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十五: 非市场状况部分相关附件 



（1）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介绍 

  











Wine 
Australia
for
Australian 
Wine

Strategic Plan 
2015–2020



Contents

Introduction 4

Executive overview  6
The opportunity  6
Challenges  6
Our priorities  6
Outcomes  7

Overview  8
Who we are  8
What we do  8
Our funding sources 8
Our relationships 9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10
Market development 10
Regulatory services 13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14

Consultation to develop the plan 16

Our priorities 17 
Priority 1: Increasing demand and the premium paid for all Australian Wine 18
Priority 2: Increasing competitiveness 21

Supporting functions 25
Extension and adoption 25
Corporate affairs 25
Corporate services 25

Alignment of sector and Australian Government priorities 27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29

Investment, income and expenditure forecast 30
Projected income 30
Levy allocation  32
Funding allocation – investment by priority 32
Forecast operating result 32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33

Our operating environment 34
Wine sector snapshot 34
Situation analysis 34

Glossary  42



Executive overview

The opportunity
We have embraced the opportunity to forge a new path for integrated market 
development,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RD&E), and regulatory activiti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Australian grape and wine sector through our Strategic Plan. 

We have consulted widely with the sector and have received strong support for our 
30-year plan for Australia to be recognised as the world’s pre-eminent wine producer. 
In the first five years, our goal is the prosperity of the sector. 

Challenges 
Through this five-year Strategic Plan, we are addressing two clear challenges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Australian grape and wine sector. 

Our first challenge: the general global perception of the quality and provenance of our 
wines is – in our view – less than the reality, and this translates into lower prices for our 
wine than are warranted. While this challenge affects the whole sector, its impact is 
greatest on the fine wine segment. 

Our second challenge: we need to more profitably compete in a fiercely contested 
global marketplace. We must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our wine 
offering through productivity gains, innov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meeting market 
demand.

Our priorities 

Priority 1: Increasing demand and the premium paid for all Australian wine

We will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general global perception leading to lower prices 
through an unwavering focus on increasing the appreciation of our fine wines. 
We must continually invest in supporting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viticulture, 
winemaking and the business of wine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express our unique 
terroirs and to increase the international esteem of the resulting wines.

Priority 2: Increasing competitiveness

We will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the fiercely competitive global marketplace by 
increasing competitiveness in our vineyards, our wineries and our wine businesses. We 
will invest in captur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new technologies, understanding supply 
and demand,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to become more sustainable, differentiated 
and more compet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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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s
We will know that we are addressing and successfully overcoming these two 
challenges when:
• the average price per litre for Australian bottled wine exports increases to a point 

where it is at or near the highest average price per bottle of our global competitors 
by key markets, and

• through an appropriate and rigorous benchmarking exercise – and targeted RD&E – 
our grapegrowers and winemakers achieve a reduction in the gap between the costs 
of managing their vineyards and wineries and those of our competitors. 

We will be accountable for these outcomes and regularly report on our progress. 

This Strategic Plan meets the requirement under the Act to provide a five-year 
Corporate Plan to the Minister for Agriculture by 1 May 2015. 

Wine Australia 7Strategic Plan 2015–2020



Our priorities

Our goal is a prosperous Australian grape and wine community. This goal guides all 
of our activities.

To achieve this goal, we have two priorities:
• Increasing demand and the premium paid for all Australian wine, and
• Increasing competitiveness.

These priorities are facilitated by our supporting functions and we have 12 strategies 
to achieve our priorities. Our priorities, the strategies to achieve them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are detailed in table 1.

Our goal: A prosperous Australian grape and wine community

Priority 1: Increasing demand and the premium paid for all 
Australian wine

Priority 2: Increasing competitiveness

Strategy 1: Promoting Australian wine 

Asia Pacific

North America

China

UK and Europe

Strategy 4: Improving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ility

Climate adaptability 

Foundation data 

Sustainable resource management

Biosecurity, pest and disease management

Strategy 2: Protecting the reputation of Australian wine

Annual analytical survey 

Label Integrity Program 

Regulatory services

Strategy 5: Improving vineyard performance

Enhancing grapevine and rootstock performance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vineyard management

Strategy 3: Building Australian grape and wine excellence

Grapegrowing for excellence

Wine provenance and measures of quality

Customer insights

Strategy 6: Improving winery performance

Enhanced yeast and bacterial performance

Efficient winery production

Strategy 7: Enhancing market access

Market access

Strategy 8: Building capability

Developing people

Strategy 9: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measurement

Business intelligenc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trategy 10: Extension and adoption

Supporting functions

Strategy 11: Corporate Affairs

Corporate Affairs 
Sector engagement

Strategy 12: Corporate Services

Finance & admin

People and culture

ICT

Table 1: Our priorities and the strategies to achiev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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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总览 
 

 
机会 

我们已经抓住机会，通过我们的战略计划，为整合市场开发，研究，开发和扩

展（RD＆E）以及监管活动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以造福澳大利亚的葡萄和葡萄

酒行业。 

我们已经与该行业进行了广泛的咨询，并为我们的 30 年计划而获得了大力支持，

该计划使澳大利亚被公认为世界上杰出的葡萄酒生产国。在最初的五年中，我们的

目标是行业的繁荣。 

 

挑战性 

通过这个五年战略计划，我们正在应对澳大利亚葡萄和葡萄酒业繁荣的两个明

显挑战。 

我们的第一个挑战：在我们看来，全球对我们葡萄酒质量和出处的普遍认识远不

及现实，这意味着我们葡萄酒的价格低于保证的价格。尽管这一挑战影响到整个

行业，但其对高档葡萄酒的影响最大。 

我们的第二个挑战：我们需要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更有利地竞争。我们必

须通过提高生产率，创新，差异化和满足市场需求来继续提高葡萄酒产品的竞

争力。 

 

我们的优先事项 

 
优先事项 1：需求增加，以及为所有澳大利亚葡萄酒支付的溢价 

我们将通过坚定不移地专注于提高我们的美酒升值来应对全球普遍认知导致的

价格下跌的挑战。我们必须不断投资以支持在葡萄栽培，葡萄酒酿造和葡萄酒

业务中追求卓越，以更好地理解和表达我们独特的风土，并提高了由此产生的

葡萄酒的国际知名度。 

 

优先事项 2：提高竞争力 

我们将通过提高葡萄园，酿酒厂和葡萄酒业务的竞争力来应对激烈竞争的全球市

场的挑战。我们将进行投资，以抓住新技术的机遇，了解供求关系，并提高绩效，

使其更具可持续性，差异化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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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我们将知道，在以下情况下，我们正在解决并成功克服这两个挑战： 

• 澳大利亚瓶装葡萄酒出口的每升平均价格上升到某个水平，该水平达到或接

近主要市场上我们全球竞争对手的每瓶最高平均价格，并且 

• 通过适当和严格的基准测试以及针对性的 RD＆E，我们的葡萄种植者和酿酒师

可以减少葡萄园和酿酒厂的管理成本与竞争对手的成本之间的差距。 

我们将对这些结果负责，并定期报告我们的进度。 

该战略计划符合该法令的要求，即在 2015 年 5 月 1 日之前向农业部长提供五年公

司计划。 

 
 
 
 
 
 
 
 
 
 

 
 



我们的优先事项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繁荣的澳大利亚葡萄和葡萄酒社区。此目标指导我们的

所有活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两个优先事项： 

• 对所有澳大利亚葡萄酒的需求和支付的溢价不断增加，以及 

• 增强竞争力。 

我们的支持职能可为这些优先事项提供便利，我们有12种策略来实现我们的优先

事项。表1中详细列出了我们的优先事项，实现它们的策略及其之间的关系。 

 

表1：我们的重点和实现这些重点的策略 
 

我们的目标：繁荣的澳大利亚葡萄和葡萄酒社区 

优先事项1：需求增加，以及为所有澳大利亚葡萄酒支

付的溢价 

优先事项2：提高竞争力 

策略1：推广澳大利亚葡萄酒 

亚太地区北美

中国 

英国和欧洲 

策略4：改善资源管理和可持续性 

气候适应基金会数据 

可持续资源管理 

生物安全，病虫害管理 

策略2：保护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声誉 

年度分析调查标签完整性

计划监管服务 

策略5：提高葡萄园绩效增强葡萄和砧木绩效高

效且可持续的葡萄园管理 

策略3：打造澳大利亚优质的葡萄和葡萄酒 

追求卓越的葡萄种植 

葡萄酒的出处和质量衡量客户见解 

策略6：提高酿酒厂的绩效 

增强酵母和细菌性能高效酿酒厂 

策略7：加强市场准入 

市场准入 

 
策略8：建设能力 

发展中的人 

 
策略9：商业智能与评估 

商业智能监控与评估 

策略10：扩展和采用 

配套功能 

策略11：公司事务 

公司事务部门的参

与 

策略12：企业服务 

财务与管理人与文

化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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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Our strategic direction to 2025

Welcome to Wine Australia’s Strategic Plan 2020–25, which details how we will invest 
your levies and other fees along with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matching funding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to assist you to be profitabl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This plan builds on the improved performance of the Australian winegrape and wine 
sector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Exports account 
for 60 per cent of wine produced and the value of annual exports has increased 
from $1.89 billion to $2.91 billion since 2015. Australian wine holds a 79 per cent value 
share in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as in our mature export markets, there is a move to 
premiumisation, with Australians consuming less wine per person and spending more 
per bottle.  

This growth is also reflected in grape prices; 2019 was the fifth consecutive vintage of 
increases in the average purchase price of winegrapes, to $664 per tonne.

This growth is contributing to the sector’s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but we can’t rest 
on our laurels, as many significant challenges lie ahead, given the global disruption 
caus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This plan is for growers, wine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e’ve spent 12 months talking 
with you to understand your priorities.

You told us that we should focus on:
• growing value and premiumisation across all price points to deliver profitability
• increasing exports in a diverse range of markets, while keeping an eye on the 

domestic market
• supporting wine tourism
• innovation, particularly in viticulture, which will be a key differentiator for Australia 

and where the big gains can be made
• climate challenges, noting that Australia’s flexibility in production is a strength
• sustainability, and 
• biosecurity.

Each of these priorities is reflected in Australian Grape & Wine Incorporated’s (AGW’s) 
Vision 2050, which maps out the long-term aspirations for the sector. 

Wine Australia’s role through this Strategic Plan 2020–25 is to set out how we will 
address these prior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our remit. In preparing this plan, we 
have reflected on the achievements delivered under our Strategic Plan 2015–20 and 
embraced new opportunities. 

We also looked at what we still had to achieve from our last Plan and what we could 
do better. The United States (US) market remains a challenge and we need to continue 
striving to increase our market share of sales above $11 per bottle. We also want 
to increase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 sector adopts the outcome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and we will implement the recommendation from our extension and 
adoption review to accelerate adoption of new knowledge.

The Export and Regional Wine Support Package

The Export and Regional Wine Support Package ($50m Package) helped 
supercharge exports and regional wine tourism.

We will build on the enduring benefits of the $50m Package, including our 
Australian Wine Made Our Way brand, the Australian Wine Discovered education 
platform, the Growing Wine Exports and Growing Wine Tourism capability 
programs and the Market Explorer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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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five clear strategies:
1. Market Australian wine to increase the demand and the premium paid for all 

Australian wine
2. Protect the reputation of Australian wine by maintaining the reputation and integrity 

of Australian wine in all our markets, including the domestic market
3. Enhance grape and wine excellence with research outcomes that allow grapegrowers 

and wine producers to excel
4. Grow sustainable environments by providing knowledge and tools to support 

growers and producers in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practices, and
5. Build business sustainability, excellence and leadership by accelerating the 

adoption of research outcomes and best practice.

In summary, as key elements of our new strategic direction we will:
• continue to strive to lift demand and the premium paid for all Australian wine by 

building on the fine-wine focus in our last Strategic Plan. We will champion great 
Australian wine and our diverse wine regions in the highly competitiv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build awareness and the perception of quality

• using our Australian Wine Made Our Way brand, develop and deliver collective 
promotional activities that engage the trade, consumers and media, and supplement 
the promotional activities of individual companies

• pivot our marketing activities to increase social media and digital engagement and 
deliver more retailer and distributor promotions and an expanded education reach 
through Australian Wine Discovered

• make decisions informed by our market insights and targeted for the greatest 
impact. Our primary in-market activity focus will be Australia’s key markets of China, 
Canada, the United Kingdom (UK)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 support our producers in emerging markets with targeted information and data, and 
by leveraging our trade networks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 support the domestic market through strong education for consumers via  
www.australianwine.com and Australian Wine Discovered

• build business sustainability, excellence and leadership so that businesses have 
access to the knowledge, tools and know-how to thrive. Our tools will include those 
developed through the $50m Package, such as the Growing Wine Tourism and 
Growing Wine Exports capability programs and the Market Explorer Tool

• grow sustainable environments so that our sector is recognised for its stewardship 
of our precious natural resources. We will invest in research to allow the sector to 
benchmark its carbon emissions and waste production, and to deliver tools to adapt 
to or mitigate against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 invest in research that enhances functional biodiversity and ensures the sector is 
better prepared to manage incursions of endemic and exotic pests and diseases

• increase our investment in accelerating adoption of relevant research outcomes in 
the vineyard and winery, including through support of agtech demonstration farms, 
and

• investigate traceability tools that will support our regulatory activities and ensure 
that the sector’s integrity credentials are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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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outlook

The immediate market outlook for the Australian wine sector is extremely challenging, 
given the dislocation caused by COVID-19. Before the advent of COVID-19, the reduction 
in global supply in 2019, along with a favourable exchange rate for the Australian 
dollar against the US dollar and strong demand from Asian markets, suggested that 
there would be growing export opportunities for Australian wine producers in 2020 
and beyond. However, the balance between supply, demand, price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remains precarious. Supply and demand will continue to be affected by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pressures outside the grape and wine sector’s 
control, including the short- and medium-term impacts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longer term, the geopolitical climate and market access remain vitally important 
to the sector’s health. Increasingly, producing fine wines of high quality will be expected 
but not sufficient as a stand-alone measure, and our focus on growing sustainable 
environments and building business excellence and leadership will help the Australian 
grape and wine sector meet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future.

The COVID-19 pandemic

As we were finalising our plan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COVID-19 pandemic 
swept the globe, causing widespread disruption and grief. Acting swiftly, we 
postponed our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and changed how we delivered our key 
services to support the sector as the situation unfolded. 

It is too early to understand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impacts of the pandemic 
on the Australian wine sector, consumers, businesses, tourism and supply 
chains but, given the potential scale and impact of the disruption, we plan to 
comprehensively review, adapt and evolve our strategic direction as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we are effectively supporting the Australian grape and wine 
community by investing for the sector’s success. We will do this in consultation 
with our representative body, AGW. Our Annual Operational Plan 2020–21 will 
detail how we will shape our investments to rise to these challenges.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We are accountable to our funders, the grapegrowers, wine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who pa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and marketing levies and export fees,  
and to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which matches eligible R&D investments. 

We have clear measures of success for each strategy (see pages 12–13) so you can 
judge whether we’ve been successful or not.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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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e do
We invest for the sector’s success.

Our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come from the Wine Australia Act 2013 (the Act) that 
also sets our role, which is to:
• coordinate or fund grape and win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facilitate the

dissemination, adoption and commercialisation of the results
• control the export of wine from Australia, and
• promote the sale and consumption of wine, both in Australia and overseas.

We seek to foster and encourage profitabl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Australian 
winegrape and wine businesses by investing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ilding 
markets, disseminating market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encouraging adoption and 
ensuring compliance through our regulatory functions. 

Our governance and operations seek to achieve the best possible return on the 
investment of our RD&A, marketing and regulatory funds.

Our funding sources
We are funded by grapegrowers and winemakers through levies and user-pays  
charges, and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which provides matching funding for 
RD&A investments.

We have four primary sources of funding:

RD&A funding
• The grape research levy (grapegrowers pay $2 per tonne of winegrapes crushed)

and the R&D component of the wine grape levy (wine producers pay $5 per tonne of
winegrapes crushed) are matched dollar-for-dollar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 Projected RD&A funding for the five years 2020–25 is $120 million.

