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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和中国概述
今年是澳大利亚 – 中国正式建交46年，伴随着缓缓流
逝的宁静岁月，两国经济发生了巨大转变。澳大利亚
经济已经从以初级产品和一系列原材料生产为中心发
展成为一个日益多元化的国家，尤其是服务业的飞速
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进行了大幅度的经济改革，改
革了中央控制的经济主导模式，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
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道路，跃升为当今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

中国和昆士兰的经济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中国需要的正是

昆士兰的经济与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
贸易和投资方面，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匪浅。本
期“昆士兰经济展望”着眼于昆士兰 – 中国经贸
领域的最新成就，并探讨未来持续合作的机会。

•• 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 – 中国现在是昆士兰最大的国际

昆士兰拥有的，其中包括:
•• 高质量的能源和资源 – 2016 – 17年，在煤炭和
液化天然气（LNG）的推动下，从昆士兰出口到
中国的商品总额大幅快速增长（达55％）。1
•• 安全，清洁和“绿色”的农产品和食品 – 2016 – 17
年，出口到中国的食品和生鲜动物总价值超过
$7.25亿澳元，比10年前出口额高出10多倍。2
游客来源市场，截至2017年9月底，当年来自中国的游客
总数达到近50万人次。中国游客推动了昆士兰的国际游
客迅速增长（过去十年平均每年高达双位数的增长）。3
•• 世界一流的大学和教育体系 – 中国留学生也是昆士兰国
际学生最大来源，2016 – 17年入学人数增加高达20％。4
•• 昆士兰多元化的服务经济创造了大量的新兴
出口机会，可以满足中国市场对健康和老年护
理及专业服务等广泛领域的新生需求。

江泽民主席在1999年访问澳大利亚时重提了一个中
国的古老谚语：吃水不忘打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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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昆贸易概况
昆士兰和中国经济的互补性为双边贸易创造了很多机会。 昆士兰拥有中国为实现其发展目标所需的一系列商品和服务。同时，中
国也能为昆士兰提供一系列制造业产品。5

图1：让数据说话
农产品

能源和资源

从2006-07年到2016-17年，
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价值增
长10多倍

2016-17年昆士兰向中国出口总额为
$170亿澳元，其中超过一半的出口由
能源和资源构成（含未公布商品）

旅游

多元化服务项目

中国游客近50万人次，是昆士
兰最大的国际游客来源市场

中国市场对从健康到专业服务等各
个领域了解的需求不断增加

国际教育
2016-17年，来自中国的留学
生入学人数增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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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贸易
自2012-13年开始，中国一直是昆士兰最大的商品贸易伙
伴（在这之前的2011-12年，日本是昆士兰最大的商品贸易
伙伴）。6

从昆士兰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包括：

中国在昆士兰的商品进出口贸易中占主导地位。在2016-17
年度，昆士兰对华贸易保持顺差，出口额约为$173亿澳元，
进口额约为$79亿澳元。

•• 非贵重金属

图1.1展示了过去十年昆士兰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名义价值的
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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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焦煤
•• 液化天然气（LNG）

•• 农产品和食品，包括肉类。
服务贸易
昆士兰还向中国出口一系列服务，主要出口服务包括旅游
(中国是昆士兰最大的游客来源市场）和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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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昆士兰向中国出口商品，按商品分类（SITC 2位数），2006-07年至2016-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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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昆士兰州政府统计局ABS 5368.0，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

图1.2: 到访昆士兰的游客人数，按国家分类（前5位），2006-07年至2016-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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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旅游研究所（2018）
，国际游客调查， https://www.tr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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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美好愿景
古丝绸之路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自汉代起，丝绸之路就建立了中国与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贸易联系。
尽管十二世纪贸易有所减少，马可·波罗还是通过丝绸之路到达了中国。直到十九世纪丝绸之路还在被使用。
“一带一路”构想，现在被称为“一带一路倡议”（BRI），是中国未来发展宏伟蓝图的重要一步。这一愿景由
“一带” – 即古代丝绸之路的现代化（特别是通过横贯欧亚大陆的铁路联系）和“一路” –  经东南亚，南亚，东非，再到地中
海的海上航线共同构成。
“一带一路”构想表达了全球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扩张的愿景，这一愿景将带动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投
资，贸易，文化，创造繁荣持续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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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昆贸易机遇
昆士兰要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应关注五个关键领
域。对于每个重点行业，此刊主要介绍目前和过去的活动水
平，识别需求驱动因素，探讨昆士兰在全球市场的地位，并
描绘昆士兰的未来发展蓝图。 此外还介绍了商品贸易和服
务在多元化服务经济中的新机遇 。

