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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为了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情况，毕马威（KPMG）澳大利亚与悉尼
大学于2011年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我们每年都会集中资源做大量的调研和分析，发布
系列报告《揭秘中国企业对澳投资》。第一期报告于2011年9月发布，本期报告是我们
最新一期的研究成果，探讨了2016年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情况。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总体情况，一直都缺乏全面真实的数据。
没有可信的信息，就会出现臆断和谣传，《揭秘中国企业对澳投资》系列报告的初衷，就是
要将中国企业投资澳洲的真实情况，以严谨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揭开中国企业在澳洲
投资的神秘面纱。

本报告的数据由毕马威（KPMG）澳大利亚和悉尼大学商学院联合收集和编制。研究的
范围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类企业和机构，通过并购、合资的方式在澳大利亚进行的
投资；也包括了中国企业通过在香港、新加坡等地注册的分支机构，或其它特殊载体
进行的对澳投资。但不包括中国企业购买的证券类投资，这类投资不会导致境外投资人
参与管理，以及带来企业所有权和法律控制等方面的影响。

Knight Frank提供了本报告中有关房地产交易的数据及分析。本报告中提到的“房地产
交易”不包括个人住宅公寓及房屋购买。Powell Tate Australia也为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
投资和运营如何获得社会认可等方面提供了深入见解。

本报告数据采集的范围是在2016年度内确认的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即：投资方
与被投资方已经签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并已经获得了法定要求的澳洲外国
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和中国政府的投资审批。在某些情况下，交易的最终完成和资金
结算在2016年以后才会发生。

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投资地理分布的数据是基于被投资企业所在地，而不是实际投
资项目的所在地。价值低于500万美元的投资不包括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因为这样的
交易一直缺乏详细、可靠的信息。

除非另有说明，在本报告中用到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于毕马威(KPMG)/悉尼大学的联合
数据库1，以及我们之前发表的报告。悉尼大学和毕马威（KPMG）团队从大量公开信息中
获得了这些直接投资的原始数据，这些数据都是经过验证和分析的，并以一致的方法
呈现出来。我们的数据来源包括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商业数据库、企业信息和官方数据，
比如澳大利亚统计局、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数据。

随着新的信息不断出现，我们会定期的更新、修订我们的数据。为了与国际惯例保持
一致，我们以美元作为货币单位记录交易金额。

我们认为，KPMG/悉尼大学数据库包含了有关中国在澳直接投资最详细和最及时的
信息。

方法阐述

包括Australia & China Future Partnership (中澳未来伙伴关系), 2011年9月;The Growing Tide: China ODI in Australia（中国
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大潮）, 2011年1月;Demystifying Chinese Investment（揭秘中国企业对澳投资）, 2012年8月;The 
Energy Imperative: Australia-China Opportunities（能源行业必行趋势：中澳双边机会）, 2012年9月25日;Demystify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揭秘中国企业对澳投资）, 2013年3月;Demystify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n 
Agribusiness（揭秘中国企业对澳农业投资）, 2014年10月;Demystify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揭秘中国
企业对澳投资）, 2014年3月;Demystifying SO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 (揭秘中国国有企业对澳投资) 2014年8月;Chinese 
Investors in Australia Survey（澳洲中国投资企业问卷调研）, 2014年11月;Demystify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 

（揭秘中国企业对澳投资）, 2015年5月版Demystify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揭秘中国企业对澳投资）, 2016
年4月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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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 - 
2016年新纪录

36%

51%

交易数量刷新纪录 

共有                     项
                 交易签署

中国民营企业投资刷新纪录

投资项目数量占比                  ，

       投资金额量占比近一半

76%103

基础设施投资刷新纪录
（主要包括Asciano和墨尔本港

的数十亿美元投资）

农业投资刷新纪录
（从2015年的3.75亿澳元

增长到
2016年的12亿澳元） 对塔斯马尼亚的投资

刷新纪录 
（2.8亿澳元农业投资）

全球第二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投资

目的地中，澳大利亚保持了
2007到2016年累计投资

金额第二的地位

11.7%

2016年
是中国对澳直接投资

继2008年后的第二高峰年
（2016年为153.6亿澳元

约114.9亿美元）

投资总额较2015年

         增长   
（以澳元计）

新州继续成为
投资主要目的地

（占总投资的53％，较2015年

增长8％至80.63亿澳元）

 商业房地产
仍然是吸引投资

最多的行业

大部分商业房地产投资
为住宅开发项目

（在2015年27％的基础上
继续增加）

能源行业的投资
首次超过矿业

（吸引了11.49亿澳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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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ilo Hanemann and Cassie Gao, Record Deal Making in 2016 Pushes Cumulative Chinese FDI in the US above $100 billion, Rhodium Group,  
December 30 2016; http://rhg.com/notes/record-deal-making-in-2016-pushes-cumulative-chinese-fdi-in-the-us-above-100-billion;  
(source includes investments valued under USD 5 million).

3  Thilo Hanemann and Mikko Huotari, Record Flows and Growing Imbalances, Rhodium Group, January 2017; http://rhg.com/wp-contentuploads/ 
2017/01/RHG_Merics_COFDI_EU_2016.pdf.

