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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亚州 2019 - 2030年
亚洲合作战略

GOVERNMENT OF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大利亚州与亚洲共享未来

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国际办公室

迪拜
市场范围：中东、非洲
地址： Suite 106, Emarat Atrium,  
Al Safa Sheikh Zayed Road 
PO Box 58007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电话：+971 4 343 3226 
网址：www.wato.ae

雅加达
市场范围：印度尼西亚
地址：World Trade Centre 2  
18th Floor, Jalan 
Jenderal Sudirman Kavling 29-31 
Jakarta 12920, Indonesia
电话：+62 21 295 22659
网址：www.jtsi.wa.gov.au/indonesia

伦敦
市场范围：欧洲、英国
地址：5th Floor, Australia Centre
Corner of Strand & Melbourne Place
London, United Kingdom WC2B 4LG
电话：+44 20 7240 2881
网址：www.wago.co.uk

孟买
市场范围：印度、南亚
地址：Number 2, 93 Jolly Maker 
Chambers 9th Floor, Nariman Point 
Mumbai, India 400 021 
电话：+91 22 6630 3973 
网址：www.watoindia.in

首尔
市场范围：韩国
地址：Unit 702 7th Floor 
Kwanghwamoon Building 149 
Sejong-daero, Jongno-gu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03172 
电话：+82 2 722 1217
网址：www.westernaustralia.or.kr

上海
市场范围：大中华地区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1168号 
中信泰富广场2204室
电话：+86 21 5292 5899 
网址：www.westernaustralia.cn

新加坡
市场范围：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与越南
地址：Suntec Tower 4, #20-02
6 Temasek Boulevard
Singapore 038986
电话：+65 6836 5626
网址：www.jtsi.wa.gov.au/singapore

东京
市场范围：日本
地址：14th Floor, Imperial Tower, 
1-1-1 Uchisaiwai-cho, Chiyoda-Ku
Tokyo, Japan 100-0011
电话：+81 3 5157 8281
网址：www.wajapan.net

能源

矿业及采矿设备、技术与服务

旅游、展会与创新产业

科技与先进制造业

国际教育

第一产业

概要

•  西澳大利亚州政府与西澳旅游局办公室

•  西澳大利亚旅游局办公室

•  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办公室

•  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办公室分部

•  西澳大利亚州政府的国际教育经理分布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与越南

如欲获取《西澳大利亚州2019-2030年亚洲合作战略》完整版，请登录 
www.jtsi.wa.gov.com

了解“亚洲商业资助项目”，请登录 
www.jtsi.wa.gov.au/accessasia

更多详情，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asianengagement@jtsi.w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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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事务部长

亚洲的崛起为现在和未来的西澳大利亚人创造了最佳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机遇。

2018年，亚洲人口总数约达40亿，亚洲经济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2％，而在未来的二十到三十
年内，亚洲人口将增长约10亿，亚洲经济将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 

与亚洲一样，西澳大利亚州也在全球经济实力的转变中获益良多。2004年至2018年间，西澳
向亚洲的商品出口额从240亿澳元上升至1290亿澳元，其出口量领先于澳大利亚的其它各州与
领地。

投资也是至关重要的经济驱动力。从2010到2018年间，西澳大利亚州吸引的国内外商业投资
总额超过5000亿澳元。西澳大利亚州拥有成熟的矿业、能源及农业、高效的基础设施以及技能
娴熟的劳动力，所有这些都是成功吸引来自亚洲和全球投资的主要因素。

此战略明确了西澳大利亚州为加深与亚洲的密切合作将采取的实施计划，也体现了我们对经济
一体化的承诺，我们愿意学习、投资、合作并加深了解亚洲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深邃。

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将提供战略领导关系，鼓励合作并建立必要的框架结构与激励措施，以确保
该战略得以实施。州政府将持续关注就业增长，并随时更新本州的主体产业与文化创新等领域
的最新进展。

我们期待西澳大利亚州将在2030年前实现：

• 增加贸易与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并实现经济增长；
• 通过发展主体产业来塑造经济多样化；
• 通过能力建设与发展友好关系来培养具有亚洲认知的多样化人才。

我鼓励所有西澳大利亚人都积极参与到这个全世界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中。

彼得 · 廷利（Peter Tinley）

亚洲事务部长；下议院议员

1.  创造大量投资与贸易机会 3. 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西澳大利亚州以作为亚洲经济转型中的合作伙
伴引以为荣。亚洲的地域辽阔和经济多样性创
造了各种互惠互利的投资与贸易机会。