聚焦重点行业商机

#1 能源和资源
#2 农产品
#3 旅游
#4 国际教育
#5 多元化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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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源和资源
煤炭是昆士兰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商品（约占2016-17年昆士兰向中国能源和资源出口总值的43％）。
图1.3: 昆士兰对中国能源和资源出口（煤炭和其它能源、资源产品），2016-17（%）

$74亿澳元 •
中国

过去

57.0

未来

需求驱动因素

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和建筑业

需求水平

中国政府经济刺激计划
（2008-2012）进一步推动需求

昆士兰主要竞争对手

印度尼西亚，南非，北美

43.0

煤炭
其它能源和资源产品

随着经济放缓，经济结构调整，从
重工业转向，以及对空气污染采取
更严格的政策，需求趋于缓和

•• 有国际竞争力的价格
为什么选择昆士兰

•• 地理位置临近中国
•• 质量更好，更清洁的产品

资料来源：德勤经济研究，昆士兰州政府统计局，澳大利亚昆士兰向中国出口的国际商品，按商品分类（SITC 2位数），2016-17年，第32类 – 煤炭，焦煤和煤球

您知道吗？
随着一批关键的液化天然气（LNG）项目2015-16年
建成投产，昆士兰对中国LNG的出口带动了昆士兰能
源出口价值的大幅上涨。
这些重要项目均得到中国企业的资本支持，其中包括
中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中的两家 –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海油）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石
化）- 对昆士兰LNG资产的投资。通过中石化和中海
油参股澳大利亚太平洋LNG（APLNG）和昆士兰柯
蒂斯LNG（QCLNG）项目，中国拥有超过17％的昆士
兰天然气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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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昆士兰主要竞争对手

未来展望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对能源

与中国其他煤炭进口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尼

中国对资源的需求是昆士兰近10年来收入增

和资源的需求提高。2008年后中国政府为应

西亚，南非和北美）相比，昆士兰的焦煤资源

长的显著推力。在中短期内，各项经济迹象表

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推出了一次性人民币

丰富，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价格。另外，昆士

明矿产仍将是昆士兰经济的重要支柱，将继续

四万亿投资计划（$7,300亿澳元），以刺激经

兰盛产具有较高热效率的动力煤，也为昆士兰

支撑昆士兰资源出口的增长。

济增长。随着这一投资浸入到新一轮快速增

提供了较强的竞争力。

长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中国对煤炭和钢铁
需求的大幅增加。

但是，随着中国从城市化建设和低级制造业
发展转向以消费拉动内需的增长模式以及对
高级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增长，与历史水平相
比，其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可能会放缓。
由此来说，昆士兰应追求多元化的经济战略，
并利用多种机会发展其他经济部分以满足中
国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这一点至关重要。

其他的能源和资源商机：
•• 澳大利亚LNG销售额约为$255亿澳元。
•• 中国政府对清洁能源的推动，以及高昂的国内天然气价格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对国外天然气需求的激增。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
有10％的能源供应来自天然气。
•• 因此，中国企业将更加重视并继续加大对昆士兰天然气资产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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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产品
牛肉是昆士兰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农产品，2016-17年昆士兰出口到中国的肉类产品（以牛肉为主）约为$4.25亿澳元。但整体来看，2016 – 17年中
国只是澳大利亚第四大牛肉出口市场（排名于日本，韩国和美国之后）。7 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一直是出口中国的领先供应商之一。8

