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马尼亚 拥有...

出产优质水果
的理想之地
塔斯马尼亚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这里土壤肥沃、四季分明、水源
充足，并且占据了作为岛屿生物安全性的优势，塔斯马尼亚岛拥有
出产优质水果的适合条件。
塔斯马尼亚的温带气候具备了必要的冬季寒冷，随后是有助于水果
生长和使口味浓郁的漫长而温暖的生长季节。塔斯马尼亚的仁果，
樱桃及浆果无论在澳大利亚国内还是在海外都具有明显的晚季产
品优势。南半球极少的竞争产区也为我们提供了特定的市场优势。
塔斯马尼亚出产的水果拥有为北半球供应反季节水果的商机。

»» 核果/樱桃 － 塔斯马尼亚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樱桃出产州，并
在高端的海外市场拥有商机。这里还出产杏、油桃和李子。
»» 浆果 － 新鲜的覆盆子、草莓和蓝莓蕴含了产业的主要价值。
种植的黑醋栗和覆盆子专门用来加工。很多浆果生产商成功
的将旅游和游客体验融入自己的商业模式，通过咖啡厅、零售
店及‘采摘’体验增加价值。
塔斯马尼亚政府对该州的愿景是持续性的获得食品和农产品的增
长，成为澳大利亚优质食品的主要供应商。

水果业是塔斯马尼亚最古老的产业之一，同时也为包括候恩谷和塔
为实现这一愿景，政府非常希望与有意向的投资者合作来确保他
玛谷在内的很多地区缔造了未来。如今，塔斯马尼亚水果业继往开
们在本州内水果业的增值投资。通过塔斯马尼亚投资部，政府将
来，致力于为国内外市场供应高品质的水果。
量身定制援助计划以满足有意向的投资者的具体要求。
塔斯马尼亚水果业包括三个主要部分：
»» 仁果 － 塔斯马尼亚苹果拥有很大的本地市场并有机会出口东
南亚市场，近期还进入了中国市场。这里也出产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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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塔斯马尼亚水果业的重要原因：
»» 相
 对而言远离病虫害的岛屿特性为我们的产品提供了利益及
进入市场，特别是那些高价值的高端市场的优势。
»» 亚
 洲市场的的扩大，结合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低温运输系统的
改进，这里呈现出良好的出口势头，特别是苹果和樱桃。
»» 已
 进行规划的灌溉投资项目为塔斯马尼亚相对而言的水源优
势锦上添花。
»» 利用塔斯马尼亚在国际市场中的品牌认知度拓展高端市场。

»» 这
 是富有创新思想的产业，它利用科技和现代生产系统来提高
产品质量，增加产量，促进产品开发、增值和加工。
»» 气
 候变化使我们看到新的市场机会。随着气候条件的影响，
仁果逐渐迁移到南部澳大利亚州郡，如塔斯马尼亚。
»» 恶略气候的风险较低，例如：影响其他主要水果种植区的异常
高温天气和强冰雹降水天气。
»» 漫长的成熟期使水果酸度高，口感好，保质期延长。
»» 旅游基础设施的利用，包括有针对性的增值与旅游相结合。

气候优势
塔斯马尼亚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凉爽的南大洋盛行西风使这里一般不会受到极端性气温的影响并拥有稳定的降雨，如以下气温和降雨
图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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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季节供应
塔斯马尼亚与北半球的季节相反，这为该州的食品生产创造了显著的战略优势 － 本地生产商能够为北半球市场提供新鲜出产的反
季节产品。
以下图表标示出一系列塔斯马尼亚水果的收获期：
产品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杏
黑醋栗
蓝莓
樱桃
油桃
桃
梨
李子
覆盆子
草莓
苹果品种:
青苹果 (Granny Smith)
爵士 (Jazz™)
红粉女士 (Pink Lady™)
红富士 (Red Fuji)
新嘎拉 (Royal Gala)
条形富士 (Striped Fuji)
图表来源: Fruit Growers Tasmania

每年供应期
3个月
2个月
6个月
3个月
3个月
3个月
2个月
2个月
5个月
7个月
10个月
6个月
7个月
8个月
6个月
8个月

稳定、灵活而富有创新劳动人力

强劲的贸易

塔斯马尼亚工人技艺精湛，具有创业精神。他们随时能够适应以
满足需求，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劳动力，并具有出色的劳资关系
记录。

塔斯马尼亚果农已证明了他们在国内市场和亚洲主要国际市场中
的成功。
塔斯马尼亚水果出口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
日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俄罗斯。

交通便利
在多数情况下，运营商的工厂到港口不超过100公里，为分销渠道
提供了快速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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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澳大利亚境内符合资格的货运承
运方提供财政援助。
远离病虫害
作为一座岛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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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葡萄根瘤蚜，苹果火疫病，果蝇，马铃薯白线虫，葱黑斑病和烟霜
霉病)。
这不仅意味着果农无需管理这些病虫害，而且塔斯马尼亚远离病
虫害的特性还为我们进入那些拒绝其他地区产品的各种国际市场
提供了额外的出口机会。

研究和开发
塔斯马尼亚政府、行业和塔斯马尼亚大学农业研究所(TIA)联合进
行研究、开发及拓展(RD&E)计划，旨在解决农业生产力、食品生产
安全、社会与自然资源管理问题。TIA将水果RD&E确定为重点战略
优先领域，领导和管理国内苹果和樱桃的研发计划，并且与国内外
先进的研究机构合作为该产业提供支持。
自2001年起，塔斯马尼亚政府强制暂行禁止在塔斯马尼亚环境中
商业投放转基因生物(GMO)。2009年，该暂行条例被延期五年，截
止到2014年11月仍然有效。
持续性的水源
可持续性的园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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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的年雨水径流量
占全国的13%，是澳大利亚东南部整个墨累 － 达令盆地径流量
的两倍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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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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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manianirrigation.com.au

在塔斯马尼亚探索机会及你的未来前景

联系资料

投资塔斯马尼亚是塔斯马尼亚政府的投资推广和辅助项目，它向
投资者提供免费的保密服务和专业的建议，包括：

第一产业、公园、水务与环境局
澳大利亚国内咨询电话：1300 368 550
国际咨询电话：+61 3 6233 8011
网站：www.dpipwe.tas.gov.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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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供量
身定制而保密的援助，包括：
»» 与当地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联系
»» 商
 业机会、投资法规及政府协助的信息关于经营成本、技能、
可用性、税务和研究机会的内部信息
»» 关于塔斯马尼亚的产业能力和优势的专业建议
»» 实地考察，确定企业在塔斯马尼亚适合的位置
»» 与可能性合作伙伴的联系与基础设施和服务供应商的联系
»» 产业战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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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uit Growers Tasmania Inc.
电话：+61 3 6231 1944
电邮：office@fruitgrowerstas.com.au
网站：www.fruitgrowersta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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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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