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马尼亚 拥有...

出产优质凉爽气候
葡萄酒的理想之地
塔斯马尼亚是澳大利亚最佳的凉爽气候葡萄酒产区，获奖
的黑比诺葡萄酒、起泡葡萄酒、霞多丽和雷司令已证明了这
一点。
仅拥有1 600公顷葡萄园的塔斯马尼亚葡萄酒业规模尚小，
但发展势头良好，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优质凉爽气候葡萄酒
的出产使斯马尼亚州在海内外的声誉大震。
塔斯马尼亚具有酿制高档葡萄酒的理想种植条件。这里秋
季时间长、气候凉爽、阳光充沛、空气干燥。虽然已证实了其
他早熟品种的适种性，但黑比诺和霞多丽尤为突出。
当葡萄园从澳大利亚其他地区和新西兰移走时，塔斯马尼亚
葡萄酒业则拥有稳固而持续性的增长，近期的投资和获得的
奖项确立了该州作为优质凉爽气候葡萄酒产区的地位。

尽管整个岛屿的葡萄种植区有着明显的地理和风格差异，
但塔斯马尼亚是澳大利亚唯一在全州范围内保留其所有权
的州。这一单一地理标志(GI)为塔斯马尼亚生产商提供了优
势，其中包括：在海内外市场中拥有统一的市场推广方式，
以及塔斯马尼亚作为一个品牌的广泛认知度。
借助塔斯马尼亚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葡萄酒业已被确定
为具有良好增长势头的优先发展领域。政府非常希望与有
意向的投资者合作来确保塔斯马尼亚葡萄酒行业的增值投
资。通过投资塔斯马尼亚，政府将量身定制援助计划以满足
有意向的投资者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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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塔斯马尼亚
凉爽的气候优势
这里春季和夏季气温温和，秋季白天温暖而夜晚凉爽，使葡
萄在藤蔓上可以缓慢地成熟，形成最多的品种风味并保留最
高的天然酸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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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塔斯马尼亚葡萄酒业的重要原因
»» 塔斯马尼亚属温带海洋性气候，适合生产天然华贵的
优质凉爽气候葡萄酒。

17

Burnie

»» 凉爽气候葡萄酒的需求日益增长，特别是黑比诺。
塔斯马尼亚葡萄酒生产商目前无法满足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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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斯马尼亚是目前澳大利亚唯一拥有葡萄自产自销市场
的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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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斯马尼亚葡萄与其他澳大利亚葡萄酒产区的葡萄
相比，持续的创造出更高的平均公吨价格。

一月气温

»» 土地价格低于其他澳大利亚葡萄酒产区。

平均日气温摄氏度

Hobart

»» 除了该州自然水资源的优势外，塔斯马尼亚政府和澳大
利亚政府正在与工业合作投资兴建若干大型灌溉开发
项目。
»» 塔斯马尼亚拥有进一步打造其作为优质凉爽气候葡萄酒
产商声誉的机会，进一步发展葡萄酒产业与州旅游部门
和塔斯马尼亚品牌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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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斯马尼亚具有生产优质食品的声誉，如三文鱼、奶制
品、水果、蔬菜和红肉。葡萄酒业补充了这些产品，是利
用塔斯马尼亚品牌形象的良好机会，并继续发展该州美
食与美酒之间的联系。

0

»» 塔斯马尼亚的气候不象澳大利亚其他地区那样不可预
测，预测温度变化不太可能对该州适合葡萄生长的气温
造成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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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州际贸易和提升品牌认识度为核心，进一步开拓
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开发新兴国际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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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州相对远离虫害、疾病和杂草。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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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塔斯马尼亚葡萄酒与美食法地图》2009 Martin von Wyss,
vWMaps Pty Ltd.的葡萄园位置（用点表示）由VineFinders提供。

葡萄酒生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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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表显示了塔斯马尼亚葡萄酒产区
和世界著名凉爽气候地区，如香槟和
马尔，之间的GDD相似性。图表中所
示数据由Andrew Pirie博士编制。

2000

生长温度日

此图表提供了塔斯马尼亚地区的生长
度日和世界各葡萄酒产区的生长度日,
植物生长所需热量的计算单位（简称
GDD）之间的比较。GDD 的定义是
七个月高于基准温度10摄氏度的总
和，南半球是十月到次年四月，北半球
是四月到十月。

