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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预对农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咸丰． 蛐多利亚州E府正在通过3000万澳天都在业能源投资计划， 努力障少能源 
成本上涨对农业企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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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农业’阴投资计划

·翠业�涩应适址:1\!11巨且E且坠ιM..M.6118

·巫业�涩Jfil量达;l\!l(MSWo时？件 116Q KR)li! 



（22）维多利亚州区域就业基金项目介绍 

  













I 血生平ORIA
-

补助金和计划v 资源v 维多利亚州的地区v 新闻v 关千RDV v 区域伙伴关系v RDA v 

烹／补助金和计划I区况．业矗金/ RJF应用擂卤

区域就业基金申请指南

1区域就业基金的背景

2基金的描述和目标

3. 申请和评估过程

4资金条件

S联系方式

6申请寄存

1 ::I匕旱
．自另

1.1区域工作和基础设施基金

该地区就业和基拙设施篡金(RJIF}尽维多利亚州政府的总体区域的开发包． 它侧重于重大项目 ， 就业和社区．

RJIF有五个战略目标

1创造未来的就业机会 ， 使区域就业基础多样化

2通过创新和向新的墙长机会过泪 ， 提高生产力并提高维多利亚州的长期竞争力

3通过提高劳动力技能 ， 提供有利的经济甚础设施和促进向新市场的扩张 ， 力业务治长创造条件

4改善我们的城市 ， 中心和城滇的台居性 ， 以吸引和留任实庭和年轻人的生活和工作

5通过合作 ， 领导力发黑和区域规划提高社区能力．

RJIF由2002年“维多利亚祔区城发屏法设立 ， 作为公共账户中的信托甚金该法案描述了信托适用的活动

• 在维多利亚州农村和地区提供更好的甚础设施 ， 设拖和服务

• 加强维多利亚州农村和地区社区的经济 ， 社会和环境基础

• 在维多利亚州农村和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并改善就业机会

• 支持维多利亚州农村和地区的地方项目的开发和规划 ．

Victoria Development (RDV)将负雯笸理RJIF的三个项目

• 区域基础设施甚金

• 区域就业基金

． 更强大的地区社区计划．

维多利亚州政府将投资六个高溢力 ， 高价值的部门 ， 以推动维多利亚州的经济谥长 ， 包括

• 食物和纤维

• 专业的服务

• 新能源技术

• 医疗技术 ， 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偌

• 运输 ， 国防和建筑技术

． 国际教百

1.2本指南的目的
这列出了RJIF区城工作萎岔(RJF)组成部分的应用指乱

2基金的描述和目标

2.1区域就业基金
区埬就业基金(RJF)的王荌目标王促进创适就业机会杠保留现有就业机会． 它百在帮助区域企业友展劳动力 ，

扩大市场并创造未来的就业机会． 它将吸引和促进投资 ， 重点关注区城竞争优势或高墙长溢力业务 ， 并将有助于

使区域就业基础多样化。 该基金吕在提高区域能力 ， 创新和利用新兴工业部门和新出口市场的活力．

RJ顷通过以下计划流为战略项目和基础设施臣供支持

• 投资吸引力

• 创新和生产力

． 市场准入

• 就业区

• 技术发展

2.2计划流

每个计划流的目标如下所述

2.2.1投资吸引力

该计划流吕在吸引和促进对维多利亚州区域新业务和现有业务的投资． 它还关注区域竞争优势和高谥长溢力业务

以及创造新就业机会或保留维多利亚地区现有就业机会的机会．

该计划将奀活适应行业需求 ， 但也旨在支持提供已确定的业务谥长机会的活动．这包括自由投资吸引力 ， 设施扩

张投资和战略性行业投资规划．

2.2.2创新和生产力

该计划流旨在提高区域工业和企业的生产力 ， 以确保区域地区就业和业务冶长的长期可待续性．

它将为采用新技术和创新流程提供资金 ， 以及推动资产更有效利用和更大供应链整合的设备．

该计划流将支持与业务创新或技术商业化相关的活动． 它还将为加强供应链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研究中心之间 
的合作拦供芍臣





核心RJF/示准

发展基金的主要目的尽促进创造就业机会 ， 因此评估标准的重点克可是化的经济发展效益． 在准各申清时， 将

要求申请人拦供相关的证明文件 ， 以证明项目能够满足以下每个标准 ．

a百接的经济发展效益

b额外的经济发展效益

c社会和环境效益

d与州和地区优先事项保持—致并证明项目常求

e证明了项目的可行性和交付

f财务可行性

g最大化国衾价值

申请人还将被要求证明项目能够解决计划流特定标准 ， 该标准将在申请之前提供． 

a) 直接的经济发层效益

申请应清楚地说明拟议项目将如何

• 导致投资和总墙加值（宫业额／销售额减去销售成本）或活在的未来行业谥长

• 创造或保持可待续就业或谥加未来就业的活力

• 产生额外的区域出口或玉代进口

• 在资金停止后仍然产生长期利益．

能够证明项目如何右助于实现长期效益的应用将比那些具有短期影响的应用更有利． 

b)额外的经济发后效益

申请应清楚地说明拟议项目如何

• 创造间接就业（例如建筑 ， 供应链工作）

• 以确定的区域竞争优势为基础

• 补充并激励该地区发生的其他投资（例如通过行业溢出或创造临界质呈）

• 支持该地区融入全球市场

• 提供创新和生产力效益（例如 ， 通过引入新技术提高当地技能还础，引入新的管理技术，降低投入的相对成本，

或提高产出价值）．

c) 社会和坏壤效益

申请应清楚地说明拟议项目如何

． 有相关的社区和行业支持

• 符合环境可待寀发展

• 支持包容性治长

• 提供额外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例如 ， 解决气候变化对经济 ， 环境和社区的影晌）．

