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为所有西澳人服务的政府

经济和就业规划
西澳工党



WA Labor | Plan for Jobs 2

This page has been left intentionally blank.

Authorised by Patrick Gorman, 54 Cheriton St, Perth. Printed by We Printwell, 386 Newcastle St, West Perth. 2016.



WA Labor | Plan for Jobs 3

我很荣幸地介绍我们的《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 

《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将会使西澳的经济变得更加充满活力和多元化，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将是一个注重西澳人民长远利益和需求的政府；一个会让西澳更加强大并为所有西澳人提供公平机会的政

府。 

我们的经济应当是稳固，多元，高效和有很强适应力的。由于我们经济内在的力量和行业多元化而带来的活

力，我们本应当能够比较平稳的渡过起起落落的矿业经济周期。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会把推动就业和扶持现在的和未来的小生意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我太太还有我们的3个孩子住在Rockingham，我十分了解西澳人所面对的经济现实。 

我很清楚每个家庭都在担心他们的工作。许多家庭都已经历过失业的痛苦。过去有家人在矿业工作的家庭现在

正在面对收入大幅减少的现状。 

西澳人知道我们的经济需要变得更多元化，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或数个行业。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在更广泛的行业

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经济体。

《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制定的，这里面的政策非常有针对性。

西澳需要在科学领域，技术领域，制造业，旅游业，服务业，教育服

务和农业等行业加大投入。

州政府的政策应该是支持西澳的各个行业使其变得更深更广。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是一支经验丰富的执政团队；一个不畏困难而努力

使我们的经济多元化、推动就业和创造新机会的政府。我们将是一个

为所有西澳人服务的政府。

这一切是为了我们西澳人的后代。

马克•迈高文

西澳工党领袖

我们的经济和就业规划 – 您的抉择

STAY INFORMED:

markmcgowan.com.au/jobs

      Mark McGowan MP

      mark.mcgowan@walabor.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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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

Overview

经济创新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于确保经济
创新为我们西澳未来的经济驱动
力。

我们将投入1450万澳元作为“新兴
产业基金”用来扶持初创企业；并
将鼓励扶持经济创新园区，如可再
生能源等新兴产业可在园区内成长
壮大。工党政府将成立“创新、信
息及通讯厅”来提供必要的行政支
持。

我们工作重点是要通过一系列如“
为小学投资1700万澳元建实验室”
的方案来打造出一个符合经济现状
的就业人才库。

“品牌西澳”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各行各业协作
开发“品牌西澳”，一个为西澳所
有行业打造的品牌，从理念到包装
再到宣传的全球助手。

“品牌西澳”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将
是深远的，并会在西澳的各行业
如：制造业，农业，新兴技术和服
务行业：如教育，旅游和其他小生
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将在
财政预算5年里拨款4亿2500万澳元
把西澳州打造成为世界最好的旅游
胜地之一。

建设更大更强的西澳

西澳需要一个跨越党派之争的基础
建设长期计划。迈高文工党政府将
制定“州基建政策”，以终结这些
年走走停停的混乱基础设施方式。
这将创造出数量可观的就业；并也
给企业投资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

迈高文工党政府执政后准备成立的
工业用地局，该局将减少投资阻
碍，并扩建我们的工业园区，如
澳大利亚海洋建造设施（AMC）和
Bentley科技园。这将开启并鼓励
私人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从而促使
其蓬勃发展。

珀斯北部的市区将获得着重关注。
在Neerabup的Meridian工业园区和
Two Rocks的科技园将创造成千上
万的就业机会。

西澳的就业 – 西澳人的就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宣布“西澳产业
参与计划”来要求政府合同里增加
扶持西澳企业和西澳人的就业。

西澳州政府每年为我们的教育系
统，卫生系统，公共交通，战略性
基建设施和其他基础服务花费数十
亿元。

通过改组的“西澳产业能力网络”
，西澳州的中小企业在竞标政府合
同中将会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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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职业培训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重建我们的职业
培训体系并恢复“TAFE”这个名
字。TAFE与各行各业的合作将增加
培训机会，并全力打造更多的实习
和培训职位。

我们的培训系统将为西澳的年轻人
和寻求进入新岗位的成年人提供真
正的就业机会。

通过尽可能增加培训机会的措施，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为发展我们的经
济和推动就业提供优秀的就业人才
库。

扶持小生意

《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把扶
持小生意作為工作的重心。我们将
作出必要的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从
而推动急需的就业机会和经济繁
荣。

这包括：确保西澳政府在政府合同
上尽可能的支持西澳中小企业。

我们在旅游业的投资将用于支持旅
游及服务业里的小企业，进而增加
相关产业的就业机会。

西澳的小生意在各行各业都有代
表，事实上小生意占西澳所有生意
数的97%。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减少繁文缛节并
为中小企业成长和多样化创造机
会。这将在多种行业里推动新的就
业机会。

乡村地区就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于帮扶乡村
地区，通过创造乡村就业机会来支
持乡村社区的稳定性及经济的多样
性。

《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将通
过支持当地生意和就业机会来重振
乡村经济；政府项目工作和政府采
购应配有最低当地配额来支持乡村
地区。

“新兴产业基金” 将会扶持处于
创业阶段的乡村小企业。

农业将会获得政策鼓励，乡村地区
的旅游和服务业也将获得更多的支
持。

走向亚洲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一份全面的
战略来鼓励西澳的企业向亚洲发
展。

西澳的地理位置优越，完全可以借
力于亚洲的快速人口和经济增长来
使我们的经济多元化，并需求在新
的领域推动就业。

政府是可以在促进和推动企业，教
育机构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发挥
重要的作用，并创造新的经济机
会。

西澳工党的“亚洲商务战略”将侧
重于贸易，投资，增加就业，政府
间的关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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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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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经济创新
• 通过任命西澳州有史以来第一

个“创新、信息及通讯部长”
和成立“创新、信息及通讯
厅”，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协助
刺激高科技和新兴产业的就业
和经济增长。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为西澳确
立“创新、信息及通讯”展望
和相关政策，并公布“西澳科
学、技术、工程及数学”政策
来支持创新和增加新的就业机
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政府所
属知识产权商业化来为政府收
入开源。

“新兴产业基金”和初创企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投入1450万
澳元作为“新兴产业基金” 用
于给初创企业提供政府拨款，
包括电脑游戏产业，从而达到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高科技行业
推动就业的目的。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从“新兴产
业基金”投入450万澳元来支持
西澳的乡村地区。

连接创业者和投资人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利用工党
的“亚洲商务战略”和现有的
与美国，英国和欧洲贸易关系
来为西澳的初创企业和电脑游
戏产业吸引外国投资。

技术型就业人才库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任命一
个由首席科学院士主持的“西
澳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
顾问委员会来协助打造西澳的
就业人才库以满足社会需求。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专注于完
善“西澳科学、技术、工程及
数学”的教育并向雇主，教
师，家长和学生宣传关键技
能，如解决问题的能力，审辩
式思维和创新力的重要性。

计算机编程语言

• 迈高文工党政府认为计算机编
程语言是21世纪的语言并会将
其列入西澳中小学的课程。

• 为执行这项政策，迈高文工党
政府将与联邦政府沟通需求相
关的联邦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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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回归小学课堂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投入1700万
澳元来推动自然科学回归小学
课堂的政策，包括全面开展在
全州200所公立小学新增设自然
科学课程，为每所小学都建设
实验室和使自然科学的学习更
新颖，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

自然科学奖学金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赞助支持自
然科学奖学金。

机械人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西澳州的
教育工作者和产业合作以确定
未来因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领
域的迅速发展而带来的就业走
向。

扶持经济创新园区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政策鼓
励政府，大、专院校，企业，
产业和社区之间的合作从而扶
持经济创新园区和其所带来的
新兴产业和就业机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立法保
证经济创新园区的高密度居住
需求。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重新审核相
关的土地开发法律来支持经济
创新园区内的商业土地开发。