4   AEI,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March 2017,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全球范围内，澳洲
仍然是中国投资者
第二首选的投资目的地
…然而，相对增长落后于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依旧保持其作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ODI）第二大接收国的地位。数据显示，自
2007年以来，中国累计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已达900多亿美元。美国排在第一位，获得的
中国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2。

尽管2016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继续增长，但
增长速度已经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对世界
上其它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在2016年出现前所
未有的增长 。

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在2016年翻了3倍，达到450亿
美元，并呈现出广泛的行业多样性，投资的行业包括
商业地产、信息和通信技术、卫生和生物技术以及
金融和商业服务。

2016年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增长了77％，达350
亿欧元（375.6亿美元）3，投资主要进入高端制造业、
信息通信技术、能源、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以及休闲
娱乐业。

同年巴西也成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接收
国，投资金额比2015年的32亿美元增长了3倍，达到
121亿美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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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根据最新信息更新我们的数据库。这里呈现的数据，是我们可获得的最新数据。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增长了11.7％
KPMG和悉尼大学的数据显示，自2014年开始，中国对澳直接投资一直呈增长趋势。2016年
是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继2008年后的第二高峰年。

较2015年，中国对澳直接投资上涨了11.7％（以澳元
计），从137.5亿澳元（101.4亿美元）增加到153.6亿
澳元（114.4亿美元）5。

在2016年，中国企业在澳洲共签署了103笔交易，刷
新了纪录。更重要的是，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在澳洲
投资的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也刷新了历史记录。从
数量上看，中国民营企业参与了76%的交易；从交易
金额上看，民营企业也占据了半壁江山。

2015年，中国企业投资最集中的仍然是地产行业，
占总投资金额的36％。其次是基础设施，占比28%，
创历史最高，主要包括Asciano和墨尔本港的两个
规模在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房地产投资的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住宅开发占房地产
总投资额的51％， 而这一数字在2015年仅为27％。

2016年，农业领域获得的投资从2015年的3.75亿
澳元增长到了12亿澳元，创历史新高。该行业从中澳
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吸引了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

2016年，澳洲市场上出现了两个备受关注和争议的
中国投资项目。一个是国家电网收购Ausgrid的项目，
另一个是上海鹏欣集团收购S Kidman＆Co Limited。
在这两个项目里，澳大利亚财务部长(Treasurer)都 
以保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中国
企业提出的投资请求。Kidman交易的股权结构后
来被调整为中澳合资，才获得了批准。在本篇报告中，
我们对这两个案例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这两个项目 
预示了政府外交政策白皮书（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中规定的外国投资审批程序的
变化。澳洲政府将更加关注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项目
中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和利益，而中国在基础设施
领域的能力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内都在快速的
发展壮大。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市场的表现
愈加成熟。合资投资的越来越多，已经在澳洲投资的
中国企业继续增加投资，这为未来投资增长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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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KPMG/悉尼大学数据库
备注：由于信息更新，年度数字可能会有调整

资料来源：KPMG/悉尼大学数据库

2016年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主要投资项目

目标公司 投资主体 所属行业 所在州  最终投资金额
（百万澳元）

Asciano Ltd 中投资本为主体的联合体 制造业 新州 2,4006

Port of Melbourne 
(墨尔本港)

Future Fund (未来基金), 
QIC（昆州投资公司）和中投资
本组成的联合体 

基础设施 维州  1,9407 

Santos Ltd8 新奥能源 能源（天然气和石油） 南澳  990 

W Hotel & Ribbon 
Residences,  
Darling Harbour 

武汉正堂置业 商业房地产 新州 700 

Homebush City Garden, 
Lidcombe

云南城投 商业房地产 新州 660

Kwinana Lithium Plant 成都天齐锂业 矿业 西澳 400

Genesis Care 华润控股和Macquarie 
Capital Group 

医疗健康 新州  3839

6  基于中投资本股权的估计投资（16％）
7  基于中投资本股权的估计投资（20％）
8 11.72% 股份
9  根据保守假设，估计华润持股50%的合资公司购买了Genesis Care 45%的股权。

图：历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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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客从悉尼的Mrs Macquarie's Chair拍摄悉尼海港大桥和悉尼歌剧院的景点。资料来源：AAP 图片/Dean Lewins.

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
的行业分布
中国企业对商业地产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
填补了矿业投资下降带来的空白。2016年，中国 
企业对澳大利亚的所有投资中，36%投到了商业
地产，30%投到了运输业、可再生能源和基础设施
领域。

商业地产仍然是吸引中国投资最多的行业，2016年
共吸引了56亿澳元的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比2015
年略有下降。基础设施是2016年第二大投资热门
行业，投资额达43亿澳元 创该行业投资历史新高。

正如我们在2015年预期的，中国企业对消费相关
行业的投资稳健增长，特别是在农业、医疗健康

（17％）以及与旅游和教育相关的行业。

2016年是中国企业对农业投资实现突破的一年，该
行业吸引到的投资金额从第七位上升到第四位，从
占总投资的3％增加到7.83％。例如，塔斯马尼亚就
在2016年获得了高达2.8亿澳元来自中国的农业
投资。

中国企业对澳洲矿业的投资也没有停滞。2016年，
中国对有色金属和石油天然气的投资仍有兴趣（占
总投资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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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PMG/悉尼大学数据库

资料来源：KPMG/悉尼大学数据库

行业 价值（百万澳元） %

商业地产 5,549 36

基础设施 4,340 28

医疗健康 1,354 9

农业 1,202 8

能源（石油和天然气） 1,149 8

矿业 839 5

运输业 391 3

可再生能源 343 2

其他 195 1

总计 15,36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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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 

28%
基础设施 

8%
农业

8%
能源（石油和天然气）

2%
可再生能源

3%

1%

5%
交通

其它

矿业

© 2017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均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一所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为一所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一所香港合伙制事务所。版权所有。
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中国对澳洲各行业的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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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大陆注入国际房地产的投资持续增长，海外投资
总额约310亿美元，在2015年基础上实现大幅增长。这其中
33%投在了美国市场，这是由于买家试图在美元兑人民币
升值前购入资产。澳大利亚获得的房地产投资占2016年
中国海外房地产总投资的14％，略低于前两年21％和19％
的水平。英国获得的投资从2015年的9%下降到6%，由于
地理位置靠近中国大陆，香港获得投资从2015年的6％上升
至22％，而马来西亚获得的投资翻倍增长，占到了中国海外
房地产投资5%的比例。

2016年中国企业对澳洲房地产（不包括个人住宅）的投资
为55.5亿澳元，较2015年略有下降。过去一年，写字楼的投资
机会越来越难以锁定，尤其是在悉尼和墨尔本这样的门户
城市。这导致对写字楼的投资占房地产总投资的比例，从
2015年的47％下降到2016年的24％，其中大部分投资在 
珀斯（1.98亿澳元）和悉尼（包括价值1.3亿澳元的140 Sussex 
St 项目）。