d)与州和地区优先事顼保持一致 ， 并证明项目需耍

申请将霄要确定项目如何与相关的区域战略计划和任何相关的州政府政策（例如维多利亚州政府的”重返工作岗

位”计划中确定的高墙长部门）保持一致．

e)启示项目可行性和交付

申请应清楚地证朗

• 已确定所有监笸要求 ， 包括土地使用权 ， 规划和环境问题 ， 并制定解决方案以使RDV满烹

• 在项目的开发和运宫阶段获得合适的项目笸理

• 已经确定了项目风险 ， 并制定了营理这些风险的战略．

霖要提交拟议项目的财务遠模／预项编制 ．

f) 支持者的财务可行性

申请人将被要求提供过去三年的年度报告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副本 ．这将使RDV能够评估申请人的财务可行性及

其管理和完成项目的能力．

注 维多利亚州政府机构 ， 法定机构和公共资助的教白机构免千财务风桧评估

g) 最大化曰京价值

应用程序应证明项目如何为国衾是供良好的价值主张 ， 井提供项目如何最大化来自各种来源（包括英联邦和地方

政府 ， 社区 ， 私营部门和区域组织）的资金支待的证据．

第3步：评估过程

申请将进行两阶段评估． 第�段涉及通过评估项目满足核心RJF和相关计划流标准的能力来确定拟议项目的资

格．第—阶段还将考虑与项目相关的主要风险和问莲．

RJF内的所有申请将转交给经济发展部就业 ， 运销和资源部(DEDJTR)的返回工作投资委员会进行评估 ， 然后

由相关部长（包括区域发展部长）审议．

第4步叱住过程

区域发质部长将与相关部长协商 ， 市议工作投资奀员会员出的廷议 ， 并确定昆否批准申洒．

如果申清寻求500万美元或以上的资金 ， 维多利亚州司库的授权也尽必常的．

4资金条件

4.1资金协议

成功申请老将被要求与RDV签订融资协议 ， 详细说明所有融资义务和条件．

资助协议尽—份法偉上可执行的文件 ， 明确规定了双方的义务． 资助协议旨在保护维多利亚州政府的利益以及公

共资金的有效利用． 它还确保在与项目有关的出版物 ， 媒体发布和宣传材料中适当承认维多利亚州政府的支持．

资金协议必须由该组织的菩席执行官（或同等机构）签署 ， 并将

• 描述必须使用资金的目的

• 列出在支付分期付款之前必须满足的任何要求或条件

• 概述在支付分期付敦之前必须达成的既定里程碑和项目成果．

—旦签署了资助协议 ， 申请人将被要求积极笆理和交付项目 ， 并向RDV提供进度报告． 在项目过程中 ， RDV可以

根据需要进行实地考察．

在某些憤况下 ， 根据项目规模 ， 夏杂程度和提供的资金数额 ， 可能霖要建立一个项目控制组（或同等机构） ， 定

期举行会议和报告, RDV可以尽这些会议的会与者或观察者．

成功申请者必须在资助要约之日起一年内签订资助协议并启动项目． 如果项目未在此时间范围内开始 ， 则该项拨

款将由RDV审核．

4.2评估和报告

成功申请者将被要求与项目完成期间或之后进行的评估充分合作。 成功的申请人通常还霖要提交进度和完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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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ou,ce Vktoda 

-
Food Sou,ce Vktoda奖字金

区诚正况

Food Source Victoria Grants 

内容

．规划补助会

• 嘈长补助令，

规划补助金

Planning Grants支待农民， 种扭着 ， 加工而和制运而共同合作以发展他们的业务． 这可能涉及其他供应链合作伙
伴， 就如何为来自缮多利亚州的农产品湛加价值提出想法．

资金将帮助独立， 熟练的仅问参与测忒这些吧法的可行性 ， 探烹噶长机会并制定昊啊明确行动的噶长计划．

凛长计方J将亏致甲ill墙长扑助全以启动行动以推动噤长和就业－这是food Source Victoria的�诅成杲

农村妇女奖 方针
农村妇女网络 • 禽物来湃增名利W颊划贷软申，育涽引(PDF括军. 211.1�e1区

更芯耗 ， 更安全的农场

品害绪多利亚

煌多利亚州农业咨闵委员会

年轻的农民

生物安全

农场管理

天气和气候

扭

谷令勿和其他作物

园艺

家

动勿键潭和福利

数字农业

投资维多利亚州的农业

创新与研究

害虫， 疾病和杂草

湮

材

游戏狩措

紧急清况

• Foo<! Sour,e Yi,tori�Pl�nn1nq Gr�nt甲清啃南IMSWor<J文件一UMBI哩
• Foo<! Sovr,e Vi<1ori�Pl�nning Gr�nt申请和评估秤序fP[)f Fi杞- 206.6�Bill 

• Foo<! Sour,e Yi,tori�Pl�nninq Gr打可甲清和评店流和MSWor<J灯i:i-1AMBl!e!.