Marketing funding
• Wine producers pay the promotion component of the wine grape levy in a stepped

amount per tonne. The promotion component is payable on grapes delivered to a
winery once the threshold of 10 tonnes has been reached.

• Wine exporters pay the wine export charge on wine produced in and exported from
Australia. The amount of levy payable is based on the free-on-board (FOB) sales
value of wine for the levy year.

• Projected marketing funding from levies for the five years 2020–25 is $20 million.

Regulatory funding
• Regulatory activities are funded on a cost-recovery basis through activity-based fees.
• Projected regulatory funding for the five years 2020–25 is $35 million.

User-pays activities
• Wine businesses, regional associations and state governments pay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to participate in marketing activities.
• Projected user-pays contributions for the five years 2020–25 amount to $9 million.

Wine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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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ne Australia Board sets our five-year strategy, which is approved by the  
Minister for Agriculture, Drought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as set out in our Act. 

Our Board is guided by the vision, goals and priorities of our funders, as elucidated in 
Vision 2050 for the Australian grape and wine sector and in the Science and Research 
Priorities and Rural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Priorities of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n concert with AGW, we consulted extensively with our stakeholders to 
understand their priorities, which are reflected in Vision 2050 and this Strategic Plan.

In Vision 2050, the Australian grape and wine sector identified its vision:

Australian wine: enjoyed and respected globally

and its goal:

Profitabl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winegrape and wine businesses.

This vision and goal establish our long-term aims and, with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priorities, inform our strategies – how we will invest for the sector’s 
success. Our strategies also reflect the priorities of our stakeholders, gathered through 
extensive consult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AGW.

Our strategies are to:
1. Market Australian wine
2. Protect the reputation of Australian wine
3. Enhance grape and wine excellence
4. Grow sustainable environments
5. Build business sustainability, excellence and leadership.

Setting our vision, goal and strategies

Market  
Australian  

wine

Protect the 
reputation of 

Australian wine

Enhance grape 
and wine 

excellence

Grow  
sustainable  

environments

Build business 
sustainability, 
excellence and 

leadership

Figure 1: Wine Australia’s fiv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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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lar 1:  
Sustained growth in value to drive profitability

Pillar 2:  
An innovative culture driving excellence  

from grape to consumer

Pillar 3:  
Valued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Australia’s lifestyle and  

culture and a trusted custodian of the environment

Pillar 4:  
Australia’s employment sector of choice 

Pillar 5:  
A diverse sector unified by its pursuit of excellence

Strategy 1:  
Market Australian wine 

Strategy 2:  
Protect the reputation of Australian wine

Strategy 3:  
Enhance grape and wine excellence 

Strategy 4:  
Grow sustainable environments

Strategy 5:  
Build business sustainability, excellence and leadership

Our five strategies seek to achieve our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Act and  
contribute to Vision 2050’s five Pillars, as shown in the table below. 

To maximise return on investment to our levy payers and the Australian taxpayer, we will 
operate effectively, efficiently and transparently as we deliver on these strategies. 

Figure 2: Mapping Wine Australia’s five strategies to Vision 2050’s five pillars

Vision 2050Wine Australia Strategic Plan 2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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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ing our strategies

Strategy 1:
• 85 per cent of Tier A influencers1 actively engage with Wine Australia.
• The perception of Australian wine increases in China, Canada, the UK and the 

USA by 5 per cent in each market.
• Vision 2050 has set ambitious targets for the sector. Our marketing activities 

will contribute to achieving these and we will regularly report progress, 
acknowledging that sales results across marke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exporters. 

• More than 90 per cent of our partners who participate in Wine Australia 
promotional activities are satisfied or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activity. 

Strategy 2: 
• We achieve the six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 our Regulator Performance 

Framework that embrace efficient operations, clear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s, proportionate actions, streamlined and coordinated 
compliance and monitoring, transparency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 We establish a benchmark for consumer trust of Australian wine label claims 
through a customer survey in our five largest markets – Australia, China, the UK, 
the USA and Canada.

• We have assessed three new traceability technologies, including blockchain, 
and they are available to the sector for adoption.

• We deliver at least one streamlined regulatory process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counterpart regulators in import markets. 

1. Wine Australia has identified those people in the wine trade and wine media who have the 
most influence on purchasing decisions as Tier A influencers.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We believe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measure and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efficiency 
and transparency of our activities, investments and operations. We will measure 
our achievements against each strategy with the following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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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3:
• Four enhanced or new grapevine varieties that are resistant to both downy and 

powdery mildew are available to the sector through plant breeding programs. 
• Three new rootstocks are available to the sector through plant breeding programs. 
• Four new or enhanced technologies and processes to improve vineyard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are available to the sector.
• The supply of genetically diverse and high-health planting material is 

maintain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relevant stakeholders.
• Two new or enhanced technologies and processes, including agrifood 

technology (agtech) to improve grape and wine quality, winery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are available to the sector for adoption.

• Three Wine Australia-funded projects have progressed to commercialisation. 

Strategy 4:
• New knowledge allows the sector to establish a carbon emissions benchmark.
• New knowledge allows the sector to establish waste production benchmarks.
• Two (new) tools, technologies or processes are available to the sector to allow it 

to adapt to and/or mitigate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vine water use contributes to better irrigation 

scheduling processes that allow mor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use of water.
• Research delivers clear information about the value of soil remediation 

processes and enhancing functional biodiversity. 
• New and improved practices for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endemic pests 

and diseases are available to the sector.
• The sector is better prepared to manage incursions of exotic pests and diseases 

through our support of a wine biosecurity committee that engages all relevant 
bodies to identify biosecurity risks and develop a plan to mitigate them.

• The use of vineyard cover crops and soil remediation practices has increased 
by 10 per cent.

• The land area dedicated to enhancing functional biodiversity has increased by 
10 per cent.

• Best-practice irrigation scheduling to optimise water use efficiency is adopted 
by an additional 30 per cent of growers in warm irrigated regions.

Strategy 5:
• Of levy payers who participate in Wine Australia-supported extension and 

adoption programs:
 − 80 per cent consider them as a good or very good use of levy funds
 − 80 per cent have gained new knowledge or new information to improve their 

long-term profi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 50 per cent intend to make or have made changes to existing practices by 

adopting the outcomes of R&D
 − 80 per cent of those who’ve adopted agtech have a positive return on their 

investment.
• More than 90 per cent of participants in people development programs have 

gained new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improve their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capabilities. 

• 99 per cent of exporters have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mporting country.

• More than 90 per cent of market insights customers are satisfied or very 
satisfied with our market insights services.

We have two KPIs to measure and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efficiency and 
transparency of our operations:
• we improve our stakeholder net promoter score from the benchmark of +12 in 2019, 

and
• we improve our staff engagement levels from the benchmark of 70 per cent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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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我们对 2025 年的战略方向 

欢迎来到澳大利亚葡萄酒业的 2020-25 战略计划，其中详细介绍了我们将如何

在未来五年内将您的税费和其他费用以及澳大利亚政府的配套资金用于投资，

以帮助您实现盈利，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 

该计划的基础是过去五年来澳大利亚国内外的葡萄和葡萄产业的发展。出口占

葡萄酒产量的 60％，自 2015 年以来，年出口额已从 18.9 亿澳元增至 29.1 亿澳

元。澳大利亚葡萄酒在国内市场中占有 79％的价值份额，正如在我们成熟的出

口市场中一样，向高档化迈进，澳大利亚人每人消费更少的葡萄酒，每瓶消费

更多。 

这种增长也反映在葡萄价格上。 2019 年是葡萄的平均购买价格连续第五个上涨

年份，达到每吨 664 美元。 

这一增长为该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鉴于 COVID-19 大流行

对全球造成的破坏，我们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因此我们不能不为所动。 

该计划适用于种植者，葡萄酒生产商和出口商。我们已经花了 12 个月与您交谈，

以了解您的工作重点。 

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专注于： 

• 在所有价格点上不断增长的价值和溢价，以实现盈利

• 在关注国内市场的同时增加各种市场的出口

• 支持葡萄酒旅游

• 创新，尤其是葡萄栽培方面的创新，这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关键差异化因素，

并可以从中获得巨大收益

• 气候挑战，指出澳大利亚的生产灵活性是优势

• 可持续性，以及
• 生物安全性。

出口和地区葡萄酒支持计划 

出口和区域葡萄酒支持计划（5000 万美元）帮助增加出口和区域葡

萄酒旅游业。 

我们将利用价值 5000 万澳元的一揽子计划带来的持久收益，包括我们的澳

大利亚葡萄酒“走我们的路”品牌，澳大利亚发现葡萄酒教育平台，不断增长

的葡萄酒出口和不断发展的葡萄酒旅游能力计划以及 Market Explorer 工

具。

这些优先事项均反映在澳大利亚葡萄与葡萄酒公司（AGW）的 2050 年愿景中，

该愿景勾勒了该行业的长期愿望。 

澳大利亚葡萄酒局在《 2020-25 年战略计划》中的作用是阐明我们将如何

根据职权范围解决这些优先事项。在准备该计划时，我们反思了《 2015-

20 年战略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并把握了新的机遇。 

我们还研究了上一个计划仍然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可以做得更好的目标。美

国（美国）市场仍然是一个挑战，我们需要继续努力将我们的销售市场份额

提高到每瓶 11 美元以上。我们还希望提高该部门采用研发成果（R＆D）的

速度，并将实施扩展和采用审查中的建议，以加快新知识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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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五个明确的策略： 

1. 销售澳大利亚葡萄酒以增加需求，并为所有澳大利亚葡萄酒支付溢价

2. 通过在包括国内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中保持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声誉和完整性来

保护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声誉

3. 通过研究成果增强葡萄和葡萄酒的卓越品质，使葡萄种植者和葡萄酒生产商脱

颖而出

4. 通过提供知识和工具来支持种植者和生产者实施环境管理实践来发展可持续

环境，以及

5. 通过加速采用研究成果和最佳实践来建立业务的可持续性，卓越性和领

导力。

总之，作为我们新战略方向的关键要素，我们将： 

• 在我们上一个战略计划的重点关注葡萄酒方面，继续努力提高所有澳大利亚

葡萄酒的需求和溢价。我们将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拥护澳大利亚优质葡

萄酒和我们多元化的葡萄酒产区，以建立对质量的认识和感知

• 使用我们的澳大利亚葡萄酒“我们的方式”品牌，开展和提供与贸易，消费者

和媒体互动的集体促销活动，并补充各个公司的促销活动

• 调整我们的营销活动以增加社交媒体和数字参与度，并通过《发现澳大利亚

葡萄酒》提供更多的零售商和分销商促销活动并扩大教育范围

• 根据我们的市场洞察力做出决策，并以最大的影响为目标。我们的主要市场活

动重点将是澳大利亚的中国，加拿大，英国（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的主要市场

• 通过有针对性的信息和数据，并利用我们的贸易网络来发现机会，为新兴市场

中的生产商提供支持

• 通过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来支持国内市场 www.australianwine.com

和发现澳大利亚葡萄酒

• 建立业务的可持续性，卓越性和领导力，使企业能够获得发展所需的知识，

工具和专有技术。我们的工具将包括通过 5000 万美元一揽子计划开发的工具，

例如“葡萄酒旅游业发展和葡萄酒出口能力计划”以及“市场浏览器工具”

• 发展可持续的环境，使我们的部门因其宝贵的自然资源管理而受到认可。我们

将投资于研究，以使该部门能够衡量其碳排放量和废物产生量，并提供工具来

适应或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

• 投资于增强功能性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并确保该部门为应对本地和外来病

虫害的入侵做好准备

• 增加我们的投资，以加速在葡萄园和酿酒厂中采用相关研究成果，包括通过农

业技术示范农场的支持，以及

• 研究可追踪性工具，这些工具将支持我们的监管活动并确保增强该行业的完

整性证书。

http://www.australianwine.com/
http://www.australianw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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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 
 

鉴于 COVID-19 造成的错位，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的近期市场前景极具挑战性。在

COVID-19 问世之前，2019 年全球供应减少，澳元兑美元汇率有利，亚洲市场需求

旺盛，这表明澳大利亚葡萄酒生产商的出口机会将增加。 2020 年及以后。但是，

供求，价格和国际竞争之间的平衡仍然不稳定。供需将继续受到葡萄和葡萄酒行

业无法控制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压力的影响，包括 COVID-19 大流行对短期和中期

的影响。 

从长远来看，地缘政治气候和市场准入对于该部门的健康仍然至关重要。越来越

多的人期望生产高品质的美酒，但作为单独的措施，这还不够，我们对不断发展

的可持续环境以及建立卓越业务和领导地位的关注将帮助澳大利亚的葡萄和葡萄

酒行业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关键绩效指标 
 

我们对支付研发（R＆D），市场征费和出口费的出资者，葡萄种植者，葡萄酒

生产商和出口商以及澳大利亚政府负责，澳大利亚政府对符合条件的研发投资

进行匹配。 

我们对每种策略都有明确的成功衡量标准（请参阅第 12-13 页），以便您可

以判断我们是否成功。 

我们期待着与您的合作。 

 
 
 

 

 

 

COVID-19 大流行 
 

当我们确定未来五年的计划时，COVID-19 大流行席卷全球，造成了广

泛的破坏和悲痛。迅速采取行动，我们推迟了国际活动，并随着形势

的发展改变了提供关键服务以支持该部门的方式。 

目前尚无法了解大流行对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消费者，企业，旅游业和

供应链的中长期影响，但鉴于这种破坏的潜在规模和影响，我们计划全面

审查，适应并根据需要发展我们的战略方向，以确保我们通过投资促进该

行业的成功来有效地支持澳大利亚的葡萄和葡萄酒社区。我们将与我们的

代表机构 AGW 进行协商。我们的《 2020-21 年度运营计划》将详细说明

我们将如何调整投资以应对这些挑战。 



澳大利亚葡萄酒 

我们所做的 
我们投资于该行业的成功。 

我们的权力和责任来自《 2013年澳大利亚葡萄酒法》（该法），该法律也设

定了我们的作用，即： 

• 协调或资助葡萄和葡萄酒的研发，并促进结果的传播，采用和商业化

• 控制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出口，以及

• 在澳大利亚和海外促进葡萄酒的销售和消费。

我们通过投资于研发，建立市场，传播市场信息和知识，鼓励采用并确保通过我

们的监管职能来促进和鼓励有利可图，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的澳大利亚葡萄和葡

萄酒业务。 

我们的治理和运营力求使研发应用，市场营销和监管基金的投资获得最佳回报。 

澳大利亚葡萄酒 

我们的资金来源 
我们由葡萄种植者和酿酒师通过征税和用户付费的方式来资助，而澳大利亚政府

则为RD＆A投资提供相应的资金。 

我们有四个主要的资金来源： 

研发应用资金 

• 葡萄研究税（葡萄种植者每吨碾压的葡萄要支付2澳元）和葡萄酒葡萄税的研

发部分（葡萄酒生产商要每吨碾压的葡萄要支付5澳元），澳大利亚政府为每

澳元提供对等金额。

• 2020-25年五年的RD＆A预计资金为1.2亿美元。

营销资金 
• 葡萄酒生产商按每吨分级支付葡萄酒葡萄税的推广部分。达到10吨的门槛

后，就可以在交付到酒厂的葡萄上支付推广部分。

• 葡萄酒出口商就在澳大利亚生产和出口的葡萄酒支付葡萄酒出口费。应付税

款的金额基于征税年度葡萄酒的离岸价（FOB）销售价值。

• 预计在2020-25年的五年中，从税收中获得的营销资金为2000万美元。

监管资金 

• 监管活动的资金是基于成本回收基础上的活动费用。

• 2020-25年这五年的预计监管资金为3500万澳元。

用户付费活动 

• 葡萄酒企业，地区协会和州政府为参与营销活动支付自愿捐款。

• 2020-25年这五年的预计用户付费捐款为900万澳元。

2020–25年战略计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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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我们的愿景，目标和策略 
 

 

