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西澳大利亚水产养殖产业

西澳大利亚以其优良，高质量和安全的渔业产

品在国际间享有盛名。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

得西澳大利亚能应付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西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合作开发和投资机会，致

力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确保产业保持国际竞

争力。西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绵延数千公

里清新洁净的天然海岸线，造就高度生态安全，

适合水产养殖发展。

水产养殖事业依赖高质量，可信赖，可溯源及稳

定的环境和产品。能持续产出各式鱼类，壳贝类 

和甲壳纲水产品，西澳大利亚的水产养殖符合

上述其中的许多要求。

西澳大利亚地跨热带及寒带气候，非常适合多

种鱼类及新兴高价值产业，例如已用于药物开

发和牛只饲料中的海藻，能进一步减少甲烷的

排放。

现在是您掌握长期投资西澳大利亚水产养殖的

最佳时机。

投资者和产业制造者享有的好处

• 洁净，绿色，安全的环境

• 适合大规模水产发展的养殖地点

• 涵盖多种渔获的气候形态

• 地缘邻近主要亚洲及全球市场

• 严格生态安全标准

• 高持续力及重视动物权益

• 政府的大力支持

• 研究，开发及基础设施投资

• 支持通过水产养殖监管会建立独立第三方
质量认证

西澳大利亚全力推动水产养殖产业发展



竞争优势

西澳大利亚水产养殖的诱人条件

• 洁净天然的环境

• 邻近主要市场

• 历练丰富的产业

• 政府的大力支持

西澳大利亚的水产养殖产业享有洁净天然的产

地，其规模能吸引外來投资。通过大力投资水

产养殖品的孵化及培育，建立无风险的水产开

发区，我们能协助发展水产养殖事业的经营。

西澳大利亚的水产养殖开发区有着巨大成长和

扩张潜力。数个产业先驱已开始投资西澳大利

亚的水产养殖，前景看好。

西澳大利亚的鱼类和壳贝类水产养殖适合各类

型投资者，其中包括跨国水产公司着眼于规模

性水产养殖品出口，建立了亚洲及全球其他市

场的供应链，满足消费市场对高质量食品的需

求。

西澳大利亚在水产养殖的投资

西澳大利亚政府在具战略位置的地点，建立主
要基础设施，对水产养殖产业进行大量投资。

已建立的基础设施包括：

• 奧尔巴尼壳贝类水产孵化场

• 弗里曼特尔海洋鱼类孵化场

• 杰拉尔顿海洋幼鱼培育场（建设中）

• 希拉里斯壳贝类水产研究所

• 金伯利和中西部水产养殖开发区

在南海岸外增建的壳贝类水产养殖开发区正顺
利进展。

除了支持基础设施，生态安全，研究和法规，西
澳大利亚政府还将针对重大投资项目启动下列
协助：

• 让潜在的投资者和开发商，能更了解西澳大利 
  亚的水产养殖机会

• 协助企业连结适当的投资者及投资机会

• 连结既有和新兴的投资案以利产业投资成长

• 进一步确认投资者和开发商的需求

• 协助投资者和开发商因应日益增长的国际需 
  求

邀请投资者和产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水产养殖
机会，这个令人期待的新兴食品产业。

Hon Peter Tinley AM MLA
彼得·廷利（AM MLA）

议员阁下

渔业与亚洲事务部长

值得信赖的出口产品

西澳大利亚是南半球值得信赖的水产养殖品源

产地，是亚洲和欧洲主要市场的現有及潜在供

应链。

严格的健康和卫生管理政策，使西澳大利亚政

府已将新冠肺炎的风险降至最低，确保产业的

安全与发展。积极管理供应链物流，让阻力降

到最小。

凭借地理和时区优势，西澳大利亚毫无疑问，在

产销关系中树立信赖。

西澳大利亚的水产养殖企业和开发商，积极配

合消费大众对质量，安全和生态稳定的日益重

视。自然环境赋予的战略优势和产品价格，使我

们能比竞争对手更胜一筹。

数个出产各式鱼类，壳贝类及甲壳纲水产品的

先驱企业，已利用西澳大利亚广阔的海岸线进

行水产养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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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有成的产业
领导者