图1.4: 昆士兰对中国肉类和肉类制品出口（主要为牛肉），2016-17（%）

$4亿澳元
中国
9%

91%

过去

未来

需求驱动因素

牛肉作为蛋白质来源，越来越受消费者欢迎; 由于土地规模和土地生
产力的限制，中国国内生产能力有限

需求水平

增长稳定

昆士兰主要竞争对手

乌拉圭，巴西，美国，新西兰（尤其是冷冻牛肉）

继续增加

•• 食品安全
中国
所有其他国家

为什么选择昆士兰

•• 干净、绿色的优质产品
•• 生产高效
•• 优质生鲜牛肉和活牛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

资料来源：德勤经济研究，昆士兰州政府统计局，澳大利亚昆士兰向中国出口的国际商品，按商品分类（SITC 2位数），2016-17年，第01类 – 肉类和肉类制品

您知道吗？
中国目前人均牛肉消费量为3.9公斤/年，相比来说，澳
大利亚人均消费量为23公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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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昆士兰主要竞争对手

未来展望

过去五年，中国的牛肉消费量增长超过10％。

中国国内牛肉产品供应的不足推动了中国市

中国未来仍将是昆士兰牛肉行业重要的战略

冷冻牛肉是昆士兰目前主要的出口种类。但

场对澳大利亚，乌拉圭，巴西和新西兰等国家

市场。虽然市场上散装冷冻牛肉的竞争日渐加

是，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和牛肉产品需求

进口牛肉的需求。澳大利亚牛肉产品的优势包

剧，由于澳大利亚与中国地理位置邻近，生鲜

的增加，中国市场对生鲜牛肉及其下游优质肉

括其优质的口感、品质、多样性及可以保证的

牛肉市场的竞争还很有限。如前所述，市场对

类和零售现成产品的需求将迅速增长。

食品安全，在中国作为高端产品销售。尽管如

零售现成优质产品和高档生鲜肉类的供应仍

此，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供应商的竞争也日益

有提升的空间。

加剧。比如乌拉圭和巴西近年来对高产量，低
价格的冷冻牛肉的供应，形成了激烈的市场竞
争格局。另外，中国于2017年7月解除了对美国
牛肉进口长达14年的禁令，此举预计将进一步
加剧冷冻牛肉市场的竞争。

最近昆士兰中部生产商通过汤斯维尔
（Townsville）港开始向中国出口活牛，这标
志着昆士兰肉牛养殖者开拓了出口中国市场又
一个令人激动的新渠道。10

其他的农业商机9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农产品出口，中国不断增长的收入群体将推动对除肉类产品外其他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包括（但不限于）水果和蔬菜，
海鲜和奶制品等。从昆士兰向中国出口的其他重要农产品包括谷类食品（2016-17年为$1.36亿澳元）和水果及蔬菜（$6,600万澳元）。另
外，热带水果，比如芒果，也是重要的出口机会。特别是在十二月到三月期间，昆士兰南半球独特的地理位置便利了对中国国内冬季市场的
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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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旅游
从游客数量角度看，中国是布里斯班，凯恩斯和黄金海岸最大，增长最快的国际游客来源市场。截止2016-17年9月统计数据显示，昆士兰首次迎接
了高达47.1万人次的中国游客，总消费$11亿澳元。11
图1.5: 昆士兰对中国旅游服务出口，2016-17年（%）

48.8万人次游客
中国
19.0

过去
需求驱动因素

随着中产阶级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他们对体验国外世界的愿望
也越来越强

需求水平

高需求，几乎是国际游客平均水
平的两倍

昆士兰主要竞争对手

泰国，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马来西亚，马尔代夫，
越南，菲律宾，柬埔寨，俄罗斯

81.0

•• 大堡礁
中国

为什么选择昆士兰

所有其他国家

资料来源：德勤经济研究，昆士兰旅游及相关活动（2018年）
，国际旅游概览，截止2017年9月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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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 原生态环境
•• 户外体验

皇后码头娱乐中心的开发将进一
步提高旅游资源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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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昆士兰主要竞争对手