澳大利亚葡萄酒委员会制定了我们的五年战略，该战略由我们的法案规定，并由

农业，干旱和紧急管理部长批准。 

董事会以供资者的愿景，目标和优先事项为指导，在《 2050 年愿景》中阐明了

澳大利亚的葡萄和葡萄酒行业以及澳大利亚政府的科学与研究优先事项以及农村

研究，发展和推广优先事项。与 AGW 合作，我们与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广泛的协

商，以了解他们的优先事项，这反映在 2050 年愿景和本战略计划中。 

在 2050 年愿景中，澳大利亚的葡萄和葡萄酒行业确定了其愿景： 

澳大利亚葡萄酒：享誉全球 

 

及其目标： 

盈利，弹性和可持续性的葡萄和葡萄酒业务。 

 

这一愿景和目标确立了我们的长期目标，并以澳大利亚政府的优先事项为我们的

战略提供了依据-我们将如何投资以促进该行业的成功。我们的策略还反映了我

们利益相关者的优先事项，这些利益是通过与 AGW 进行广泛协商而收集的。 

我们的策略是： 

1. 市场澳大利亚葡萄酒 

2. 保护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声誉 

3. 增强葡萄和葡萄酒的品质 

4. 发展可持续环境 

5. 建立业务的可持续性，卓越性和领导力。 

图 1：澳大利亚葡萄酒的五种策略 

市场 
澳大利亚

葡萄酒 

建立业务 
可持续发展，

卓越和领导力 

保护 
澳大利亚葡萄

酒的声誉 

增长 
可持续环境 

增强葡萄 
和卓越的

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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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所示，我们的五项策略旨在履行我们在该法案下的职责，并

为 2050 年愿景的五大支柱做出贡献。 

为了使我们的征税人和澳大利亚纳税人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我们将在执行这些

策略时有效，高效和透明地运作。 

图 2：将澳大利亚葡萄酒局的五项战略与 2050 年愿景的五项支柱进行对应 

《澳大利亚葡萄酒 2020-25 战略计
划》 

2050 年愿
景 

策略一： 
市场澳大利亚葡萄酒 

支柱 1： 
价值的持续增长推动盈利 

策略 2： 
保护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声誉 

支柱 2： 
创新文化推动卓越发展，从葡萄到消

费者 

策略 3： 
增强葡萄和葡萄酒的品质 

支柱 3： 

被视为澳大利亚生活方式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是值得信赖的环境保管人

策略 4： 
发展可持续环境 

支柱 4： 
澳大利亚首选的就业部门 

策略 5： 
建立业务的可持续性，卓越性和领导力 

支柱 5： 
追求卓越而统一的多元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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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我们的策略 
 

 

关键绩效指标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衡量和评估我们的活动，投资和运营的有效性，效率和

透明度。我们将通过以下关键绩效指标（KPI）对照每种策略衡量我们的成就： 

 

 

 
 
 
 
 

 
1. 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已将葡萄酒行业和葡萄酒媒体中对购买决策影响最大的人确定

为 A 级影响者。 

策略一： 

• 85％的 A 级影响者 1 积极参与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 

• 在每个市场上，中国，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认知

度提高了 5％。 

• 2050 年愿景为该行业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们的营销活动将有助于

实现这些目标，并且我们将定期报告进度，并确认跨市场的销售结果是

出口商的责任。 

• 我们参与 Wine Wine 促销活动的合作伙伴中有 90％以上对该活动感

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策略 2： 

• 我们实现了监管机构绩效框架中的六个关键绩效指标，这些指标包

括有效的运营，清晰有效的沟通，相称的行动，精简和协调的合规

与监控，透明度和持续改进。 

• 通过在五个最大市场–澳大利亚，中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客户调

查，我们为消费者对澳大利亚葡萄酒标签声称的信任度建立了基准。 

• 我们评估了三种新的可追溯性技术，包括区块链，并且可供行业采

用。 

• 通过与进口市场中的对口监管机构合作，我们至少提供了一种简化的监管

流程。 



澳大利亚葡萄
酒 

2020–25 年战略计划•8 

 

 

策略 3： 

• 可通过植物育种计划向该领域提供四种对霜霉病和白粉病均具有抗性的增

强的或新的葡萄品种。 

• 通过植物育种计划，该部门可获得三种新的砧木。 

• 该行业有四种提高葡萄园效率和可持续性的新技术或增强技术和流

程。 

• 保持遗传多样性和高度健康的种植材料的供应，使有关利益攸关

方满意。 

• 包括农业食品技术（agtech）在内的两种新的或增强的技术和工艺可以提

高葡萄和葡萄酒的质量，酿酒厂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可供行业采用。 

• 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资助的三个项目已经进入商业化阶段。 
 

策略 4： 

• 新知识使该行业可以建立碳排放基准。 

• 新知识使该部门可以建立废物生产基准。 

• 该行业可使用两种（新）工具，技术或流程，以使其适应并减轻气候变化

的影响。 

• 更好地了解藤本植物的用水有助于更好地安排灌溉程序，从而更有

效地利用水。 

• 研究提供了有关土壤修复过程和增强功能性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明

确信息。 

• 该部门可获得可持续管理地方病虫害的新的和改进的做法。 

• 通过我们的葡萄酒生物安全委员会的支持，该部门为管理外来病虫害的入

侵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该委员会与所有相关机构合作，确定生物安全风

险并制定缓解计划。 

• 葡萄园覆盖作物的使用和土壤修复的做法增加了 10％。 

• 致力于增强功能性生物多样性的土地面积增加了 10％。 

• 在温暖的灌溉地区，另有 30％的种植者采用了最佳实践的灌溉时间表来

优化用水效率。 

 
 
 
 
 
 
 
 
 
 
 
 
 
 
 
 
 
 
 
 
 
 
 

我们有两个 KPI 来衡量和评估运营的有效性，效率和透明度： 

• 我们将利益相关者净发起人得分从 2019 年的+12 基准提高到 

• 我们将员工敬业度水平从 2019 年的 70％基准提高了。 

策略 5： 

• 参加 Wine Australia 支持的扩展和采用计划的征款人： 

− 80％的人认为他们是好好使用征费基金 

− 80％的人获得了新知识或新信息，以改善其长期盈利能力和可持续

性 

− 50％的人打算通过采用 R＆D 的结果来改变现有的做法 

− 采用 agtech 的人中有 80％的投资回报率很高。 

• 超过 90％的人员发展计划参与者获得了新的知识和技能，可以提高其个

人和专业领导能力。 

• 99％的出口商可以获得信息和知识，以满足进口国的要求。 

• 超过 90％的市场洞察客户对我们的市场洞察服务感到满意或非常满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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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澳大利亚 ， 葡萄酒与其他酒精饮料的征税不同。 它有自己的税， 葡萄酒均衡税(WET) 。 [1]WET以葡萄酒批发价值29%的税率征
收。 [2]所有其他；酐默欠籵均按其酒精含歪征税。 [3]这通常使得在 ”

标准饮料＇基础上对葡萄酒的征税低于其他酒精饮料。 [4]

WET旨如王最后一忖眨湿售点支付 ， 通常是批发商向零售商销售 。 [5]

WET也很不寻常 ， 因为合格的葡萄酒生户商可获得大足广泛的 抵扣。 [6]符合条件的 生产者必须

• 用他们生产或购买的葡萄 ， 其他水果 ， 蔬菜或蜂蜜制造葡萄酒
• 将葡萄 ， 其他K果 ， 蔬菜或蜂蜜提供给合 同酿酒师 ， 代表他们酿造葡萄酒
• 将他们的葡萄酒詈于制造过程中－例如 ， 用原酒制造 成品葡萄酒， 或混合葡萄酒制作商业上不同的葡萄酒。 [7]

，

出口葡萄酒现在负责WET。 [8]

生产者目前可以申请高达500,000澳元的抵扣。 [9] 2016年的回扣估计会花费3.3亿澳元。 [10]

一

些评论员 担心WET回扣正在被贬低 。 [11]ATO对投票进行了一系列调查 ， 但没有 对 退税做出任何改变（除了提离回扣水平） 。 [12]

2015年3月 ， 政府发布了Re: think税务讨论文件。 [13]讨论文件的几份意见书要求改革WET退税（以及一般的WET) 。 [14] 2015年8
月 即勺发布了葡萄酒平娇颈税讨论文件 ， 旨在” 更好地为WET退税的讨i衍n分析提供信息 ， 作 为税务臼皮书流程和 政府政策制定
的一部分'。 [15]

对WET退税的批评

澳大利亚 酿酒师联合会(WFA)是WET退税的声音批评者， 并呼吁对其进行改革 。 [16]WFA担心WET退税”

在三个方面受到损害 ，

包括

• 经纪人， 中间人和非商业安排获得权利的能力
• 通过支持将非商业性葡萄转化为散装葡萄酒以及最终低产权的cleanskins和家居品牌 ， 以及延迟纠正供需失衡 的作用
• 新西兰实体以 不公 平的优惠条件获得权利 的能力。 [17] 

WFA提出了许多建议 ， 包括

• 回扣应该停止对非预期的收件人
• 取消散装和无品牌葡萄酒的资格 ， 以 获得四年内的WET退税
• 废除该计划对新西兰 生产者的适用
• 通过引入过渡性回扣措施鼓励合并， 以允许两个有权享受回扣的企业合并的第二次回扣。 [18] 

参议院洞查

参议院对澳大利亚葡萄 与葡萄酒行业的调查于 2015年3月成 立 ， 旨在研究WET退税对葡萄和葡萄酒行业供应链的影响和 应用 。 [19]委
员会听取了 大员消息来涌的证据 ， 即WET退税正在削弱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的盈利能力 ， 并同意迫切需要进行改革 。 [20]

委员会在其拫告中同意 ， WET退税的广泛分配和i野目也在进行中。 [21]委员会建议 “ 政府在五年内逐步取消目前的[WET]退税， 将节
余分配给 行业的结构调整援助计划 ， 包括每年向真正的酒窖门户提供补助 ， 以支持其继续运营'。 [22]

2016-17预算变动

2016 -17年度财政预算中公布的WET退税措施 不大。 他们将

• 2017年7月1日将WET返利 上限从500,000澳元降至350,000澳元2018年7月1日降至290,000澳元。

• 更好的目标援助， 减少葡萄酒行业的扭曲
• 四年内向澳大利业葡匋OO匋酒管理局(AGWA) 提供5000万澳元以促进澳大利亚 的旅游业和 澳大利亚 的海外葡萄酒。 

[23] 
重要 的是 ， WET退税的变化将收紧资格标准， 因此要求生产者必须拥有酒庄或长期租赁酒庄， 并在国内销售包装品牌葡萄酒。 [24]据
估计 ， 这些措施将在预测期内为预笢增加2.5亿澳元。 [25]立法需要修订， 以实施WET回扣上限和资格标准的变更。

政府表示将优先考虑引入额外的WET退税诚信 措施 。 [26]现阶段没有关于拟议变更的进一步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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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ogram overview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Tourism 2020 strategy is focused on building the resili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Australia’s tourism industry and growing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Australian 
economy. Australia’s exceptional food and wine tourism are important planks in this strategy. 
The Export and Regional Wine Support Package (the Package) has been designed to 
complement and contribute to the objectives of Tourism 2020. The Package is a $50 million 
commitment, focused on building Australia’s international wine exports in such a way that will 
benefit wine producers and assist export-focused businesses to grow. It is also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wine tourism experiences and opportunities on offer and build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There are two grant components within the Package designed to support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i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State Grants (State Grants) 
and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Competitive Grants (Competitive Grants).  
The State Grants and the Competitive Grants are designed to be mutually reinforcing. 
The Competitive Grants provide a range of stakeholders with opportunity to apply for funding on 
a competitive basis, towards initiatives which will grow either the number of and/or spend by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ts in a particular region.  
Totalling an investment of $10 million over the life of the Package, $5 million will be made 
available under each of the State Grants and the Competitive Grants. Cash co-contributions will 
be sought under each grant program to leverage additional investment and maximise impact.  

2 Program objectives 
The objec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Competitive Grants program (the program) is to 
support stakeholders to implement initiatives, which will grow the number of and/or spend by 
tourists visiting a region of Australia for the purposes of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All activities supported through the program will also need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broader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the Package.  

3 Program evaluation 
A mid-term review of the Package will be carried out in November 2018 and a final evaluation in 
May 2020. Both the review and the evaluation will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ompetitive 
grants program is meeting its stated objectives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it is contributing to the 
broader objectives of the Package.  
Successful applicants may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mid-term review and program 
evaluation.  
Project level reporting and monitoring will be agreed with successful applicants when 
negotiating the terms of the grant agreement.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Section 16: Grant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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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fficial Use Only 
国际葡萄酒旅游竞争拨款 

1 计划概述 

澳大利亚政府的2020年旅游战略的重点是建立澳大利亚旅游业的复原力和竞争力，并增加其对澳大利亚

经济的贡献。澳大利亚独特的美食和葡萄酒旅游是这一战略的重要方案。

出口和区域葡萄酒一揽子计划（套餐）旨在补充和促进2020年旅游业的目标。该套餐是一项5000万澳元

的承诺，专注于建立澳大利亚的国际葡萄酒出口，使葡萄酒生产者受益，协助以出口为重点的企业发

展。它还旨在改善葡萄酒的旅游体验和提供的机会，并建立国际葡萄酒旅游。该套餐中有两个赠款组成
部分旨在支持澳大利亚国际葡萄酒旅游业的发展：国际葡萄酒旅游国家拨款（国家拨款）和国际葡萄酒

旅游竞争拨款金（竞争拨款）。

国家拨款和竞争性拨款旨在相辅相成。

竞争性拨款为一系列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在竞争基础上申请资金的机会，以及增加特定地区国际葡萄酒游客
数量和/或消费的举措。

在套餐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总投资1000万澳元，将投入500万澳元

根据每项州拨款和竞争性拨款提供。将在每个拨款计划下寻求现金共同捐款，以利用额外投资并最大限

度地发挥影响力。

2 计划目标 
国际葡萄酒旅游竞争拨款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支持利益相关者实施计划，这将增加访问澳大利亚

地区的游客的数量和/或消费，以用于国际葡萄酒旅游。

通过该计划支持的所有活动也需要与更广泛的一致的战略目标。 

3 项目评估 
该方案的中期审查将于2018年11月进行，最终评估将于2020年5月进行。审查和评估将审查竞争性赠款方

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既定目标及其程度。正在为该计划的更广泛目标做出贡献。

成功申请者可能会被邀请参加中期审查和计划评估。

在谈判赠款协议的条款时，将与成功的申请人商定项目级报告和监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16节：授

予协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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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State Grants 

Grant program guidelines 
1 

1 Program overview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Tourism 2020 strategy is focused on building the resili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Australia’s tourism industry and growing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Australian 
economy. Australia’s exceptional food and wine tourism are important planks in this strategy. 

The Export and Regional Wine Support Package (the Package) has been designed to 
complement and contribute to the objectives of Tourism 2020. The Package is a $50 million 
commitment, focused on building Australia’s international wine exports in such a way that will 
benefit wine producers and assist export-focused businesses to grow. It is also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wine tourism experiences and opportunities on offer and build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There are two grant components within the Package designed to support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i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State Grants (State Grants) 
and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Competitive Grants (Competitive Grants).  

The State Grants and the Competitive Grants are designed to be mutually reinforcing. 

The State Grants provide state wine industry associations with access to a pre-determined 
funding allocation. These funds are intended to support a collaborative, strategic approach 
towards attracting and maximising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in their state. Funding allocations 
available for each state wine industry association have been determined following consultations 
with the wine industry and state associations, and broadly reflect the value of production and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visitors in each state.  

Totalling an investment of $10 million over the life of the Package, $5 million will be made 
available under each of the State Grants and the Competitive Grants. Cash co-contributions will 
be sought under each grant program to leverage additional investment and maximise impact.  

2 Program objectives 
The objec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State Grants program (the program) is to 
support stakeholders to implement initiatives, which will grow the number of and/or spend by 
tourists visiting a region of Australia for the purposes of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All activities supported through the program will need to align with the broader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the Package.  

