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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想，你不会认为澳大利亚和中国会保持密切的
关系。毕竟，流行烤肉（美国人喜欢的烤肉）的澳大利亚
和奉行孔子的中国在语言，文化或政治方面没有交集。但
是，事实证明，这两个国家通过贸易而结盟。中国是澳大
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2，两国之间的贸易在过去十年间增
长了四倍。
自 18 世纪晚期以来，中国人就已经向澳大利亚移民
了，特别是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在维多利亚出现淘金热期
间（1851 年至 19 世纪 60 年代晚期），在澳大利亚的中国
人口数量在短期内激增，由于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发现
了黄金，当时澳大利亚的人口数量几乎增长了 3 倍。但是，
除了这一短暂时期之外，移居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口数量
不是很大。澳大利亚在 18 世纪至 20 世纪早期期间曾经是
英国的殖民地并随后成为英国下属的一个联邦，更侧重于
与欧洲和美国的接触，而不是中国。5
所有这一切随着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而发生了改变。
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当时追随美国的脚步于 1972
年 12 月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在 1975 年正式确
立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在与中国建交后，美国和澳大利亚
随后疏远了他们和台湾的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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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澳大利亚和中国正式建交的
时间还不到 40 年，澳大利亚现在拥有
大量的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和在中
国出生的移民/澳大利亚公民。目前华
人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
从国内来说，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华人主
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例如墨尔本，悉
尼和布里斯班。但是，你在澳大利亚的
每个首都城市通常都会找到一个唐人
街。
中国和澳大利亚不仅通过贸易还
通过教育建立了联系。中国大陆人喜欢
将其子女送到澳大利亚接受教育，因此
在澳大利亚求学的中国学生数量从
1987 年的数千人迅速增加到 2011 年 9
月的 150,000 多人。他们的人数目前
占澳大利亚所有外国留学生人数的
26%。5 两国之间达成的大学协议数量
在不到 10 年中增长了 75%，从 514
增长到 885。这些协议大多数（实际上
为 89%）涉及学术和研究合作，大约
5%的协议涉及人员交流，剩余的 6%
涉及海外留学。但是，目前只有 3,000
名澳大利亚学生在中国留学，尽管澳大
利亚政府已经确定了将人数提高到
10,000 名学生的目标。12
贸易在中澳关系中占据主导地
位。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
国从澳大利亚主要进口矿物产品。这些
矿物产品大约占中国来自澳大利亚的
所有进口产品的 79%。就中国来说，
所有中国矿产进口 15%是来自澳大利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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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年向澳大利亚出口 370 多
亿美元的产品，9 主要是机械和电器设
备，占中国进口产品的 38%。中澳之
间是贸易总额稳步增长，2012 年达到
1223 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 4.9%。9
目前，截至 2011 年，中国对澳大利亚
的贸易逆差为 500 亿美元。4
此外，根据斯图尔特合伙人公司
（一家战略咨询和财富管理公司）的统
计，与中国的贸易已经导致：3
 中国的出口占澳大利亚 GDP 的
4.6%。
 在最近 10 年间，澳大利亚向中国
的出口额从 5% 增加到了 25%。
 向中国出口的资源目前占澳大利
亚 总 出 口 的 58% ，10 年 前 为
35%。
 2012 年，价值 580 亿美元的产品
从澳大利亚运到中国，其中 340
亿美元是铁矿石，他们主要是在
西澳大利亚装船进行运输。
 2011-2012 年期间澳大利亚企业
的资本支出预计为 1400 亿美元，
其中 830 亿美元投资于矿业。
 针对澳大利亚自然资源的需求已
经促成了澳大利亚财政部关于在
两年内保持澳元兑美元 1.07 的比
率然后每年降低 0.9 美分的设想。
这对于从 2012 年的 2400 亿美元
的税收预期增长到 2014-2015 年
的 3000 亿美元来说是一个驱动
因素。
澳大利亚对于为了维持经济增长
而正努力保证能源需求的中国来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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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日益重要。因此，由于国内供应不能
满足目前的需求，中国正在不断探索其
他的能源来源。由于澳大利亚具有巨大
的自然资源储量，尤其是铁矿石，所以
它是一个理想的能源伙伴。此外，与中
国的另一个自然资源供应商（巴西）相
比，它与中国的距离更近，因此能够以
更快的速度和更便宜的价格运送铁矿
石。此外，澳大利亚的焦煤（用于制造
钢铁）质量上乘并很受欢迎。类似质量
的铁矿石主要只能在非洲才能找到。1
由于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自然资
源，2012 年 1 月 1 日，它对 730 多种
产品降低了进口关税。进口关税降至
4.4%，比最惠国关税税率低了 50%。
13
包括煤、焦煤、花岗岩、天然橡胶、
稀土金属、铜、铝和镍等自然资源都包
括在该关税降低的清单中。8 澳大利
亚的自然资源行业和经济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该关税降低。
目前，主要得益于中国对澳大利
亚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澳大利亚已经
享有了 21 年不间断的经济增长。6 据
估计，与中国开展贸易和投资在 2009
年为每个澳大利亚家庭带来了约
4,000 美元的收益，在 2011 年这一数
字已经上升到每年每户 10,500 美元。
5