亚洲的每个经济体的规模、构成和发展阶段都
有很大差异。西澳州政府通过详尽评估与优化
组合的方式，增加对亚洲各经济体的核心市场
和新机遇的了解。

通过为商业和其它利益相关者提供战略信息和
实用建议的方式来创造更多的贸易与投资，并促
进州各级政府机构与行业间的协同合作。

实施计划
• 根据西澳贸易与投资主体产业、新兴产业以

及电子商务的潜在机遇，制定面向亚洲核心
市场的计划。

• 制定十年经济展望，用以评估需优先开发的
亚洲市场，明确贸易与投资机会、主体基础设
施开发、供应与价值链以及贸易与投资 
壁垒。

• 通过政府间友好往来、外交政策及亚洲的商
业网络来促进西澳大利亚洲的投资与贸易 
机会。

• 支持并加大亚洲与西澳之间的高级政府和企
业间的互访，从而开发新的出口市场并引进
外资。

• 增进西澳州政府海外办公室与西澳业界就投
资和贸易机会的交流与信息互换。

• 鼓励西澳本土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与创新
企业积极参与亚洲论坛，以此协助商业匹配
及开发新市场。

建立长期友好关系能够使西澳与亚洲加深相互
了解，是贸易与投资的成功因素。

西澳大利亚州通过贸易往来、高级政府互访、
旅游和国际教育、友好省/城以及体育和青年文
化交流等项目，与亚洲各国建立了稳固的友好
关系。

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离不开各个领域的协同
合作，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外交机构、企业和
领导关系网、高校合作项目及创新行业。

西澳的亚洲侨界也是强有力的合作伙伴，他们
加深了西澳与亚洲的联系，以及在引进外资、 
推广旅游及国际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实施计划
• 围绕着西澳主体产业，支持以亚洲为核心的

业界间的合作与创新。

• 与亚洲精英和改革领导者合作，他们可以提
供领导关系建议，分享成功经验及宣传与亚
洲合作的重要性。

• 支持与协调澳大利亚联邦、州及地方政府， 
外交机构及业界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 促进联合学术研究，增加与亚洲相关的专业
发展机会，推广国际交换生项目，通过校友
网建立长期友好关系。

• 支持本土企业参加与亚洲市场相关的展会和
活动来加强联络以服务于西澳主体产业。

• 完善新举措，全面发掘西澳的友好省/城意向
书中经济、创新与社会等领域的潜力。

2.  培养亚洲文化认知与能力

随着全球对亚洲商业和经济网络的激烈竞争，
具备亚洲文化认知与能力是提高西澳州竞争力
的重要因素。

培养亚洲文化认知是一项切实可行的商业发展
战略，不仅可以提高生产力、培养多元文化劳动
力，还可以激发敏捷的思维及创新。

具备亚洲认知能力包括对亚洲市场的深入了
解、在该地区的工作经验、已建立的诚信关系，
并在其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适应与语言交 
流能力，以及与当地政府间协同合作的综合 
素质。

亚洲商业决策往往取决于政府、企业与组织机
构的领导与员工间所建立的相互尊重、了解及
紧密的关系。亚洲认知能力是西澳人迎接未来
就业机遇的基本素质。

实施计划
• 支持领导关系培训项目，在工商业及行业协

会间提高亚洲认知能力。

• 发展西澳的亚洲精英和商业关系网的合作 
伙伴项目，并支持与更多业界机构的长期 
合作。

• 在西澳州政府各公共服务部门、商界、教育
界，包括服务业等其它领域推广亚洲语言学
习，以此来培养多样化人才。

• 与亚洲侨界就经济举措进行合作，包括与来
访的亚洲代表团、企业家和投资者积极交流
以寻找市场商机。

• 宣传与亚洲开展贸易与投资所产生的经济、
文化和社会的价值，以及由此带给西澳人民
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积极影响。

4.  支持工商机构与社团

西澳大利亚州的企业有机会在拥有40亿人口 
的亚洲经济体中蓬勃发展。

然而，要取得成功，需采用不同的思维方式。 
因为亚洲消费者的文化、语言和信仰不同。

西澳企业可以通过与联邦、州政府以及其它的
商业伙伴合作，获得有效的商业支持， 
例如：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议。

西澳州的文化外交与软实力包括行业与社区发
展项目、建立青年企业家与机构合作平台，这 
些举措将缔结友好关系，实现社会与经济的 
繁荣。

实施计划
• 为西澳大利亚州的小型企业提供有关亚洲最

新贸易和投资机会及激励措施与建议。

• 与各个亚洲商业委员会协同合作，支持西澳
企业获取亚洲特定市场、提高文化认知与建
立诚信关系。

• 支持与亚洲开展业务的企业交流平台共享业
务知识、见解和经验，从而促进贸易增长。

• 为亚洲企业家和开展亚洲业务的公司与社团
提供更多展示与宣传的机会，尤其是女性与
年轻人。

• 支持在亚洲地区开展青年、运动、创新与传统
文化相关的生活体验类项目。

• 加强文化外交，宣传西澳州在经济、文化和社
会等领域与亚洲合作所带来的互惠互利。 

亚洲合作战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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