3 Program evaluation 
A mid-term review of the Package will be carried out in November 2018 and a final evaluation in 
May 2020. Both the review and the evaluation will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rogram is 
meeting its stated objectives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it is contributing to the broader objectives 
of the Package.  

Successful applicants may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mid-term review and program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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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Delegating access 

a. If an eligible applicant wishes to delegate their access to the grant to an
alternative entity or consortium, the board of the eligible applicant will need to
provide a letter to their delegated applicant confirming the details of their
delegation and their support for the grant application being submitted. This
letter of confirmation of the delegation is to be signed by the Chairperson or
signatory of the board of the eligible applicant and must be attached to the
grant application.

b. Delegating to a single entity
Eligible applicants can delegate their access to this grant to an alternative
entity, provided the alternative entity is not a for-profit organisation, individual
or partnership.

c. Delegating to a consortium
Eligible entities can delegate their access to this grant to a consortium.
Consortium arrangements require a nominated lead entity who will enter into
the funding agreement on behalf of the consortium. The lead entity must
execute a funding agreement with Wine Australia if the proposal is
successful,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elivery of the proposal on behalf of the
consortium and will be fully responsible to Wine Australia to carry out the
obligations of the consortium.
A consortium can be delegated access provided:

i. The lead entity in the consortium is not a for-profit organisation,
individual or partnership

ii. The consortium includes at least two members that are not individuals,
partnerships or for-profit organisations

iii. No consortium members are associated entities to another consortium
member/s

iv. All consortium members agree to commit financial co-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6.2 Eligible activities 

6.2.1 Grant applications can be made for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a. Research to inform the development of wine tourism strategies within the
state directed at growing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b. Facilitation of collaborative planning processes to develop wine tourism
strategies within the state directed at growing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c.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activities identified in a strategy
developed by an Australian State Wine Association or an Australian Stat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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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fficial Use Only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State Grants 

1计划概述
澳大利亚政府的2020年旅游战略的重点是建立澳大利亚旅游业的复原力和竞争力，并增加其对澳大利亚

经济的贡献。澳大利亚独特的美食和葡萄酒旅游是这一战略的重要方案。 

出口和区域葡萄酒支持包（套餐）旨在补充和促进2020年旅游业的目标。该套餐是一项5000万澳元的承

诺，专注于建立澳大利亚的国际葡萄酒出口，使葡萄酒生产者受益，协助以出口为重点的企业发展。它还

旨在改善葡萄酒的旅游体验和提供的机会，并建立国际葡萄酒旅游。该套餐中有两个赠款组成部分旨在支
持澳大利亚国际葡萄酒旅游业的发展：国际葡萄酒旅游州拨款（州拨款）和国际葡萄酒旅游竞争拨款（竞

争拨款）。 

州拨款和竞争性拨款旨在相辅相成。 

 国家助学金为州葡萄酒行业协会提供了预先确定的 资金分配。这些资金旨在支持协作的战略方法，以 在该

州吸引和最大化国际葡萄酒旅游业。资金分配 每个州葡萄酒行业协会都可以与葡萄酒行业和州协会通过协

商确定  ，广泛地反映生产和价值 和 每个州的国际游客数量。 

在整个套餐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总投资额为1000万澳元，每项国家助学金和竞争性拨款将提供500万澳

元。将在每个拨款计划下寻求现金共同捐款，以利用额外投资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 

2计划目标
国际葡萄酒旅游州资助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支持利益相关者实施计划，这将增加游客前往澳大利亚地

区进行国际葡萄酒旅游的数量和/或消费。 

通过该计划支持的所有活动都需要与该计划的更广泛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 

3项目评估
该方案的中期审查将于2018年11月进行，最终评估将于2020年5月进行。审查和评估将审查方案实现其既

定目标的程度及其提供的程度。达到更广泛的目标。 

成功申请者可能会被邀请参加中期审查和计划评估。 

1 



For Official Use Only 
International Wine Tourism State Grants 

6.2符合条件的活动

6.2.1可以为以下一项或多项活动提供资助申请：

a. 研究指导国家内部葡萄酒旅游战略的发展，以促进国际葡萄酒旅游业的发展。

b .促进协作规划过程，在国家内部开发葡萄酒旅游策略，以促进国际葡萄酒旅游业的发展。

c. 澳大利亚国家葡萄酒协会或澳大利亚州政府制定的战略中确定的国际葡萄酒旅游活动的实

施。

Grant program guidelin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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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和如何申请

澳大利亚政府5000万美元的出口和区城葡萄溢支待计划(5000万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包括三个拨款计划．

该葡萄溢出口补助金－当前开放申请披设计为支待中小型葡芶溢出口两在从2018一月， 为特定的出口洷广活动， 报钠补助捕捉中国和美国， 出口机会

何克争力的赠款i现已关闭巨妇角讨为将吸引田际游客到我们地区的新的田际舶蜀溢旅游计划提供资全来支待区泛葡萄泗旅游业的发尽

翌多信息包括在下面

葡萄酒出口拨款(2b) -现已开放申请

葡驾泗出口补助计划鼓励中小型葡驾沿生产问在中国（包括雷港和澳门）和美国获取出口机会， 为201肚�,月1日或之后的单次促销活动提供特定出口促销活动的报销

补助金．

申请人得到什么？

符台袄件的申请人最多可申请25,000澳元包括·

• 忘达50%的符台杂件的费用报钠 ， 以及

• 附帘或地上成本的每日津贴350澳元 ， 上限为1哼天（例如车辆祖妥 ， 电话和互联网赞用 ， 外币兑涣赞用， 冬赞 ， 洗衣责 ， 澳大利亚以外国家的出租车责 ， 招待赞 ，

住宿费或翻译费／口译服务） ．

有关该计划的农述 ， 请参阅,V,ne E,pe�G,ant,. 

在申消此拨款之前， 消确保您拥有

．一

以确保您满足所育申请要求

， 其中列出了烹取合格费用所需的证用文件（例如登机牌 ， 收启， 逐项航班行程） ， 以及
· 了

如何申请

申请可忱配式如e如st,oHo的拨款门户 进行， 直到202°"'6月1日•con石二6点 ， 或直到资金用完为止请参阅下表中的剩术资金计数．

如需帮助申请 ， 请致电(08) 8228 2000戒分详电子邮件 联系w;ne Aust,a!;a 

注意孚项

• W.ne如stralia已经发布了葡芶溢出口补助金指击的三个衍柔， 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访问

·TT台条件的费用和促钠活动

． 下载: -1'! 台茶件的赘用和201驻钳忱氓活动

－包含税费的机京

．我们的 会定期雯新 ， 以反映何关葡萄泗出口补助金的间覂

• 澳劝」亚臂闱泪公司耍求仕湟交时与申请材料一起惺交 1以及任何支持文件．

．成功申请耆将收到澳大利亚葡萄沿公司的录取. '• 其中将包含对申请但未获批准的任何不合格赘用的蜕径．

• 根侣联邦拔款规姓衡育然雯求， 也可以年震大利亚政府的拨款侣息忠充,,an忆C 上获得搅砍指臧

有多少资金可用？

鉴于对沪也伪欢的石需求 ， 2018年10月的资金总额怎加到150万美元． 资金按先到先得的原则提供 ， 企业只院提出一笔报销要求．

以下墨年次在淝萄过出口补助金f;/J)j下建交姿金时更沥汾妇涩金的茄元您可耘需耍竿志nternet浏免芯上的．总薪歹量斯加我按杻以叁看朗中的最薪J/!厥

资全总额

颍总额

细总数

了庐有关中正和美田中场钓最新泊费者切;.

竞争性拨款 (3b) -申请已结束

国家补助金 (3a) -申请已结束

如杲您对汶此伪款计划啊任何疑问 ， 请发送电子邸件至

$1,500,000.00 

$1,0筏423.28

$'70,576.72 

飞中strol�.cun或致电(08) 8228 2000. 或者 ， 您可以七 邓哎王沾歹

、/

5000万美元的老餐概述

5000万关元的套各概述

参与进来

～玉和关国的莺诮机会

院力发后

改变苹买酒业务

订阅以保持最新的5000万
美元套餐
在下面灼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Ente, you, ema;1 add,ess 

更多信怠

2017-18年度经营计划 (pdf)

第1阶段业务计划

煤体发石

常见问妞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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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营销活动

5000万妃函出口和区域葡萄泗妇苛切I (5000万澳元一揽子计划）中陨切11涉及在中田和美国投入3250万澳元的专门艺销活动i澳大利亚按价值计算的两个最大的葡萄 5000万刍皂元;89老爷8既过； 

泗出口市场．

5000万关元的套各概述
该计划云在实现5000万美元衰餐的两个目标-增加出口和增加与葡萄戏相关的旅游业． 九人亏冢莺钠顾间小组在制定多年战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该战略忘行诵讨焊体， 

活动和教育活动提石葡萄过贸易和消赞耆对澳大利亚葡萄戏和葡萄溢旅游的看法和需求． ．

Wine Au,t,al;o, 澳大利亚酝泗师联合会和澳大利亚v;gnemn,',公司制定了一项为期三年的战鲸， 以埴今雯广泛的郘勹主今的葡萄泗出口和旅游活动中国和美曰的一些罕期 

活动已经举行 ， 未来的葡驾illl参亏机会将通过5000万奠元甘套餐和行达．

活动于2018年

奎詈'c值5000万美兀的套餐们 了蛉中国和美国即将开后的活动．

介绍澳大利亚葡萄酒是我们的方式

201碑， v;ne,po琶港公布了一项新的推动曰际澳大利亚葡莺溢需求的活动， 澳大利亚将该活动列为．荣言之国．
， 共有151东参层克， 震示了来自51个葡弯戏产区的225个葡莺 

泗品牉．

了院有羌如trallan Wine Made Our Wa妇，品酌婴多信息＞

澳大利亚葡萄酒发现教育计划

澳大利亚葡萄戏发现的教育计划是世界领先的贸易和沿费耆葡萄泗教育计划， 它捕捉了澳大利亚优质葡萄泗类别的创新和兴奋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开及的20多个课程忘在

提石对澳大利亚葡芶溢的认知和噙加对澳大利亚葡萄法的需求． 汶计划云在通过教育材料工具籍和支待进口向， 零售窃和教育工作耆的教育计划烂浸供始终如一的优厥澳大 

利亚葡萄汜信息．

了蜕士兰节育计划的更多信息＞

在新的澳大利亚旅游运动中聚焦葡萄酒产区

201晖至1919年 ， 澳大利亚葡萄溢公司与澳大利亚旅游尽合作， 在美玉进行了一项价值3600万澳元的莺销活动 ， 忘在提升澳大利亚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兴趣．

详细了芦此广古系列＞

消费者和市场见解

葡芶芯澳大利亚资助的市场洞焘研究提供知识和资源， 以促进在成熟和节兴市场中!!!111效的活动以及对澳大利亚优质葡畸泊的焉狂勹加．

以下是 些可以符助您入门的什If帘溉

• 窖户见炉

，市场痉凉力中国

，市场见库美llil

，和石公台不断没震的中国市场的主耍赵势

阅读更多
仙·

� 

参与进来

能力发展

补助金和如何申百

改变苹买酒业务

订阅以保持最新的5000万
美元套餐
在下面始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Ente, "ou, emc;1 cdd,ess 

更多信怠

2017-1晔度经竺计划 (pdf)

荽1阶段－业务计划

媒体发布

罕见问妇笞

再次坠入爱河－澳洲菊萄酒周 中国的澳大利亚菊萄酒通过贸易今 在世界上晟大的菊萄酒市场为澳大利 伟大的澳大利亚红色品酒会

与取待成 亚带来潮流

需要有关出口和区域葡萄酒支持包的更多信息？

消查石
、

可题J 或入斗电子邮件钤引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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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发展

澳大利亚现何出口和旅游 ．准备飞印阪务的郘勹咨询确定了对葡芶泗出口和葡萄溢旅游院力建设的夺门计划的需求. 5000万美元的老餐概述

， 在线资澹和详细的市场分析， 以便在出口冶备和发后葡 5000万关元的套各概述澳大利亚政府5000万澳元出口和区节萄汽支手r划(5000万澳元5开切n 的计划2o涉及开发和提供研讨会 

萄沿I茄墒方面贯升区域葡萄泊生产而和葡萄戏厂的地位产品与服务．

该计划的� 在参加葡萄泗出口研讨会和研讨会后 ， 到2019-2氓!', 30多东葡莺泗生产克开始向中田和／或其他自由贸易(FTA)市场出口 ．

计划交付 参与进来

澳大利亚葡萄泗协会己任命云峰行业机构 ， 澳大利亚旅游出口委员会(ATEC)和Hijdro Consult;ng协助开发葡萄泗旅游和出口能力计划 ， 包括所需的栈块 ， 工鼻， 模板和案 －玉和关国的莺诮机会

响兖

这些项目－不断屯长的葡芶泊出口和不断氓长的葡莺溢旅游－目酌正处千女后的最后阶段 ， 董批注册千201驻�9月38开放． 补助金和如何申百

萄萄酒出口增长 改变苹买酒业务

实用和实践这项技舵发震计划适用于希望志择 ， 进入和／或建立出口市场的现奔和潜在出口高． 该计划包

括在葡芶泗产区举办的为期一天的出口准备会议和在鬟中地烹举办的为期两天的出口计划研讨会． 活动从

2018"'10月2日开始．

＿ 

增长荷萄酒旅游

该计划适用千希望采用吏昊战粽性的力法开发葡萄泗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它由三个阶段组成． 第一妎

段．了庐游客经济．将通过两个试余研讨会和每个州的现场互动网络研讨会进行． 活动从2018年10月9日开

始．

出口市场研究的障碍

浸妄申请(RFP)也将于201驻钧月发布， 以选择供应窃完成出口壁垒的吉场研究研究结栾将为出口市场能力建设计划内容的进一步更新提供信息， 并可能确定可通过 

5000万澳元的一揽子七十划或雯广泛的郘门蛁决的只他机会．

现有资涧

Wine Aust,al;a的市场洞察研究提供知识和资汽 ， 以促进在成熟和新兴市场中更舟＇ 的活动以及对澳大利亚优质葡萄溢的需求增加．

以下覂 些可以符助您入门的什If帘溉

• 害户见蛁

• 市场润禀力 中压l

• 市场见帕美国

．市场公古不断发芦的中国市场的主雯尥势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无法找到所需信息
请联系08 8228 2000或enquiries@wineaustralia.com

订阅以保持最新的5000万
美元套餐
在下面灼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Ente, you, ema;1 add,ess 

更多信怠

2017-18年度经营计划(pdf)

第1阶段业务计划

煤体发石

常见问妞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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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of the Regional Program 

Wine Australia strives to increase both the demand and the premium paid for Australian wine and 

to increas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Australian wine sector. 

The Regional Program supports regional adaption and adoption of R&D and extension of research 

findings to the Australian wine community.  

The Program offers funding for:  

• demonstration trials of research findings that are structured to encourage adoption or 

adaption of innovation and improve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 the extension of research findings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This investment is made in activities which align with priorities identified in the Australian Grape 

and Wine Authority Strategic Plan 2015–20 , develope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sector. 

 
Regional Program partners 
There are 11 regional ‘clusters’ which comprise of one or more regions, thereby allowing all 

Australian wine reg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gional Program. Within each cluster, a state or 

regional wine association, termed the Regional Program partner, coordinates the Regional 

Program (see appendix A).  

The role of the Regional Program partner is to ascertain the extension-related needs of the cluster, 

work with Wine Australia to develop suitable activities and then deliver the activities. 

 
Regional Program plans 
A five-year strategic plan (2017-2022) should be developed by each regional cluster to 

commence 1 July 2017. The strategic plan should identify the key regional issues and priorities to 

be addressed through regionally based research, demonstration trials and extension of research. A 

strategic plan can be created specifically for the Regional Program or can be adapted from an 

existing state or regionally-based strategic plan.  

Once completed, the Regional Program strategic plan can be revised, as required, until 30 June 

2022. 