可再生能源产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认识到在可再
生能源领域西澳独特的地理位
置，如绵长的海岸线，开阔的
陆地空间，充足的阳光，发达
的制造和加工业，并会大力推
广本地和海外对西澳可再生能
源技术的投资。

• 迈高文工党政府会：

- 鼓励西澳的各个大学对于可
再生能源和能源存储技术的
研究项目，进而吸引海外资
本与学生到西澳来发展。

- 与科技公司，大学，TAFE和
电力公司一道合作开发能源
存储技术。

- 通过支持在现有电网之外的
发电技术，并开展智能电表
和能源存储技术试点工程来
鼓励扶持西澳的绿色居住小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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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西澳
“品牌西澳”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咨询各行各
业以求快速确立“品牌西澳”
，通过一个具有连贯性易识别
且灵活的营销方式为西澳的各
行各业争取到市场更大的份
额。

旅游业就业机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改变西澳旅
游局的财政预算模式，从多重
变为三重目标：旅游目的地市
场营销，会展旅游，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和投资。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为
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每年投入
4500万澳元，包括商业活动和
国内及国际推广，总值达2亿
2500万澳元的预算拨款来发展
旅游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为会
展旅游每年投入4000万澳元，
总共2亿澳元来支持旅游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给珀斯会展
局每年拨款500万澳元用以吸引
国际、国内的会议、研讨会、
论坛等会务活动到珀斯开展并
拓展西澳在会展旅游市场的份
额。

知识型经济背景下旅游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发展旅
游的机会来推动西澳成为知识
型经济，这是工党使西澳经济
多样化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大
策略的一部分。

全面发展服务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修改现行的
酒类管制法：

- 将旅游利益，社区利益和文
化利益都列入作为酒牌申请
的审核条款之中。

- 对政府旅游机构、警察署长
及公共卫生专员关于酒牌申
请的意见授予同样的重要
性。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重新审核临
时酒牌和延长开业时间的法律
法规，为有良好记录的酒牌持
有人减少繁文缛节，开辟方
便。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废除关于如
第一次申请酒牌被拒需等3年才
可再申请的限制期。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放宽管制，
允许政府认证的旅行社在特定
的情况下提供并出售酒类，如
在旅途开始前提供一杯香槟
等。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允许酿酒厂
为游客提供混合酒类以供游客

品尝。

Executiv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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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轮旅游与西澳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旅游业合
作开发更多在西澳的邮轮旅游
停靠景点，以此吸引更多游客
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西澳原住
民旅游经营者商会合作，开发
更多有西澳原住民特色的多样
化、高品质的旅游景点。

支持乡村地区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从法律角度
允许乡村地区，包括在Swan 
Valley的葡萄酒厂，啤酒厂和
洋酒厂在乡村的农民集市上出
售他们的产品。

知识型经济与推动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投入
200万澳元来贯彻西澳工党的海
外学生教育政策来增加西澳在
澳洲海外学生市场的份额。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继续与Perth 
Education City机构协作推广
西澳的教育产业。

国际贸易与投资

• 在迈高文工党政府领导下，西
澳州长将每年至少一次率商贸
代表团访问外国，以促进西澳
与国际的商贸往来。

Executiv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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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更大更强的西
澳
州基建政策与推动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执政后将邀请
政府和私企资深业界代表加入
到时成立的西澳基建顾问委员
会，直接向州长提供关于基础
建设项目的建议。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综合协
调的基础建设计划来发展我们
的经济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州基建政策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州基
建政策”，通过其来合理安排
西澳州未来20年的基础建设和
投资项目并为企业投资创造稳
定的政策环境。

民间建议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建立有效机
制来保证民间对于基础建设的
建议可以得到应有的评估。

工业园区与推动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成立工业用
地局，该局会减少对于工业园
区和科技园区土地开发的投资
阻碍。

工业用地局将减少繁文缛节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各个市政
府一道合作，通过工业用地局
的机制来确认开发工业用地。

在珀斯北部创造就业机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工业
用地局来主导在Neerabup的
Meridian工业园区，并以其振
兴珀斯北部的工业和科技园
区。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深入考察关
于开发Two Rocks科技园的可
能。

澳 大 利 亚 海 洋 建 造 设 施
（Australian Marine Complex）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宣布澳大利
亚海洋建造设施为工业园区并
将其纳入工业用地局的主导之
下。

Bentley科技园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Bentley科
技园纳入工业用地局的主导之
下。

乡村地区的科技园区与推动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乡村地区
工业园区的开发纳入工业用
地局的主导之下，并开发如
在Collie区的Shotts，Port 
Hedland区的Lumsden Point和
Bunbury区的Kemerton工业园
区。

Executiv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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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的就业 – 西
澳人的就业
通过政府项目合同支持西澳的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为“西澳产
业参与计划”立法来协助西澳
的中小型企业竞标政府项目合
同。

西澳产业参与计划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政府采购
时采取以下原则：物有所值，
推动西澳的就业和职位培训的
机会，促进西澳经济增长和多
样化，决策透明。

通过“西澳产业能力网络” 推动
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每年投入100
万澳元来支持“西澳产业能力
网络”，进而帮助西澳的企业
竞标政府项目合同。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西澳产
业能力网络”合作为政府项目
的主导政府部门和承办商寻找
在项目所在地区可以提供的设
备和服务。

战略性基建项目政策框架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会考虑宣布
一些基建项目为战略性项目，
并因此要求相关项目增加对当
地就业和经济的支持。 

全面执行西澳产业参与计划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要求所有州
政府部门、机构就政府采购和
项目合同全面贯彻执行西澳产
业参与计划，并每年报告因此
政策而对地方经济和就业的扶
持成果。

支持原住民的采购计划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执行原住民
采购计划并力争在2020年把政
府合同的3%交给西澳的原住民
企业。

METRONET（城市交通网）：战略性
基建项目

• 迈 高 文 工 党 政 府 将 通 过 如
METRONET这样的长期基建项目
来推动更多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METRONET
定为战略性基建项目，并因此
要求该项目增加对西澳就业和
经济的支持。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METRONET
的各个建造阶段都推动新的职
位培训机会。

西澳自主建造的客运铁路机车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一个客
运铁路机车建造政策来支持西
澳的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TAFE院校
合作制定相关职务培训的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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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工作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州议会提
起“西澳技术性工作法案”来
要求西澳的大型矿业合同明文
支持西澳本地的技术工作。

国防工业和推动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任命一位国
防工业事务部长和一个国防工
业事务委员会，来为维护西澳
在联邦的国防工业里的利益并
争取更多项目合同。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西澳
国防工业”来维护西澳本地的
国防工业，进而保护并推动西
澳的国防工业就业。

为企业松绑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成立商
业法律法规改革机构为企业松
绑，减少繁文缛节，并保证政
府的相关法律法规是高效且富
有成效的。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为使我们的
经济多元化而致力于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的改革，包括制定
政府部门的关键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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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培训
TAFE职业培训的未来展望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为职业培训
院校恢复“TAFE”这个名字。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TAFE职业
培训院校的职能转变为产业技
能培训中心。最终，TAFE将可
以提供一站式服务，与现有行
业及新兴行业建立直接联系，
在一个场所提供培训和考核，
为雇主、雇员、学徒和工会的
工作需求提供一个便利的联络
点。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改组州培训
委员会和工业培训委员会来确
保他们为业界需要和政府的经
济指导建立直接沟通和联系。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保证手工业
的学徒可以继续在TAFE学习相
关课程。

教学质量管理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立即开启对
西澳所有注册培训机构进行审
核，来确定他们是否有违规违
例行为。政府也将定期对注册
培训机构的课程进行评估来保
证教育开销符合《西澳工党经
济和就业规划》的经济目标。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引入教学质
量管理体系，包括长期的课程
审核来确保由政府资金支持的
课程物有所值。

“职业培训优先”的政策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政府合
同和私企商业行为来尽可能的
增加职业培训的机会：