以前成功的规划补助金中部高地粮食种植者

获得Food Source Victoria计划拨款

缮多利亚州中部忘地的一贮粮食种岱者正在研究将农作物废弃物芬化为啊价值的东西的可能性．

田FSV支待的迈目将研究将枯杆用千生物能汽燃料和其他目的的可行性．

随后将开哀夺业案例 ， 可能导致在利斯莫尔附沂珩吞一座价值300万美元的秸轩貊粒工厂．

秸轩被认为是种洹的废弃物 ， 通常被农民覆慧吨癹烧．

将秸杆转化为豁咒已经在欧洲发生， 因此该烦目将评估是否育可能在澳大利亚条件下做夹似的事清．

一肛种扭耆 ， 培育农业综合企业中央而地 ， 比利牛斯郡政府和巴拉瑞特市正在力该项目提供多方面的支待．

．每生产一吨谷物就河大约一吨的秸籵 ， 在这至我们可以获得8吨的作物 ， 所以啊很多可以投入使用的拓
豆. • - Colin Fraser, 农民小组成员．

增长补助金

获得食物来液维多利亚州规划拨款并制定增长计划的甲清人可以申请噶长补助全 ， 以支待该计划中的行动． 申请人
如杲啊现啊的等效计划 ， 也可以申请噶长补助金．

将考虑广泛的活动． 硕目应蜕决供应链问起 ， 这些间范会对噶长或出口发哀构成湮碍． 缮持联盄并成为创新活动催
化剂的项目符得到优先考虑．

如杲以下清况， 您现育的计划可以替代缮多利亚食品来液壤长计划

• 涵盖笠个合作关系
• 猫述了你的伙伴关系晔石构
• 确定会作关系的关沮资溉和能力
• 确定至少�昊何战略汲引力彴市场
． 分析目标市场中的宽争力
• 确定您的合作伙伴关系需要采取的行动 ， 以利用其竞争优势， 克阪或减轻其弱点， 以应对竞争威胁， 并利用

其目标市场的机会
． 提供S过艺之些行动的时间表和预算
． 提供与实克相关的风险评估， 以及管理这些风险的造当策略．

方针

．会物来汽Victori;;Gro叽hGr;;nt申涓涽引[PDF拦斋心211.Q K6f囚
• Foo<)沁vr,eVi,tori;; <订owthGr;;nt申涓涽南fMSWor<)文件-1,JM6]i!!
．合物来湃速多利W州湛长探软主清及评估程序[PDF往宇-2的8 K61:tl 
• 令物来汗增多利W州嘈长拨栨申请和评估桴序[MSWorll文件-1-4M珈

1导，，，片长补助金的利息表怀，

以前成功的增长补助金： Gippsland Natural Meats 

获得FSV规划补助金和增长补助金

Gippsland Natural Meats是一家至夏笠台的肉类公司 ， 代表一贮农即柯售知贡草饲牛肉．

它是悬罕认识到自由放养 ， 草饲生产系统生产的牛肉品牌力量的团体之一 ， 以环壤认证和澳大利亚肉类标准评
级为墓础．

Gippsland Natural Meat通过缮多利亚州的忘端霜夫出色 ， 井提供更优邸内餐厅． 它还提供大型体育赛事 ，

如澳大利亚公开责 ， 阿提哈德体育场和王尔本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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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o whom and how the subsidy is provided

Generally, businesses (including busines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s), municipal
councils and community groups (for projects that are undertaken in conjunction with a council) that 
are operating in rural and regional Victoria.   

Grants were contingent upon the capital invested by the applicant and the jobs created. 
Generally, grants total about $2,000 per employee engaged through an investment/expansion 
programme.   

7. Level of subsidy

Financial Year Expenditure No. of Firms Industry Sector 

2009-10 $316,332 8 General

2010-11 $950,300 12 General

8. Duration of the subsidy

The Programme was funded until June 2010.

9. Statistical data permitting an assessment of the trade effects

No statistical data permitting an assessment of trade effects is available.

E. REGIONAL INWARD BUYER MISSION PROGRAMME

1. Title of the subsidy

Regional Inward Buyer Mission Programme.

2. Period covered by the notification

Financial years 2009/10 and 2010/11.

3. Policy objective and/or purpose of the subsidy

The Regional Inward Buyer Mission provides one-off grants to assist groups of firms to
conduct inward buyer missions, with an initial focus on food, wine, and agribusiness related 
industries.  The programme helps Victoria's regional industries and businesses showcase their 
capability to buyers and investors.   

4. Background and authority for the subsidy

Regional Development Victoria Act and the Moving Forward - Provincial Victoria Growth
Fund.   