Each year the Regional Program partner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n annual operating plan (AOP) 

with a set of proposed activities. These activities should align with the cluster’s strategic plan, 

support the objectives of the Regional Program and meet the criteria for investment. Development 

of the extension-related activities will occur as a two-part process: 

a) activity concepts: February 

b) annual operating plan: April 

In developing the activity ‘concept’, the Regional Program partner should con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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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Regional Program clusters, Partners and Program Managers 

Regional cluste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Regional 
Program partner 

Investment 
cap 
per annum 

Wine Australia 
Program 
Manager 

SA North 

Barossa Valley, 
Clare Valley, Eden 
Valley, Adelaide 
Plains, Southern 
Flinders Ranges 

Barossa Grape & 
Wine Association 
Inc 

$50,000 Paul Smith 

SA Central 

Langhorne Creek, 
McLaren Vale, 
Adelaide Hills, 
Southern Fleurieu, 
Currency Creek, 
Kangaroo Island 

Langhorne Creek 
Wine Region 

$50,000 Sharon Harvey 

Limestone Coast 

Coonawarra, 
Padthaway, 
Wrattonbully, Mount 
Benson, Robe, Mt 
Gambier 

Limestone Coast 
Grape and Wine 
Council 

$50,000 Paul Smith 

Murray Valley Murray Darling, 
Swan Hill 

Murray Valley 
Winegrowers Inc 

$125,000 Belinda Bramley 

Greater NSW and 
ACT 

All regions in NSW 
and ACT excluding 
Riverina 

NSW Wine 
Industry 
Association 

$50,000 Jo Hargreaves 

QLD 
All regions in QLD Queensland Wine 

Industry 
Association 

$25,000 Jo Hargreaves 

Riverland Riverland Riverland Wine  $125,000 Sharon Harvey 

Riverina Riverina Wine Grapes 
Marketing Board 

$125,000 Jo Hargreaves 

WA All regions in WA Wines of Western 
Australia 

$50,000 Paul Smith 

TAS All regions in TAS Wine Industry 
Tasmania Ltd 

$25,000 Sharon Harvey 

Greater VIC 
All regions in VIC 
excluding Murray 
Darling, Swan Hill 

Wine Victoria Inc $50,000 Belinda Bramley 

 
  

jinghuiyun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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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计划指南 

2017–22 
 
 
 
 
 

Wine Australia 

Industry House, cnr Botanic and Hackney Roads, Adelaide SA 5000 

PO Box 2733, Kent Town SA 5071 

电话: + 61 8 8228 2000 
 
传真: + 61 8 8228 2066 

 
Primary contact: Sharon Harvey 

Email: sharon.harvey@wineaustralia.com 

Website: https://www.wineaustralia.com/ 
https://www.wineaustralia.com/au/research/regional-programs 

mailto:sharon.harvey@wineaustralia.com
http://www.wineaustralia.com/
http://www.wineaustralia.com/
http://www.wineaustralia.com/au/research/regional-programs
http://www.wineaustralia.com/au/research/regional-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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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方案的目的

澳大利亚葡萄酒公司致力于增加澳大利亚葡萄酒的需求和溢价，并提高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的竞争力。

该区域计划支持区域适应和应用研发，并将研究成果扩展到澳大利亚葡萄酒界。

该计划提供资金：

•研究结果的示范试验，旨在鼓励采用或调整创新，提高区域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研究结果和相关信息的扩展。

这项投资是根据与该部门协商制定的澳大利亚葡萄和葡萄酒管理局2015  -  2020年战略计划中确定的

优先事项进行的。

区域计划伙伴
有11个区域“集群”由一个或多个地区组成，从而允许所有澳大利亚葡萄酒产区参与区域计划。在每个集

群内，一个称为区域计划合作伙伴的州或地区葡萄酒协会负责协调区域计划（见附录A）。

区域计划合作伙伴的作用是确定集群的扩展相关需求，与澳大利亚葡萄酒公司合作开发适当的活动，

然后开展活动。

区域方案计划
2017年7月1日开始，每个区域集群应制定一项五年战略计划（2017-2022）。战略计划应确定通过区

域研究，示范试验和研究延伸来解决的关键区域问题和优先事项。可以专门为区域计划创建战略计划，

也可以根据现有的州或地区战略计划进行调整。

完成后，可根据需要修订区域计划战略计划，直至2022年6月30日。

每年邀请区域计划合作伙伴提交一份年度运营计划（AOP），其中包含一系列拟议活动。这些活动应

与集群的战略计划保持一致，支持区域计划的目标并满足投资标准。与推广相关的活动的开发将分为

两个部分：

a）活动概念：2月

b）年度运营计划：4月

在制定活动“概念”时，区域计划合作伙伴应考虑：

附录A区域计划集群，合作伙伴和计划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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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区域计划集群，合作伙伴和计划管理者 
 

区域集群 

 

地理位置 

 

区域计划伙伴 

 

每年投资上限 

 

Wine Australia 

项目经理 

 
 
SA North 

Barossa Valley, 
Clare Valley, Eden 
Valley, Adelaide 
Plains, Southern 
Flinders Ranges 

Barossa Grape & 
Wine Association 
Inc 

 $50,000  Paul Smith 

 
 
 SA Central 

 Langhorne Creek, 
 McLaren Vale, 
 Adelaide Hills, 
 Southern Fleurieu, 
 Currency Creek, 
 Kangaroo Island 

 Langhorne Creek 
 Wine Region 

 $50,000  Sharon Harvey 

 
 
 Limestone Coast 

 Coonawarra, 
 Padthaway, 
 Wrattonbully, Mount 
 Benson, Robe, Mt 
 Gambier 

 Limestone Coast 
 Grape and Wine 
 Council 

 $50,000  Paul Smith 

 Murray Valley  Murray Darling, 
 Swan Hill 

 Murray Valley 
 Winegrowers Inc 

 $125,000  Belinda Bramley 

 Greater NSW and 
 ACT 

 All regions in NSW 
 and ACT excluding 
 Riverina 

 NSW Wine 
 Industry 
 Association 

 $50,000  Jo Hargreaves 

 
 QLD 

 All regions in QLD  Queensland Wine 
 Industry 
 Association 

 $25,000  Jo Hargreaves 

 Riverland  Riverland  Riverland Wine  $125,000  Sharon Harvey 

 Riverina  Riverina  Wine Grapes 
 Marketing Board 

 $125,000  Jo Hargreaves 

 WA  All regions in WA  Wines of Western 
 Australia 

 $50,000  Paul Smith 

 TAS  All regions in TAS  Wine Industry 
 Tasmania Ltd 

 $25,000  Sharon Harvey 

 
 Greater VIC 

 All regions in VIC 
 excluding Murray 
 Darling, Swan Hill 

 Wine Victoria Inc  $50,000 Belinda Bram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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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88宣布）

(201妇月9日宣布）

(201眸9月6日宣布）

(2018年9月26日宣布）

(2018年11月58宣布）

(201晖12月22日宣布）

压劝申清耆必须与Wine如stralia笠霍阳款协议．

如杲您对汶也饬欣计划害任何疑问 ， 清发送电子邮件至[ ;""'孔;;tn,Ua 或致电(08) 8228 2000或者， 您可以查看常邓

其他补助金

除了出口和区域葡芶还支待包中的三至陌款外 ， Wine知stral;a还将负壅官理葡萄泗旅游和泗窘拨款

谅补助金是在对葡萄泗均等税 (WET) 退税却段历广泛磋动后 与澳大利亚葡萄和葡萄沿界共同制定的一系列协调灌院的一郘众它补充了包装的组成部分 ，， 这些组件正在实

旋， 从201招平到202氓巨

葡萄酒旅游和酒窖门票- 2019年7月1日开幕

拨
款

葡莺戏旅游和戏窖门拨款的目的是支持通过吸引葡莺戏区域的游吉凛加价值的生产者， 从而鼓励葡畸没旅游．

符合上一财政年度资格标准的葡莺泗生产内将能够获得高达100,000澳元(包括GST）的年度补助金， 月于其符合务件的可回收国内泗窦销售． 每个财政年

雯， 拨款计划下的总资金上限为1000万澳元元

日

期
申请将千201饵7月旧开放第1轮(2018-19财政年宴） ， 并将千2019年9月30日ACST关闭．

方

针

''"百
一

晒邸函顽鞫黜曼求 ， 也可以妇奥大利亚政府的拨款信息系统GrontCo

应

用
随薯信息的出现， 将在本网站上翌示如何申请的说明，

指示性时间表

夺家评估小组古覂竞争烂拨款申请

专家评估小组以没动方式；；；查州拨款甲清和重新想交

批准曰冢和克争性拨款甲清以庇衮动墓础上的融资协议谈判

·t上获得拔欢擂砒

201妇月5日至3月30日

201妇月5日至10月268

从2018年吁月开始

Wine Tou,ism和Cella, Ooo, Gmnh申请开放．第1年 201咡7月旧

w;ne Toud,m和Cella, Doo, Gmnts申请载止．第1年 201咡9月30日

注．所知厚均为雇，丿石的， 总窑耘眨

不确定申请或申请流程的申请程序是什么？

请杳吾兰µ习题解答， 五们发洋电子d a, 或致电 08) 8228 2000。

关于Wine Australia 新闻 AustralianWine.com 

我们的董事会

我们的队伍

组成和报台

数字资产烂

愿新；玉

煌

支付我的帐户

表格和楼板

葡萄酒军实

联系Wine Australia 

致电心18 822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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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cnt 
I 司” GrantC

信皇朝撞撞 政第

登录S章而用P注册

军 目前的资助矶舍清单 目配的鼓Z币L舍视图－G0625 Grant Award View -GA 18967 目前的拨款叽爱H丑图－G0911 Grant Award View -GA33625 
目前的自撒矶舍现固G0625

目前的拨款机会视图－ G0625 

管理农场风险计划

联系方式

社区补助中心
P 1800020283 

E 呈且RllQ且＠=rI!llMYg臼n!S.gQ且
虽且

w H且E

旦旦旦旦且gl!Ql)jy[且gQY.且旦卸工
组皿二
坠凶且L且imhll监旦到且皿旦mfrn

…lllllliiDIIIIII 

GO l口· G0625 
机构： 农业租水资源部

关阅日期剧时间． 201-May-2019 5:00 pm (ACT当地时间）
相示旦俐时厌的苦闭阳回

内部参考ID: 管理农场风险计划
主要类别． 1110口1－平旱
中学类别－ 1110日3农业
发布日期： 13-10月 ， 2017年

地点． ACT, NSW, VIC, SA, WA, QLD, NT, TAS 

选院谊程： 需求驱动

描述． 保险可以显着降低农民因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
笠产损失所面临的财务风险． 澳大利亚政府理
解 ， 对诸如恶劣天气干军和市场波动等凤险的 
保险可以保护利润并让农民安心． 但识别扭选择
台适的保险可能舆萄跳剧主．

官理农场风险计划1皇供建议初评估的折归 ， 以帮 
助农民准备租申请新的保险政策， 协副筐理干旱
租真他笠产租市场风险．

这些一次性忻扫将是巧合条件的农场企业所产生
费用的一半， 最高可达2500澳元（含GST）．

管理农场风险计划是澳大利亚政府农业竞争力臼 
皮书的一部分 ， if<政府计划为强大的农民租强大 
的经济馆挺农业部门 ．

合格要求· 根据筐理农场风险计划 ， 每个符合条件的农场业
务可获t争斗折细． 吁台条件的农场业务是符合
以下压查条件的业务

1作为独挺圭营者 ， 信托 ， 合伙企业或私人公司
经营，

2在正常情况下 ， 至少有 名成员从农场业务中 
获得至少50%的收入

3涉及农业， 园艺 ， 牧业， 弄蜂或7.1(产弄殖业，

4完全位于澳大利亚，

5在澳大利ill宝册用于澳大利亚商业编号
(ABN ）的税务用途并注册商局及服务税1

6不属于·2001�二：＇－，＇tff,·� (Cth）所指的上市二＇－，＇ff/

7上一个财政年度的现金收入总额（见术语表） 
不到200万澳元A

自有保险理供者书面要约mz拒绝新的保险产品 ， 

以协朋首埋宝严问险』

9之前没有申请并根结该计划获得补贴．

注意从该计划中获，粤资金可能导致申请人的业 
务不符合真他政府计jJJB<J支持．资金也；可能产生
税收影响．审谓人在理交申遭前，  应向合格的专
业人士寻求独立的税隽租财务建议．

拨款活动时间表· 管理农场风险计划将从指南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
6月30日止．

可用总金额（AUD) : $ 903,000.00 
颜it拨款价值（澳元｝· 从S 1.00到$ 2,500.00 

申请提交说明． 填写GrantConnect提供的申谱表 ． 这不是在线申

回到蓝蓝

谱 ， 因此您需要下我表格以填写并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 ， 并通过旦日四且＠也皿皿皿L!y回国皿�g姐姐
向社区拨款中也费供所需的支持文件．

舆他说明 如阜您无法通过电子邸件提交审遣可玫自
Manaigng农场风险计划热线1800 837 857寻求帮
助

附录可用： 是

函函－
’受英联邦缸，外本网监视Jlollliil主亘皇矗且且直亘革（CCBYJOAU）豆盘崖亘．·事务器不洞’‘他地方的GrantCrum,ctl'l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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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葡萄酒研究所
研究和发展 工业服务 商业服务 关于AW阳

澳大利亚葡萄E研究所〉倍e凰虽〉赔款

这是目前澳大利亚葡胃相葡萄酒生产商可获得的赠款计划的摘要． 奇关完整的资格详情相申由方式， 请咨询岳个同站． 如果您了解真他帽茸的跋款计划 ， 或者您发现任何错误 ， 语发送
电子邮件tadro.abbott@awri.com.au

业费樊型 $ 州 $ 程串

葡萄神撞击 所高

葡萄种植者 所萄

葡萄怦撞击 VIC 

葡萄押植吉 VIC 

葡萄H值者和 法案
自由酒厂

葡苟怦撞击和 所奇
醋酒厂

葡萄押撞击和 所苟
酿酒厂

葡萄H值者和 所奇
萄酒厂

葡萄怦值者和 所奇
醒酒厂

葡萄押植者和 所萄
酿酒厂

葡萄H撞击和 所再
酿酒厂

筐理农场冈险

小农场小额赠款

农业能源强资计划

农业能源投资计划

商业能源相水

加速商业化

创新联军

出口市场发展

研发税收激励

业务增妖

澳大利亚研究 生研究实习
生

葡萄H撞击和 新南践 τechvouchers 
霞酒厂 尔士州

葡萄怦植者和 TAS 
酿酒厂

葡哥怦撞击和 VIC 
酿酒厂

葡萄H值者和 VIC 
ill酒厂

葡萄H撞击和 WA 
酿酒厂

酒厂 所奇

酒厂 所奇

酒厂 SA 

酒厂 SA 

先进制造业创新和蜡长券

区域就业墓主

Food Sou「ce Victoria 

创新优惠券计坦！

葡萄酒施貌和酒窑

葡萄酒出口

资源生严力评估

出口na!l!I商

搜章 C一 ----=i 
3 资助 $ 量大资盘 $ 业务主献 $ 业费罐罐 : ;,; 参 官方同站 ． ’ 

保险建议 $ 2.SK 

土地保护和农业生严刀 $ 100K 

能源审计 免费审核

能效ft银（需要先前的能源审 $ 1,000K 
l宁l

能源和水审计＋实施奖主 $ SK 

商业化新严昂 ， 流程或服务 $1.000K 

确定町， 技术和研发需求并安 $ SOK 
置研究人员

出口和IB.,!J撞广活动 $ 150K 

符合是件的研发活动的现收lit 43.5%或
淌 38.5%的税

收低，由

根露先配帽失计划的审计实施 $ 20K 
战略

在工业中安置博士生 $ 13K 

与研究机构合作 ， 提供技术直 $ 15K 
陪

改善制遣军统 $ 15K 

创造就业， 在区域.VIC开展业 每个
务扩展

直持价值链上的生产者夹同 无上llllc
直属业务

研茧 ， 产品开茧 ， 商业化 $ 20K 

关于酒窑门销售的回归 $ 100K 

葡萄酒出口促销 ，孟副 $ 25K 

资源生严力评估（能源， 事 ， $ 10K 
fl!λ ， 麽栩等）

出口市场发展 $ 30K 

1 1 

NIA 

NIA 

’ 1 

1 1 

1 1 

1:2 

1 1 

NIA 

1 1 

1 1 

1 1 

1 1 

NIA 

’2 

1:4 

NIA 

1 1 

1 1 

, 1 

搜索 E丁一 ___=:] 
所奇 15/0日2019 农业部

所奇 2019年11 社区补助申心
月1日

〉每年8,000美元 28/02日020 农业撞事利亚
的能源，国民

〉每年8,000美元 28/02/2020 农业撞多利亚
的能源，自提

〈每军20.000!1';元 平断的
的电费或叫O FTE 

所奇 平断的

S7SOK－年营业 平断的
额$liZ 

ACTSπ，art 

工业部

工业部

年营业部低于 7月 11月 理想大利亚贸恩爱
5000万美元 正在监行中 员会

所奇 平断的 理大剩j亚槐务局

$ 750K年营业 平断的 工业部
额$1亿

所奇 2020 APR实习生

年营业额＜3000 平断的 新南雕尔士州工
万美元 业部

年营业额＜2000 30/6/2020 TAS团军发屉部
万美元

所育 平断的 最多利亚地区发
展

所萄 30/06/2019 农业娃多利亚

<200 FTE 正在边行 新工业WA
(3月开

放）

〉每年可回收葡萄 η开 Wine Australia 
酒销售额为120.7 1/07/2019 
万美元

年曾业额＜2000 2020年1月 Wine Australia 
万美元 5日

所奇 30/11/2018 最色工业公司

年营业额＜1500 打开 SA国家发展嚣
万美元 3/12/2018 

四19/IYl.,81 lit帖棚鹏刷刷地理：m111�111嗣勤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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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口呈 联系我们

Community 
Grants Hub 
lm,,..ovlng you, g,anl expenence 

| 家 妇 资助 信息 黜消息 2 

主页»补助金冷OO衾土地养护计划－智能农场小额赠软

［目j 听 ..)