未来展望

中国出境旅游势头强劲。2011 – 12年至2016

昆士兰作为旅游胜地存在独具特色的吸引力，

来自中国的出境旅游游客是昆士兰的重要机

– 17年，中国到访昆士兰的游客人数年均增长

原始自然的海滩，蔚蓝色的海洋和世界自然

遇。若昆士兰能继续保护和促进自然资源的发

15％左右，同期其他国际游客总体增长约为

遗产大堡礁等景点，都是吸引中国游客的自

展，则可更加广泛地吸引中国游客。新推行的

6％。12

然资源。

（2017年）10年多次往返旅游签证也将促进

中国游客是境外游客中消费额最大的团体之

近年来中国主要城市至昆士兰主要商业旅游

一，在昆士兰的人均消费达到$2,210澳元（截

区的直航线路不断增加，大大提高了便利性，

我们预计2024年皇后码头娱乐中心开发项目

止2016-17年9月），比同期在昆士兰的国际游

即昆士兰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提高昆士兰旅

的建成将为昆士兰市场增添更大的吸引力，并

客平均消费高出10％。13尽管如此，与维多利

游资源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最新开通的航

填补高端零售和娱乐产品供应的空白，促使最

亚和新南威尔士相比，中国游客在昆士兰的平

线包括布里斯班/北京，布里斯班/上海和凯

大地开发昆士兰旅游资源的潜力。

均消费还处于较低水平。由此来说，昆士兰政

恩斯/深圳。 这些新航线的开通均受益于昆

府应通过各种举措挖掘最大消费潜力仍是非

士兰州政府最近推行的通过“链通亚洲”战

常重要的。

略和“吸引航空投资基金”等举措，以吸引更

中国游客的进一步增长。

多游客。
澳大利亚仅吸收了1.22亿（截至2016年）中国
出国旅游游客的1.5％。尽管如此，随着中国游
客对自然景观的兴趣的增长和其中产阶级消
费群体的进一步扩大，昆士兰旅游业的发展空
间令人期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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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教育
2016年，昆士兰出口国际教育和培训总额大约$33亿澳元。中国是国际学生来源的最大市场，2016年度昆士兰共接收超过22,000名中国学生。14
图1.6: 昆士兰对中国国际教育服务出口，2016年（%）

22,200 多名学生入学
中国
20%

80%

过去
需求驱动因素

提高在国内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加毕业后在就读国家潜在的移
民机会

需求水平

若昆士兰教育机构能够继续保障
快速增长，2017年中国学生人数 教育投资的高回报，需求会继续
增加20％
增长;另外，高中教育是一个新兴
领域

昆士兰主要竞争对手

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法国

为什么选择昆士兰

•• 著名大学的排名和品牌
•• 更低的汇率意味着相对较低的教育成本
•• 国家治安环境好
•• 多样化的移民途径

中国
所有其他国家

资料来源：德勤经济研究，国际教育与培训概览：昆士兰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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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昆士兰主要竞争对手

未来展望

截至2017年11月，昆士兰当年度中国留学生人

根据中国教育部报告，2015年超过52.37万的

随着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独生子女政策的放

数空前增长，入学人数超过26,500人，同比上

中国学生接受海外教育，其中最受欢迎的留学

宽，中国家庭的教育需求预计将保持强劲。中

年增长约20％。14

国家是美国和英国，其次是澳大利亚。16

国文化自古推崇知识和教育，可追溯到唐朝甚

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选择就读高等教育学位（56

教育质量，社会治安情况，留学成本和奖学金

％），其次是英语强化课程（ELICOS）
（24％）

通常是中国学生选择留学国家考虑的主要因

，非系统性学位课程（7％），职业教育和培训

素。澳大利亚在这几方面均有明显优势。17 另

（VET）课程（6％ ）以及学校教育（7％）。与

外，澳大利亚还独具一系列其他吸引力，比如

近年来来自中国的低龄留学生人数逐渐增

其他国家学生相比（昆士兰国际学生高等教育

其与中国相近的地理位置，多样化的移民途

加。18 最近对中国高净值人士的调查发现，高

平均入学率为40％，职业教育平均入学率为27

径，以及温暖宜人的气候。

达10％的被调查者希望将子女送到澳大利亚

％），中国学生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高等教育。15

至西周时期，这些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
昆士兰有机会继续争取中国海外教育需求市
场更高的比例。