与此同时，中资企业对住宅开发的投入进一步加大，住宅开发
的投资占到2016年中国企业对澳洲房地产总投资的51％， 
澳大利亚作为投资目的地继续受到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
青睐。开发项目从市区的高层住宅拓展到中等密度，甚至是
绿地开发项目，2016年平均每个中国地产开发商在澳洲的
开发项目可建502套住宅，而2012年这个数字只是103套。

2017年被定为“中国 - 澳大利亚旅游年”，预计会有更多的
中国游客将涌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旅游研究机构的研究
显示，截至2016年9月，中国大陆访澳人数达110万，增长了
22％，其消费共计91亿澳元，增长了18％。虽然在到访澳大
利亚的所有国家的游客中，中国游客总人数落后于新西兰

排在第二位，但中国游客在澳洲的消费水平排名最高，排在
第二和第三位的是美国和英国，游客消费分别都在37亿
澳元的水平。

正因如此，澳大利亚的旅游资产和零售行业受到越来越多
投资者的关注。中国投资者在过去两年中购买了价值17亿
澳元的酒店资产，对酒店的投资预计在未来一年会继续
增加。例如，Greaton（武汉正堂置业）以7亿澳元收购悉尼
W酒店和Ribbon住宅开发项目，就是这一领域的一个重大投资
项目。同样的，中国游客在澳大利亚零售业的消费渗透也非
常迅速（据估计，在截至到2016年9月的12个月内，中国游客
在澳大利亚购买回国礼品上共消费了约11亿澳元，这也
反映在了中国企业对澳洲零售资产的投资上。过去两年中，
中国企业在澳洲零售业的投资达到了5.5亿澳元）。

澳大利亚不但作为度假地受到中国游客的青睐，因留学或
培训而到访的中国访客数量也增长迅速，这类访客在澳洲
全年消费总额为41亿澳元。由于来自中国的此类访客数量
较多，中国访客平均在澳逗留时间也较长，为39.5天。因此，
教 育 行 业 是 一 个 可 以 促 进 旅 游 和 教 育 市 场 发 展 的 重 要
行业。另外，留学生和留学生的家庭会对澳大利亚的商业
环境和商业机遇有更深入的了解，为澳大利亚未来的投资
和经济活动打下了基础。

由于目前在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市场上的标志性写字楼
资产仍然稀缺，我们预计2017年中资企业将进一步扩大
对旅游基础设施和零售资产的投资，会继续高度关注住宅
和混合用途的开发项目，并会进一步渗透到别墅和土地市场
中。

数据和分析由澳大利亚
Knight Frank提供房地产

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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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较大规模的房地产交易

资产名称 地理位置 投资类型 购买方 价值（百万澳元）

W Hotel & Ribbon 
Residences, Darling Harbour 悉尼 酒店、服务型公寓 武汉正堂置业 700

Homebush City Garden, 
Lidcombe 悉尼 住宅/混合用途开发 云南城投 660*

Hacketts Rd, Point Cook 墨尔本 住宅开发 大华集团 353*

165-175 Mitchell Rd, 
Erskineville 悉尼 住宅开发 绿地集团 260^

221 St Georges Tce,  
Perth CBD 珀斯 办公 YT International 198

Yarraville Gardens 
Maribyrnong 墨尔本 住宅开发 Changsheng China Prop Co 172

61 Lavender St,  
Lavender Bay 悉尼 住宅开发 Aqualand 140

1270 Richmond Rd, 
Marsden Park 悉尼 住宅开发 Cyan Stone/Boyuan 139

203 Castlereagh St,  
Sydney CBD 悉尼 住宅开发

Visionary Investment 
Group & United Investment 
Australia

135

140 Sussex St, Sydney CBD 悉尼 办公 中银投 130

* 估计值
^ 60% 股份

信息来源：Knight Frank 研究/ RealCapital 分析

信息来源: Knight Frank 调研/RCA

中国对澳投资行业分布2015 v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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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对澳洲农业的投资创历史新高，共投资了12个
项目，投资金额达12亿澳元，较2015年增加了三倍。

投资集中在乳品、肉类、海鲜和葡萄酒等细分领域。主要投资项
目包括Hancock Prospecting与上海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司 
联合投资的S.Kidman＆Co项目, Moon Lake投资的Van 
Dieman项目以及由以内蒙古福源农业集团为主体联合收购
的Burra Foods的79％股份。

中国中产阶级人口不断扩大，对高品质食品的需求快速增长，
驱动了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农业领域的投资。2016年的
投资情况清晰地反映了中澳自由贸易协定（ChAFTA）的效应，
以及其对澳大利亚农产品提升在中国市场竞争力的积极
影响。

在投资增长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投资者采取的投资
方式更加成熟和理性。

许多中国投资者在实际着手购入澳大利亚资产前，都考察
研究了长达1年以上，并进行了周详的尽职调查和规划。
另外，较长的投资准备期，也有利于在中国国内为投资建立
起相应的供应和配套。中国企业愈加认识到投后管理是
收购农业资产成功的关键。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完成
收购前，与经验丰富的目标公司管理层积极交流。中国投资
者大都认为山东如意收购Cubbie牧场和新希望集团的多个
大规模农业投资项目，是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澳洲农业资
产实现市场扩张，同时为澳大利亚的社区带来收益的典范。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已在澳大利亚农业有投资的中国企业
很多都进行了再投资。2016年的12个农业投资项目中，有5个
来自澳大利亚现有的中国投资者。

S. Kidman & Co 

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以“国家
安全”和“国家利益”为由，两次拒绝了外国投资者
投资S. Kidman＆Co的申请。之后，澳大利亚和
中国投资者对S. Kidman＆Co的联合投标终于在
2016年12月获得了FIRB批准。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以S. Kidman＆Co旗下的Anna 
Creek牧场靠近Woomera军事禁区为理由，拒绝了
2015年11月和2016年5月的两次外国企业投标。