国家土地养护计划－智能
农场小额赠款
分类
农业
自然资源－保护和保护

状态
已结束

巴

L

CLOSED 

戊＇／心、M陋＼，

选择过程
开放

州／领地
国实

截止日期和时司
2019年1月11日－晚上11:30 AEDT

Opened 201碑11月13日 Oosed 201咡1月,,日咬上11,30 AEDT 

请注意：此轮融资申请已结束 ， 目前正在评估中． 该轮谈判结束后 ， 将通知申清人．

澳大利亚的土壤 ， 水 ， 桔被和生物多样性足农业 ， 渔业和林业的生产力和可持续性的甚础． 但这些自然资源受到威胁． 对澳大利亚自
然资源的压力可能会限制含品和纤维业名的可行性和生产力． 澳大利亚政府的因玄土地保育计划旨在通过与工业界， 社区和兵他政府 
的合作， 保护 ， 保持和楞供澳大利亚水， 土壤， 桔物和动物及其生活和互动的生态系统的生产性利用．

作为涣大利亚陆地约61%的管理者 ， 农民在保护和恢复自然资源方面发挥看重要作用． 改善和保护土壤， 水， 桔被和生物多样性状 
况的自然资源笆理砌去也有助千农业 ， 林业和渔i1活府气候 ， 天气和市场的重大变化．

由农业和水资源部笆理的国衾土地养护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烂智能农场． 智能农场将持续到2022-23. 它由三个要素组成

． 智能农业合作伙伴关系一名通过两轮竞争性拨款投资5500万澳元用于中型到大型项目， 以鼓励开发， 试验和推厂创新工具和农场
实践

• Smart Farms Small Grants· 尽一项耗资5500万澳元的竞争性小额赔炊计划，旨在支持采用最佳实践以改善自然资源的笆理和
质量，提高农场生产力．

• 洷立土地保护社区和能力将投资2400万澳元， 以支持知识和成就的分享， 并促进社区领导． 

更多信息
有关国实土地养护计划－智妒况场小额赔款的更多信息 ， 以及申请人的要求 ， 清今阅以下形成授予机会的文件

• 授予机会指冈

• 问题和答宏（请注意这些司题将在2018年1月4日AEDT换上11:30之前更新 ， 并且会有相关问睦叟氧在这段时间之后 ， 将无法
进一步至词该轮。 ）

• 申请表

• 预算侯板

• 英联邦简单拨款协议条款和条件

订阅接收更新
鼓励对Community Grants 1-ub感兴趣的组织和个人（包括本组） ， 在新信息可用时订IRI待收警报．

联系社区拨款中心
如果您霖要帮助 ， 请致电社区拨款中心热线1800 020 283和I或也叩过t@commvnityg团竖名凶.ill!.

有关社区资助中心的臣多信息 ， 清访问CommvnityGr�nts Hvb网站．

当您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发送社区补助中心时 ， 请引用2018-2277国家土地弄护计戈小智能衣扬小额赠趴

授予机会文件
授予机会指南

＠旦正l丑缸必61
巴上这凶l互组）

问起和解答

团旦2El坐出速）
们且这凶l畔l

英联邦总赔饮条栨和抇牛

Q且注l丑立应）
i'::J DOCX 142 3 k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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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补助盒， 援由相冥他支持〉企业家计划＞ Ii卧室商业化

＠加速商业化
’且舌重新附司 2019每2月 5日

概览

。 m干

为企业提供专家建议相匹配的高达100万澳元的资金， 以支付合格的商业化成卒， 帮助他们将新产品， 流程和服
务推向南炀．

谁可以申请：

至少 ， 您必须拥有一个您秸望商业化的新产昂 ， 流程或
服务．

· 是一蒙在澳大利亚经营的营利性注册公司

· 是商业化办公室或合格的合作伙伴实体 ， 或

· 是同意组建营利性公司的个人 ， 台伙人或受托人

臭他资格要求适用．

概观

申请截止日期：

可以随时表达兴趣．

联系信息：

1豆豆豆且豆

且峰坦监s.g也A旦且且必I

加速商业化提供专东指导和拨款， 以帮切企业将英新颖的产鼠， i!itl呈租服务商业化．

加�商业化为成功的申请人理供商业化指导 ， 加速商业化拨款和组合服务．

商业化指导

如果您成功 ， 比，�I寺将连接到Auslndust叩客户服务经理或商业化顾问．

商业It.I面问将
· 理供有关商业化服目或战略的切步指导

· 如果您想要进入Grant或Portfolio Se阿ices应用程序 ， 清理供授馈．

拥快商业化拨款
＊拨款为项目提供高达50%的支出 ， 最多为

• 250,000澳元用于商业化办公室租合格的合作伙伴实体 

． 所有奠他申请人100万澳元．

加速商业化资助获得者还将在项目期间收到项目组合服务．

组合服务

Portfolio Serviζes理供与一系列服务的连接 ， 可能包后

· 商业化顾问的指导

． 访问专蒙网络

· 获得促销机会．

如果您苟望收到有关计划更新的通知 ， 驾注册您的兴题

．． 酣睡事帘，．． 

资格标准

申请人必须是以下冥中一项审谭。

· 在澳大利亚主册祀运营的营利性公司

· 商业化办公室或盒篮盒盒业草率篮

· 同曹组建营利性公司的个人 ， 合伙企业或受托人．

申请人必须首先获得商业化指导．

申请人可以获得商业化指南 ．

· 拥布他们每望商业化的新产品 ， 工艺或服务

·想要交易ill翼营业地所在州或地区以外的客户



· 工作场附白。平等机构耳喝具命名为不遵守规定的组织．

接受商业化的揭导， 申请加�商业化拨款之后， 申遭人必须符合每个如下

· 拥高他们窍望商业化的新产品 ， 工艺或服务

· 拥苟 ， 获取或苟益便周知识产权进行商业化项目

． 符合“客户倍l韧胃南
”第5节中慨述的营业额测试

· 表明他们可以资助至少50%的项目支出． 这可能包恬劳动力（加上成本） ， 合同 ， 制造工厂 ， 试嘿相原型制造支
出．

高关加速商业化提供的资格相资格的更多倍惠 ， 请参阅
“

垄已盒里锺画：.

优点标准

优点批在不用于访问初始商业化指南．

如果您继续i茸行拨款申请 ， 则适用优异惊世．除a资金需求
’

（标准1）外 ， 所有绩娘标准均相等．

· 优点比在1－资金需求

· 优点标准2，市场机会

． 优点在ι桂3－价值主张

． 优异标佳4执行计划

· 优点标准ι管理能力

· 优点比哇6－国�福利

我们首先根据杠岛壮1评估IJDi里商业化拨款的申请 ， 然后根据凯在2-6评估串谓．

有关续放伽佳的更多f吉思 ， 请参阅
“ 窒E盒里血直：

’

．

如何申请

第一步要求申请人m交可在倒可时间提交的』咀商业化利益表达（EOI）表格．

首先 ， Auslndustry窑户服务经理将向申请人提供关于他们的兴锺表达的反惯． 如果台道 ， 申请人可以被公配到商业化
顾问 ， 或者转介到真他政府捶助计划．

在意向书（EOI）阶段向申请人提供的建议和反馈旨在帮助申请人就是否继续申请做出明誓的决定． 这被称为商业化指
导．

在提交，曹向书之前， 您应该仔细阅读
“

茎E盒里温画：与您应该特别注曹我们认为符合牵引牛的商业化项目， 以及您将如何
为所m，且项目的成本提供资金．

－噩噩E噩噩．

我们如何评估申请

在收到商业化扫雷南后 ， 可向商业化顾问索取申请表．

如果您想申请拨款 ， 您将通过竞争性绩放申请流程． 您需要将填好的申请表提交给我们． 甲笙品查组皇道应立足可用
的 ， 以查看．

no�商业化的申请符合资格的孙助金将进行绩效评估. Auslndust叩将在绩效评估之前准备一份关于所有合格审谓的报
告 ， 冥中包括由商业化顾问完成的尽职调查破告． 本报告检查您根据绩奴耐住提出的索赔． 计划代表将做出最终决定．

如果您的申谓成功 ， 您将收到书面报价 ．

萄关评估过程的更多倍惠 ， 请参阅
u 奎已篮息锺画”．

如果您的申请成功

如果铀加速商业化拨款申请成功 ， 您将与该部门签订资助协议． 资助协议将包含付款时间表．一个佳品盗且坠泣可用
来查蕃．

一旦资金协议i'J位 ， 就会选行初始付款． 在收到完整和令人满意的选度报告后边行后续付款．

苟关里多倍理 ， 请参阅” 奎已盒里组置
’

．

信息会议

提供信想会议以帮助您了解企业素计划的加速商业化元素下可获得的支掬帮助．

··昌�噩噩．．

革幢飞步，，生



（14）创新连接项目介绍 

  







安�· Business-心•-·-• bw, 亡,.go,.au
search 田菜单三

家＞补助金， 援助和其他支持＞企业家计划＞创新联系

O 创新连接
最舌更新时司： 2018年12月17日

概览
O打开

为企业提供访问高技能辅导员的机会， 以便审百介i�的研究需求如果需要， 协调人将把业务与研究部门的专业
知识联系起来， 井帮助确定项目范围． 如果选择在协调人的推荐下为项目桯供资金， 那么该企业可获得高达
50,00澳元的匹配资金支持．

谁可以申请

至少 ， 您必须

• 足玉营利性， 非免税公司 ， 注册商品及服务税，

并在澳大利亚至少连续三年经营

• 年宫业额或宫业支出在150万澳元（澳大利亚和澳大
利亚偏远地区为750,000澳元）和1亿澳元之间

• 符合我们的墙长部门资格标准． 

其他资格要求适用．

概观

申请截止日期：

创新连接促进申请可以随时进行．

创新连接资助申请必须在收到创新便利化报告后的12个 

月内搂出．

联系信息：

13284!; 

bvsioess.gov .• vtconmt 

Innovation Connections帮助企业了解他们的研究霖求 ， 与研究部门建立联系并为协作研究项目足供资金． 阅读我们的
客户案例了解我们的客巳如何使用Innovation Connections来发展业务

＿
．

 

创新连接促进股务乏免费的 ， 包括获得高技能的辅导凤完成创新连接简化后 ， 根据辅导员的遠议 ， 您可以随后申请创
新连接补助金。

创新连接促进

一个创新辅导吊将与您的业务合作 ， 以了综您的研究需求． 这可能包括

• 讨论进入新市场或现有市场的战略研究机会

． 确定关键研究领域 ， 以改兽您的产品 ， 流程和服务

． 寻找您的企业与研究部门（即CSIRO, 大学和其他公共资助的研究组织）合作的方式．

在今与结束时 ， 您将获得一份创新促进报告 ， 概述您的企业的研究霖求和机会． 如果注议开展协作研究项目 ， 协调人将
把您的业务与研究部门的专业知识联系起来， 并帮助确定项目范乱然后 ， 您将能够申请创新连接补助金 ， 以共同资助
该项目．

创新连接补助金

在创新连接促进之后 ， 您可以申请＠南连接补助金 ， 以开展研究项目 ， 解决创新促进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研究项目必须与公共资助研究组织(PFRO)合作 ， 并应开发具有商业活力的新想法． 您的创新宁持人将帮助您确定三
种可用资佥中的哪 种适合您的业名需求：

• 研究员安置－将PFRO研究员安排到您的企业中从事特定研究项目（最高50,000澳元）

• 业务研究员安置｀将您企业的研究人员安排到PFRO进行特定研究项目（晟高50,000澳元）

• 毕业生安置－聘请具右相关学位的研究生或研究生进入您的企业 ， 从事特定研究项目（最多30,000澳元） ． 

资格标准

创新连接促进

要获得创新连接促进资格 ， 您的企业必须

• 尽一东有偿付能力的宫利性非免税公司 ， 注册商品及服务税 ， 并在澳大利亚注册成立并运宫

• 克—实公司 ， 其交易活动足乓整体活动的主要部分

• 已提交业务活动报表， 显示至少连缨三年的待缨交另

• 在当削或助两个财政年度之一的年竺业额或宫业支出

o在150万美元到1亿美元之间

0来自澳大利亚偏远地区或澳大利亚北部的申请人在750,000澳元至1亿澳元之间

• 之前没奋收到创新连接便利化

•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O在一个或多个拦长领域运宫
• 先进制造业 



． 食品和农业综合企业

• 医疗技术和药品

• 采矿设备 ， 技术和胺务

• 石油 ， 天然气和能源资源 ， 或

0 为一个或多个谥长部门提供支持技术或股务 ， 或

O 表明对未来治长领域之一的经宫承诺 ， 并具备技能 ， 能力 ， 知沪尸权或专业知识．

如杲您符合以下条件 ， 则无法申请

• 个人

• 合伙

． 信托（但尽 ， 符合上述交另活动要求的注册受托人可代表信托申清）

• 联邦， 州或地方政府机构或机构（包括政府商业企业）

• 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机构将其命名为一个未澄守2012年工作场肵性"JJ!I平等法案(Cth)的坦纽 

创新连接补助金

要获得创新联盄资助 ， 您的企业必须

• 已收到创新促进报告

• 在收到报告后的12个月内申请

． 能够为项目总成本提供资金 ， 因为项目完成后将支付补助金

• 不得使用实物捐助或其他政府拨软或计划的资金来支付项目费用

• 除非计划指南允许补充拨款 ， 否如在过去五年内未获得拨款。

有关资格标准的更多信息 ， 请会阅客户泗，.书书南。

如何申请

创新连接促进

每份申请必须由您的企业的授权代表填写 ， 例如百席执行官或授权经理． 在申请之前 ， 您可以联系您所在州的包菇主
挂， 了悖我们的服冬尽否适合您或申青协助．

＿ 

创新连接补助金

雯申请创新联盄补助金 ， 您必须在过去12个月内收到创新促进报告 。

＿ 

如果您的申请成功

创新连接促进

我们将在您提交完整申请后的101'工作日内通知您申请结果．

如果您成功 ， 创新侣讲者将与您联系 ， 安排时间开始促进服务．

如杲您不成功 ， 我们将解释膘因 ， 并可能会将您转介给其他服务．

创新连接补助金
我们将在您屁交完控申谔后的15个工作日内迳知您申语结束。

如果您成功 ， 创新lli'i井者将与您合作完戎所需的文件 ， 包括合同．

如丰您不成功 ， 我们将解释原因 ， 井可能会将您转介给其他服务．

关键文件

• 客户信患指南

• 授予协议

． 简报

• 项目合同模板

授予收件人

可以通过以下链接找到已执行的创新连接拨软的完整列表这些链接对应千执行授权的财政年度。

• 2014-15财年

• 2015-lf;i财年

• 201和7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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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澳大利亚人， V ,,, 对于INTERNATIONAL,

Q搜索 凸登录／注册

新闻 活动 关于 联系

佥对于澳大利亚人l出口已出口补助金关千什么是EMDG?

