方合作关系方面，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中国战略》 所阐述的方向，依
然是我们不断携手合作的指导原则。
在此，我谨代表维多利亚州政府，向协助增进
本州与中国牢固关系的每个人，致以最诚挚
的谢意。

我们所取得的成功并非偶然。维持良好关系
需要努力，维州政府努力发展对华关系，吸引
更多投资，推动新的贸易业务，为留学生提供
最佳体验，支持本地中澳社区发展，鼓励更多
维多利亚人了解并访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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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历新年期间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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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投资

与中国开展的贸易和投资迎来了大幅增
长，而且还在稳步朝着超越2026年目标
的方向迈进。
这个成就的基础离不开来自中国的新投资，离不开旅游教育等产业的出色表现，也离不开新兴产业贸易和新

机会的增长。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携手合作，大力促进企业深入参与，协助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维多
利亚州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帮助维多利亚州蓬勃发展的经济继续增长。
更多直飞航班带动更多中国游客前往维多利亚州访问
1

6

北京、成都、上海均跻
身抵达墨尔本的五大
游客来源城市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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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至中国大陆的直飞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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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厦门
青岛

西安
长沙
9 深圳
10 重庆
11 杭州
12 郑州
7

8

2015年前直飞
航班

2015年后新增直
飞航班

621,600

名中国游客访问维多利亚州(2017年)：游客人数超
过其他任何国家。

27%

中国游客2015年以来增长率：超过同期维多利亚州
国际游客总增长率(19%)。

丹尼尔•安德鲁(Daniel Andrews)州长和中国国航副总裁王明远先生共同宣布中国国航开通北京和墨尔本每日直飞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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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客占据维多利亚州游客消费的最大份额：超
过其后六个市场的总和。

贸易和投资

电子商务是维多利亚州促进对华贸易往
来的重要手段

《中国战略》把电子商务视为维多利亚州企
业的一个绝佳机会过去两年来，维多利亚州
成功吸引了中国两大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和京
东设立澳大利亚总部，帮助维多利亚州企业
充分利用在线平台，向中国网民销售商品，而
中国网民人数预计约达6.88亿、年消费总额
超过$7790亿美元。

维州州长2015年访问中国期间，澳洲连锁大
药房Chemist Warehouse与阿里巴巴签订
协议，在新的电商网站上销售产品。
Chemist
Warehouse预测首年销售额可达$2200万，
第二年则可增至$8800万，同时预计将在墨
尔本新创造50个就业岗位。
而包括Goat Soap Australia、Swisse和
Nature’s Way在内的维多利亚州保健营养
产品，也在每年的天猫销售榜单上名列前茅。

吸引投资创造维州就业机会

中国在维州的投资，占全澳投资份额的25%，
超过了战略设定的十年目标。这其中包括了
来自海信、华为、凯诺斯、富华国际、Hind集
团、中国电力、中国银行以及中信集团的大额
投资。
最近，全世界最大的轨道列车制造企业中国
中车在墨尔本创立澳大利亚总部，为墨尔本
设计制造65部高运量列车，也为维多利亚州
创造1,100个高技术含量的就业岗位。
此外，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也与Lonsdale
财团合作，购买墨尔本港50年租赁权的20%
股份。

维多利亚州和中国之间双边
贸易增长，要归功于双方的努
力；双方一直在努力建立互惠
互信的个人和经济关系，我
们还会继续努力。
中国变化迅
速，我们需要机动灵活，抓住
新的机遇，在旅游、教育和贸
易等领域取得的创纪录基础
上更上一层楼。因此，维多利
亚州在中国重点城市设立了
五个办事处，在澳大利亚各州
中，办事处数目最多。

江苏维州研究创新中心将拉动中国投资维多
利亚州的科技型初创企业。以维多利亚州友
好省州江苏省境内苏州科技城为首的中国投
蒂姆·狄龙先生
资方，将投资$2000万协助维多利亚州发展
维多利亚州政府驻大中华区特派专员
科技型公司。

食品与纤维：维多利亚州对华最大出口商品
威龙葡萄酒公司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第三大葡萄

酒公司携手合作，帮助该公司于2019
年前在米尔杜拉斥资$1.1亿建立葡

萄酒庄，聘用员工60多人。中国是维

多利亚州出口总值最高的葡萄酒市

场，2016-17年度出口总值达$1.21亿，
比2015-16年度增长了40%。

威龙葡萄酒公司在中国市场经营威

龙葡萄酒品牌。借助这项新投资，维
多利亚州把握葡萄酒关税降至零的

优势；根据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规
定，零关税将于2019年生效实施。

$

36亿

2016-17年度维多利亚州对华食品与纤维出
口：比2014-15年度增长24%。

28%

2016-17年度维多利亚州对华食品与纤维出
口份额：市场规模最大且在不断增长(201415年度为24%)。

3.5x

维多利亚州对华预制食品出口额，是2014-15
年度的三倍多，目前出口总值达$4.8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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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歌唱家谭维维、指挥家
谭盾与墨尔本交响乐团一同在
墨尔本交响乐团举办的中国新
年音乐会表演