财 政 部 长 随 后 申 明 了 他 做 出 决 定 是 考 虑 到 了
Kidman资产组合的规模，它是澳大利亚土地面
积最大的资产组合，其土地占澳大利亚总土地面
积的1.3％，占澳大利亚农业用地面积的2.5％。

然而，此前也有外国投资者收购和整合大规模农业
资产获得批准的先例。例如, 有外国投资者购买了
Consolidated Pastoral Company 90%的股权，
其面积是S Kidman & Co’s的两倍。

在S. Kidman的并购中，为了避开之前的投标者
遇到的阻碍，Outback Beef最终提出的3.65亿澳元 
的交易方案其实是做出了重大让步的。Outback  
Beef 67％的股份由Hancock  Prospecting  Pty  Ltd 
持有，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CRED）持有另外33%。 
为了避开Woomera军事禁区的问题，Outback  
Beef将Anna Creek及其农庄The Peake出售给了
一个澳大利亚家族，这使得澳大利亚的企业和
个人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权从66.1％上升到了
74.7％。

这 样 的 交 易 结 构 确 保 了 对 董 事 会 的 控 制 和 日
常运作仍掌握在澳大利亚人手中，同时Outback 
Beef 通过这项交易会扩大20,000头的牧群规模，
并将投资1,900万澳元用于提高牧场的生产效率
和生产能力。

S. Kidman＆Co这一交易体现了在整个项目审查过程
中，中国投资方与FIRB的沟通，以及与澳大利亚
股东和管理层合作的重要价值。中国投资者一定
要了解澳 洲 政 府 在 审 查 项 目 过 程 中 最 看 重 的
是 什么。

案例分析：农业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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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ed By Alistair Nicholas, Powell Tate Australia

为了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人对中国在澳大利亚农业投资
方面的担忧，澳大利亚Powell Tate在过去一年里进行了
一次调查。调查的结果其实适用于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
投资的各个行业和领域。调查结果的实质是: 中国投资者
需要取得澳大利亚的“社会认可”才能在澳大利亚成功的
进行投资和运营。

澳大利亚的公众和社会，需要投资者证明他们在澳大利亚
投资并不会仅追求自身的成功和利益，也会对澳大利亚
社会做出承诺。即使中国的投资能够为澳大利亚带来
经济利益，投资者也需要表现出对澳大利亚这个社会的
承诺而不仅仅是追求贸易平衡和GDP的共同利益。

公众似乎担心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投资时，在规划和
执行上能力不足。虽然这样的例子并不多，但仅有的几个
例子却造成了不好影响，经常被参与竞标的对手利用。

在Powell Tate的调研中，当讨论中国投资者错误代表的
时候，很多受访者提到了一家中国的奶业集团。这家集团
购买了维州Gippsland的五个农场，受访者认为，这个
公司的做法，从一开始就“错”了。

据一位受访者介绍，这家奶企并没有向当地社区说明
他们打算把1000头奶牛关进牛棚，并要建一个灌装厂的
计划。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地(Bass Coast Shire)区
政府会收到400份社区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反对这家奶企
的开发计划的意见，并于2015年8月一致否决了这家奶企
的计划。

这家中国企业以为只要他们最初的投资计划得到了联邦
和州政府的批准，推进后续的扩张计划也不会有任何
障碍。他们不理解澳大利亚的政治制度和结构，不理解
社区政府的重要作用和社区敏感点。社区民众把他们当作
是可怕的商业巨头，不支持他们的计划。

一些受访者将山东如意对Cubbie牧场的投资以及新希望
集团对一系列农业地产的投资视为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
亚的成功案例。这类投资成功的秘诀都可归功于“合资”
的合作模式。

Cubbie牧场投资项目成功的原因在于山东如意在收购
后保留了该牧场的本地管理团队，并同意将少数49％的
股份出售给当地的合作伙伴（目前还未确定）。正如一位
受访者所说，“通过保持澳大利亚的管理结构，中国买家
首先确保了能够成功获得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
的批准，但更重要的是，保留了这家农场与当地社区St 
George和Dirranbandi 的良好关系”。

新希望集团在澳大利亚的成功投资（迄今已超过四个
项目）应归功于与当地业主的合作。他们的投资不是全盘
收购，而是保留本地管理和当地社区的联系。一个与新希
望集团在2015年收购Moxey农场有密切合作的受访者表
示，新希望集团能够顺利获得FIRB的批准，是因为他们看
起来没有任何对目标公司进行投后商业重组的计划。

山东如意在投资Cubbie农场之初，当地社区也很担忧，
但如意集团在投资后非常成功的获得了当地社区持续
的认可，除了保持当地的管理结构外，如意集团改变社区
最初负面印象的举措包括投资3,000万澳元用于提升棉花
产量，进一步投资升级农场的灌溉系统，以及对农场周边
地区环境、水资源管理和可持续性问题作出有力承诺并
及时行动。这些东西都是Darling Downs地区的重要问题。
此外，该公司还与当地企业签订了供应协议，并承诺从
当地市场雇用劳动力，包括季节性合同工。这些行动都在
该地区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中国投资者能够认识到，获得联邦和州政府的批准并不
代表获得了澳洲社会认可，这一点十分重要。社会认可
不是以实物形式存在的，它是指当地社会对中国投资者
和他们的投资计划的“接受程度”。它是隐形的，不能以任
何一种方式定义，也不能通过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来获得。事实上，获得社会认可的举措不能一成不变，需要
不断适应持续变化的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的看法。

投资者需要有相应的规划和机制，能够持续的了解到
当地社会和利益相关方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最关心的是
什么，以及如何行动才能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最关心的

获得社会认可是在澳洲投资农业的关键成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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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是投资者关心的问题。投资者还需要持续的与当
地社会和利益相关者沟通他们的计划和战略，这样才能
赢得当地社会的认可10。

来自中国的农业投资者，需要与当地社会积极互动，了解
这些社区的需求，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就像山东如意在
Cubbie农场的投资中所做的。正如许多受访者所说的，
中国投资者需要证明他们能带来更多价值，而不仅仅是
金钱”。当地社会最关心的，不是投资者投资的几百万澳元，
以及能以更高的价格采购澳大利亚的牛奶，而是投资者
直接或间接的创造了多少工作机会，他们是否支持本地