• 西澳产业参与计划会要求参与
竞标政府项目的企业确立职业
培训的岗位数额。

• “西澳技术性工作法案”将会
来要求西澳的大型矿业合同明
文确立技术工作的培训岗位数
额。

创造更多的职业培训机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

• 要求州政府的每个大型建筑项
目创造职业培训的岗位。

• 并要求州政府资助建设的大型
项目，包括大型的维修合同和
公私合作的合同项目创造职业
培训的岗位。

• 要求所有建筑项目的商业计划
书明文列出预期可以创造包括
职业培训岗位在内的就业数
额。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保证政
府合同的完整性（而不是被化
整为零）来确保承建商完成应
履行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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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建立检查机
制来保证“职业培训优先”政
策的良好执行。

乡村地区的TAFE和推动乡村地区就
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改进“州优
先照顾的职业清单”使其更适
合乡村地区就业的需求并保证
乡村地区的TAFE提供符合未来
就业形势的课程。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推出“乡村
地区职业培训合作项目”来为
乡村地区的TAFE与当地社区建
立长期合作并推动职业培训和
就业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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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小生意
政府合同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为“西澳产
业参与计划”立法来协助西澳
的中小型企业竞标政府项目合
同，同时保证纳税人的钱花得
物有所值。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改组
的“西澳产业能力网络”来协
助西澳州的中小企业竞标政府
合同。这些服务将对中小企业
是免费的。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会考虑宣布
一些基建项目为战略性项目，
并因此要求相关项目增加对当
地就业和经济的支持。 

原住民小生意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执行原住民
采购计划并力争在2020年把政
府合同的3%交给西澳的原住民
企业。

技术性工作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州议会提
起“西澳技术性工作法案”来
要求西澳的大型矿业合同明文
支持西澳本地的技术工作。

微型企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每年投入10
万澳元来增加为微型企业提供
实质而有效的服务。

国防工业合同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西澳
国防工业”来维护西澳本地国
防工业里的中小企业，进而保
护并推动西澳国防工业的就
业。

州基建政策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州基
建政策”来吸引投资和推动就
业。

METRONET

• 迈 高 文 工 党 政 府 将 通 过 把
METRONET定为战略性基建项目
来要求该项目增加对西澳就业
和经济的支持。

客运铁路机车建造政策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一个客
运铁路机车建造政策来要求该
项目增加对西澳就业的支持

工业用地局与发展工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

• 成立工业用地局，该局将旨在
清除对于工业发展和投资的繁
文缛节。

• 与各个市政府一道合作，通过
工业用地局的机制来确认开发
工业用地。

• 宣布澳大利亚海洋建造设施为
工业园区并将其纳入工业用地
局的主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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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Bentley科技园纳入工业用地
局的主导之下。

• 通过工业用地局来推动未来工
业园区和科技园区的开发。

推动珀斯北部的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通过工业用地
局的主导将

• 在Neerabup工业区开发珀斯北
部工业和科技园区。

• 深入考察关于开发Two Rocks科
技园的可能。

乡村地区的科技园区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乡村地区
工业园区的开发纳入工业用
地局的主导之下，并开发如
在Collie区的Shotts，Port 
Hedland区的Lumsden Point和
Bunbury区的Kemerton工业园
区。

“品牌西澳”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咨询各行各
业以求快速确立“品牌西澳”
，通过一个具有连贯性易识
别且灵活的营销方式为西澳的
各行各业争取到市场更大的份
额。

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为
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每年投入
4500万澳元，总值达2亿2500万
澳元的预算拨款。

会展旅游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为会
展旅游，包括商业活动和国内
及国际推广，每年投入4000万
澳元，总共2亿澳元。

珀斯会展局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给珀斯会展
局每年拨款500万澳元来拓展西
澳在会展旅游市场的份额。

邮轮旅游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旅游业合
作开发更多在西澳的邮轮旅游
停靠景点，以此吸引更多游客
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全面发展服务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会把旅游利
益，社区利益和文化利益都列
入作为酒牌申请的考核条款之
中。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重新审核临
时酒牌和延长开业时间的法
律法规，为有良好记录的酒牌
持有人减少繁文缛节，开辟方
便。

乡村地区服务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从法律角度
允许乡村地区，包括在Swan 
Valley的葡萄酒厂，啤酒厂和
洋酒厂在乡村的农民集市上出
售他们的产品。

海外学生教育产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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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澳元来制

亚洲商机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协助西澳的
中小企业与有在亚洲投资的经
验和资源有效的结合起来，从
而支持我们的企业走出国门。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建立一个亚
洲商业门户网站来支持西澳的
中小企业参与出口业。

初创企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投入1450万
澳元作为“新兴产业基金” 用
于给初创企业和小企业提供政
府拨款，包括电脑游戏产业，
从而达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高
科技行业推动就业的目的。

经济创新园区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审核经济创
新园区相关的土地开发法律来
推动开发经济创新园区。

可再生能源产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认识到在可再
生能源领域西澳独特的地理位
置，如绵长的海岸线，开阔的
陆地空间，充足的阳光，发达
的制造和加工业，并会大力推
广本地和海外对西澳可再生能
源技术的投资。

为企业松绑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打击阻碍经
济和就业发展的官僚作风并减
少法律法规上的繁文缛节，致

力于确保政府部门制定的法律
法规是行之有效的。

扶持乡村地区企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加大对乡村
地区企业的扶持力度并保证州
政府采购和建筑项目将增加对
西澳乡村地区的社区和中小企
业的支持。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筛查政府的
法律法规漏洞来保证政府的“
就地采购建议”也适用于乡村
地区的项目。

乡村地区发展委员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所有州政
府出资的乡村地区项目竞标、
合同及招工信息都及时的公布
在乡村地区发展委员会的网站
上。

农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就农业的未
来发展和就业走向，及如何吸
引新的并留住现有的乡村地区
中小型企业而广泛咨询业界。

• 迈高文工党政府认识到潜在的
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对
于西澳经济的益处并会与农业
业界人士一起寻找并发展这些
利基市场，包括出口农业产品
的机会。 

原产地标识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要求饭店出
售的海鲜菜肴标有海鲜食材的
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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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就业
扶持乡村地区企业并创造就业机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加大对乡村
地区企业的扶持力度并保证州
政府采购和建筑项目将增加对
西澳乡村地区的社区和中小企
业的支持。

尽最大可能就地采购、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西澳
产业参与计划”和“就地采购
建议”来尽最大可能的就地采
购、就地创造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筛查政府的
法律法规漏洞来保证政府的“
就地采购建议”也适用于乡村
地区的项目。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州议会提
起“西澳技术性工作法案”来
要求西澳的大型矿业合同明文
支持西澳本地的技术工作。

原住民采购计划和乡村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执行原住民
采购计划并力争在2020年把政
府合同的3%交给西澳的原住民
企业。

乡村地区的职业培训职位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尽可能的增
大乡村地区的职业培训机会。

自然科学回归小学课堂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投入1700万
澳元来推动自然科学回归小学
课堂，包括乡村地区小学的政
策，包括全面开展在全州200
所公立小学新增设自然科学课
程，为每所小学都建设实验室
和使自然科学的学习更新颖，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新兴产业基金”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从“新兴产
业基金”投入450万澳元来支持
西澳的乡村地区。

乡村地区的科技园区与推动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乡村地区
工业园区的开发纳入工业用
地局的主导之下，并开发如
在Collie区的Shotts，Port 
Hedland区的Lumsden Point和
Bunbury区的Kemerton工业园
区。

“品牌西澳”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咨询各行各
业以求快速确立“品牌西澳”
，通过一个具有连贯性易识别
且灵活的营销方式为西澳乡村
地区的各行各业争取到市场更
大的份额。

乡村地区服务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放宽管制，
允许政府认证的旅行社在特
定的情况下提供并出售酒类，
如在旅途开始前提供一杯香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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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从法律角度
允许乡村地区，包括在Swan 
Valley的葡萄酒厂，啤酒厂和
洋酒厂在乡村的农民集市上出
售他们的产品。

乡村地区旅游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

• 改变西澳旅游局的财政预算模
式，从多重变为三重目标：旅
游目的地市场营销，会展旅
游，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投
资。