5. Form of the subsidy

Grants to offset the cost of bringing buyers and influential journalists to Victoria.  This can
include contribution to airfares, accommodation, ground transport and meeting costs.   

jinghuiyun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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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o whom and how the subsidy is provided 
 
 Industries covered:  food (dairy, meat, niche products, horticulture), wine, equine, and 
genetics.   
 
 There is no specified requirement on how the grant is provided, though projects are not fully 
funded.   
 
7. Level of subsidy per unit 
 

Financial Year Expenditure No. of Firms Industry Sector 

2009-10 $34,000 37 Food and Beverage 

2010-11 $65,000 70 Food and Beverage 

 
8. Duration of the subsidy 
 
 This program closed on 30 June 2010.   
 
9. Statistical data permitting an assessment of the trade effects 
 
 No statistical data permitting an assessment of trade effects is available. 
 
F.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Y 

1. Title of the subsidy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y: 
 

 Brown Co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Large Scale Demonstration Program  
 Large Scale Demonstration Program – HRL 
 Sustainable Energy Large Scale Demonstration Program:  the Greenearth Energy Geelong 

Geothermal Power Plant project and the Large-Scale Solar Power Generation 
Demonstration Project- the Solar Systems project 

 Sustainable Energy Research & Development Grants Program 
 
2. Period covered by the notification 
 
 Financial years 2009-10 and 2010-11.   
 
3.  Policy objective and/or purpose of the subsidy 
 
 The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y (ETIS) aims to drive advances in low emission 
technologies and to secure Victoria's energy future. 
 
 Working with both coal and renewable resources, the strategy aims to accelerate a variety of 
pre-commercial energy technologies through research,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and deployment 
stages, so that they are ready for market-uptake. 



1.补贴标题

20、 维多利亚州区域买家吸引计划 

2.通知所涵盖的期间

2009/10 财年和 2010/11 财年。 

3.补贴的政策目标和/或目的

区域内向采购团提供一次性拨款，以协助公司集团进行内向采购任务，最初的重点是食品，
葡萄酒和农业综合企业相关行业。该计划帮助维多利亚州的区域性行业和企业向买家和投资
者展示他们的能力。 

4.补贴的背景和权力

基金。 

维多利亚地区发展法案和前进 - 维多利亚省的增长 

5.补贴形式

拨款以抵消将买家和有影响力的记者带到维多利亚州的费用。这可能包括对机票，住宿，地
面交通和会议费用的贡献。 

6.向谁提供补贴以及如何提供补贴

涵盖的行业：食品（乳制品，肉类，利基产品，园艺），葡萄酒，马和遗传。 

资助。 

虽然项目不完整，但没有明确规定如何提供拨款 

7.每单位补贴水平

财政年度支出企业行业数量 
2009-10 $ 34,000 37 食品和饮料 

2010-11 $ 65,000 70 食品和饮料 

8.补贴期限
该计划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结束。

9.允许评估贸易影响的统计数据
没有可用于评估贸易影响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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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骨憧理么舶井酣妥l!llfi副？》商业能源租7)<计划

商业能源和水计划

想要ft级到亘古＊相节能技柑抽悟ACT企业可寂德高达ss.ooo·的补

贴汩 ， 包捂照明 ， 电器 ， 加抽路，令扭 ， ，令莓， 但旦 ， 厨研租:n;�.

通过补贴， 商业高掘制计划通过蝇少班仰自原帮助商业企业降低运营戚
本． 这反过来卫南助于Aσ降低温室『悻排放．

细需7111更多倩慰 ， 精致电132281虱发送电子应剧牛至
且应ino旦旦旦<J:gy.＠赵志回咀M

·条款和最件适用

‘这个i虫旦E常简单． 评估员通过节青回Li是与我交谈，

并确保我获得750%的升级费用回妇．’

小企业主

F目据Actsmart商业能满和7)<l;协l ， 要获得苟且5000澳元的补贴， 企业需要 ． 

在ACT
·运营·每年s,:::;20ρ（）（）澳元的电费相／菌
·最多使用1。个主职普值员工． 

分享仰的故事＋

姐果您的企业符告条件 ， ACT政府将最担一制的咸丰（最高$5剧JO ＂）卉级到贾可得短的照明 ， 电器 ， 供暖�制苦， 制令 ， 保温， 厕所相克在罩统－

ttActsmart商业’白理和＊计划申徨窑易上孚． 只需：,.;;\li;主个简掣的两页？芋脯’蔓梧PDF (1210KR) • 

姐栗幢撞雯 ， Actsmart�燃评估员将
·对暗的业务申的能草草租＊的使用情见远行磁述
·J!棋详细的行动计划 ， 刨舌撞议的能量慧和服i!!.