塔斯马尼亚
世界其他地区

稳定、灵活而富有创新劳动人力

研究和开发

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优质葡萄酒的需求日益增长，而且这一部
门劳工队伍的职位数量也不断增加。这个岛州不断吸引全国
各地充满热情和才智、知识渊博的酿酒师，而且还培养自己
的世界级酿酒师。

澳大利亚领先的葡萄酒研究机构 － 澳大利亚葡萄酒研究
所(AWRI)于2008年建立了塔斯马尼亚中心 － 这是AWRI
首次在南澳总部之外的地方发展。研究以塔斯马尼亚
出产的两个重要葡萄酒产品为核心，即黑皮诺葡萄酒和
起泡葡萄酒。

新一代酿酒师增强了塔斯马尼亚在葡萄酒品质和创新领域
建立的一流声誉。塔斯马尼亚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和
一流的生活方式，大大吸引了这些酿酒师，帮助他们生产优
质葡萄酒。
作为与葡萄酒部门合作关系的一部份，州政府致力在葡萄栽
培领域持续开展培训计划与预先就业培训，为葡萄酒部门创
建劳工队伍发展计划。
交通便利
在多数情况下，塔斯马尼亚的商业运营部门，从工厂到港口
不超过100公里，为分销渠道提供了快速通道。设在霍巴特、
朗塞斯顿、德文波特和伯尼的机场使通往澳洲大陆更加快
捷方便。空运产品能在派发后48小时内到达州际和海外市
场，塔斯马尼亚的各重要港口都有频繁而高效的货运航运
服务。
塔斯马尼亚货运均衡化计划给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企业以船
运方式运输符合资格的货物穿越巴士海峡提供财政援助。
远离病虫害
作为一个岛屿，塔斯马尼亚具有明显的生物安全优势。塔斯
马尼亚的生物安全系统正是塔斯马尼亚品牌的核心，这里
的自然环境价值和优质产品都依赖于该州相对远离虫害、疾
病和杂草。
塔斯马尼亚葡萄种植者们广泛实施病虫害综合防治计划。这
将确保最低限度的有效喷雾制度。塔斯马尼亚没有葡萄根
瘤蚜。
持续性的水源
可持续性的葡萄栽培环境的关键在于生长季节中重要阶段的
可靠供水 － 塔斯马尼亚最重要的天然资源优势就是水。
塔斯马尼亚拥有澳大利亚总体水资源的近13％，其年均水径
流几乎是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墨累达令盆地的两倍。塔斯马尼
亚不存在澳大利亚其他地区和世界大部分地区所经历的供
水不足问题。
塔斯马尼亚和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建立一项大型灌溉开发项
目 － 为至少95％的塔斯马尼亚农业社区提供可靠的供
水。这将使用于生产的可灌溉土地的数量翻一番。
如需了解更多资讯，请访问www. tasmaniairrigation.com.au

在2012-13年度以及2013-14年度，塔斯马尼亚农业研究所
(TIA)获得塔斯马尼亚州政府与联邦政府资金，以发现和报
告有助于扩大塔斯马尼亚葡萄酒生产的气候适宜地区，提供
研发和扩展服务支持，促进葡萄酒行业不断发展。气候研究
结果将于2014年下半年发布。
塔斯马尼亚州政府和塔斯马尼亚大学正在合作开展SenseT
项目(塔斯马尼亚传感器网络)。SenseT项目将历史和空间数
据与从覆盖全州的传感器网络获得的实时传感数据相结合，
将帮助葡萄生产商根据疾病与气候数据的精细比例整合，优
化葡萄保护措施。
第八届国际凉爽气候研讨会（ICCS）于2012年二月在霍巴特
举行。该国际会议为期四天，吸引了约300名来自全球主要凉
爽气候葡萄酒产区的代表。
风土
塔斯马尼亚多样化的地貌为葡萄栽培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
这里以粗玄武岩覆盖的山峦为主，使该州的葡萄酒产地避开
了盛行风和降雨。塔斯马尼亚最成功的葡萄种植发展地区
地处由粗玄武岩和玄武岩发展而来的棕色和红色土壤上。
玄武岩的土壤土质多石、浅、排水性好且温暖，适合长时期
成熟。这些土壤在该州分布广泛，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系列
葡萄栽培的机会。
葡萄收获期
塔斯马尼亚的葡萄收获期通常从三月中旬开始，即最秋季中
最干燥的时期，葡萄开始成熟，一直延续到五月上旬，在霜冻
和雨水的风险来临之前。
由于真正凉爽的气候和稳定的成熟条件历时较长，塔斯马尼
亚的葡萄收获期结束要晚于大多数澳大利亚的其他葡萄酒
产区。
强劲的贸易
塔斯马尼亚的葡萄酒生产商已在主要国内和国际市场上证明
了他们的成功，如中国、香港、英国、美国和加拿大。
塔斯马尼亚葡萄酒的新兴市场包括瑞典、丹麦、芬兰、挪威
和日本。
塔斯马尼亚葡萄酒生产商目前无法满足国内对优质凉爽气候
葡萄酒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一高价值类别的增长与一般市场
趋势形成了对比。