在维州和中国分享丰富多彩的中澳文化

2015年维州州长访华期间与中国签订了重大文化交流协议，此后

双方在文化和创意的交流互动方面得到长足发展。这包括维州邀
请上海交响乐团和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前来演出，而澳大利亚芭蕾
舞团、墨尔本交响乐团和澳洲马戏团也前往中国巡回演出。
墨尔本

成为第一座被选中成为2018年香港设计营商周合作方的澳大利亚
城市，届时我们将借助这个全球知名平台，展示维州设计风采。

教育文化

文化教育交流与两国政府牢固的关系形成
互补。
越来越多的维多利亚人正在了解中国，而前往维多利亚州留学的中国学生也与日
俱增。
双方通过分享丰富文化，真正实现了真诚连接，相互谅解，长期合作。
支持维州华人社区

维多利亚州珍视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的中国文
化，依托繁荣发展的华人社区，维州人民有幸感
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2011年至2016年，在中国
出生的维州人口增长了71%。

维多利亚州充分认可华人社区长期以来对维州
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所做出的诸多巨大贡献，
在这届政府任期之内，推出385项拨款方案，合
计近$200万，扶持约140个华人社区团体的发
展。
2017年，州政府共向26个经认证的华人社区语
言学校拨款$290万，支持学校向12,718名适龄
学生开设课外中文语言课。

为维州人民创造与中国伙伴合作学习的
机会
2016年12月，维多利亚州主办了著名的博鳌亚
洲论坛，聚集了最高级别的国际政商领袖以及
亚太地区和维州具有影响力的名流。维多利亚
州还举办了中澳青年领袖峰会，并支持澳大利
亚-中国青年对话在京举行。这样的活动为青年
领袖引导加强双边关系提供机会。

自2016年与中国教育部签署了重要协议以来，
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的教育合作关系也得到了增
强。
双方通过学生、教师和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交
换，加强了维多利亚州和中国卫生和教育产业
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双边联系，加深了对双方
文化的理解。

38%

过去两年来报名入读维州班级和课
程的中国学生增长率。2017年，在校
中国学生人数80,137人。

21%

过去两年来学习中文语言的学生增
长率。2017年，共有272所维州公立学
校和维州语言学校的77,000多名学
生学习中文。

>1200

2014年以来参加维州青年领袖访华
项目的师生人数。

1220
支持华人社区企业发展

2017年底，维多利亚州政府邀请维州华人民众免费参加双语论坛，听取有关小企业发展和

成功的专家意见。
演讲嘉宾包括多元文化事务部长罗宾•斯科特(Robin Scott)阁下以及维
多利亚州小企业局局长芭芭拉·卡伦(Barbara Cullen)。
与会人员获取了相关信息、实践培
训和免费资源，帮助他们开拓创新，做好未来发展规划。
通过维州小企业局，维多利亚州政
府致力于协助全体维州民众不断增加经济资本，为家庭、社会谋取福祉。

维州教育证书(VCE)课程在中国15个
省市的招生人数。目前27所中国学校
与维州八所学校合作开设VCE课程。

385

维州政府拨款支持140多个中国社区
团体，总额近200万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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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参与

维多利亚州引领着与中国政府开展的合作，双
方共创互惠互利的合作成果。
我们与中国的交流互动，依托于与江苏省和四川省这两个友好省份的重要关系。
《中国战略》发布以来，维多利亚州也与

中国中央政府建立了更加牢固的联系。这些关系基于硕果累累的合作和互信，为私营领域创造了合作和增进就业的机
会，远远超越了项目本身的意义。

“中国致力于发展开放经济，与

维多利亚州与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合作

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维多利亚州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2017年3月与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国家发改委)签署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协议，这在世界上尚属首例。

新制订的《中国战略》旨在促进双

这是国家发改委与省州级政府针对该课题首次签署
的协议，充分体现了维多利亚州作为中国重要合作
伙伴的地位。
维多利亚州政府是国际公认的私人投融资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领导者，也是最早采用PPP模式的政府
之一。
协议签订以来，双方通过互访活动，不断增进合作关
系。维州多家教育机构陪同州长访问北京，期间与
国家发改委高级官员会晤，共同探讨在墨尔本开展
PPP培训事宜。