一E您骂应了建议的改进擅眩 ， 您可以在这些改进中获得50% （最高$5，α到o·＞的资苓直出．

然后 ， 您再获得Actsmart业贵的参与租认可证书 ， 便!!Ji.能够向员工，害户租供应商直悻您对环撞负责的主场．

所似从今天开蜡填写注册景． 遭迫电子院副丰：捋翼发i呈至国旦旦且旦旦町且姐姐也扭畸型主商

Actsmart 
可陪短发展部
环墙， 规划和可待黑发展理事会
ACTi配府
GPO亏在158
埋培拉市ACT
2601 

·条款和最件道用

您的企业也可能葡资悟京得参与ACTi!l明智匪草草茸茸盐tl!l (WS）的电力零售商的免费或补贴照明丹级． 目前 ， ActewAGl里唯←4里供照明丹级的零售商． 更多jg
患可以在这里拢到．

Actsmart商业能摄相＊计划旨在件克翼他可用的能源主虫草计划 ， 因此Actsmart军费为参与EEi盟9电力零售商可曹璋的灯鼻提供折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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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在蚚否芍尔，州的业务 ，仓I子与研究 , TechVouchers 巨泗昌

推动产业创新计划

为创业公司和中小企业提供
资金

IP(创新经济研究系列

知只中心

新南威尔士－以色列研发和
技术创新计划

NSW·lndia技术计划

NSW-Aust,ade Space 
Bootcamp 

科学和研究计划

悉尼创业字院

悉尼科技与创新区

TechVou,he" 

申请表

Tech Vouchers 

TechVouche,s鼓励新南威尔士州中小型企业(SME)和沁邓inq U叩""'lnnov,\ion 
红ogr,m(BBIP)交付合作伙伴之间的研究合作．

逼过TechVouche,s 中小企业可以与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迁立联系 并开展创蚚的联
合研究项目． 该计划还允许访问否则难以访问的杰科技仪控和设施．

TechVouche,s将以竞争的方式授予符合条件的新南威尔士州公司 ， 金积高达15,000澳 
元．所有资金必须由中小企业以现金配对。

优先考虑以下公司

， 过去没有与大学或兵他公共部I丁研究机构合作
， 两牛多来没有与研究机构合作过
， 与研究机构廷立了现有关系 并且可以证明接收TechVouche,将导致现有协作的变

芩性改业

＿ 
我可以使用TechVoucher做什么？

什么是申请流程？

I 我可洹退沪echVouchers臼多亟？ ＾ 

TechVouche,s将以竞争性的方式授予符合条件的祈南威尔士州公司 ， 金积嵩达 
15,000澳元

• 优惠券金积必须由申泻人以现金支付
• 优惠券适用于任何交付合作伙伴

• 优惠券自签发之日起六个月内有效
• 优惠券不包括已经完成的工作 

我有资格获得TechVoucher吗？

我可以与谁合作？

如何找到要与之合作的交付合作伙伴？

回到顶部 ［ 

联系方式
电话：心12 93386909 
电于邮忤．

te<h, 邓h<:<沪柏4v>trx车女

. . . . ... 

三
推动商业创新计划

发现更多

| 諒鹄酗-放弃晌…皿 ～巴 D 口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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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东屯长郘 ＞塔斯马尼亚fi>;jf的浮议和玄汽 > Tif部门 ＞先讲胡活寸f >先进制迳业创新和增长夺系统

先进制造业创新和增长券系统

先进制造业创新和治长券系统吕在鼓励塔斯马尼亚先进制迼企业选择进行创新和拦长计划的途径 ， 从而提高其竞争
力．

该计划可以提供援助（但不限于）

• 质量保证体系包括ISO 9000,1401,1345, HACCP和AusDe!Con
• 工业设计师－工业产品设计 ， 制造设计
• 配覆性技术，专业知识 ， 以协助实施和采用颠漫性技术
• 工程和应用研究－识别嵌入式创新 ， 重新设计 ， 新产品开发等。

为符合条件的塔斯马尼亚中小型先进制造企业提供援助， 销售额超过30万澳元 ， 悬高达2000万澳元． 最低补助金额
， ，为5 000澳元 最高为15 000澳元 申清人至少有一半的项目费用尽现金．

有关该计划的臣多信息 ，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皿或焚团egrowtht��g凶弘』

.... AMIG Guidelines.docx 
-

MS Word文档， 7901 KB 

.... AMIG Guidelines.p_!l.f 
- PDF文件， 4894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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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新产业基金

关于该计划

展柜 机会 服务 活动 关于

创新优惠券计划可以为您的中小型企业(SME)提供获取专业技能 ， 服务或知识所需的财务支持 ， 使您能够在西渎大利亚推进
您的想法或商业活动。

西奥大利亚州政府认识到中小企业行很好的想法 ， 但痉将这些想法转化为兵行真正商业成果的新的和可待缕的商业机会可能很民
难。

创新优惠券计划旨在帮助创新老克服商业化澄路上的—些陌碍。 它旨在促进中小企业 ， 研究提供者和专业商业化支待服务之间的
新关系， 或杞话时的合作转变为宫行成效的关系。

I APPLICATIONS OPEN 27 FEBRUARY 2019 I 
目标

根据新产业基金 ， 创新优烹券计划的目标痉

• 迥过支待创新举启剌激西奥中小企业部门．
• 减少商业化芒距
• 激活行业政府研究合作．
• 冶加对WA的研发(R&D)投资，和
• 促进西奥大利亚州的就业创造和经济多元化．

创新优惠券计划的目的痉

• 帮助开发新的或冶 强的商业化产品或服务
． 建立厗型， 流程或系统以吸引貊外投资， 和
• 卢申谓人无法铝决的特定技术问题 ， 或蚌决方案不另获得的特定技术问题。

。 收件人需要捉供净现金共同投资 ， 申话人到州政府的资金至少该计划允许向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最多20,000元的优巴券
为2080.