• 在5年里为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
每年投入4500万澳元，包括商
业活动和国内及国际推广，总
值达2亿2500万澳元的预算拨款
来发展旅游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为会
展旅游每年投入4000万澳元，
总共2亿澳元来支持旅游业。

邮轮旅游停靠景点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旅游业合
作开发更多在西澳的邮轮旅游
停靠景点，以此吸引更多游客
及在乡村地区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西澳原住
民旅游经营者商会合作，开发
更多的有西澳原住民特色的多
样、高质的旅游景点。

乡村地区发展委员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让乡村地区
发展委员会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使西澳乡村地区发展专项基
金“Royalties for Regions”
对于发展乡村地区经济和推动
就业的开支可以物有所值。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所有州政
府出资的乡村地区项目竞标、
合同及招工信息都及时的公布
在乡村地区发展委员会的网站
上。

乡村地区的TAFE和推动乡村地区就
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改进“州优
先照顾的职业清单”使其更适
合乡村地区就业需求并保证乡
村地区的TAFE提供和未来就业
形势相符的课程。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推出“乡村
地区职业培训合作项目”来为
乡村地区的TAFE与当地社区建
立长期合作并推动职业培训和
就业创造机会。

加大对农业的重视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就农业的未
来发展和就业走向而广泛咨询
业界并将此作为我们的“亚洲
商务战略”的一个重点。

• 迈高文工党政府认识到潜在的
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对
于西澳经济的益处并会与农业
业界人士一起寻找并发展这些

Executiv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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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基市场，包括出口农业产品
的机会。 

Kermerton食品集散中心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各方就成
立Kermerton食品集散中心的事
宜展开进一步探讨。

Boyanup畜牧业贸易区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Capel县合
作寻找合适的场所建立Boyanup
畜牧业贸易区并由此来替代现
有的Boyanup畜牧业大卖场。

• 迈 高 文 工 党 政 府 将 对 替 代
Boyanup畜牧业大卖场的畜牧业
贸易区的申请给予政策照顾并
加快审批速度。

原产地标识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要求饭店出
售的海鲜菜肴标有海鲜食材的
原产地。

Executiv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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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亚洲
亚洲商务战略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一份整
个政府的亚洲商务战略来鼓励
西澳的小型企业向亚洲发展及
推动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任命一位亚
洲商业事务部长。

做好准备迎接亚洲世纪：贸易、投
资和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会大力在亚
洲地区推销西澳在教育与培
训、矿业与能源等产业的竞争
优势和独特的理念来推动就
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如亚洲
商业事务处等政策来协助西澳
的企业与有在亚洲投资的经验
和资源有效的结合起来，从而
支持我们的经济。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每年主办一
届西澳东盟对话论坛，并同时
举办亚洲贸易与投资展暨亚洲
艺术节。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建立一个亚
洲商业门户网站来支持西澳的
中小企业参与出口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成立一个由
西澳州首席建筑设计师主持的
设计专业顾问委员会来协助我
们的设计师走向亚洲。

政府对政府间的亚洲事务关系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让州长，各
部长及议会上下两院议长定期
访问亚洲国家。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要求相关政
府部门制定支持亚洲商务战略
的相关计划。

了解亚洲：教育和文化往来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相关机
制旨在让西澳成为亚洲地区首
选的留学市场，从而为西澳创
造更多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出台方案资
助已完成高考的西澳学生参加
在亚洲国家为期一个月的交流
活动。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开启对同时
举办年度西澳东盟对话论坛和
亚洲艺术节事宜的调研。

Executiv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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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经济现今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
如何跨越从依赖矿业到使我们的
经济多元化，从而为我们预期到
2026年将增长到327万的人口提供
适宜的就业，住房，教育和公共设
施。1

在经过了十余年由矿业设施建设和
投资热潮所带动的繁荣，西澳的经
济正在面临变迁。矿业设施建设多
已竣工，从建设改为投产。这种变
迁所带来的阵痛已逐渐显现，随铁
矿石价格大幅下降及矿业相关投资
的减少，政府矿业税收也在减少而
失业率却在上升。毫无疑问，这些
变化将会影响我们未来许多年的经
济发展，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

对于熟知矿业价格周期性的西澳人
民来讲，这些变化并不奇怪。事实
上，政府可以通过增强政府财政能
力来应对将要发生的改变，进而在
私企商业活动减少的大环境下支持
就业和刺激经济发展。

通俗来讲，称职的政府在这种已知
的矿业环境下完全可以防患于未
然。

放在澳洲任何其他州政府，他们都
应该会通过矿业繁荣所带来的巨额
政府收入来尽可能的降低政府借
贷，以应对矿业产品价格不可逆转
的下降。

1 Department of State Development, WA Economic Profile, November 
2015, p1

但是，西澳的自由党州政府未能做
这点。

自由党政府把2008年从工党接手了
有史以来最好的政府金融状况在
2015-2016财政年转变为310亿澳元
的政府负债，到2018-2019财政年
将预期达390亿澳元。2

这个转变是在西澳经历了一个显著
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然而，由于自由党对州政府矿业税
和政府负债的管理不善，现在西澳
经济正处于一个比在全球金融危机
时更岌岌可危的状况。

尽管面对西澳工党和多位著名经济
分析师的一再警告，自由党政府继
续我行我素，不负责任的依赖财政
部过分乐观的铁矿石和原油价格预
测。至此，这些预测将州政府财政
置于一种不可想象的劣势地位，财
政收入减少仅仅3%就将把西澳州的
政府赤字逼到创纪录的水平。

Western Australian Public Debt: 2001 - 2019

2Government Mid-Year Financial Projections, Statement 2015-16,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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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总共净债务从2008年36亿
澳元增加到现如今的390亿澳元。1

同期，政府收入虽然增加了40%，
但政府支出也激增了50%.

Net Operating Balance General Government

 

西澳州在15年来第一次产生了政府
赤字。虽然这个困难是自由党政府
造成的，西澳工党有义务制定相关
政治、经济主张予以应对。

西澳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比澳
大利亚的人均收入要高，如下图所
示，在2001年起15年里的12年，西
澳的人均收入要高于其他州。按照
财政部目前的预测，这样的情况将
至少持续到2017-2018年。

State Revenue Per Capita 2001-18

 

1 Government Mid-year Financial Projections Statement; p4

自由党政府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在2014-2015财政年里，西澳的矿
业、原油出口收入减少18.5%。2

同年，经营投资减少12.7%；3而在
过去10年每年的平均增长是11.3%
；4企业投资的价值也下降了11％
到630亿澳元。5

在2015-2016财政年度，西澳的经
济增长率降低到2%，是自1990-
1991年以来最低的。6

西澳丧失AAA信用评级

在评估了西澳自由党政府财政纪律
性之后，信用评级机构Standard 
and Poor’s和Moody’s在2013年9
月剥夺了西澳的AAA信用评级。

Standard and Poor’s在2013年11
月和2015年4月评估自由党政府的
经济政策时严厉的批评了自由党政
府，援引自由党政府“极为有限的

政治意愿去开源或节流”。7

2  Western Australian Economic Profile February 2016; p1
3  Ibid, p1
4  Ibid, p3
5  Ibid, p3
6  WA State Budget 2015-16; Budget Paper 3; p1
7  Standard and Poor’s, Supplementary Analysis, Western Australia, No-
vember 13 2013,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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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这个潜在的‘下
滑’反映了，州政府在经济难题前
不愿做出决定。由于没有实施相应
的政策，看起来西澳不会实现这
些目标，其预算的效用将大幅减
弱。”1

2015年4月，Standard and Poor’s
把西澳的信用评级降为AA+，对未
来西澳经济展望持负面态度并开出
以下警告：

“除非西澳政府马上对2015-2016
财政年度的预算采取显著的应对、
改进措施，西澳的2014-2018年每
年平均政府运营赤字将达1.2%；这
种持续的赤字状况将让西澳政府再
次增加政府负债，西澳政府到时也
将不再符合AA+的信用评级。”2