产业团体和研究
机构

多区域经营企业新兴创建公司 州及联邦政府

水产养殖投资者的类型

西澳大利亚广阔的海岸

线拥有巨大潜力。现在

是投资的绝佳时机。最

大的投资机会便是规模

性生产。”

3



不断增长的产量

近年来，水产养殖品产量增长率约6％，预计政

府对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将会加速进一步的

增长。 

资料来源：ABARES“澳大利亚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报告（不同年

份）；ABS（澳大利亚统计局）澳大利亚企业数。CAGR–复合年增长率

迈向更高的生产力

自2007年以来，西澳大利亚水产养殖品产量吨

数持续可观增长，复合年增长率为5.9％。2007

至2017年期间，西澳大利亚各个水产养殖事业

体，也享有年收4.3%的复合增长率。

生产单位的类型包括海洋养殖鱼笼（如澳洲肺

鱼和黄尾鰤），海洋潮间带蚝架和潮下拖弋绳（

如食用牡蛎，青口贝，鲍鱼及产珍珠牡蛎）以及

陆地水产养殖。

西澳大利亚的产业增长机会

• 预计最能显着增长的水产品为海洋鱼类和壳
贝类生物，例如澳洲肺鱼，黄尾鰤，鲍鱼和食
用牡蛎。

• 奥尔巴尼的壳贝类水产孵化场，孕育多种类
别的水产品，供应全西澳大利亚的水产幼苗
饲养场。

• 金伯利水产养殖开发区的潜在产值超过2亿
澳元，以2千公顷的面积范围，年产量可达2
万吨。

• 占地3千公顷的中西部水产养殖开发区，年产
量更可达到4.8万吨，产值为4亿澳元。

• 淡水养殖在稳定生态的生产系统中，提供了
包括非本土，高价值品种的养殖机会。

• 像珊瑚和海藻等新兴物种及先进技术的开
发，将持续带动市场创新，进一步使西澳大
利亚的水产养殖产业多样化。

资料来源：ABARES“澳大利亚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报告（多年）； 

ABS（澳大利亚统计局）澳大利亚企业数。 CAGR –复合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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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增长

西澳大利亚具有优质，安全及可溯源的水产养

殖品，其优势更具增长前景。

人口成长结合家户所得的增加，促成消费者对

新鲜优质的蛋白质，如海洋鱼类，壳贝类及甲壳

纲水产品，及淡水海鲜的不断需求。

资料来源：贸易数据来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之FAO FishStat系统；区域数据定义为联合国定义的“亚洲”，“北非”定义为“阿尔及利亚，查得，

埃及，利比亚，马利，莫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苏丹和突尼西亚

可采收利用的海藻及海草更是现行及可行的投

资选项。西澳大利亚因环境的眷顾，当地的水产

养殖产量，正持续大量增长。

逐渐转向的消费者意识，大众在再生食源及健

康油脂的摄取上，有着超高需求的同时，也愿正

视食品生产对环境，社会及人类健康衍生出来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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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投资西澳大利亚的水产养殖

1. 为了能更详细地讨论您的投资计划，请联
系西澳大利亚州主体产业及地区发展部
的成员，或向海外贸易办公室询问。

2. 我们将与您紧密合作，在西澳大利亚的水
域及土地上，找出合适的大规模水产养
殖地点。

3. 我们能协助您勘察适当的大规模开发区
域。

4. 我们能引介企业界及产业界的领袖，与西
澳大利亚享有盛名的水产养殖公司进行
商谈，助您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5. 讨论重心将着重筛选您中意的特定区域
或水产养殖品。

6. 我们会让当地企业，供应商配合您的需
求，并引介合适的对象，像对合资企业，
股权投资，基础设施，供应链或独立开发
等感兴趣的合作伙伴或投资人。

7. 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是产业发展必要实现
共同的发展目标，同時严格遵循世界卫生
准则下的动物权益，生态安全，和环境管
理认证的要求。