资助申请必须凤千创新优惠券计划合格支出类别之一

． 研究与开发
• 产品开发
• 技术转让与知沪产权
• 商业化支持服务

存关吏多估总 ， 谓阅读申请人指南乙

如何申请

迵过Innovation Vouchers Program授权平台巳在线申请巳
－－－－－－－－－－－－－－－－－－－－－－－－－－－－－－－－－－－－－－－－－－－－－－－－－－－－－－－－－－ －－－－－－－－－－ 

申请时间为2019年2月27日星期三上午9点 ， 2019年3月29日星期五上午11点。 自2019年7月1日起 ， 成功申请者可获得资助．

存关资格标准 ， 清阅读申请人指南已
--------------------

右问题吗？丁我我们的帘见问题或与我们联系1nnovat1onvouchers@1ts1wa gov au巳
－－－－－－－－－－－－－ －－－－－－－－－－－－－－－－－－－－－－－－－－－－－－－－－－－－－－－－－－－－－－－－－－－－－ 

如需最新更新， 请订阅New Industries WA时事通讯己或在Tw,tter@NewlndustnesWA巳上关注我们已
................. ................................ . .. . 

2018年创新券收件人

• Apet,cs巳用于酿酒的电池供电坎动微呈加杻器
.............. 

• Atom M,rerals Pty ltd 0 -员金县回收． 排除受污染的矿场
............. ...................... 

• Aut,Sense Pty Ltd巳－ 牙科侦探检云数字预防口腔保健平台
............. .............. 

• Cadds Group Ply ltd巳液庄传动油处理机
................................. 

• Custom Carbon Pty Ltd 一 定制复合自行车鞋的先进制造
• Chill博士Bougie和气百插台连接器装互
• EcoDnve AeroEngines Ltd -EcoDnve AeroEngine 
• Electro Aero Ply ltd iz: -� 型ElectrDuct 11 5用千可待缕航空的推进系统

....... ...... ... ............. .  

• Energon Ply Ltd -太阳能农场与加密采矿作业相结合
• 高尔文工程已安全连接淋浴

............. ....... 

• GEN1UX巳Gemux Go (Ggo) 
............... 

• Healthregen Pty ltd匕－针对大流行性秸尿病的改变游戏的疗法
............. .... 

• M3B Labs Ply Ltd扰乱WA妈妈的劳动力市场
• IQ Seven Actionable Intelligence Ply ltd乙 一 面向小型企业的独立网站舌能平台

........................................................... 

• 1SOL8 Ply Ltd巳·ISOL8．．．．．．．．．．．．． ．．．．．．．． 
• Lacomk巳 － 改兽农场弝杆决菜的空间数据. PlayN to w,n 

－－－－－－－－－－－－－ 
• LIVEstock Pricing Ply Ltd -牲玄定价
• Poach Pear�-使用二次产品井用812强化的工匠眨菇头

--------------------

• ProofDB Pty Ltd 一 同伴和活动动物的全球永久性疫苗接肚记呆
• 红钦收缩匕－ 铁丝网讨五器

建议和资源
• 2019年申话人指南巳

----------------

• 2019年帘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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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 贸易 ， SA出口加速讳 ， 出口加速芯

出口加速器

出口加速器拨款为中小型企业提供商达30,000澳元的资金， 通过
营销和出口发展机会进入新的全球市场。 这适用于已经用尽或
没有资格获得其他资金流的企业。 如果符合条件， 申请人必须
首先使用新兴出口补助金， 并且该项目是合适的。
这尽一项甚于应用程序优点而授予的竞争性计划．

如果申请人符合所有核心计划资格标准 ， 则可以获得补助金， 申谓人还必须

不符合新兴出口商类别或新市场进入类别的资格

年宫业额在10万到1,500万元之间

另一冢注册的南澳大利亚企业

拥有ABN并注册GST

已经积极交易至少24个月

拥有在南澳大利亚生产的可交易出口就绪的商品或服务（参见SAEA计划指南第13页）．

窃缅苏利叨什政府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资助协议

愿赛提供信息和数据 ， 包括所需的财务信息

能够为建议成本承诺并提供1: 1匹配资金

扫供至少两言最近根据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编制的完整财务报表 ， 包括但不限于反映前两年业务的资产负倷 

表和损益表．

如杲成功 ， 出口加速器补助金将仅涵懋在提交申请的回合截止日期之前和之后的12个月内发生的合格成本．

申请人可以尽独立的交另商 ， 公司和信托。

作为申请的一部分， 您需要上传

出口计划不超过15页， 包含您的业务出口扩展或墙长计划的详细信息 ， 包括（但不限千）您的业务描述 ，

您的产品l版务 ， 出口市场选择 ， 市场进入策略 ， 成本细分 ， 项目里程碑 ， 以及您的业务如何创迼苏工作和l

或谧加出口收入的说明

您根据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编制的悬新两份完整财务报表 ， 包括但不限于反映过去两年业务的资产负俀表和

损益表．

未来12个月的预测 ， 预项或现金流量预测．

请注意

．以后无法保存和重新访问应用程序进度

必须在申清时提供

文档

·每个文档的大小限制为10Mb如杲不包含这些文档 ， 则不会考虑您的应用程序 ， 不满烹或超过文件长度

．不岱受进一步的文件

＿ 

SA出口加速器

新兴出口窃

出口加速器

新市场进入

Qr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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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tatistical data permitting an assessment of the trade effects 

No statistical data permitting an assessment of trade effects is available. 