的中学学习。19 这表明国际学生的中小学教育
也是昆士兰教育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机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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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元化服务项目
除了核心出口行业外，昆士兰对中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还有一系列其他广泛机会，包括（但不限于）：
•• 城市设计，环保及可持续发展工程
•• 科学与研发合作
•• 可再生和清洁能源技术
•• 创新领域，包括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及初创企业的培养
•• 金融，专业和技术服务
•• 教育服务和职业教育与培训
•• 高端制造业
中国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以及中国与昆士兰地理位置的相近为昆士兰公司对中国市场提供这些新兴服务项目提供重要机遇。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迈
进多元化和复杂化，昆士兰对中国市场的服务出口也将变得日益重要。于2015年12月开始生效的中澳自由贸易协定（ChAFTA），也为澳大利亚公
司向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创造了更多条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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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昆士兰投资的力度
继美国之后，澳大利亚是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

2016年度中国企业在昆士兰投资共约$5亿澳元。近几年的

地。

单笔大额交易以中海油2012年对BG集团柯蒂斯LNG项目

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在全球投资版图仍是一个
相对较新的参与者。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
国才开始较为持续的海外投资。自1999年开始，中国政府
推出的“走出去”战略成为推动国内企业向海外投资，开拓
新市场的重要“驱动力”。投资最初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特别是非洲和中亚地区，重点关注自然资源。渐渐的，
投资活动逐步扩大到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发达国家
和地区。

的投资（$19亿澳元）为代表。根据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
馆统计数据，21 过去十年，50多家中国公司在昆士兰累计投
资超过$200亿澳元，比起2006年10家公司仅投资$4亿澳
元有很大幅度的提高。22
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中国对昆士兰的投资势头将继续保持强劲。西
方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履历已超过200多年，中国海外投
资与此相比仍处于起步阶段，投资存量偏低，只占全球海

经济学人智库编制的“中国对外投资指数”,20 对世界59个

外投资总额的2.4%。中国政府近期明确表明对国内企业（

主要经济体就他们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进行排名。排名指

包括国有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继续支持及方向性的指

标涉及主要针对机会和风险因素的57项指标。自2013年以

导。国务院2017年9月出台的“对外投资监管指导意见”将

来，澳大利亚一直稳居三至五位，仅排在美国和新加坡之

投资项目进行分类，归类为“鼓励”类的投资项目主要包

后。与其他竞争国家和地区相比，澳大利亚作为海外直接

括：有利于 “一带一路”的大型基建项目，高新技术，高

投资目的地，以其稳定，高效和高产等优势著称。

端制造业，能源和资源建设以及农业等行业的基础设施项

中国在昆士兰的最主要投资集中于矿业，能源和商业地产
领域。也有一些交易涉及运输业，农业和制造业，但相对规
模小很多。

目。相比来说，房地产，酒店，电影院，娱乐和体育等领域
的投资均划分为“受限制”投资，中国政府将对这类投资
加大审查力度。昆士兰只有做到对这些相关政策做出及时
灵活的反应和调整，才可以确保从这些变化带来的新机遇
中受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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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昆其他纽带联系
中昆关系远远超出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往来与合作。大量
的国家高层互访，代表团往来，友好论坛以及众多的“姐
妹城市”关系凸显了双方在促进彼此长期繁荣起到的重要
作用。

案例研究 – 中昆“姐妹城市”关系
昆士兰众多城市和中国城市建立“姐妹城市”关系。这些关系鼓励商业合
作，经济发展，促进教育和文化交流。 充分利用这些关系可为整个昆士兰的
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凯恩斯
•• 北海
•• 湛江

查特斯堡
•• 大庆

汤斯维尔
•• 成都
•• 佛山

班德堡
•• 南宁

布里斯班
•• 深圳
•• 重庆
伊普斯威奇
•• 常德
•• 彭州
•• 温州

赫维湾
•• 乐山
洛根
•• 苏州
•• 温岭
•• 徐汇区
黄金海岸
•• 北海
•• 珠海

资料来源：昆士兰州贸易投资局网站：https://www.tiq.qld.gov.au/iet-strategy/wp-content/
uploads/2017/11/china-opps-brie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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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昆其他合作机遇和纽带
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合作与协作