2016年1月，联邦银行CommSec机构
的各州经济状况报告将西澳降级为
澳大利亚6个州的第五位，援引放
缓的人口增速和上升的失业率对经
济发展的负面影响。3

1 Standard and Poor’s Press Release, Ratings On State of Western Aus-
tralia Placed On CreditWatch Negative On Weakening Budgetary Position, 
April 14 2015
2 Ibid 
3 CommSec; State of the States January 2016 State and Territory eco-
nomic Performance report; p3

人口增长

根 据 澳 大 利 亚 统 计 局 资 料 显
示 ， P e r t h 是 澳 洲 人 口 增 长
最 快 的 首 府 城 市 。 在 珀 斯 之
外 ， 人 口 增 长 最 快 的 地 区 是
usselton，Karratha，Australind
和Leschenault。4

西澳2015年的人口是260万，比
2014年同一时期多出33213人；但
比过去10年平均每年增长2.6%要
低。5

西澳的人口增长预期由于矿业整体
的整合，在未来会逐步放缓，从
2013-2014年度2.6%到2015-2016年
的1.5%，在2017-2018和2018-2019
年稍有回升，至2.2%。6

西澳人口增长最快的地方是珀斯的
外围近郊。这些地区本来就是急需
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服务。

2015年初，自由党政府在执政7年
之后才公布了他们的珀斯未来发展
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说现有房
屋拆迁新建目标是47%，但却无法
解释如何从现在的28%增加到这个
目标。自由党的这个计划草案也没
有提及需要建立综合的公共交通系
统。

珀斯的人民需要承受一个不称职的
自由党政府，面对人口增长无法提
出相应的高密度居住规划政策所带
来的后果。7

4 Western Australian Economic Profile February 2016; p2
5 2015-16 WA Economic and Fiscal Outlook, p14
6ABS 3218.0 Regional Population Growth, Western Australia
7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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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状况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2016年2月的
资料显示，西澳的失业率创历史最
高。西澳的失业率也高出澳洲平均
值很高。

在过去10年里，西澳的失业率是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但是因为矿业
的主要活动从设施建设和投资转为
投产，西澳的失业率达到了6%。
全国平均失业率是5.8%。西澳政
府预测2015-2016年的失业率将达 
6.25% 。1

即，在2016年2月西澳有85900为失
业人士。2这个数字也代表从2008
年10月西澳多了57200位失业的
人。

这是自由党政府经济管理失误直接
造成的后果；自由党政府未能使西
澳经济多元化并在矿业之外的行业
推动就业。尽管矿业设施建设结束
的时间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届自
由党政府没有采取措施应对因设施

建设结束而带来的失业问题。

WA Unemployment Rate3

1 Western Australian Economic Profile September 2015; p2
2 2ABS catalogue 6202.0 Unemployment rate, States and Territories, 
February 2016
3ABS Release 6202.0 - Labour Force, Australia, Feb 2016

 

乡村地区失业状况

乡 村 地 区 的 失 业 问 题 更 为 严
重：Kimberley为13.2%，Gascoyne
为8.7%。其他乡村地区的失业率也
超出全国平均水平。而自由党政府
并没有任何措施来处理乡村地区失
业问题。4

自由党政府支持乡村地区企业的
政策很多时候都无法对大型项
目起到制约作用。4亿8000万澳
元的西澳乡村地区发展专项基
金“Royalties for Regions”只
有17%用到支持乡村企业上。5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政府政策必须
要求政府项目与采购通过“就地采
购建议”的规定来支持乡村地区的
企业和就业，从而尽最大可能保证
乡村地区的商业与就业是可持续发

展的。

4 ABS Release 6202.0 - Labour Force, Australia, Feb 2016
5Legislative Assembly Question On Notice No 3902-3923 and No 3925, 
Thursday 26 Marc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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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失业问题

西澳州15-24岁青年的失业率继续
攀升到10.7%，相当于每8个参加工
作了的青年人就有1人失业。1

青年失业的问题原因可能是多种多
样的，但有一个状况是显而易见
的，即过去那些入门级别的工作机
会现在变得稀缺，有些甚至已不复
存在。我们对效率和便利的追求带
来了技术变革，同时使一些入门级
别的工作机会消失。一个很好的例
子这是网上购物和自助结账服务使
得收银员变得不再像过去一样必不
可缺。

TAFE的学费从2013年起爆增了510%
，这让很多西澳人负担不起读职业
技能的课程；从而让青年失业问题
雪上加霜。

自从2012年，有超过26%的学徒无
法完成学徒期而退出。

“从西澳州政府的职业培训部资
料显示，在2015年9月有19872人
在学徒，而在2012年那时有26986
人。”2

西澳也有非常高的学徒流失率，许
多人在课程结束前辍学。高流失率
凸显了当下对青少年学习支持来降
低辍学率，并对TAFE教学系统改造
的迫切需要。

1 Meredith Hammat, Secretary Unions WA Media Statement 17 September 
2015.
2 Job seekers urged to look at trades, not uni; West Australian; Macdonald, 
Kim; 22 January 2016; p28

矿业、能源产业

西澳的矿业和能源产业对西澳经济
的贡献是非常显著的，也是就业和
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

西澳的能源出口是多样的。大量的
液化天然气储备将保证西澳是本世
纪重要的能源出口地区。西澳也生
产占全澳70%的黄金和大量的盐和
镍。

但从西澳矿业和能源产业商会的资
料显示，西澳能源产业的就业将预
期从2014年的105200个岗位减至
2025年的87000个。3

面对世界经济转型的挑战和其所带
来的震荡，自由党政府对西澳经济

管理是失败的。

3 2015-2025 Western Australian Resources Sector Outlook;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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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食品

农业是西澳的第二大出口行业。小
麦，羊毛，牛、羊肉是我们作为世
界上最卫生最安全的出产地数目众
多出口产品的一部分。

西澳农产品的总值大约是116亿澳
元（2014-2015年），也是西澳人
重要的就业来源，大约有30000位
西澳人在从事农业工作。1 

粮食是西澳农业经济的最大一部
分，在出口行业里排在铁矿石，
石油和天然气，黄金之后的第四
位。2粮食价格在2014-2015年下跌
了17%。同期，西澳粮食出口增速

也在放缓。3

Principal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4 

自由党政府从农业部裁撤几百个职
位和削减数百万的科研经费。

在自由党政府自己的科学宣言报告
里，农业是五个优先支持的领域之
一。

1 Western Australian Economic Profile February 2016; p6
2 www.agric.wa.gov.au
3 Western Australia Economic Profile, February 2016, p6
4 Ibid, p6

然而，这样大量削减工作人员和科
研经费将让自由党政府的农产品生
产翻番的目标很难实现。

农产品是涵盖农业，林业，渔业，
珍珠采集业，食品同饮料制业的产
品。在2013-2014年，农产品出口
增加了10%至76亿澳元，但在2014-
2015年下跌了23%至45亿。5

全球对于高品质且安全的动物蛋白
质的需求是西澳成为世界领先的活
畜、奶制品和猪肉制品出口地区。
西澳对于善待动物有很高的标准，
我们的良好声誉将继续使西澳活畜
出口业受益。

在全球食品贸易总额里，澳大利亚
占不到3%。西澳出口了近80%的农
产品给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尼和
越南。在2014-2015年，西澳的农
产品出口大约为72.2亿澳元。6

世界人口预期在2050年达到97.25
亿人，7而为养活这么多人口的挑
战就会保证农业将继续有发展的潜
力，如在粮食生产，食品战略安
全，新科技，研发，可持续性和人
力资源等方面。

我们的农业将为西澳提供一个令人
羡慕的契机进一步实现经济多样
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为世
界食品需求作出贡献。

5 Western Australia Economic Profile, February 2016, p6
6 www.agric.wa.gov.au
7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United Na-
tions NY, 2015 Revision,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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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旅游业是西澳重要的经济支柱，为
西澳创造94000份工作并为经济注
入89亿澳元。1