16  SOUTH AUSTRALIA 

16.1  Regional Food Initiatives Program (RFIP) 

1. Title of the subsidy 

Regional Food Initiatives Program (RFIP). 

2. Period covered by the notification 

Financial year 2014/2015. 

3. Policy objective and/or purpose of the subsidy 

The RFIP offers support in delivering projects that facilitate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ing of regional 
food networks and other relevant stakeholders and address the State Government priority, 
Premium Food and Wine from our Clean Environment. 

4. Background and authority for the subsidy 

Government election commitment. The RFIP comprises a program under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 (RDF). The purpose of the RDF is to increase economic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for regional South Australia. 

5. Form of the subsidy 

Reimbursable grant. 

6. To whom and how the subsidy is provided 

Ten grantees were approved during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e notification. 

7. Level of subsidy per unit 

$300,000 per annum over two years concluding financial year 2015/2016. 

8. Duration of the subsidy 

From financial year 2014/15 through to financial year 2015/2016. 

9. Statistical data permitting an assessment of the trade effects 

No statistical data permitting an assessment of trade effects is available. 

16.2  Small Grant Program (SGP) 

1. Title of the subsidy 

Small Grant Program (SGP). 

2. Period covered by the notification 

Financial year 2014/2015. 

jinghui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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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贴标题

区域食品激励计划（RFIP）。 

2.通知所涵盖的期间

2014/2015 财政年度。 

3.补贴的政策目标和/或目的

RFIP 支持提供促进区域食品网络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和合作的项目，并解决州政府优先考

虑的清洁环境中的优质食品和葡萄酒。 

4.补贴的背景和权力

政府选举承诺。 RFIP 包括区域发展基金（RDF）下的一个计划。 RDF 的目的是提高南澳大利亚

州的经济增长和生产力。 

5.补贴形式

可偿还的拨款。 

6.向谁提供补贴以及如何提供补贴

在通知所涵盖的期间内批准了 10 名受赠人。 

7.每单位补贴水平

在截至 2015/2016 财政年度的两年内每年 300,000 澳元。 

8.补贴期限

从 2014/15 财政年度到 2015/2016 财政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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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uration of the subsidy 

The full allocation of the program was made over financial years 2013/2014 and 2014/2015. 

9. Statistical data permitting an assessment of the trade effects 

No statistical data permitting an assessment of trade effects is available. 

16.10  Supporting Brands of Our Key Regions Grant Funding Program 

1. Title of the subsidy 

Supporting Brands of our Key Regions Grant Funding Program. 

2. Period covered by the notification 

Financial year 2014/2015. 

3. Policy objective and/or purpose of the subsidy 

The objective of the program is to support regions to develop and execute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region-specific strategic food, wine and culinary tourism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which support both regional identities, the state brand and positioning of South 
Australia. 

4. Background and authority for the subsidy 

The Supporting Brands of our Key Regions program was announced as a 2014/2015 State Budget 
election commitment to help regions across South Australia develop region-specific strategic 
marketing initiatives to promote their area. 

5. Form of the subsidy 

Reimbursable grant. Grant payments are made on receipt of a milestone report detailing 
satisfactory evidence to demonstrate expenditure of funds and completion of agreed project 
milestones. 

6. To whom and how the subsidy is provided 

Approved organisations include South Australian industry (food, wine and tourism) associa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ustralia Associations. 

A total of $400,000 was allocated to 12 approved projects. 

7. Level of subsidy per unit 

Grant payments provided to successful recipients range from $15,000 up to a maximum of 
$40,000 with co-contribution (desirable).. 

8. Duration of the subsidy 

One off program, administered over two years. 

9. Statistical data permitting an assessment of the trade effects 

No statistical data permitting an assessment of trade effects is available. 

jinghuiyun
高亮

jinghuiyun
高亮



1.补贴标题

支持我们的重点区域拨款项目资金。 

2.通知所涵盖的期间

2014/2015 财政年度。 

3.补贴的政策目标和/或目的

该计划的目标是支持各地区制定和执行有效和可持续的区域特定战略食品，葡萄酒
和烹饪旅游营销战略和活动，这些战略和活动既支持区域特征，又支持南澳州的品
牌和定位。 

4.补贴的背景和权力

我们重点区域计划的支持品牌宣布为 2014/2015 国家预算选举承诺，旨在帮助南澳大
利亚各地区制定针对特定地区的战略营销计划，以促进其所在地区。 

5.补贴形式

可偿还的拨款。拨款是在收到里程碑报告时作出的，详细说明了证明资金支出和完
成商定项目里程碑的令人满意的证据。 

6.向谁提供补贴以及如何提供补贴

获批准的组织包括南澳大利亚工业（食品，葡萄酒和旅游）协会和澳大利亚区域发展
协会。 

共向 12 个核准项目分配了 400,000  澳元。 

7.每单位补贴水平

向成功收件人提供的赠款金额从 15,000  澳元到最高金额不等 
共同捐款 40,000  澳元（可取） 

8.补贴期限

一次性计划，管理两年以上。 

9.允许评估贸易影响的统计数据

没有可用于评估贸易影响的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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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orm of the subsidy 
 
Low interest rate loan. 
 