在澳大利亚，根据澳大利亚 iPAC
资产管理公司的高级投资顾问希拉里•
英格里斯的介绍，由于资源和能源公司
占 S&P/ASX 300 指数的 38%，这些公
司产生的收入对经济具有渗漏效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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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较强劲的澳元使它们的进口更加便
宜，并对通货膨胀产生了下行压力。这
使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在如何管理利率
时具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并最终使利率
下降。1
中国也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重要投
资国。根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
介绍，除了香港和避税地区（例如开曼
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澳大利亚是
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的最大接收国。4
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和悉尼大学发布的
一份报告称，2006 年 9 月至 2012 年 6
月期间，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完成了
116 笔交易，总投资额达 451 亿美元。
7

两国间的投资并不是单向的。澳
大利亚也对中国进行投资，2007 年，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和中国在澳大
利亚的投资基本持平。但是每年由于中
国增加了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因此目前
澳大利亚对中国每投入 1 美元，中国
试图要投回 21 美元。10
尽管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了大量
铁矿石，其并不是依靠单纯出售矿物而
维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随着中国现代
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对于液化天然气
（LNG）的需求不断增长，而澳大利
亚拥有丰富的液化天然气资源。中国对
于 LNG 的需求急剧增长，仅在 2011
年，其对 LNG 的需求就增长了三分之
一。为了满足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对
LNG 不断增长的需求，澳大利亚正在
扩大其 LNG 产能，该产能预计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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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会翻两番。10
此外，澳大利亚计划扩大其向中
国发展的市场的食品出口。农业部长乔
•卢德维预计在 2050 年前，世界食品
消费预计会比 2007 年增长 75%，大约
半数的增长的需求会来自中国。澳大利
亚已经将其国家目标设定为：在 2050
年前将其农业和食品相关的出口额提
高 45%。目前澳大利亚 55%的食品生
产用于出口。11
由于这么多的澳大利亚的资源型
经济依赖于中国，中国增长的任何变化
都会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
但是大多数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对于他
们与中国之间不断增长的经济联系保
持乐观态度，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
中国的增长会使中国在 2027 年前成为
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这将导致在 100
年内经济主导首次转移到东方。此外，
在 2050 年前，中国的经济预计会达到
美国和印度之和一样的规模。10

此外，中国和澳大利亚继续保持
更加密切的关系。2013 年 4 月，两国
签订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货币协
议，允许澳元和中国人民币首次进行直
接兑换，从而消除了公司和货币交易商
需要首先转化为美元的必要性。6 中国
也承诺与澳大利亚开展年度领导人对
话。澳大利亚目前与俄罗斯、德国和英
国是仅有的四个中国承诺开展年度对
话的国家。中国和澳大利亚还同意举行
年度军事演习，尽管仅限于人道主义援
助，救灾演习，以及海上合作和维护和
平。7
如果想获得更多 Thornhill Capital
的简报和博文，请访问我们的网站，网
址 为 www.thornhillcapital.net 和
http://thornhillcapital.info/。如有关于本
简报，其他简报或博文的任何问题，请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
info@thornhillcapita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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