)出口指南

)出口市场

）出口补助金

）关千

＞什么足EMDG>

＞淮可以申请？

)你能说什么？

）如何支付补助金？

>EMDG立法

）应用

＞帮助

）新闻

什么是EMDG?

出口市场发展拨款{EMDG)计划烂澳大利亚政府为有抱负的和当前出口商提供的关键财政援助计划． 该计划由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笆理， 支待厂泛的行业．

EMDG计划

• 鼓励中小型澳大利亚企业发展出口市场
• 如荣总支出至少为15,000澳 元， 则可以报销高达5,000澳元的合格出口促销费用的50%以上
• 每个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最多可获傅八笔拨款． 

右关该方案的概述 ， 谓今阅EMDG一览(PDF)

什么是补助金年？

）自由贸另协定

授予年度尽指实际发生的费用日期的财政年度(7月至6月）．

在授予年度发生的费用必须作为紧随其后的财政年度提交的EMDG申请的一部分（第一次申请除外 ， 其中可包括申谒前两个财政年度
的费用） 。

谁是我们的利益相关者

除了我们的客户 ， 澳大利亚每年申请拨款的许多中小型企业外 ，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还与其他一系列利益相关方合作 ， 包括

• 顾问 ， 他们可以代表企业准备EMDG索赔
• 许多行业协会 ， 包括出口顾问协会 ， 澳大利亚出口委员会 ， 澳大利亚工商会和澳大利i!JiTJ�镶团
• 一系列针对具体部门的组织．

新闻

仑坴找有关EMDG计划的更沉灶与您的出口活现目关的相关信息．

学到更多

教练视频

了解EMDG计划以及如何准备您的应用
程序．

至看所有EMDG教练视频

欺诈热线

保密地报告与EMDG计划相关的可接欺
诈行为．

如何举报涉嫌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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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nter search term Q. l

家 个人 商业 非芒利性 超级 税务专业人员 关于ATO

芷I黜／研郊拉叩妇该计划 邑七

研发税收加 关于该计划

＿ 
资格 、�

汪册

洞整

声明税收抵消 V 

纠正错误和争议决定 V 

获得帮助

帮助你做对了 V 

联系我们

索取R&D税收激励的
清单

研发(R&D)税收激励措施从2011年7月1日起取代了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它提供有针
对性的研发税收补贴，旨在鼓励更多公司参与研发．激励有两个核心组成部分．从丰研
发活动的实体可能有资格获闰

）如果符合条件的实体不受所佴税免税实体控制 ， 则每年总营业额低于2000万澳元的
合格实体可抵扣43.5%的税收抵免

）所有其他符合条件的实体的38.5%不可退还税收抵免（实体可能能够将未使用的抵
销金额结转至未来收入年度） 。

对千收入年度超过1亿澳元的实体名义研发扣除部分，R&D税
此更改适用于2014年7月1日或之后以及2024年7月1日之前的收

）可浪怀和不可浪怀的税收抵消
）从研方税收荷免转帝为研方税收浒励

“一
研发税收激励措施旨在通过以下方式提高整个澳大利亚经济的竞

）鼓励行业进行可能原本不会进行的研发
）提高小企业进行研发的动力．

）为企业提供更可预测，更简单的支待

ATO和工业 ， 创新和科学部（代表澳大利亚创新和科学部）共同
脰您的研发活动必须在声明税收抵消之前在工业 ， 创新和科学
您的研发活动的纳税申报表中的支出足否符合纳税额．

也可以吞菩

窃． 我，亚力士 ， AT函畔JJI/J手． 我
来芒丰旱为了帮助您进行�、 咨
询． 您可以亟看青关您的丹私的雪辱(!
患

Whc,ccoa I 发

送

详细信息 V 

最后修改日期： 2017年6月23日 QC 24590 

提供有关此页面的反馈。

关于ATO 工具 帮助纳税人 做对了
关千我们 表格和说明 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鸟民 恁守叹和即义务
朕系我们 税率和代码 教育区 税务笔划
会 计汀器和工臭 信息自由 酝力建立侣任和信心
招聘 打印出版勿 获得税收帮助6 纠正错误或修改退货
媒体中心 ATO应用程序包括myDedu改ions 诺点克鸟税和超级 争V戒反对ATO决定
纳税人完亨 在 打击税务犯罕
研究和统计 使用ato.gov.au 其他语言 迎税工作组
订阅 夭碍 残疾人士 税务和澳大利亚企业
隐私 更菩＇月，函L�投七柔 税收和个人不是商业

语言 法律裁决和政策
相关网站 找们对细承讫 ATO的注议和泪导
汝J亚商业注册 放弃 新立法
税务从业者委员会 定 汾叩库
更多行网站 A数

什么是新的囡
网站反馈囡
举报愉税猛税囡
网站烟召6

沔大利叩税务局
为所有澳大利亚人工作 r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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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田 menu三

Home > Grants, assistance & other support > Entrepreneurs'Programme > Business Growth Grants 

E) Business Growth Grants

Last updated, 10 Decembe, 2018 

At a glance 
�Open 

You can apply for a business growth grant if you have received a business management service and 
your business adviser/facilitator recommends specific business improvement activities to increase 
your business's capability to trade in Australian markets and/or markets in other countries. The 
grant amount is up to SO per cent of eligible costs and the maximum grant amount is $20,000 
(excluding GST). 

Who can apply: Deadline to apply: 

At a minimum, you must 
• have received a completed plan from an 

Entrepreneurs'Programme Business 
Management advice or facilitation service 

Applications must be made within 12 months of 
receiving a completed plan from your advice or 
facilitation service 

• have not previously received a business growth 
grant to implement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lan under which you are applying 

Other eligibilit,J requirements apply 

Overview 

Contact information: 

1�2�4Q 

b� 汕in���.gov.,vtcont;,ct

勹二-guidelines for Business Management serv1Ces have recently changed. You should review the邸血还
归gement Gr;int 0Rportunity Gvideline�before applying 

If you have received a business management service and your business adviser/facilitator recommends specific 
business improvement activities to increase your business's capability to trade in Australian markets and/or 
markets in other countries, you can apply for a business growth grant 

Business growth grants are small grants to engage external expertise to help you implement the 
recommendations in your plan. The grant amount is up to 50 per cent of eligible project costs. The minimum 
grant amount is $2,500 (excluding GST) and the maximum grant amount is $20,000 (excluding GST) 

The grant is available to support stra:egies that improve the abilities and skills of your business to trade in 
Australian markets and/or markets in other countries. It is not intended to support fixes for problems that are 
part of ordinary, everyday operations of your business 

The grant period is 12 months. For each business management service you receive, you may only apply for a 
single grant to implement some or all of the recommendations in your plan 

Eligibility criteria 

To be eligible for a business growth grant, you must meet all of the following cond巾ons

• have received a completed plan from a business advice or facilitation service 

• have not previously received a business growth grant to implement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lan 
under which you are applying 

• are applying within 12 months of receiving a completed plan from your advice or facihtation service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y the program delegate 

• your project comprises eligible activities, as defined in section 4.4 of the 6� 引氓沁Meneg�m�ntGr,nt 
QRport1mity G11i��lin砰

• your project has at least $5,000 in eligible expenditure 

• your project has not commenced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If you have already received a business growth grant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se guidelines but have 
not received funding for all recommendations under your completed plan, you may be eligible for one further 
opportunity to fund those remaining recommendations if 

• you have not received the maximum grant of $20,000 

• you are applying within 12 months of receipt of your completed plan from your advice or facilitation 
service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y the Program Del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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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补助金， 援助和其他支持＞企业家计划＞业务冶长拨软

O 业务增长拨款

最舌更新时司： 2018年12月10日

概览
O打开

如果您已收到业务管理服务， 井且您的业务顾问I协助人建议您进行特定的业务改进活动， 以提高您的业务在澳大

利亚市场和巨炸扑卯i家／地区的市扬交易的能力 ， 您可以申谄业务增长补助金． 补助金额高达合格费用的50%,最

高补助金额为20,000澳元（不包栝商品及脤务税）．

谁可以申请

至少 ， 您必须

• 已经收到企业实计划业务管理涅议或促进服务的完

整计划

• 以前没有收到业务拦长拨软来实施您申清的计划中

的建议．

其他资格要求适用．

概观

申请截止日期：

申请必须在收到您的建议或便利版务的完整计划后12个

月内搂出．

联系信息：

132640 

bv汕in���.gQv.;,v/,ont;,,t

最近 ， 业务笆理服务指南发生了变化，您应该在申请之前杳看商�y笸理帘助机，扫南．

，

如果您已收到业务笆理服务 ， 并且您的业务顾问／协助人建议了特定的业务改进活动 ， 以促高您的业务在澳大利亚市场 

和I或其他国实地区的市场进行交男的纥力 ， 您可以申请业务墙长补助金．

业务墙长拨款烂小额赠款 ， 用于吸引外部专业知识， 帮助您实施计划中的迁议． 补助金额高达合格项目费用的50%. 最 

低补助金额为2,500澳元（不含商品及服务税） 晟高补助金额为20,000澳元（不含商品及服务税） ．

该补助金可用于支待提高企业在澳大利亚市场和I或其他国京市场进行交易的能力和技能的策略。 它不尽为了支持对业

务的日常常规操作中的问题进行修复

授予期限为12个月． 对于您收到的每项业务管理版务 ， 您只能申请一屯赔款来实施计划中的部分或全部遴议．

资格标准

要获得业务培长补助金 ， 您必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 已经从商业建议或便利服务中获得了完整的计划

• 以前没有收到业务谥长拨款来实施您申请的计划中的建议

• 除非得到计划代表的同烹， 否则在收到您的遠议或便利服务的完整计划后12个月内申请

• 您的项目包括符合条件的活动， 如"i�务管坪帘助机今恬南
”

笔4.4节中所定义

• 您的项目符合条件的文出至少为5.000澳元

• 你的项目还没有开始． 

过渡安排

如丰您在本指南生效之前已经收到了业务墙长补助金 ， 但尚未收到已完成计划中所有建议的资金 ， 则您可能有资格再沃

得一次机会 ， 为以下建议促供资金

• 你还没有收到20,000澳元的晟高补助金

• 除非计划代表另有约定， 否则您将在收到您的涅议或便利服务的12个月内申请

• 您的拟议活动符合
“

企业笆理资助机会指南
“

第4.4节中的资格要求

• 您的拟议活动尚未开始． 

如荣您符合这些条件 ， 您将只有—次机会申清最多20,000类元的补助金 ， 减去您已到收到的补助金额． 符合这些条件的

企业将通过电子邮件收到申请建议．

如何申请

您必须已获得商业建议或便利版务才能丰清业务治长补助金 ， 该补助金可用于帮助您实施业务顾问或辅导员在您已完成

的计划中建议的活动．



（18）澳大利亚博士研究实习项目介绍 

  





一 寸AMSI

APR J N 丁 ERN 关于我们 合作伙伴 字生和9师 行业 成本和曰扣 可用的实习机会 成功的故事 活动

关于APR.INTERN

澳大利亚博士研究(APR)实习生�粤为MS/实习生）是澳大利亚噤----8':lfli*::llll·fli•�t'lil!S<'.t:;1;33H-tll. iii又大字研究合作改交澳大利亚企业．

APR.Intern是工业界和字术界之间的纽；；；， 是一个面向所菁大字和工业部门的非萱利计划， 包活中小型企业和攻府机构. APR.Intern为行业提供了一个平台， 通过短期3.5个月紧它聚煮的石究项目还一步 

发展和创新， 并为博士郓讯会将高分析研究专妇却应用千项目 ， 同时在行业环壤中获谔宝赉邸泾诠

新的澳大利亚政府合作伙伴关系

在未又四年内, APR.lntern1名进行全玉扩张 ． 从2017年到202氓祥;1400个新的研究实习机构投入到工业屯澳大利亚政府新的政府退休金为50%, 通常为期5个月的博土实习赘用为26k澳元. 现在只啊

通过APR.Intern计划才踩供乐青中小型企业以及政府机构使用．

这些实习得到澳大利亚政府教育和培>!Foll的支持， 通过歹�STEM职业中的翌多女性．澳大利亚数字抖字研究所(AMSI) -Ill家研究实习计划�．

最近的名称变更和重逆

APR.lotem以酐被称为AMSI实习生 ， 澳大利亚数字科字研究所(AMSI)实习生计划． 新名称， APR.lnem和品控重王， 现在反快了该计划真正门乏的Ill宗范图：所有部门， 所青州 ， 所言字社

82010年以来 ， 该计划已成功安排所有字科的博士 以更好地为我们的行业合作伙伴以及澳大利亚的会员大字提供阪茂

这个新的外戏APR.lntem计划芹燮柔由AMSI提供 ， 并将笙柔安排来B所育学科和所育行业的博士 现在乐青州（包活主耍城市， 以及区域和农村地区） ．

常问问题

什么是AMSI'

APR.Intern的简史

为什么要将罕生放在数罕和统计罕之外？

＿ 
查吾可用的实习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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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WTO 补贴通告：G/SCM/N/315/AUS 
 

 

1.1  干旱地区的害虫和杂草管理 

 

1、补贴项目名称：干旱地区的害虫和杂草管理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澳大利亚政府在 2015-16年至 2018-19年的四年间提供 2500万澳元资金。这些资金提供给

各种用于管理改善干旱地区害虫和杂草的项目。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减少杂草入侵、减少

由于害虫导致的农场被损害的情况。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此补贴项目于 2015年 5月 9日宣布实施。澳洲政府和有关州之间在《联邦金融关系的政府

间协定》下签订项目协定，以正式安排相关管理资金。项目协定有效期为 2015年 7月 1日

至 2019年 6 月 30日。一些州已经决定为他们的项目提供资金，虽然他们不需要这样做。 

 

5、补贴形式 

 

资金由国库支付给各州的财政，然后，各州通过害虫和杂草管理项目向申请者发放资金。

获批的申请人用补助金来实施害虫和杂草管理活动。 

 

6、补贴对象和方式 

 

土地所有者必须通过各州的害虫和杂草管理计划申请补助金。补助金只提供给干旱地区的

土地所有者。 

 

7、补贴水平 

 

2015-2016年总开支为 1500万美元，2016-2017年度为 400万美元。 

 

8、持续时间 

 

2015-2016年至 2018-19年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 

 

 

 



1.6  农户家庭津贴 

 

1、补贴项目名称：农户家庭津贴 

 

2、补贴期间：2014-2015财政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农户家庭津贴是有时间限制的补贴项目（累计最多三年），用于帮助农民和农民的伴侣在困

境中应对财务压力。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此补贴项目权利来源于《2014年家庭支持法案》，它取代了“特殊情形下的救济金”。 

 

5、补贴形式 

 

补贴包括： 

 

累计高达三年的收入支持； 

一对一支持； 

相关补充活动用于长期改善财务状况的计划和培训； 

获取辅助福利，包括医疗卡，租赁援助、医药、电话和边远地区津贴等的渠道。 

 

6、补贴对象和方式 

 

补贴对象是符合要求的农民和农民的伴侣。收入支持每两周向补贴项目受益人指定的银行

账户电子转账一次。 

 

7、补贴水平 

 