6. To whom and how the subsidy is provided 
 
To eligible Tasmanian oyster farmers. 
 
7. Level of subsidy per unit 
 
Funding provided during 2015/2016 and 2016/2017 financial years is summarised in the following 
table. 
 

Financial Year Expenditure No. of Firms Industry Sector 
2015/2016 

 
0 0 Oyster farmers 

2016/2017 AUD1 250 000 5 Oyster farmers 

 
8. Duration of the subsidy  
 
The Loan Scheme was opened from April 2016 until December 2016. It was reopened in April 2017 
and will remain open until May 2018. 
 
9. Statistical data permitting an assessment of the trade effects 
 
No statistical data permitting an assessment of trade effects is available. 
 
16.6  Vineyard and Orchard Expansion Program 

1. Title of Subsidy 
 
Vineyard and Orchard Expansion Program. 
 
2. Period covered by the notification 
 
Financial years 2015/2016 and 2016/2017. 
 
3. Policy Objective and/or Purpose of the subsidy 
 
The Vineyard and Orchard Expansion Program offered an interest rebate (grant) for three years on 
commercial loans to support the expansion or establishment of vineyards or orchards in Tasmania. 
 
4. Background and Authority for the subsidy 
 
The Program is an initiative of the Tasmanian Government to stimulate growth in the wine and 
fruit sectors. Grants are administe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Growth.  
 
5. Form of the subsidy 
 
Direct grant. 
 
6. To whom and how the subsidy is provided 
 
To approved vineyards and orchards who met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and selection criteria. 
 
7. Level of subsidy per unit 
 
During 2015/16 and 2016/17, a total of AUD139 805 was paid out to seven recipients – an 
average of AUD19 972 per recip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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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uration of the subsidy  
 
The program commenced in April 2013 and will conclude in June 2018. 
 
9. Statistical data permitting an assessment of the trade effects 
 
No statistical data permitting an assessment of trade effects is available. 
 
16.7  AgriGrowth Concessional Loan Scheme 

1. Title of Subsidy 
 
AgriGrowth Concessional Loan Scheme. 
 
2. Period covered by the notification 
 
Financial years 2015/2016 and 2016/2017. 
 
3. Policy Objective and/or Purpose of the subsidy 
 
The AgriGrowth Concessional Loan Scheme is an initiative of the Tasmanian Government providing 
low interest loans to Tasmanian farm businesses and agri-food businesses. It supports projects 
that advance the Government's Agrivision 2050 plan, which aims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 the 
agriculture and agri-food sectors in Tasmania. 
 
4. Background and Authority for the subsidy 
 
The Loan Scheme provides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Tasmanian farm businesses and agri-food 
businesses, where the majority of business is conducted in Tasmania. Eligible purposes include:  
 

 developing an innovative agribusiness initiative that has a long lead time until income is 
generated; 

 starting a new enterprise or expanding an existing enterprise; or  
 implementing Productivity or Value Enhancement Activities; 

that otherwise could not be brought forward and/or financed under normal banking arrangements. 
 
5. Form of the subsidy 
 
Low interest rate loan. 
 
6. To whom and how the subsidy is provided 
 
To eligible Tasmanian farmers who must be able to demonstrate capacity to repay the loan in five 
years or through successfully obtaining commercial refinance. 
 
7. Level of subsidy per unit 
 
Funding provided during 2015/2016 and 2016/2017 financial years is summarised in the following 
table. 
 

Financial Year Expenditure No. of Firms Industry Sector 
2015/2016 AUD1 027 054 5 Farmers 

2016/2017 AUD4 085 308 14 Farmers 

 
8. Duration of the subsidy  
 
The Loan Scheme opened in August 2015 and has been extended following a review in July 2016, 
with a further review of the Scheme to be undertaken by September 2018. 
 



1.补贴标题

葡萄园和果园扩建计划。 

2.通知所涵盖的期限 2015/2016 和 2016/2017 财政年度。
3.补贴的政策目标和/或目的

葡萄园和果园扩建计划为商业贷款提供了三年的利息回赠（补助），以支持在塔斯马尼亚州
扩建或建立葡萄园或果园。 

4.补贴的背景和权力

该计划是塔斯马尼亚政府的一项倡议，旨在刺激水果部门的增长。赠款由国家增长部管理。 

5.补贴形式直接拨款。
6.向谁提供补贴以及如何提供补贴

和 

对符合资格标准和选择标准的经批准的葡萄园和果园。 

7.每单位补贴水平

在 2015/16 和 2016/17 期间，向 7 名受助人支付了总计 139 805 澳元 - 平均每名收件人 19 
972 澳元。 

8.补贴期限

该计划于 2013 年 4 月开始，将于 2018 年 6 月结束。 

9.允许评估贸易影响的统计数据

没有可用于评估贸易影响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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