我们的旅游业是多元的，从国际学
生到其他州来的游客，从大型活动
到个人旅游。2

旅游业活动以珀斯为中心向外扩
展，大约有60%的游客主要在珀斯
活动，21%的到访西澳西南地区，
还有7、8%去西澳北部的珊瑚海
岸、西北地区和金矿地区。

然而，西澳旅游行业仅占全澳旅游
的直接收入的10.3%，而且近来还
有所下降。

推广和支持西澳旅游业对于创造就
业机会和使我们的经济多样化至关

重要。

International Visitor Survey3

1Investing in WA Tourism, published online at www.tourism.wa.gov.au
2Tourism WA Fast Facts, September 2015, pg4
3International Visitors in Australia: December 2015 Quarterly Results of the 
International Visitor Survey, pg 8

自由党政府未能利用旅游业使我们
的经济多样化并创造就业机会。正
如2015年的国际游客调查所报告指
出，西澳在旅游业上已经被澳大利
亚的所有其他州都抛在了后面。

这些调查数字还显示，2015年国际
游客在西澳的开销比2014年同期下
降了4.72%。4同时，国际游客在其
他州的开销却激增，如昆士兰9%，
新南威尔士19%，维多利亚30%，塔
斯曼尼亚34%。他们的增长让西澳
相形见绌。5

西澳正在与东部各州在旅游业里展
开激烈的竞争。西澳不仅仅是资源
大州，西澳应该成为澳大利亚的旅
游首选地。

International Visitor Numbers and Spend by 
State, Year Ending December 20156

4Tourism Research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Visitors in Australia - Year Ending 
December 2015
5 Tourism Research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Visitors in Australia - Year Ending 
December 2015 
6Tourism Research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Visitors in Australia - Year Ending 
December 2015

State Year 
ending 

Dec 2014 
($’000)

Year 
ending 

Dec 2015 
($’000)

Change

1 NSW 75,991 85,766 13%

2 VIC 49,874 58,155 17%

3 QLD 46,697 53,029 14%

4 WA 28,593 28,330 -1%

5 SA 8,643 9,855 14%

6 ACT 4,543 5,099 12%

7 NT 4,752 4,062 -15%

8 TAS 3,179 3,24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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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西澳制造业为西澳经济创造逾219
亿澳元的外汇收入。制造业出口占
全西澳出口的17%。1制造业以每年
4.8%的速度增长。2

我们的制造业代表了西澳经济总量
的4.9%。3

制造业对就业的贡献在西澳的各行
业排第七，有超过8900个用人单位
为91000人创造就业机会。值得注
意的是，85%的西澳制造业企业年
营业额少于200万澳元。4

制造业经历了西澳其他行业都没有
经历过的就业流失。其中，又以食
品加工业和金属加工业首当其冲。
但其他与金属有关的制造业里的就
业有强劲增长。

与此同时，自由党政府未能保证在
矿业和能源产业里以及政府基建项
目里保证更多的西澳就业机会。

西澳工党在2011年和2012年在议会
两次提起“西澳技术性工作法案”
。此法案的目的是近最大的可能来
推动西澳本地的就业，特别是在矿
业繁荣期。然而自由党政府两次反
对这项提案。

矿业周边支持性行业里的许多企业
因自由党政府未能运用监管和经济
举措来使矿业繁荣带来的利益合理

分享而破产。

1 CCI WA, ‘W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t a glance’ (April 2015) <http://
cciwa.com/docs/default-source/membership/membership-manufacturing-
flyer-april-2015.pdf?sfvrsn=2>
flyer-april-2015.pdf?sfvrsn=2>
3 CCI WA, ‘The Future of Manufacturing: A Vision for WA’, p27
4 Ibid, p27

Job losses in manufacturing in 2015

17 November 2015 Wesfarmers 300 jobs cut5

29 October 2015 Solahart 100 jobs cut6

30 September 2015
PepsiCo 
shutting Smith’s 
factory

300 jobs cut7

1 April 2015 Austal 300 jobs cut8

5Peter Klinger, The West Australian, 17 November 2015
6Daniel Mercer, Ben O’Shea, The West Australian, 29 October 2015
7Kim MacDonald, The West Australian, 30 September 2015
8720 ABC Perth at 7.45am, Roth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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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

西澳的零售业雇用了比任何其他行
业都多的雇员，占州生产总值的
3.1%。1

零售业的格局因与网上购物，消费
者信心疲软，和需要在大型超市里
经营等原因而发生重大改变。所有
这一切都冲击着中小型零售业者。

零售业毫无疑问的会受到攀升的失
业率，走低的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及
西澳和其他国家矿业繁荣结束的影
响。

如果消费者信心继续疲软，小型零
售业者的生存就会岌岌可危。

1ABS- 1367.5 WA Statistical Indicators: Retail Industry in WA

建筑业

建筑业为西澳州提供了11.1%的就
业，并贡献了9.7%的州生产总值。
目前有15万西澳人从事建筑业。2

建筑业也提供了西澳州48.3%的学
徒职位。这个行业对于未来学徒及
培训至关重要。3

目前估计约有20000名建筑业工人
在从事能源业里的工作。这个数字
比2013年少了9000。4

在过去8年里，自由党政府在矿业
繁荣期却打造他们CBD的面子工程
项目，与矿业在建筑项上竞争，使
得整个建筑业的施工成本暴涨。

其结果就是，西澳在经历了因矿业
繁荣所带来历史上少有的超高财政
收入后却负债累累。同时，政府也
没有任何使西澳经济多元化和推动

就业的规划。

2Construction Industry Snapshot - WA, January 2016
3Ibid
4Ibid

The WA 
Econom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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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培训

西澳的教育系统和学校现今承受着
巨大的压力。2013年自由党政府再
次削减的对教育的财政预算。这次
的削减对学校为学生提供高质量教
学的负面影响立即就显现出来。财
政预算的削减在2014年继续。 

• 从2013年起自由党政府对教育
的削减如下：

• 财政预算削减超过2亿澳元；

• 超过600个教学岗位被裁掉；

• 超过400个教育助理的职位被裁
掉；

• 105个原住民教育管理职位被裁
掉；

• 150个教育部专职教育事业的公
务员职位被裁掉；

• 强迫200个教育部的其他职员离
职。

自由党政府声称这些是教育改革“
以学生为中心的预算模式”的必
要举措。事实上，这些削减和教
育改革没有任何关系。“以学生
为中心的预算模式”改革设计
师，Richard Teese教授表示他担
心教育体系职位和预算的削减严重
影响了教育改革的可行性。

这些削减导致了教师锐减，每个班
级学生数量大增，学校可以用在教
学上的经费也减少了。

教育助理是协助那些有额外需要的
学生，来帮助他们集中精力而且不
要影响到其他同学的学习，教师也
可以专注教课。

如果没有足够的教育助理，教师就
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来帮助那些需要
额外帮助的同学，也就是说教师花
在其他同学上的时间就更少了。

2015年自由党政府进一步削减对于
教育的财政预算，这次从初中、高
中部分削减4千500万澳元。这些削
减是前所未有的。它增加了整个公
共教育系统的财政压力，让许多学
校得不到应有的资金支持。

西澳公立学校因预算日益减少而正
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但与此同
时，学校需要录取更多学生的压
力每年都在增加。在2015年开学时
比前一年同期多了9000名学生进入
公立学校。在2016年，从学前班到
12年级总共有30万名学生在公立学
校，比前一年增长3%。

从“以学生为中心的预算模式”的
改革开始时起，学习第二语言的经
费就被削减了，这造成了几乎30%
的公立学校不再教第二语言。

为了让西澳在不断发展的亚洲市场
有竞争力，英语之外的亚洲语言应
该是学校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放弃外语教学将对我们的经济
发展有负面的影响。

自由党政府对于修建新的学校也毫
无建树。西澳政府每年应至少新建
6所小学才跟得上人口增长和城区
扩张。然而，在过去两年的州政府
预算里只有4所小学的资金。

这进一步证明自由党政府在规划基

础设施方面是不称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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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FE

TAFE学费从2013年起爆增了510%，
这使得职业技能的课程遥不可及。
因此TAFE的入学率在2014年下跌9%
，预计在2015-2016年会进一步下
降。

