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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政府致力于推动农业企业的增长。

我们与业界、研究部门和政府通力合

作，将扩大对主要国际市场的出口机

会，吸引外国对新州的直接投资，通 
过共同努力，增加就业机会，促进我 
们的经济，推动新州成功发展。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Strategy 是为

了贯彻 Agriculture Industry Action Plan 
2014（《2014年农业行动计划》）而 
制订的，为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基础产业部，简称DPI）如何

与业界和政府部门合作来加快新州农业

企业的发展、创新和生产力指出了明确

的方向。

前言

全球人口预计到2050年将增长30%以 
上，达到91亿人。预测显示，为了满 
足这样多的人口的需求，全球粮食生 
产需要增加约70%。全球人口不断增 
长，加上发展中国家经济不断发展， 
不断创造了对我们的食品和纤维制品 
的市场需求。

新州出产优质、清洁而安全的食品和纤

维声誉卓著，有很好的条件借助我们在

市场上的声誉来增加出口并吸引国际投

资，充分利用日益增长的全球需求。

新州农业生产和出口

农业企业部门对新州经济有重大贡献，

创造了就业机会、投资和出口。新州政

府承诺到2020年新州第一产业价值增长

30%。到2015至16年底，新州第一产业

生产总值（GVP）将创历史新高，达139
亿元，比前两年增长17%。

新州农产品非常侧重出口，2015 至16 
年度新州农产品出口额估计为57亿元。

DPI与业界和政府密切合作，改善市场渠

道，为农业部门提供出口机会，特别是

在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和印度尼西

亚等主要出口市场更是如此。

随着亚洲中产阶级迅速扩大，出口市场

高收入的消费者数量增加，对优质、安

全的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新州有优势

利用全球市场的机会发展其农业企业。



NSW 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新州基础产
业部，简称DPI）
NSW 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 (DPI)
在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新州第一产业价

值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DPI 的重点是：

 »  与行业和政府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以扩展农业企业发展机会

 »  维持我们世界水平的质量保障计划和

强有力的食品安全措施，保持应对、

管理和控制生物安全威胁的能力

 »  加强现有的研发能力和农业生产能力

 »  增加新州各地的出口和投资，支持州 
的第一产业增强农业企业的能力

DPI 《2015至2019年战略计划》概述了DPI 如何帮助业界实现下列目标：

1 通过创新改善复原力（resilience）、提高生产率。

2 可持续地利用、获取自然资源。

3 减轻及管理风险，让社区和业界放心。

4 与企业、业界、研究机构和社区高效地合作。

5 吸引有能力、负责任的人才，使其能够进行合作、创新和变革。

新州第一产业部

门企业

5.3
万家

的新州产品出口

到海外市场

57 
亿元

新州农业企业工

作机会

8.7
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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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I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Strategy（基础产业部
国际参与战略）

该战略概述了DPI 如何与业界和政府合作，实现下列目标：

1 把国际市场和国际部门放在优先地位

2 增加农业企业出口

3 吸引对农业企业的投资

4 促进新州农业企业

5 建立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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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为新州第一产业价值到2020年增长30%做出贡献。

为州生产总值按照新州经济发展框架平均每年增加1.5%
做出贡献。

通过行业增值（IVA），提高新州在全国农业成果中所

占份额的货币价值。

提高新州农业企业出口增长率。

增加新州的企业投资，平均每年增加4%，为保障

就业和长期经济活动奠定基础（新州 2021年目

标）。

在可归功于DPI 项目的新州农业企业额外贸易

中，每年产生超过1 亿元。

通过创新的供应链，增加新州交易的食品和

纤维的价值。

改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让各方都更

满意。



行动措施

» 识别出口市场机遇和挑战，并提出建议，支持相关部门增长。

» 制定行业档案，以支持市场与部门分析。

» 保障新州农业企业部门发展的资金，以增强实力，为出口做好准备。

» 提供优先部门消费者和市场趋势的信息，支持市场重点。

» 与业界合作，出口各领域的研发能力，包括收获后处理、有效利用水资

源、生物安全监测与应对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林业、放牧管理、土壤保

持、园艺、水产养殖与教育（包括网上教育和在线学习）。

目标1.  把国际市场和国际部门放在优先地位

新州政府确定了十个优先国际市场，这是

新州DPI 国际参与战略的重点。

这些市场既有目前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有

预计会有更多机会的新兴市场。

1 牛肉 16亿元

NSW Department of Trade & Investment O
ces 

SYDNEY

SAN FRANCISCO

ABU DHABI
MUMBAI

SHANGHAI
GUANGZHOU

新州贸易投资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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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措施

» 帮助出口商进入新市场和现有市场。

» 识别贸易壁垒，并优先采取行动减少这些障碍。

» 增加新州Biosecurity and Food Safety（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BFS）系统