方互信，把握中国发展机遇，在增
进双方经济合作和人员交流方

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给双方人民带来切实的益处。这

也为中澳省州层面的合作事业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

赵建先生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

IAIN UREN，汉默奖学金校友

维多利亚州政府汉默奖学金项目旨在提高语
言技能，增进文化认识，帮助维多利亚州专业

人才与亚洲各国开展交流。在中国完成汉默

奖学金计划后，Iain Uren进入Ausfine Foods
International公司工作，该公司专业从事肉
类和乳品商品贸易。作为交易员以及金融风

险分析师，参加汉默奖学金计划帮助他提升
了语言技能和文化理解能力，有助于他与中

国各地的客户交流。借助这些技能，Iain能够
探讨公司的出口实力以及丰富的国际贸易经

验。截至目前，已有143名维州人获颁汉默奖
学金前往中国学习。

2017年，中国国家发改委主席何立峰和维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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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参与

习近平主席参加一带一路论坛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最高级别的
官员交流

正如《中国战略》所承诺的那样，州长每
年访问中国，各部部长在任期也要访问
中国。

维多利亚州的合作努力也得到了认可，
在2017年5月召开的高级别一带一路论
坛上，维州州长成为唯一一位受邀参加
的省州级领导人。
州长与90多位世界领
导人一同参加北京峰会论坛，并发表了
关于与中国合作开展大型基础设施项
目的讲话。
在中国最高级别国家领导人访问澳大
利亚期间，州长也与他们展开会谈，包
括李克强总理、外交部长王毅和国家发
改委主任何立峰。

2017年11月，维多利亚州政府在墨尔本
举办中澳高层对话，充分体现了维多利
亚州作为澳大利亚中国交往领先州的
重要地位。

丹尼尔•安德鲁(DanielAndrews)州长和江苏省前省委书记
李强(现任上海市市委书记)。

维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新华学校校长与学生们在成都的
墨尔本胜利队(Victory)足球营。

维多利亚州与江苏省的友好关系继
续健康发展，这也是我们历史最悠
久的友好省州关系

与四川省订立的友好省州关系，展
开了与西部地区的合作

借助州长2015年和2016年访问江苏省
以及石省长2017年访问维多利亚州的
东风，首期江苏维州行政领导交流项目
于2017年7月顺势启动。维多利亚州政
府各部门主要领导首次前往南京，建立
联系、促成了解，签订互惠协议。
维多利亚州和江苏省将于2019年共同
庆祝友好省州关系建立40周年。

2016年，维多利亚州与中国增长最快的
地区之一四川省签署了目标远大的现
代化友好省州协议。

这一关系已为双方带来合作效益，包括
体育合作和维州宜居局国际处的智能
宜居城市发展合作。

维多利亚州《中国战略》2018年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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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正全力以赴，朝着《中国战略》的既定方
向迈进

维州和中国已携手取得了很多丰硕成果。双方共谋繁荣的合作事业生机勃勃，硕果累累，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互惠互利。
但我们绝不满足于此。
在共同庆祝辉煌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展望未来，探索更多途径来增进合作。

方向一

加强政府与中国各经济开发区的往来

措施：增进政府间关系，创造新的经济机会

uu

全体部长均已访问过中国，州长每年都访问中国。

uu

签署教育、卫生、文化以及政府社会资本合作等领域的国家级协议。

uu

州长先后会晤了中国高级别领导人，包括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外交部长王毅以及江苏省和四川省负责人。