企业？是否缴纳税款？他们对环境造成了什么影响？能给
社会带来什么更广泛影响？

投资者如果在社会影响方面有积极的计划，就应该讲出
来，并且要经常讲，确保这些积极的信息传达到了社会中。
这将帮助他们获得社会认可。更重要的是，这些正面的
宣传可以冲淡竞标对手不断利用的中国企业投资的负面
历史带来的影响。

1   在进行投资前，要进行必要和充分的尽职调查，以确保
扩张/发展计划能够得到批准。

2   分析利益相关者，了解他们的顾虑，并通过制定恰当的
利益相关方参与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

3  通过全面沟通和媒体策略，将你们的故事和你们的 
        投资会给澳大利亚市场带来的价值充分传达出来。

4  确保保留澳大利亚管理层，给予他们适当的权力， 并且 
            关注他们提出的意见。

5   与员工和当地供应商积极互动。

6   参与当地社区事物，支持当地事业，例如当地慈善机
构、学校、运动队等。

7   聘请专业顾问协助上述活动。

8   向成功的中国企业学习投资经验。如山东如意，新希
望。

获得社会认可的8个建议

10  本报告中对“社会认可”的定义，来自于Ian Thomson 和 Robert Boutilier ，以及他们的网站SociaLicen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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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记录了8笔中国企业对黄金及其他有色金属的矿业
投资，总金额达8.39亿澳元，与2015年相比下降了35％。
在所有投资热门行业中，排名下降至第六位。

矿业

2016年中国继续投资澳大利亚大型基础设施资产。具有
专业技术能力和融资能力的中国企业仍然热衷于与澳大利亚
和国际合作伙伴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合作，将中国的“一带
一路”与澳大利亚的投资活动相结合。

2016年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中投资本（CIC Capital）
收购Asciano和墨尔本港少量股权的两笔交易。中投资本
同样采取了中国招商局与澳大利亚及国际合作伙伴共同
投资（2014年与Hastings基金管理公司共同投资纽卡斯尔
港）的方式。

基础设施澳大利亚港口 

港口是澳大利亚贸易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港口贸易占澳大利亚GDP的20％11。仅2014年至
2015年一年，澳大利亚港口的进口量就达1.35亿
吨，出口量达12亿吨。港口是澳大利亚非常高效的生
产性资产，随着澳大利亚地区贸易关系继续扩展和
加强，港口的效益还会上升12。澳洲港口的价值被
中国投资者发现并看好，吸引了非常可观的投资。

2014年纽卡斯尔港口以17.5亿澳币出售，中国招
商集团购买了其50％的租赁所有权。第二年，达尔
文港以5.06亿澳元的价格出售中国岚桥集团。这
两个港口都是澳大利亚贸易的重要资产。达尔文
港出口澳大利亚35％的家畜，纽卡斯尔港出口澳大
利亚40％的煤炭13。

2016年，中国企业对港口的投资热度未减。墨尔本
港以97亿澳元的价格将50年期的租约出售给包括中
国投资公司（CIC）在内的财团。其中，中投持股20
％，中投是2,000亿澳元规模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
这笔交易给国家和联邦政府以及投资者带来了巨
大的价值，而投资者将在未来50年的租期中，再投
资60亿澳元用于改善和升级港口的设施。

墨尔本港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对整个
澳大利亚的产品进口和维州的出口至关重要，在
澳大利亚30亿澳元规模的港口市场中占据13.3％
的份额，预计年增长率将在8.5%左右，高于平均
水平。

中投以20%的份额投资墨尔本港所获得的关注远
少于2015年岚桥集团100%购入达尔文港约时的
关注。这反映了这两个港口资产性质上的不同。
达尔文港对澳大利亚海军来说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远高于墨尔本港。另外在墨尔本港的交易中，澳大
利亚方持股40%，也体现了多元化所有权结构的
优势。

在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拒绝了
国家电网公司和长江基建对新州的Ausgrid的
投资申请后，对墨尔本港口的投资是中国企业
首笔超过10亿澳元的投资。

案例分析：基础设施

11 Bernard Salt 在《澳大利亚人（the Australian）》上发布的文章《澳大利亚仍是贸易
国，港口创造财富》(Ports deliver wealth as Australia remains a trading nation )

12   澳大利亚港（Ports Australia） 发布, 《2014/2015总吞吐量》 
http://www.portsaustralia.com.au/aus-ports-industry/trade-statistics/.

13  Bernard Salt 在《澳大利亚人（the Australian）》上发布的文章《澳大利亚仍是 
贸易国，港口创造财富》(Ports deliver wealth as Australia remains a trading 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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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尔士电力网络私有化 

2014年6月，新州政府宣布了对Ausgrid，Endeavor 
Energy和Transgrid的部分资产私有化的计划，
出售其电力网络49％的份额。

第一笔交易于2015年11月公布，当时新州政府成功
地出售了Transgrid 99年租约的全部份额。交易
金额102.88亿澳元，投资方是由加拿大，中东和当
地 投 资 者 组 成 的 联 合 体 。总 理 在 宣 布 交 易 时
指 出 ：“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欢迎外商投资，
我们愿意积极参与全球经济。” 14 

然而在2016年8月，情况开始转向负面，联邦政府
拒绝了中国国有企业国家电网和香港上市公司
长江基建参与Ausgrid投资的申请。财政部长基于
FIRB的建议作出决定，声称出于“国家安全原因”， 
这项潜在的160亿澳元的交易违反了澳大利亚的
国家利益。可是，FIRB在2015年曾经允许国家电网
公司与Macquarie Infrastructure联合参与Transgrid
的竞标。

Ausgrid为悉尼、亨特 (the Hunter) 以及中央海岸 
(Central Coast)地区的170万个家庭和企业提供电力
服务，2016年10月，两家澳大利亚的养老基金以
161.98亿元澳元购入了Ausgrid 50.4%的股份。

