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马尼亚 拥有...

发展持续性乳品业
的理想条件
塔斯马尼亚拥有温带气候、肥沃的土壤、
可靠的降雨和充足
的阳光，所有这些确保了葱郁牧场的最佳生长条件及优质乳
品的生产基础。塔斯马尼亚的奶牛享有世界上最清洁的空
气，它们全年在户外食草，养尊处优。

塔斯马尼亚奶农享有低成本以及由可靠的降雨和不断增加
的灌溉选择支持的牧场型生产体系等有利条件。这意味着与
澳大利亚及国际众多乳品区相比，这里的生产成本更低，具
有相当大的增长潜力，并且有更多可靠的奶源。

乳品业是塔斯马尼亚农业的最大组成部分，并且是塔斯马尼
亚主要的经济来源。该行业每年创造近5亿澳元的产值(包装
与加工乳品)，而牛奶目前的年产量约为8亿公升，具有增长
到年产15亿公升的潜力。

这个产业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组织性，对可持续增长和发展
采取积极的方法，在战略计划中具有详尽的介绍。

塔斯马尼亚乳品业拥有很多的投资机会，其中包括大型牧场
乳品生产，特质奶酪生产及大型乳品加工。

塔斯马尼亚州政府正在让该州的初级产业走上轨道，以便
到2050年实现产业价值增长10倍的目标。政府认识到，乳品
业的发展对塔斯马尼亚的经济未来非常重要。因此，政府非
常希望与潜在投资者合作，确保他们投资本州的乳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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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塔斯马尼亚乳品业的重要原因
»» 扩大低成本牛奶生产具有很大空间，我们能够看到塔斯
马尼亚的牛奶产量翻一番，达到年产15亿公升，以支持奶
制品加工的更大投资。
»» 在
 过去10年间，澳大利亚的牛奶产量降低了9%，而塔斯
马尼亚上升了34%，这表明该州的乳品业具有显著的相对
优势，是不断发展的行业。
»» 当
 前启动的3亿澳元的新工厂投资项目为牛奶生产投资的
扩大创造了机会。
»» 灌溉投资项目、无主要的动物疾病以及牧场型生产的理
想条件为塔斯马尼亚的水源优势锦上添花。
»» 乳产品需求在中期经济发展的预期中增长。
»» 牧场型养殖提供了低生产成本。
»» 土地费用没有同类可比乳品区那样高，如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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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降雨稳定，一般不会受到极端性气温的影响，如以下气温
和降雨图所示。

»» 久负盛誉，以国际市场为核心的生产基地。
»» 更
 高的投资回报 － 在过去的十年中，相对于澳大利亚
整体的6.6% 1，塔斯马尼亚的投资回报率为8.8% (包括资
本回报)。
»» 利
 用气候变化影响的机会推动澳大利亚牛奶生产向国内
更凉爽，更湿润的地区发展。
»» 清楚并证实该行业组织良好且系统化。
»» 塔斯马尼亚乳品质量的市场认知度。

一月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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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便利

稳定、灵活而富有创新劳动人力

在大多数情况下，乳品加工运营商的工厂地点到港口不超过
100公里，为分销渠道提供了快速通道。塔斯马尼亚的主要
港口都设有频繁而高效的航运服务。

在塔斯马尼亚雇佣工人的总体费用低于澳大利亚任何一州。
塔斯马尼亚能够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他们拥有出色的劳资关
系记录以及灵活而富有创新思想的文化。

设在霍巴特、朗塞斯顿、德文波特和伯尼的机场使通往澳洲
大陆更加便捷。空运货物在派发后48小时内即可到达州际和
海外市场。

塔斯马尼亚的培训机构与本地乳品业合作，确保行业的培
训需求得到满足。他们的认证培训计划确保本州内拥有可
转换性技能和所需的技能。此外，这里还设有大量提供非认
证课程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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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疯牛病(BSE)和口蹄疫。
研究和开发
塔斯马尼亚政府、行业及塔斯马尼亚大学的研究机构 －
塔斯马尼亚农业研究所(TIA)联合执行研究与开发计划，		
旨在解决农业生产力、食品生产安全以及社会与自然资源管
理问题。
塔斯马尼亚州政府与TIA合作建立的乳品中心为乳品业提供
研究服务与支持。 其网站致力于向塔斯马尼亚乳品业提供
有关TIA活动讯息,为富有创新思想的奶农提供大量的资源与
工具。
如需了解更多资讯，请访问：
www.tia.tas.edu.au/centres/dairy-centre