社区及文化联系

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卓有前瞻性的国家和地区一样，昆士

截至2016年，昆士兰有接近5万名来自中国的居民（约占

兰和中国都将其下一波经济增长驱动点定位在创新上 。

昆士兰人口的1％）- 人口数量继新西兰，英国和印度居

昆士兰和中国是科研合作的重要伙伴。总体而言，中国是
澳大利亚第三大合著作者来源国家（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澳大利亚是中国第六大合著作者来源国家。两国合著的主
要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数学科学，技术，化学科学，
物理和地球科学等。
从近期一些重要的政府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在创新驱
动型增长方面的决心。根据“十三五”规划（2016 – 2020
年），中国计划进一步提升其在创新能力方面的全球排名。
该规划还强调科学研究将有助于中国产业升级和新经济
发展，包括现代农业，清洁高效能源和移动通信等多个领

民之后排在第四位。昆士兰的中国居民占澳大利亚中国
居民人口总数（不包括特别行政区和台湾）10％左右。
根据2016年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显示，普通话
是昆士兰除英语之外最常用的语言（近7万人讲普通话，
占昆士兰人口的1.5％）。
这些居民或参与工作或从事商业活动，构成昆士兰多元
文化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数据（图1.7）显示，在
中国出生的居民从事私人商业活动的比例高于昆士兰的
平均水平。中国居民在住宿和食品服务，房地产和专业
服务，科技服务等部门的就业比例较高。

域。中国最近宣布，计划在2030年前通过对人工智能产业

中国社区的企业家精神强烈，在中国出生的居民中，有

投入$1,500亿澳元争取“先发优势”，成为“世界上优先的

10.6％为私营企业主，而昆士兰总体平均仅为7.2％。

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上的讲话进一
23

步强调了这一决心，指出到2035年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
基本”现代化，创新驱动的国家；到2050年将发展成为现
代“强国”。

众多的在昆华人和华人社区加强了昆士兰和中国之间经
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并且促进了双方包
括商业，学术，艺术，体育和娱乐等多方面独特的联
系。

昆士兰政府为鼓励知识经济的增长列出了一系列优先发展
产业，包括：高级制造业，航空航天，生物物质，生物医学，
国防和采矿设备技术和服务（METS）等。昆士兰和中国在
这些领域的科研合作和商业化开发等方面有很大的合作
空间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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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在中国出生的昆士兰居民（不包括特别行政区和台湾）与昆士兰居民的就业行业，2016

֘ਾ觬ߝ๐ۓ
ᑄᩏ牧肝಄瑿Ծ๐ۓ
ӫӱ牧ᑀದ๐ۓ
ᰂᣟכᴾ๐ۓ
瞙ݎᩆฃ
ᤈ硰ඪ೮๐ۓ
ګꗰӱ
௳מ牏ড়֛蝢ᦔ
ᜏৈԔ๐ۓ
ኪێ牧ꕎ࿈牧࣯࣍ࢧ硩๐ۓ
襉ࠓӱ
Ꭿӱ
ܣኞכ؋ᐒտꔟۗ
١ӱ牧ӱႻӱ
霙ᬌ牧ᮒ硰ՙؙ
硽ᙙ璢ᦒ
ولᓕቘਞ獊
ୌꗰӱ
0%

1%

ࣁӾࢵڊኞጱ碲ॊ࿆هҁ犋۱ೡᇙڦᤈ硰豽ݣ걁҂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 2016年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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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加强昆士兰与中国的合作和交流将会带来显著的经济和社