2016年12月，此次私有化计划的最后一部分， 
Endeavour Energy 99年租约50.4%的份额公开接受
报价。

Ausgrid的交易再次说明了，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在
获取FIRB审批上具有优势。外资财团对Transgrid
投资的成功以及外商独资企业对Ausgrid竞购的
失败，也显示出了FIRB对外国投资者并购澳大
利亚核心资产的敏感。

案例分析：基础设施

14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015年文章2015, “新州电力私有化: 《某财团赢得了TransGrid租赁
项目》”作者Sarah Ger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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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
华润控股以3.83亿澳币并购Genesis Care这一交易是2016年
中国企业在澳洲医疗行业投资中最突出的案例。其他还有
一些医疗服务商和制药公司的投资。2016年，合生元又购入
了Swisse Wellness余下的17％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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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是增长稳健的行业，预计到2020年，全球仅医药
消费就将达到1.4万亿美元15。同期全球医疗服务的利润
预计将增加4％，达到7,400亿美元16。澳大利亚准备从本
地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发展中获利。澳大利亚医疗公司（如
ResMed和Cochlear）在中国医疗行业的发展，已经反映
出中国市场对医疗技术的需求日益增长所创造的机会。

作为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主要进口国，中国的需求对澳大
利亚医疗公司的收益有很大的影响。澳大利亚医疗健康
产品给人以高品质，检测严格的印象，这正与中国日益
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的需求相契合。中国人口日益老龄
化，肥胖率上升，污染问题和高吸烟率，使中国市场对于
澳大利亚医疗健康产品的需求将持续增长，为澳大利亚
医疗健康品生产商和出口商和维生素带来良好的投资
回报。

2016年3月中国发布的“十三五”规划强调了中国发展医
疗产业的发展。在其“智慧医疗”规划中，中国政府将关注
医疗制度改革和高端医疗器械的发展，这对澳大利亚
医疗健康公司来说意味着更多机遇17。

中国投资者被澳大利亚的研发设施、专业技能、产品测试
能力和出口机会所吸引。澳大利亚的医疗健康产业的资产
吸引了越来越多中国投资者，有些标的公司在初次报价
阶段就会引起十几个中国投资者的兴趣。中国的投资基
金也多与中国的A股和H股上市公司合作，采取财团形式
参与投标，以降低风险并增加协同效应。

中国政府对医疗行业发展的重视，已经体现在了中国企
业对澳大利亚医疗健康行业的投资上。2016年最主要的
投资项目是Macquarie Capital和华润集团组建的财团对
GenesisCare价值17亿澳元的投资。GenesisCare是澳大
利亚领先的放射肿瘤学、心脏病学和睡眠治疗服务机构。
这笔投资会使GenesisCare更有能力拓展到澳大利亚
偏远地区和亚太地区。

2016年8月中国基因公司BGI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工业
研究组织（CSIRO）达成协议，对其研发项目进行投资，通
过加强与澳大利亚相关机构在研发上的合作关系，对医
疗健康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BGI最近在布里斯班开设了
亚太区总部，BGI总裁兼联合创始人Jian Wang教授发表
声明，称该公司希望与世界上最好的组织和机构成为合
作伙伴。

澳大利亚的保健品公司也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2015
年，中国合生元以16.7亿澳元的价格收购了墨尔本的保
健品品牌Swisse Wellness。同时，由于中国需求强劲， 
Blackmore的股价从2015年初的35澳元飙升至2016年初
的最高点217澳元。

澳大利亚的健康和保健品企业的定位，对于把握当前的
市场机遇非常有利。来自中国的持续投资是澳大利亚加
强其医疗健康领域的科研设施和出口能力的绝好机会。

医疗服务和保健品
行业分析

15  IMS医学信息学研究所（IMS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nformatics） 2015年报告: 《2020年全球药物使用》（Global Medicines Use in 2020）
16  Bain & Company 2012年发布的报告:  《2020年医疗》（Healthcare 2020）, 
17  KPMG 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2016年报告, ：《十三五规划—中国转型及与世界经济的的融合》（The 13th Five-Year Plan – China’s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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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的
地理分布

2016年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各州的直接投资情况（澳元）

州名 价值（百万澳元） %

新州   8,063 53

昆州   508 3

南澳   1,274 8

塔州   280 2

维州   3,857 25

西澳   1,380 9

总计   15,361 100

新州继续成为中国企业在澳投资首选目的地，占2016年总投资金额的52％，其中以商业地产的投资
为主。维州吸引到的投资占总投资的25％。 其余各州占比不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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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ODI in Australia by state in 2016 (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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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PMG/悉尼大学数据库

© 2017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均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一所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为一所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一所香港合伙制事务所。版权所有。
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24  揭开中国在澳投资的神秘面纱 | 5月 2017

100%
农业

77%

13%

10%
矿业

商业地产

运输业

4%

30%
49%

17%

<1% <1%
农业

商业地产

可再生能源

基础设施

医疗健康

其它

新州
行业 交易价值 

（百万澳元）

农业 51

商业地产  3,964

可再生能源 300

基础设施 2,400

医疗健康 1,328 

其它 20

总计  8,063 

行业 交易价值 
（百万澳元）

矿业 52

商业地产 65

运输业 391

总计 508

行业 交易价值 
（百万澳元）

农业 280

总计 280

昆州

各州投资行业的分布

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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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

其它

21%

1%

54%

24%

其它

矿业

商业地产

农业

行业 交易价值 
（百万澳元）

矿业 745

农业 333

商业地产 285

其它 17

总计 1,380

行业 交易价值 
（百万澳元）

能源（石油和天然气） 1,149

农业 125

总计 1,274

行业 交易价值 
（百万澳元）

矿业 42

农业 413

商业地产 1,235

可再生能源 43

基础设施 1,940

医疗健康 26

其它 158

总计 3,857

南澳

西澳

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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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2500万澳元