的知名度，以支持出口营销工作。

» 改进空运规范，以支持新鲜农产品进入主要市场。

» 支持供应链创新，包括电子商务。

» 主张修建悉尼第三个机场，为出口市场和和未来增长提供高效的运输方式。

目标2.  增加农业企业出口

新州有出产优质食品和纤维的盛誉。 
新州的动植物健康状况令人羡慕，得到世

界水平的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监测与管理

系统的支持。

DPI与农业企业业界一起努力，支持持续

增长，扩大出口机会，从而最大限度地发

挥我们的竞争优势。

DPI 优先考虑的一项工作，是获取并传播

市场情报，使新州农业企业能够做出明智

的研究、开发和投资决定。

牛肉 16亿元

2 棉花 5.90亿元

3 羊毛 5.84亿元

4 葡萄酒 5.07亿元

5 羊肉 4.75亿元

6小麦 4.53亿元

7豆类（鹰嘴豆）3.66亿元

2015年新州农业主要出口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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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措施

» 促进外国投资，融入全球市场，也为这个部门的增长和创新提供宝贵的资

金来源。

» 与各部门合作，发现各种机会，更好地支持投资。

» 参与投资者活动。

» 支持对外贸易代表团，在优先市场宣传新州农业企业。

» 与投资促进机构合作，支持在新州的外国直接投资。

目标3.  吸引对农业企业的投资

投资能够促进农业企业发展，提供急需

的资本，使新州的第一产业持续发展。

悉尼是亚太地区一个公认的主要金融中

心。

DPI 与Austrade、商会、行业组织、行 
业出口顾问和投资专家合作，帮助吸引

合适的外国投资。

由于其规模、地理位置、技术、熟练员

工和市场渠道，新州在生产农产品方面

为投资者和出口商提供了稳定而强大的

相对优势。

我们的法定检疫和监测制度，能够确保

一致的优质产品。由于生产环境多样化，

靠近亚洲市场，物流效率高，有紧密的

文化联系，新州成为有吸引力的农业企

业投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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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措施

» 利用DPI的熟练员工和能力进行主要市场的研究和创新，以增进了解，支持

新州出口商。

» 展示新州农业企业，支持对外贸易项目。

» 支持在线市场情报门户等创新的市场情报开发。

» 利用代理合作伙伴促进新州出口商的能力和投资机会。

目标4.  促进新州农业企业 
DPI与业界合作伙伴和政府代表合作，在

国际农业企业舞台最大限度地提高新州

的知名度。

通过合作，我们能够更好地做到：

 » 树立新州农业企业能够提供优质产品

的形象;

 » 吸引对新州农业企业的投资;

 » 吸引、形成生产性的农业企业出口、

投资和研究;

 » 利用商业与市场洞察力;以及

 » 鼓励新州农业企业在海外市场增加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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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

业界

国际范围的商会

新州政府 澳大利亚各州 
和领地

新州DPI 
与下列机构合作：

目标5.  建立合作关系

合作关系对于消除行业层面的贸易壁垒

和支持外国直接投资是必不可少的。DPI 
设法建立增加价值、机会和贸易技术水

平的合作关系。

DPI 与各国政府部门合作，开展各种贸

易活动，为业界及其市场提供中心联络

点。

自由贸易协定在我们许多主要出口市场

中降低了关税。然而，非关税壁垒成为

越来越突出的贸易障碍。DPI 正在努力 
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应对这些障碍。

行动措施

» 支持出口准备计划。

» 让更多新州企业参加准备出口或投资的教育项目。

» 在新州多个机构采取区域农业企业增长措施。

» 利用海外市场的DPI 研发计划，以建立关系、促进市场增长、识别商业技

术交流机会。

» 与联邦部门合作，影响支持新州农业综合企业的贸易政策决策。

» 与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合作，确立 DPI在促进贸易、吸引投资方面的领导

地位。



非关税壁垒可能包括：

 » 进口禁令

 » 原产地规则

 » 卫生和植物检疫条款

 » 包装和标签条款

 » 复杂的监管环境

 » 进口国对出口企业资格的确定

 » 额外的贸易文件，如原产地证书和卫

生证书

 » 进口许可证

 » 固定的最低进口价格

 » 知识产权法规（专利、版权）

 » 有限制的许可

DPI 正在努力通过以下方式应对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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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进出口贸易

项目

支持产业发展和

转型

对基建投资需求

的投入

应对非关税
壁垒的科学

投资

吸引投资

通过市场开发活动

向生产者提供支持

和反馈

通过投资于研发

与工程(R，D & E)
及技能发展来增强

实力
市场渠道咨询

监管改革



新州基础产业部

国际参与 

dpi.nsw.gov.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