中国是昆士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并迅速增长正即将成为世

会效益。昆士兰良好的商业、治理环境，安全，友善和文化

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十九大提出“新时代”- 五年发展

包容的美誉，以及世界一流的自然环境，都是吸引中国进

规划 – 重点关注“创新，高科技和国有企业改革”。这些领

行贸易，投资和定居的重要因素。

域也同昆士兰的经济发展目标吻合。昆士兰政府倡导对创
新和技术（例如Advance Queensland项目）的关注和
重视，并强调提高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这些都将为下一
波潜在的经济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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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实用技巧
中昆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众多中昆企业关系牢固的坚实基础上的。为了保持贸易和投资势头，双方均需在企业对企业的层面维
护，深化和扩大这些关系。 以下是与中国建立成功商业关系的五点建议：
1

建立与当地供应商的联系

参观和了解中国是市场进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和昆士兰贸易投资局等澳大利亚和州政府机构组织的贸易活
动，展览，展会和宣传活动等可以提供可靠的信息和联系渠道。2018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商品展览会（CIIE）
将邀请各国和地区展示其在高端智能设备，消费类电子产品，汽车，服装，配件及消费品，食品及农产品，医疗器械及医疗保健品，旅游，新
兴技术，文化教育，创意设计，服务外包等一系列产品的优势和特色。
2

关注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和举措

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政府指导计划的显著特征。一旦目标设定，各级政府通常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以确保目标的实现。中国经济的这一独特
特征，为昆士兰企业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了一定的确定性。中国政府最近宣布的规划和举措包括2017年10月（2018-2022年）的十
九大发展目标和“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
3

了解中国独特的价值观和商业礼仪

中澳企业之间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和商业礼仪，包括在交往中互相尊重，诚实，有同理心和对建立良好人际关系重要性的认同。但是与澳大
利亚企业相比，中国企业也有很多独特的价值观，包括强调等级观念和偏向于避免矛盾冲突的处事方式。 此外，还要了解，由于商业目标和
政治目标的多重影响，国有企业运营和决策制定通常要向多个层级进行报告。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减少受挫和误解，提高商务谈判的有效
性。
4

探索开展业务的新途径，比如线上交易和社交媒体

中国的在线零售业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据估计，中国的在线零售产业总值达$7,620亿澳元。这种网上交易系统降低了个体企业家向中国出
口商品和服务或现有品牌通过电子商务拓展到中国市场的门槛。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成功案例是“杰西卡（Jessica）的手提箱”通过社交媒体
（微信）和在线市场（天猫TMall）向中国消费者出口高品质的澳大利亚产品。 自2015年在天猫国际推出“杰西卡行李箱”以来，其销售的
150种澳大利亚有机婴幼儿产品已经发展到拥有超过75,000名常规消费者。澳大利亚出国企业若能参与淘宝，天猫和京东等中国领先的在
线交易平台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
5

培养良好关系最简单的方法是以一个朋友的角度去相处

相对差异而言，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生活方式和商业运营方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对彼此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保持好奇、开放和热情
的态度会帮助培养信任和有价值的商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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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发展的机遇已露端倪，如何抓住发展机会？
在德勤“建设幸运国家”系列的第六期中，我们问自己即将来临的发展机会是什么？ 这包括仔细研究未来澳大利亚市场可能出现的三种情
况。鉴于中国在澳洲经济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其中两种情况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了中国。
情景1：中国经济放缓使澳大利亚经济陷入衰退 – 冲击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
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停滞
那么

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个坏消息

但是

并非所有行业都会受到同样的影响

有利的行业包括

旅游业，澳大利亚农场主，食品零售行业

受到冲击的行业

建筑业，采矿业，房地产，金融业

全国范围内

包括昆士兰在内的资源密集型的州将受到最直接的影响

情景2：亚洲与澳洲经济水涨船高
如果亚洲和澳大利亚在未来20年表现卓越
那么

这对于澳大利亚的大部分企业来说都是好消息

但是

即使亚洲经济腾飞，澳大利亚也需要通过复杂的政策改革来充分抓住这个机会

有利的行业

银行和理财业务，采矿业，农业综合企业，航空运输，燃气，零售业

受到冲击的行业

制造业

全国范围内•
(重点关注昆士兰)

昆士兰经济发展将超过西澳，所有州都将受益

资料来源: https://www2.deloitte.com/au/en/pages/building-lucky-country/articles/whats-over-horiz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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