2500万-1亿澳元

1亿-2亿澳元

2亿-5亿澳元

大于5亿澳元

中国企业投资的
交易规模

2016

2016年出现了几个大型基础设施交易，但商业地
产、农业、健康、能源和矿业的交易大都低于5亿澳
元，大部分降至0.25-2亿澳元的区间内。

2016年交易量 交易个数 % 价值 
（百万澳元）

%

500万-2500万澳元 22 21 376 2

2500万-1亿澳元 48 47 2720 18

1亿-2亿澳元 18 17 2669 17

2亿-5亿澳元 10 10 3075 20

大于5亿澳元 5 5 6522 43

总计 103 100 15,361 100

与过去几年不同，2016年大中小项目分布更均匀一些， 1至5亿澳元(27％)规模的交易和2500万至1亿
澳元(47%)规模的交易数量都不少。

© 2017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均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一所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为一所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一所香港合伙制事务所。版权所有。
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揭开中国在澳投资的神秘面纱 | 5月 2017  27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49%
51%

中国企业在澳投资的
所有权分布

2016

民营企业在2016年占主导地位的商业房地产、农业
和医疗健康三个行业中最为活跃。中投公司在基础
设施方面的投资是国有企业的主要投资。

2016年交易所有权 交易价值 
（百万澳元）

% 交易个数 %

国有企业   7,778 51 25 24

民营企业   7,584 49 78 76

总计   15,361 100 103 100

2016年，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的投资突破了很多记录， 包括2016年是中国企业投资交易数量最多的
一年。同时，2016年也是中国民营企业投资项目数量最多的一年。民营企业共签署了78笔交易，总价值
76亿澳元，仅略低于国有企业78亿澳元的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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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行业投资的影响

农业和食品 

中国在农业和食品行业的海外投资近年来增长迅速。2014
年，中国对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的海外投资达到20.4
亿美元，是2009年的6.5倍，根据过去的发展趋势预计，中国
在海外对农业和食品业的投在“十三五”期间还将继续超过
15％的速度增长。

为了支持农业和食品业的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中国企
业：

•  积极开展海外农业合作，建立海外生产加工和仓储运输基地

•  培育跨国农业企业，增加国际竞争力

•  扩大国际农业合作的范围

•  支持该行业发展双边和多边技术合作。

依据这些目标，鼓励中国企业与农业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
开展合作贸易和投资活动；参与到这些国家农业及其扩展
行业的发展中去；并为使安全绿色农产品能更有效地供应
到中国，建立全球供应链。

为推动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中国政府也会鼓励更多中国企
业投资海外高端农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十三五”规划特别
要求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技术”，比如高功率拖拉机、粮食

作物设备、经济作物管理和收割机械。

食品安全也是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特别是
中国政府希望解决影响国内食品检验行业的几个问题，比
如：

•  检测效率低，缺乏先进的检测技术；

•  上游食品原料生产地分散，对监管造成困难；

•  政府监管不力和各机构之间的缺乏协作；

•  相关法规执行不力会削弱处罚的影响力，降低监管的
威慑力。

鉴于这些需求，中国企业可以与海外领先的食品检验和安
全机构合作，共同开发相关技术和服务。

医疗服务、药品和医疗器械

中国医疗健康行业也正经历着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鉴于
中国老龄人口基数庞大，老龄化加剧以及最近的技术突破， 

“互联网+”行动计划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预计到
2020年，中国全国医疗健康行业的规模将超过8万亿。

18   这部分内容基于KPMG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发布的报告：《十三五规划—中国转型及与世界经济的的融合》（13th Five-Year Plan – China’s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economy） 可从如下链接获得英文原文: www.kpmg.com/cn/13fyp-report2-en.

展望

“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及对未来投资的影响18

中国的“十三五”规划提供了政策设计和实施的框架，以指导和推动中国从投资密集和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向由消费与
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的转型。

KPMG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在其发布的《“十三五”规划 -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转型与融合》中指出，“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利用
外资态度的重要转折点。在新时期，外资将作为创新催化剂和中国经济转型的推动力。如果这个宏大且全面的改革方案
实施成功，中国“十三五”规划将有可能引领出中国对外投资和外资对中国的投资进入一个“黄金时代”，这将为中外企业
提供重要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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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在2016年3月5日出席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第十二届四中全会的开幕式。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Wei 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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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中国的医疗健康行业依旧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只
占GDP的4-5％，而美国则为15％，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则
超过GDP的10％。

医疗健康业出现了五大行业：

• 治疗

• 制药

• 保健品

• 健康管理服务

• 老年护理

同时医疗旅游，保健品研发和制造，以及高端医疗器械的
研发也在不断发展。

在行业结构上，制药行业仍然是医疗健康行业的最大组成
部分，但 随 着 老 年 护 理 行 业 的 发 展，其 份 额 可 能 会 逐 渐
下降。预测显示，到2025年左右，20％以上的中国人口将达
到60岁以上，14%左右的人口将达到65岁以上。

“十三五”规划要求完成改善老年人福利的行动计划，以及
建设更多、更好的老年护理设施，例如养老院等。规划还要
求要开 发 和 建 设 用 来 支 持 社 区 和 家 庭 护 理 的 信 息 服 务
平台，努力促进“智能”老年护理，扩大服务的覆盖范围。

在中国继续推进医疗健康行业发展的带动下，中国企业将
能够利用自身优势，与国际领先的企业在技术和运营等
领域进行合作，从而增加竞争优势。

对于制药行业来说，”十三五”规划强调了要发展中国生物
制药水平。目前，这个行业面临着几个实际的制约因素，包
括核心技术短缺、产业结构偏低、研发力度低、资源效率低
以及市场无秩序。其发展进一步受到进入门槛高、投资风险

高，投资周期长、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制约。

“十三五”规划旨在通过广泛应用基因组学和其他生物技
术将生物制药行业的规模扩大一倍；发展联网应用演示；并
扩展新一代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包括个性化治疗和创新
药品。

通过制定政策，鼓励技术合作、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外包，
跨国公司将能够参与联合研发，承担国家生物药物开发项
目，共同将中国生物制药行业塑造为创新生态系统。我们希
望看到，中国企业在开始选择海外并购和股权投资时努力
获得新产品、核心技术、制造许可证和销售渠道，以建立研
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全球网络。