此项补贴的水平与新创业者计划和青年津贴计划相对应，但是，补贴金额取决于申请人的

实际情况，例如单身、有伴侣或有子女等情况。截至 2017 年 12 月，每个申请人每两周接

受补贴的最大金额为 584.20澳元（此情形为年龄在 22岁以下有子女的单身申请人）。申请

人有可能基于其他情况获得低于上述金额的补贴，例如他们的他们的非农收入水平等。 

 

8、持续时间 

 

2014年 7月 1日开始，结束时间未定。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1.7  农场风险管理项目 

 

1、补贴项目名称：农场风险管理项目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农场风险管理项目允许符合条件的农场企业得到一次性回扣，用于在申请新的保险政策中

获得独立和专业建议，来协助管理干旱和其他生产和市场风险。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此补贴项目权利来源于《2015年农业竞争力白皮书》。 

 

5、补贴形式 

 

农场可获得产生的费用 50％的一次性折扣，最高可达 2500澳元。 

 

6、补贴对象和方式 

 

对于在申请新的保险政策中支需要支付独立和专业建议费用的农户，澳大利亚农业和水资

源部向符合条件的农场企业提供回扣。 

 

7、补贴水平 

 

在 2015-2016 财政年，政府一共支付了 4比折扣，总计 9,000澳元；在 2016-2017财政年，

政府一共支付了 52比回扣，总计 114,000澳元。 

 

符合条件的农场企业可以申请支付给合格的服务提供商用于以下一项（或多项）活动的费

用的回扣： 

保险公司要求的进行保险评估的费用； 

记载农场财务数据和生产数据的费用； 

为农场提供长期的、整体的保险方案分析的费用。 

保险费不符合退税条件。 

 

8、持续时间 

 

开放时间为：2015年 3月 29日开放，预计结束日期为：2019年 6月 30日。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2.1  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 

 

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是一项涉及 100 亿澳元的国家计划，其主要用于投资

农村用水的管理和效率，包括提升用水知识、市场改革以及为环境购水。它由三个主要部

分组成：灌溉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下文列出的项目）、水的购买和供给措施。大多数项目基

金在墨累 - 达令盆地用于支持“盆地计划”的实施，并减少每年从盆地开采的用于消费用

途的水量（城市、工业和农业）。一些项目旨在改善非农灌溉系统的运行，和帮助农业用水

的灌溉者提高农场用水的效率。作为回报，这些项目产生的节水量由澳大利亚政府用于环

境用途和用于消费用途的灌溉者共享。 

 

（i） 新南威尔士州的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项目 

 

1、补贴项目名称：新南威尔士州的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项目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这项由澳洲政府主导的拨款计划旨在通过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的项目升级，使符合条件的

设施实现节水，进而保障水权。这些项目提高了农业和非农用水和管理的效率和生产率，

有助于实现灌溉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由澳洲政府主导的 7.5 亿澳元项目资金来源于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该计

划是 2008年 7月签署的《墨累-达令本地改革的政府间协议》的主要内容。 

 

5、补贴形式 

 

此项目资金由联邦政府与灌溉设施运营商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在政府批准资金之前，需

要对所有项目进行全面评估。通过该计划节约的水属于联邦政府，并为“墨累-达令盆地计

划”下的新的“可持续转移限制项目”的 “缩小差距”做出贡献。根据水权持有人和澳洲

政府之间的水转让合同，节约的水资源属于澳洲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项目资金通过联邦政府与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已经进行了三次公开

申请。 

 

7、补贴水平 

 

此项目经过三轮实施，共提供 9.17亿澳元。通过申请的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已获得 100万

至 1.7 亿澳元的资金用于节水设施工程。应当指出的是，作为补贴要求的一部分，一部分

以水权为形式的节水量属于澳洲政府供环境保护使用。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59 136 

 

8、持续时间 

 

此项目的第 1轮申请开放时间：2009 年 6月 19日，目前已持续至 2018-2019财政年。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ii） 南澳大利亚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项目 

 

1、补贴项目名称：南澳大利亚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项目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这项由澳洲政府主导的拨款计划旨在通过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运输商和个体灌溉人，使

符合条件的设施实现节水，进而保障水权。这些项目提高了农业和非农用水和管理的效率

和生产率，有助于实现灌溉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由澳洲政府主导的 1,440 万澳元项目资金来源于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该

计划是 2008 年 7月签署的《墨累-达令本地改革的政府间协议》的主要内容。 

 

5、补贴形式 

 

此项目资金由联邦政府与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运输商和个体灌溉人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

在政府批准资金之前，需要对所有项目进行全面评估。通过该计划节约的水属于联邦政府，

并为“墨累-达令盆地计划”下的新的“可持续转移限制项目”的 “缩小差距”做出贡献。

根据水权持有人和澳洲政府之间的水转让合同，节约的水资源属于澳洲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项目资金通过联邦政府与申请人（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运输商或个体灌溉人）之间的资

金协议提供。已经进行了两次公开申请 

 

7、补贴水平 

 

此项目经过两轮实施，共提供 1,440万澳元。通过申请的灌溉申请人平均收到约 50万澳元

的资金用于节水设施工程。应当指出的是，作为补贴要求的一部分，一部分以水权为形式

的节水量属于澳洲政府供环境保护使用。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0.4 0.1 

 

8、持续时间 

 

此项目的第 1轮申请开放时间：2009 年 12月，目前已持续至 2016-2017财政年。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iii） 昆士兰州健康水源用水和高效计划 

 

1、补贴项目名称：昆士兰州健康水源用水和高效计划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这项由洲政府主导的拨款计划旨在通过个体灌溉人，使符合条件的设施实现节水，进而保

障水权。这些项目提高了农业和非农用水和管理的效率和生产率，有助于实现灌溉社区的

可持续发展。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由澳洲政府主导的 1.55亿澳元项目资金来源于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该计

划是 2008年 7月签署的《墨累-达令本地改革的政府间协议》的主要内容。 

 

5、补贴形式 

 

此项目资金由联邦政府与昆士兰政府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在政府批准资金之前，需要对

所有项目进行全面评估。通过该计划节约的水属于联邦政府，并为“墨累-达令盆地计划”

下的新的“可持续转移限制项目”的 “缩小差距”做出贡献。根据水权持有人和澳洲政府

之间的水转让合同，节约的水资源属于澳洲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项目资金通过联邦政府与昆士兰政府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在公开申请及其评估后，昆士

兰州政府与通过申请的个体灌溉人签订了资助协议。 

 

7、补贴水平 

 

此项目共提供 1.55 亿澳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日，已进行了 12 轮公开申请。应当指出

的是，作为补贴要求的一部分，一部分以水权为形式的节水量属于澳洲政府供环境保护使



用。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18.1 15.4 

 

8、持续时间 

 

此项目的第 1轮申请开放时间：2010 年 6月，目前已持续至 2019-2020财政年。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iv） 古尔本-墨累水资源连接项目第二阶段（前称北维多利亚灌溉更新项目第二阶段） 

 

1、补贴项目名称：古尔本-墨累水资源连接项目第二阶段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这个由州政府主导的拨款计划提高了古尔本-墨累灌区输水系统和灌溉户的用水效率，每年

节约并向联邦政府输送 102 兆升的水。资助协议规定将个体灌溉者与主灌溉系统之间进行

连接、重新连接或断开连接到，并将份额内的节水输送给到联邦政府。 

 

该协议确保了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的生产，并帮助英联邦实现了战略性的水资

源回收。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由州政府主导的 9.56亿澳元项目资金来源于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该计划

是 2008年 7 月签署的《墨累-达令本地改革的政府间协议》的主要内容。 

 

5、补贴形式 

 

此项目由资金由联邦政府和维多利亚州政府之间的资助协议提供。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实施

该项目的组织“古尔本-墨累用水组织”签订了资金协议。 

 

通过该计划节约的水属于联邦政府，并为“墨累-达令盆地计划”下的新的“可持续转移限

制项目”的 “缩小差距”做出贡献。根据水权持有人和澳洲政府之间的水转让合同，节约

的水资源属于澳洲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按照上述第 5点。 

 

7、补贴水平 

 

此项目共提供 9.56亿澳元。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0 151.9 

 

8、持续时间 

 

开放时间：2011年 11月，目前已持续至 2019年 6月 30日。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v） 维多利亚州农场现代化项目 

 

1、补贴项目名称：维多利亚州农场现代化项目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这个由州政府主导的项目对古尔本-墨累灌区的农场灌溉设施进行升级的支持。类型包括漫

灌，激光测量，漫灌转滴灌或喷灌，系统自动化和水渠修复。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由州政府主导的 1亿澳元项目资金来源于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 

 

5、补贴形式 

 

此项目由资金由联邦政府和维多利亚州政府之间的资助协议提供。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实施

该项目的组织“古尔本流域管理局”签订了资金协议。古尔本流域管理局负责接受申请并

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签订资助协议。 

 

通过该计划节约的水属于联邦政府，并为“墨累-达令盆地计划”下的新的“可持续转移限

制项目”的 “缩小差距”做出贡献。根据水权持有人和澳洲政府之间的水转让合同，节约

的水资源属于澳洲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按照上述第 5点。 

 

7、补贴水平 

 

此项目共提供 1亿澳元。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10.6 32.9 

 

8、持续时间 

 

开放时间：2013年 11月，目前已持续至 2019年 6月 30日。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vi） 新南威尔士州盆地管道项目 

 

1、补贴项目名称：新南威尔士州盆地管道项目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这个由州政府主导的项目旨在为新南威尔士州墨累-达令盆地，用更有效的运水系统替代现

有输水设施，以节约水资源。该项目旨在提高农业和非农用水使用和管理的效率和生产力，

确保实现灌溉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由州政府主导的 1300万澳元项目资金来源于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该计划

是 2008年 7 月签署的《墨累-达令本地改革的政府间协议》的内容之一。 

 

5、补贴形式 

 

此项目由资金由联邦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之间的资助协议提供。通过该计划节约的水

属于联邦政府，并为“墨累-达令盆地计划”下的新的“可持续转移限制项目”的 “缩小

差距”做出贡献。根据水权持有人和澳洲政府之间的水转让合同，节约的水资源属于澳洲

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项目资金通过联邦政府与新南威尔士州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向新



南威尔士州政府申请资助。 

 

7、补贴水平 

 

此项目共提供 1.37亿澳元澳元。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0 0 

 

8、持续时间 

 

开放时间：2012年 6月，目前已持续至 2017-2018财政年。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 

 

（viii） 新南威尔士州灌溉农业现代化项目 

 

1、补贴项目名称：新南威尔士州灌溉农业现代化项目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这个由州政府主导的项目旨在改善农场的水利设施，使灌溉者采用更有效的水资源管理方

法，减少水的损失和提高生产力的能力。项目工程产生的节水将输送给联邦政府用于环保

使用。该项目提高了农业用水使用和管理的效率和生产力，确保实现灌溉社区的可持续发

展。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由州政府主导的 1.199 亿澳元项目资金来源于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该计

划是 2008年 7月签署的《墨累-达令本地改革的政府间协议》的内容之一。 

 

5、补贴形式 

 

此项目由资金由联邦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之间的资助协议提供。通过该计划节约的水

属于联邦政府，并为“墨累-达令盆地计划”下的新的“可持续转移限制项目”的 “缩小

差距”做出贡献。根据水权持有人和澳洲政府之间的水转让合同，节约的水资源属于澳洲

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项目资金通过联邦政府与新南威尔士州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向新

南威尔士州政府申请资助。 

 

7、补贴水平 

 

此项目共提供 1.199亿澳元。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13.4 31.7 

 

8、持续时间 

 

开放时间：2012年，目前已持续至 2018-2019财政年。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ix） 农场高效灌溉项目 

 

1、补贴项目名称：农场高效灌溉项目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这个由联邦政府主导的拨款项目通过地方的输水机构（如行业组织和流域管理局）提供。

此计划旨在帮助灌溉户实现农场灌溉设施的现代化，提高用水效率，同时将节水用于环境

保护中。类型包括漫灌转滴灌或喷灌，激光分级和系统自动化。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由澳洲政府主导的 5.09亿美元澳元项目资金来源于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 

 

5、补贴形式 

 

此项目由资金由联邦政府和地方的输水机构之间的资助协议提供。在政府批准资金之前，

需要对所有项目进行全面评估。通过该计划节约的水属于联邦政府，并为“墨累-达令盆地

计划”下的新的“可持续转移限制项目”的 “缩小差距”做出贡献。根据水权持有人和澳

洲政府之间的水转让合同，节约的水资源属于澳洲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项目资金通过联邦政府与地方的输水机构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已经进行了 5次公开申请。 

 

7、补贴水平 

 

此项目经过 5轮实施，共提供 5.09亿澳元。通过申请的输水机构已获得 100万至 3,300万

澳元用于节水设施工程。该资金已提供给约 1500个农场项目。应当指出的是，作为补贴要

求的一部分，一部分以水权为形式的节水量属于澳洲政府供环境保护使用。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62.2 78 

 

8、持续时间 

 

此项目的第 1轮申请开放时间：2010 年，目前已持续至 2018-2019财政年。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 

 

（i） 联邦农业高效灌溉促进项目 

 

1、补贴项目名称：联邦农业高效灌溉促进项目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此项目以协助墨累-达令盆地的灌溉户提高现代化和农场灌溉设施的

效率，并将节约的水资源回收到环境中。该项目通过当地的输水机构提供，如行业机构和

流域管理局，灌溉机构和灌溉户。 

 

在整个项目是实施之前，需要在一个或多个输水机构作为试点，以测试项目设计。其中第

一项是南澳大利亚的试点项目，最高可达 1500万美元，于 2016年 9月开始，将持续三年。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目授权于《2007年水资源法》，由环境水资源专项账户资助。 

 

5、补贴形式 

 

此项目由资金由联邦政府和地方的输水机构之间的资助协议提供。在政府批准资金之前，



需要对所有项目进行全面评估。通过该项目实现的节水将输送给联邦政府，并通过有效措

施为社区提供额外的 450GL 环境用水，并为社区带来中性或有益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节水

通过水权持有人和英联邦之间的水转让合同交付给联邦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项目资金通过联邦政府与地方输水机构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目前正在南澳大利亚开展试

点计划。完整的计划正在实施并将持续到 2024年。 

 

7、补贴水平 

 

此项目共提供 1500万澳元。应当指出的是，作为补贴要求的一部分，一部分以水权为形式

的节水量属于澳洲政府供环境保护使用。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0 1.8 

 

8、持续时间 

 

项目试点开始开始；2016年 9月。完整项目资金已安排至 2023-24财政年。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 

 

16.7   塔斯马尼亚州农业发展优惠贷款计划 

 

1、补贴项目名称：塔斯马尼亚州农业发展优惠贷款计划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农业发展优惠贷款计划是塔斯马尼亚州政府为本州农场企业和农业食品企业提供的低息贷

款计划。本计划是支持推进政府《农业展望 2050》计划的项目，旨在提高塔斯马尼亚州农

业和农业食品板块的价值。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贷款计划为塔斯马尼亚农场企业和农业食品企业提供经济援助，其中大部分业务在塔斯马

尼亚州进行。符合条件的贷款用途包括： 

 



• 开发一种创新的农业综合企业计划，且该计划仍需长时间去产生收益; 

• 创建新企业或扩展现有企业;或 

• 实施生产力或价值增强的活动; 

 

否则无法在正常的银行安排下提出和/或融资。 

 

5、补贴形式 

 

低利率贷款。 

 

6、补贴对象和方式 

 

对符合条件的塔斯马尼亚农民，且必须能够证明有在五年内偿还贷款的能力或能再次获得

商业融资的能力。 

 

7、补贴水平 

 

下表反映了 2015-2016财政年、2016-2017财政年的资助情况。 

 

实际补贴金额 

 

财政年 资助金额（澳元）） 接受资助的公司数量 产业 

2015-2016  1027054澳元 5 农业 

2016-2017  4085308澳元 14 农业 

 

8、持续时间 

 

此计划于 2015年 8月开始，并在 2016年 7月的复查后延长，下次复查时间定于 2018 年 9

月。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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