强劲的贸易
塔斯马尼亚鲜奶的消耗量仅占该州牛奶产量的8%，剩余的
牛奶被加工为一系列的长效和增值乳制品(奶酪、奶粉、黄油
及其他乳品原料)销往澳大利亚及国际市场。
塔斯马尼亚向亚洲地区的30多个国家出口高品质的乳制品,
特别是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北亚：主要是中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日本及台湾。
持续性的水源
盈利的乳品业的关键在于可靠的供水能力，而塔斯马尼亚		
最重要的天然资源优势就是水。塔斯马尼亚的年雨水径流
量占全国的将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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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塔斯马尼亚众多的集水地
区不存在国内其他地区和世界众多地区所经历的供水不足
问题。
目前，75%的塔斯马尼亚奶农拥有所需的灌溉途径。澳大利
亚政府与塔斯马尼亚州政府以及私人投资者一道，正在兴
建价值约为4亿澳元的众多大型灌溉开发项目，以便为超过
95%的塔斯马尼亚农场提供可靠的供水。这将使用于生产的
可灌溉土地数量翻一番并使可观的新农场投资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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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未来前景
塔斯马尼亚投资部是塔斯马尼亚州政府的投资宣传和促
进部门，它向投资者免费提供量身定制的保密服务和专业的
建议，包括：

概述：

»» 专业的项目团队及个案管理

»» 2013-14年，约437家塔斯马尼亚奶农生产大约8.05亿公
升牛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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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塔斯马尼亚乳品业在牧场直接雇佣人数达1500多人，		
另外加工业还雇佣900人。

»» 计划预审来支持审批程序。

»» 预
 计塔斯马尼亚2013-14年牧场牛奶产值约为4.4亿		
澳元。

»» 商业机会、投资法规及政府协助的信息

»» 与当地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联系

»» 塔斯马尼亚乳品出口值为2亿多澳元。

»» 关于经营成本、
可提供的技能、税务和研究机会的内部
信息

»» 平均畜群规模约为350头，平均奶牛产量为5300公升。

»» 关于塔斯马尼亚的产业能力和优势的专业建议

»» 平均牧场面积为182公顷。

»» 实地考察，确定企业在塔斯马尼亚适合的位置

»» 47%的奶农计划在未来三年增加牛奶产量。

»» 与可能性合作伙伴的联系

»» 91%的奶农对塔斯马尼亚乳品业的未来抱有积极的		
态度。

»» 与基础设施和服务供应商的联系

»» 乳
 品加工公司启用了大规模经费扩大和建设牛奶加工		
能力。

»» 行业战略信息。

»» 塔
 斯马尼亚大型乳品加工公司包括：Fonterra, Lion,
Mondelez (Cadbury), Murray Goulburn, Tasmanian Dairy
Products和Ashgrove, 以及一些较小规模的专业企业。

联系信息
DairyTas
电话: +61 3 6432 2233
电邮: admin@dairytas.net.au
网址: www.dairytas.com.au和www.intodairy.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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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邮： information@dpipwe.tas.gov.au
网址： www.dpipwe.tas.gov.au
塔斯马尼亚州政府经济发展部
地址: GPO Box 536 Hobart TAS 7001 Australia
电话: +61 3 6777 2786
电邮: invest@investtasmania.com.au
网址: www.investtasmani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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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斯马尼亚农业研究所(TIA)
电话: +61 3 6430 4953
传真： +61 3 6430 4959
电邮: info@tasdairyprojects.com.au
网址: www.tia.tas.edu.au/centres/dairy-centre
获取更多信息：
如需了解建立乳品牧场的费用与回报的综合信息，请访问
‘Into Dairy’网站：www.intodairy.com.au，塔斯马尼亚乳品牧场
(Dairy Farming in Tas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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