除此之外，在2014年末2015年
初，TAFE各个分校削减相当于325
个全职职位的467工作岗位。另
外，自2014年末起，原来87%的各
种课程在TAFE已经不再授课。1

这些对TAFE系统简单粗暴的削减将
严重限制成千上万西澳年轻人通过
学习技能而获得有体面工作的机
会。

随着矿业繁荣的衰退，让西澳人获
得更多技能变得至关重要。

目前在西澳乡村地区，TAFE课程被
废除，资金被削减，学费激增。西
澳乡村地区的年轻人上大学或TAFE
的可能性比珀斯的年轻人少一半。

根据2015年4月对西澳议会公布
的信息，2西澳乡村地区的TAFE在
2014年末削减相当于55个全职职位
的各种岗位，在2015年6月继续削
减21个岗位。

1Legislative Assembly Question on notice 3604 Wednesday 25 February 
2015 and Legislative Assembly Question on notice 3605 Thursday 19 
March 2015.
2Legislative Assembly Question on notice 3605 Thursday 19 March 2015

注册培训机构

在西澳，多数职业培训是由私人机
构完成的。2015年6月，西澳的审
计长报告有35%的职业培训机构“
严重地”不符合州政府规定的标
准。3这项报告强调了西澳需要更
好的机制来保证西澳的职业培训是
合格的。

在2013-2014年，培训认证委员会
审计了323个注册培训机构，通过
审计发现了35%的机构严重不合
格，22%的不合格。

该报告也显示有些注册培训机构故
意让回答错误、工程课目却没有实
际动手操作的考核，或雇了没有专

业经验的人教学。

3Office of the Auditor General, Regulation of Training Organisations (Report 
11 – June 2015)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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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型经济

西澳每年迎来40000多名海外学
生。海外学生为西澳经济带来12亿
澳元，直接和间接的创造14000个
职位。然而，西澳仅得到全澳7%的
海外学生的市场份额。

2014年，海外学生为西澳贡献了
12.84亿澳元，相当于所有外国访
客每年在西澳总开销的34%。1

然而，维多利亚州的海外学生给他
们的经济带来43.65亿澳元，占全
澳海外学生的市场份额的28.9%。2

全球范围的国际教育需求正在增
长，预计到2020年会有额外300万
名海外学生。3

这种对国际教育的需求为西澳在知
识型经济里提供了一个使经济多元
化和推动就业的绝佳机会。

国际教育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全球产
业，教育出口地区之间的竞争非常
激烈。自由党政府未能认识到这一
点，没有为Study Perth，一个为
推广珀斯和西澳国际教育有几十年
经验的机构提供足够的资金以吸引
国际学生来西澳。

为吸引国际学生来西澳学习，行之
有效的营销是关键，然而自由党政
府未能充分利用这次机会。

1 www. studyperth.com.au facts sheet – August 2015
2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 for Victoria 2013-2018 p7
3Ibid, p6

创新、信息及通讯

西澳被信息产业评为是澳洲对这个
产业支持和态度最差的一个州。西
澳本地的业界认为自由党政府忽视
了信息产业，后果就是信息产业人
才未能跟上市场需求。4

自 由 党 政 府 之 前 想 使 F i o n a 
Stanley医院“无纸化”，但IT技
术没有跟上所以失败了。这证明了
当下政府对数字化经济规划、管理
和投入的迫切需要。

在2014年4月初，西澳州议会的教
育卫生委员会发布了其对Fiona 
Stanley医院的质询报告：

“我们本来期望（卫生）部长对承
包商关于“无纸化”项目会要求更
多的信息，特别是考虑到在2012年
12月的汇报中提及因信息及通讯技

术问题所带来延误的可能。”5

High tech jobs have a strong multiplier effect.

Research shows that for each high-tech job, 

five additional jobs are created outside the 

hi-tech sector.

1 Tech = >5 other jobs6

高科技工作会带来很强的乘数效
应。研究表明，每个高技术工作会
附带推动5个非高科技工作。

4 IT News, 19 June 2014, www.itnews.com.au 
5 WA Parliament Education and Health Committee
6 Enrico Moretti, Professor of Economics California University, 2012, 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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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澳大学UWA能源、矿业系的
State of Mind报告，珀斯有着全
球第四、全澳第一的人均工程师
数。1

该报告还指出，在许多颠覆性技术
上西澳有着显著的研究专长。这些
技术包括：储能，可再生能源，先
进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地质地
貌恢复，先进的机器人和自动化
等。2 

然而西澳在初创公司和游戏产业已
经落在其他州之后了。2/3的澳洲
初创公司在悉尼，40%的游戏产品
来自墨尔本。

自由党政府没能提供政策支持和引
导造成了西澳现在在这些行业表现
差强人意。

州长巴奈特先生轻蔑地认为创新行
业要超越矿业是“肤浅的”。

“你可能听说过，在过去几天的评
论称矿业繁荣已经结束，我们要成
为创新社会或任何其他什么 - 你
知道，这个想法是有点肤浅”，巴
内特说。”3

西澳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制
定可以使我们经济多样化并创造新
就业增长机会的政策。

1 Knowledge Society, State of Mind: Western Australia’s new landscape of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2015, p30
2 Ibid pp33-39
3 Nick Sas, West Australian; Barnett calls innovation focus shallow; Decem-
ber 8, 2015

可再生能源产业

自由党政府让可再生能源产业很失
望：

“......只为满足可再生能源目标
而在现有构建上增加容量......是
昂贵且不那么好的选择。西澳完全
可以通过向东部各州购买他们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目标配套证书来来满
足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Mike Nahan 博士，议员，能源部
长，2013年10月8日，西澳能源大
会

自由党政府已表示它不会为可再生
能源发电的项目投资，因为他们认
为市场上的发电量供过于求。

 “…我们是…即使我们不需
要也被迫买风车......”

Mike Nahan 博士，议员，能源部
长，2013年4月17日，州议会

澳 大 利 亚 可 再 生 能 源 机 构
（ARENA）打算以1亿澳元的资金来
支持大规模太阳能发电厂。在22个
已申请资金的项目中，只有1个是
西澳的。4

相比之下，昆士兰州政府的“太阳
60计划”协助昆士兰的可再生能源
公司申请ARENA的资金。因此，在
这一轮的拨款中有10个项目来自昆
士兰。5

4Giles Parkinson; ARENA considers another round of large scale solar fund-
ing, 22 January 2016
5 Shane Wright; West Australian; Barnett Government blasted over Solar 
Support; January 22, 2016;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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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劳动密集度比煤
炭发电业还要大，而且机械化程度
比较高，投资需求也大。这意味
着，平均而言每一度由可再生能源
产业发出的电要比由煤炭发出的电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1

在2013-2014年，西澳是全国各州
中可再生能源产业创造全职职位最
低的。这大概相当于820个全职职
位，或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产业总
就业人数的7%。2

西澳的现状衬托了其他州，如新南
威尔士州（可再生能源产业创造全
职职位最多，2950个全职职位，
可再生能源产业总就业人数的22%
），维多利亚州（2810个全职职
位，可再生能源产业总就业人数的
22%），昆士兰州（2520和20%），
南澳（1330，11%）和塔斯马尼亚
（1450，12%）。3

2011-2012年和2013-2014年，西澳
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流失了920全职
职位，从1740个下降到820个，即
整个行业的就业缩水53%。4

自由党政府一再展示出它对可再生
能源技术的仇视。2013年自由党政
府计划取消居民太阳能供电补助。
后来因强大的民意反弹而退缩。

2015年初，自由党政府面对因社会
对电力需求下降而减少的收入，考
虑了把电费的收费结构分拆为设施

1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UCSUSA) ‘Benefits of Renewable Energy’ 
<http://www.ucsusa.org/clean_energy/our-energy-choices/renewable-
energy/public-benefits-of-renewable.html#.VkqnCF63E5U>
2 ABS, ‘Employment in Renewable Energy Activities, Australia, 2013-14’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mf/4631.0>
3 Ibid
4 Ibid 