在塔斯马尼亚探索机会及你的未来前景
塔斯马尼亚投资部是塔斯马尼亚政府的投资推广和援
助部门，负责向投资者提供免费的保密服务和专业建议，
包括：
»» 专业的项目团队及个案管理
»» 专注于有可能转变供应链并能够利用塔斯马尼亚的优势
和自然资源的主要项目
»» 计划预审来支持审批程序。
塔斯马尼亚投资部的专家团队将通过信息与支持服务为您

概述

提供量身定制而保密的援助，包括：

»» 塔斯马尼亚目前拥有200家葡萄园及160家许可经营的葡
萄酒生产商。

»» 与当地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的联系

»» 塔斯马尼亚葡萄栽培历史悠久，
可追溯到1823年。

»» 关于经营成本、技能、
可用性、税收和研究机会的内部
信息

»» 主要品种有黑比诺，霞多丽，雷司令和长相思。

»» 商业机会、投资法规及政府协助的信息

»» 塔斯马尼亚被公认为是澳大利亚优质黑比诺和起泡葡酒
的故乡。

»» 关于塔斯马尼亚的产业能力和优势的专业建议

»» 塔斯马尼亚拥有温带海洋性气候。

»» 与可能性合作伙伴的联系

»» 塔斯马尼亚是一个单一地理标志，而全州拥有七个葡萄
酒产区。  

»» 与基础设施和服务供应商的联系

»» 各葡萄种植区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气候多样性，粗玄武
岩覆盖的山峦庇护着该州的葡萄园使其远离盛行风和
降雨。

联系信息
塔斯马尼亚农业发展局 (AgriGrowth Tasmania)
第一产业、公园、水务与环境局
GPO Box 44 Hobart TAS 7001 Australia
澳大利亚国内咨询电话: 1300 368 550
国际咨询电话: +61 3 6777 2222
电邮 agrigrowth@dpipwe.tas.gov.au
网站: www.dpipwe.tas.gov.au/agrigrowth
塔斯马尼亚州政府经济发展部
GPO Box 536 Hobart TAS 7001 Australia
电话: +61 3 6777 2786
电邮: info@stategrowth.tas.gov.au
网站: www.stategrowth.tas.gov.au

»» 实地考察，以确定您的企业在塔斯马尼亚适合的位置

»» 产业战略信息。

塔斯马尼亚农业研究所 (TIA)
电话: +61 3 6226 6368
电邮: tia.enquiries@utas.edu.au
网站: www.tia.tas.edu.au
塔斯马尼亚葡萄酒联合会                                                                              
147 Davey Street Hobart TAS 7000 Australia                                        
电话: +61 3 6223 3770
电邮: mail@winetasmania.net.au
网站: www.winetasmania.com.au
©塔斯马尼亚, 2012年2月
2014年11月更新

塔斯马尼亚州政府投资局
Level 1 Cornwall Square, 12-16 St John Street, Launceston
PO Box 1186, Launceston, TAS 7250 Australia
电话: +61 3 6777 2786
电邮: cg@cg.tas.gov.au
网站: www.cg.ta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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