8. 我们将提供：

-简单，透明的流程

-迅速，友好及战略性的回应

-专家建议，及

-有效率的许可审核。

9. 我们的水产养殖专家和分析师团队，将为
您对水产养殖事业之成功发展策略及机
会，提供战略数据和产业导向的建议。 

自由贸易协定加速市场行销时机

西澳大利亚浑然天成的地理和战略优势，能对

迅速扩展的亚洲出口市场提供消费产品。 

西澳大利亚和南亚位于同一时区，到印尼的运

输时间只需五天，到新加坡则为六天，即使到中

国南部的运输时间也只需八天。 

澳大利亚与1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自由贸易协

定，更和5个新增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谈判。结合

便捷，安全及进出便利的地理位置等条件，独

一无二的方位，让西澳大利亚成为出口亚洲的

重要水产养殖港。

经商方便

坚实的立法基础，使西澳大利亚能为投资者和

客户，提供强而有力的管理机制及低风险的经

营环境。

良善管理和威信法制，与可持续发展的水产养

殖业密不可分。基于这样的认知，干净，天然水

产品和消费者信任才能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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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合作与伙伴关系

西澳大利亚政府认识到，伙伴合作将是支撑成
长的坚实基础，这层关系对水产养殖发展的未
来至关重要。 

西澳大利亚制定的《水产养殖发展计划》，将为
产业成长注入必要的活水。

内容包括：

• 战略规划，管理与协调

• 生态安全与鱼群健康

• 研究与开发

• 法规制定

• 基础设施

• 经济发展

我们致力与投资者紧密合作，界定他们的需求。
进而在西澳大利亚水产养殖发展计划的架构
中，协助满足其发展需求。

投资者在开发的早期阶段，便有机会参与计划
西澳大利亚水产养殖业的未来，并能采收其丰
硕成果。

水产养殖事业机会

针对投资机会，在考量先决可行性，可行性和事
业模型阶段时，仔细分析和周密调查是必要的。
我们深信对特定投资机会，经营者需要对公司
进行评估，比较及对照现阶段营运与长期资本
需求，这样将有助于确认投资的合适性及必要
性。 

手段包括： 

• 水产品和地点选择

• 市场评估和策略：基线运营模型（包括产业
价值链，财务分析和经营利益极大化）

• 基础设施选项（包括法规和环境方面的考
量）

• 事业模型开发（包括经营模式和管理，组织
性和工作场所的结构，战略沟通以及风险管
理）

西澳大利亚傲人的水产养殖机会，其品种包括
鲍鱼，澳洲肺鱼，黄尾鰤，食用牡蛎，大型海藻
以及其他鱼类和壳贝类水产品。

西澳大利亚政府致力与投资者和开发商积极合
作，倾力协助他们降低事业上的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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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更多相关信息，请联系：

e   investment@dpird.wa.gov.au

p  +61(0)8 9368 3590

w  agric.wa.gov.au/investment

41236 key2创创1120

出版声明

此出版物提供相关的西澳大利亚主体产业信息。本出版物以及任何额外由西澳大利亚政府，透过州主体产业及地区
发展部所提供的信息或文件，应视为概括性资料，仅供有意投资西澳大利亚主体产业的投资者参考使用。在您参考
的同时，请遵照各个合适的财务，法律，业界和其他专家的建议，并配合其他相关信息及各自情况和投资意图，来制
定合适的经营计划。有意投资者应就任何投资案，包括获得批准的程序，进行（或聘请适当的专业顾问进行）自己的
分析，和产业投资及经营之周密调查。本出版物的任何内容，或由部门提供的任何额外信息或文件，均不构成或不
应作为财务，投资，法律或其他建议的依据。西澳大利亚政府，致力为其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并力求确保信息的准确
性，时效性和可靠性，但不保证内容完全无误差。因此，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西澳大利亚政府及其官员和职员，
若因本资料的使用，或参照其内容大纲，而造成的任何损失，损害，成本和费用（包括疏失）的支出，均无责任。西澳
大利亚政府及其官员和职员，对册中大纲及其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完整性或适用性，不具任何发言代表权或保
证。信息来自西澳大利亚政府，州主体产业及地区发展部，霍布斯，联合国粮农协会，澳大利亚统计局，科里欧里斯
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封面照片来自澳大利亚海洋农产公司。

版权©西澳州（主体产业与地区发展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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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和开发商，向西澳大利亚政府州主体产业及地区发展部的投资团队联系。

他们将会向您详细介绍及建议，任何有关投资西澳大利亚水产养殖产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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