中国高性能医疗器械市场潜力也很庞大。”十三五”规划期
望推动诊断和治疗装置的发展，包括核成像装置、超导磁体

（用于磁共振成像（MRI））、无创呼吸机和体外诊断设备，
包括完全自动生化分析和高通量基因组测序仪。

孕产妇和婴儿护理

外国孕产妇和婴幼儿品牌占据着中国市场，中国放宽计划
生育政策将有利于全球内该行业的企业获益。在不同的细
分市场中，普遍的两胎政策可能会推动婴儿配方奶粉，婴幼
儿食品、一次性尿布、奶瓶、儿童保育设备和其它婴儿用品，
以及儿童医药、服装和玩具的消费。

通过“走出去”，中国企业可以借助与国际领先企业及品牌
创办合资企业，或在海外建立产品研发和制造中心，在海外
采购原材料的方式，提高其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

澳大利亚企业拥有高品质产品，以及严格的安全检查，中对
外国投资者尤其具有吸引力19。

19  KPMG, 澳大利亚2013年10月发布报告,揭秘中国企业在澳洲的农业投资，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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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

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说，自然资源产业是“一带一路”
的重点合作领域之一。根据《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共同建设愿景与行动》，中国需要：

• 加强全球自然资源合作

• 推动能源现场或本地处理及转化方面的合作

• 形成综合能源供应链并开展上下游合作

 “十三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将鼓励中国投资者“走出去” 并
在国外建立自然资源基地。这不仅将为海外开采项目的扩
大投资创造巨大机遇，而且还将对那些希望扩大其离岸自
然资源价值链的企业提供支持。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明确表
示需要与国外领先企业展开合作，推动海外自然资源基地
发展，共同开发第三国市场。这种做法将为各国企业带来
参与中国海外资源基地发展的重要机会。

具体就澳大利亚而言，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产业目前有加
强整合的趋势，由于中国企业寻求可以协助其提高开采和
精炼过程的生产力的收购项目，因此，这一趋势对吸引中国
投资具有积极的影响。在大宗商品价格低廉的环境下仍努
力保持盈利，这已经成为澳大利亚资源行业的一个特点20。

传统制造业

我们预计在“十三五”阶段，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对外投资将会
每年增长40％以上，总计超过1,220亿美元。

根据“十三五”规划，中国需要扩大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积极
与发达国家共同开发第三国市场–。举例来说，这包括建立
一批海外示范区。与此同时，鼓励中国企业与具有优势品
牌、技术和市场地位的国外同行进行合作，这意味着领先的
外国企业将有机会参与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国际化进程。

20 KPMG 澳大利亚2015年8月发布, 《对效率和生产力的持续关注》 A continuing focus on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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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机构正在采取措施以加强对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的
监督。这些政策背后的主要考虑因素可被理解为：

1. 缓解资金过度外流，过多的资金外流对人民币币值会产
生负面影响

2. 减少某些境外投资造成的财务风险，这些境外投资是指
那些没有进行恰当的尽职调查、过度杠杆化和/或从业
务和/或财务角度来看并没有意义的投资。

根据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
联合发布的声明，房地产、酒店、电影、娱乐和体育这些行业
被认为是具有非理性海外投资倾向的行业21。

2017年1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发布
了《中央企业对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以加强对中央直接
管理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监督管理工作。据媒体报道，国
资委正在为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制定“负面清单”，虽然清
单草稿尚未发布，但国资委工作人员提到中央国有企业在
矿业、能源和污染严重的行业中的投资将受到严格监控。

另一方面，鼓励国有企业在海外市场投资诸如高铁、核电、
高压工程等快速发展的行业，以及诸如道路、水路、电信、高
端产业等基础设施和高端制造项目22。

预期影响

对海外投资监督力度的加大和责任追究将对中国企业的海
外投资造成一定影响，特别是对非国有企业（至少在短期
内）以及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海外投资的行业。

换句话说，政府加强对公司海外投资的管理监督和事前事
后风险管理，可以为中国和投资目的地国家带来更好更有
价值的交易。因此，从长远来看，促进和保持中国海外投资
质量及可持续性的举措被认为是能够带来积极影响的。

尽管管理企业和系统风险的措施正在实施中，但我们认为
长期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继续呈现强劲的增长趋
势（基于2006年以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特别是那些有助
于实现“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的那些行业。 这是因为对外
投资对于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并在2020年成为“中等繁荣社
会”的目标至关重要。

中国政府表示，这些新举措并不意味着中国“走出去”政策
发生变化，政府仍然支持“有能力且合格”的投资者进行非
投机性的投资交易，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及国际生产能力
合作，以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或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其他
国家的互利合作。

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澳大利亚对想要获得
技术、专业知识和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中国投资者来说，仍
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投资者寻求澳大利亚具有比较
优势的行业，例如健康、旅游、教育、食品、服务和技术，中国
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对这些行业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些
行业也是中国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下推动发展的重点行业
之一。

21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12/06/c_135885408.htm.
22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7-01/19/content_279939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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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 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澳大利亚首相Malcolm Turnbull 和副总理Barnaby Joyce， 在堪培拉的签约仪式上。
资料来源：AAP Image / Mick Tsi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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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目前已有500多家大型中国企业利用澳大利亚以外的资金
在澳大利亚进行投资，中国企业将继续关注高质量、大规模
的投资和项目。

澳大利亚也有来自铁路、公路、传统和可再生能源的重大基
建投资需求，中国政府在新的政策中依然鼓励中国国有企
业参与这些行业的投资竞标。

最近刚结束对澳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我们表
示，澳大利亚依然具备良好的条件，并且依然是中国重要的
战略合作伙伴。

通过结构改革，澳大利亚可以将与中国已经很牢固的经济
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多元化发展。

澳大利亚政府即将颁布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中将会引入的
任何新投资条例，都必须清晰明确。具体透明的政策指导将
会鼓励投资，并确保外国和本地公司之间的伙伴关系会
继续推动与中国投资者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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