措施：增进与江苏省和四川省的友好省州关系
uu

2016年9月与四川省正式签署友好省州协议。

uu

在维州宜居局国际处的协助下，与四川省政府高级官员、教育机构和私人领域开展互访，内容涉及水务、环境保护和城市设计等产业。

uu

与江苏省新签署了11项合作协议，涉及医学研究、临床医学人员培训、城市发展、创新科学技术、创业领域、宜居。

uu

与江苏省开展公共部门行政领导交流项目。

措施：扩大维多利亚州政府在中国的贸易投资网
uu
uu

2017年任命任丽莎(Lisa Renkin)女士担任维多利亚州中国副专员负责西部事务。
增强维多利亚州中国贸易投资代表处的资源。

方向二

推动维多利亚州成为澳大利亚了解中国事务、具备中国能力的卓越中心

措施：确保维州人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国际经验

uu

维州民众参加维州青年领袖访问中国项目(该项目获得全国国际教育卓越奖)、汉默奖学金计划以及约翰·蒙纳士爵士奖学金计划。

uu

建立更多友好学校关系。

uu
uu
uu
uu

开展亚洲领先实力学校项目。

为学者提供在四川大学学习的机会。

为2017年9月在京举办的中澳青年领袖对话提供了25000澳元的资金支持。

为2017年7月在墨尔本举办的中澳新兴领袖峰会提供了10000澳元资金支持。

措施：在学校教学大纲里重视亚洲素养，重视公共服务部门的亚洲能力
uu
uu

与汉办合作，在维州中小学校开设中文课程。

通过亚洲能力和奖学金计划，提高800多名公务员的语言技能和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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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包括依托与中国文化部签署的协议，促进开发新的文化合作机会

uu

维多利亚州邀请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和陶身体剧场前来演出。

uu

维多利亚州将派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设计贸易代表团赴香港参加2018年香港设计周。

uu

中国邀请墨尔本交响乐团、澳大利亚芭蕾舞团和澳洲马戏团前来演出。

措施：与江苏省和四川省等友好省州开展文化交流倡议
uu

参加成都国际友城雕塑创作和展览项目。
将于2018年11月启动。

uu

墨尔本剧团与江苏省交响乐团在南京合作演出。

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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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博物馆与成都市博物馆、维多利亚州州立图书馆和四川省公共图书馆分别建立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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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促进与中国的体育协作交流
uu
uu

开展网球、篮球、足球和澳式足球等体育领域的交流。
澳大利亚露营协会合作开展健康中国2030项目。

措施：通过华人社区主导的文化外延计划，推进知识分享和联系
uu
uu

华人社区主导参与亚太地区三年表演艺术节(AsiaTOPA)期间的推广和创意发展，并参与中澳青年领袖峰会、中澳青年对话以及澳中科学家创业协会在维
多利亚州和中国的各项活动。
支持华人社区节庆活动，向维州广大社会展示中国文化传统风采。

措施：设立中国电影节，在墨尔本举办大型的亚太表演艺术节
uu
uu

支持于2015年和2016年举办的墨尔本国际中国电影节。

亚太地区三年表演艺术节(AsiaTOPA)——2017年二月至五月举办，吸引了近一百万名观众。

方向四

吸引投资，支持维多利亚州经济持续增长
措施：推广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改进针对中国的投资协助服务

uu
uu

加大重视针对中国的投资促进服务。

中国在维州实施大型投资项目，包括以中国投资公司作为主要合作伙伴、投资墨尔本港租赁权，以及中国中车帮助制造维州新的高运量地铁列车。

措施：为潜在投资者提供更多信息和支持，吸引中国潜在私人投资者
uu
uu

支持中国公司了解新签证要求，提供选址服务和政府政策引导。

更新维州投资局的重点工作和资源，在近两年州预算中合计划拨$2亿资金。

方向五

为成功的澳中商业往来提供支持
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自身能力，甄别机会，促进中国出口

uu
uu
uu
uu
uu

2018年初启动200万亚洲门户计划，为维多利亚州公司提供支持以提升这些公司向中国和其他主要亚洲市场的出口能力。
至今为止，此计划已为维州18家
企业提供了支持，提升了这些公司向中国出口的能力。
开展新的技能和培训项目。

与联邦部委合作，解决贸易壁垒问题。
研究中国消费者偏好。
推进企业对接。

措施：改善核心商业活动成果，包括举办针对性的境内外贸易考察活动
uu

举办具备高度针对性的境内外贸易考察活动，包括涉及多个产业的维州邀请计划(每年VIP活动中，半数国际与会人员来自中国)。

uu

吸引中国两大电商公司阿里巴巴集团和京东在墨尔本建立澳新两国区域总部。

uu

在2016年9月召开的维州江苏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上，重申维州江苏中小城市联盟。

措施：吸引中国电商平台进驻维州

措施：更好地连接维州中小城市与中国的潜在合作伙伴
uu

本迪戈和海门市、巴拉瑞特和扬州市、吉隆和连云港市等正式缔结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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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政府通过鼓励各行各业，支持企业提高对华出口

uu
uu

2016年初启动六大未来产业战略，依托$2亿澳元的“未来产业基金”
，更好地支持各行各业的发展。
2016年组建维州观光局(Visit Victoria)，重新规划维
州的游客经济工作方式。

uu

2016年4月启动投资$1.15亿的创意之州战略，增强创意和文化产业。

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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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u

针对维州商品服务和中国增长行业需求的完美匹配，开展贸易考察访问活动，包括食品与纤维、健康医疗技术、工程专业服务、创意产业、电子商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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