费和使用费。这意味着那些有太阳
能发电板和从州电网用电很少的客
户将付较高的电费。

在2015年底，自由党的财政部长
说“州政府将在2016年5月的财政
预算考虑改革供电补助系统”。5

自由党政府不理解开发和投资可再
生能源作为未来能源的重要性。迈
高文工党政府了解西澳需要在可再
生能源产业定位，并以此来充分利
用未来的创新和机会推动西澳未来
就业的重要性。

5 Dr Mike Nahan MLA, Treasurer and Minister for Energy; Perth Now; 
December 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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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交通基础设施

自由党政府的运输和基础设施规划
从来都是拙劣混乱。他们对货运
交通最出名的项目Perth Freight 
Link就是证明：

• 在自由党自己的论证书里指出
有42%的货车不会使用Perth 
Freight Link这个16亿澳元的
货运高速路。

• Perth Freight Link最后终止
的地方是天鹅河的南岸，而
Fremantle货运港口是在天鹅河
的北岸，这个有根本性错误的
设计将使Fremantle那里出现极
为严重的交通瓶颈状况，并使
Stirling桥的交通堵塞状况变
本加厉。

• 项目的第一阶段招标在设计最
终确认前就发布了。

• 根据当前预测，Perth Freight 
Link建成两年内Fremantle港吞
吐力就饱和了。

• 自由党的州长在2015年8月承认
他们还“......没有做好规划
工作，选择路线，决定是在地
面还是隧道，设计工作，做工
程或环保相关的工作”。1

• 项目第一阶段合同在商业计划
书完成前就在2015年12月被自
由党政府签署了。

• 2015年12月，西澳最高法院
判定西澳州环境保护局在批
准Perth Freight Link-Roe 
Highway第8阶段时丝毫没有考
虑过其公布的环保政策。

1 Public Meeting North Fremantle, 25 August 2015

不仅Perth Freight Link从根本
上就是一个漏洞百出的项目，而
且这也无视了西澳两党长期以来
对于建设第二个货运港口的共
识。Perth Freight Link完全帮不
到在Kwinana的第二港口。

铁路基础设施在Fremantle港和
Kwinana港区域是现成的。虽然需
要一些升级，但所产生的费用只是
建设Perth Freight Link的一小部
分。

西澳工党的首要任务是把货运从公
路上移到铁路上。这是货运问题长
期解决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澳政府对铁路货运的预计是从现
在的每年7500万吨到到2030年的1
亿3000万吨。2

自由党政府把他们对于铁路货运
30%的目标下调到23%。

然而，铁路货运现在只占货运的
13%，他们并没有任何明显的政策
来发展铁路货运或为改善铁路网而
投资的计划。

与此同时，一个破坏长期规划的问
题出现了。自由党政府突然宣布计
划出售公共财产来填补州财政漏
洞。Fremantle港赫然在列。

自由党政府在宣布出售共有财产时
没有公开任何商业计划。过去几年
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本的类似港
口在私有化之后都毫无例外的对使
用者增收了使用费。

2 WA Regional Freight Transport Network Plan,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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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政府对于基础设施和交通运
输规划的全盘失败从上面的例子可
见一斑，这严重的威胁了我们的未

来发展。

西澳的出口需求继续走高，在所有
港口的进出口贸易也有继续发展。
虽然西澳仅占全澳人口的10%，但
澳大利亚超过一半的出口是从西澳
港口出发的。1

自由党政府混乱的规划程序往往让
各个项目矛盾冲突。西澳需要迈高
文工党政府来为西澳重新制定全套
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来为我们的经
济和就业争取最大的利益。

结论

自由党政府在众多利好的情况下，
如创纪录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
消费者信心，却把西澳的经济管理
搞砸了。他们没有管理好对于民生
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向‘后矿业繁荣时代’的过渡所带
来的问题验证了经济专家和西澳工
党关于经济多元化和创造就业机会
意见。

西澳现在的失业率已超出全国平均
值，消费者和企业信心低靡，并且
15年来首次出现政府财政赤字。

西澳需要迈高文工党政府来为西澳
重新制定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并妥善
管理如学校和医院等关乎民生的公
共事业。

1 Western Australian Economic Profile September 2015, p8 

迈高文工党政府已为珀斯和西澳乡
村地区量身定制了经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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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于确保创新
为我们西澳未来的经济驱动力。

随着科技重塑着当前的各行各业，
据估计在未来的20年里，澳大利亚
有超过40%工种可能会消失。1

西澳是澳大利亚唯一还未确立“创
新、信息及通讯”政策和任命相应
部长的州。

“创新、信息及通讯部长”和“创
新、信息及通讯厅”将为整个产业
起到急需的协调作用。这些举措将
推动更多就业和更有效的法律法规
系统：

• 通过任命西澳州有史以来第一
个“创新、信息及通讯部长”
和成立“创新、信息及通讯
厅”，协助刺激高科技和新兴
产业的就业和经济增长。

“创新、信息及通讯厅”将会与业
界一起鼓励合作从而推动创新和创
造新产业。该厅也会考虑任何可以
减少监管负担的经验并让政府部门
更有效率运作的科技。

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
等学科总是会涉及到创新、信息及
通讯和计算机技术。创新、信息及
通讯技术可以让我们获得各种互联
网资源，同时对学习自然科学、科
学技术、工程及数学也是不可或缺
1 Durrant-Whyte, H, McCalman, I, O’Callaghan, S, Reid, A, and Steinberg, 
D, The Impact of Computerisation and automation on future employment’, 
in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ustralia 2015, Australia’s 
Future Workforce, p58

的。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为西澳确
立“创新、信息及通讯”展望
和相关政策，并公布“西澳科
学、技术、工程及数学”政策
来支持创新和增加新的就业机
会。

矿业繁荣为我们打造了一批受过教
育且在工程、矿业软件和环境科学
有很高技术的人才库。我们面临的
挑战是如何利用这些天然优势拓宽
我们的经济和刺激对创新企业的投
资。

我们也有可能通过与业界的合作和
使州政府知识产权商业化来为政府
财政收入开源。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政府所
属知识产权商业化来为政府收
入开源。

重要的是，对自然科学、科学技
术、工程及数学等学科的投入需要
满足关键战略性目标，且与整个政
府的战略步调一致。这将提供最佳
的协作方式来鼓励私营企业与公共
部门、产业和研究机构就商业化调
查研究。

The 
Innovation 

Economy

创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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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基金”和初创企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给“新兴产业基
金”注入1450万澳元支持和加快游
戏业和和初创产业来使经济多元
化。这项投资将在众多行业创造就
业机会并为这些公司创造投资机
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投入1450万
澳元作为“新兴产业基金”用
于给初创企业提供政府拨款，
包括电脑游戏产业，从而达到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高科技行业
推动就业的目的。

我们也必须支持西澳乡村地区的创
新，这些创新会促进当地经济和推
动就业增长。“新兴产业基金”会
有一部分专属支持乡村地区的初创
企业。

在乡村地区，乡村地区发展委员会
将寻找建立企业孵化器（business 
incubators，即初创型小企业提供
所需的基础设施和一系列支持性综
合服务，使其成长为成熟企业的一
种新型经济组织）来支持和加快乡
村地区游戏业和初创企业的创业。
《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将保
证创新是西澳乡村地区经济未来的
驱动力。

能源产业在多年以来是乡村地区科
技和研究的主要推动力。在这个行
业转型的同时，我们必须要保留我
们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来推动乡
村地区新型行业的发展。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从“新兴产
业基金”投入450万澳元来支持
西澳的乡村地区。

在过去10年，西澳的新兴产业发生
了巨大演变。矿业繁荣逐渐消退，
创新产业人士正在非常好的利用着
现有空间，技术和资金在西澳的游
戏业和新兴产业崭露头角。

然而，尽管西澳数字行业的创新产
业在过去两年发展了235%，2/3的
澳洲初创公司在悉尼，1澳洲40%的
游戏产品来自墨尔本，得益于维多
利亚州的政府资金扶持。

自由党政府没能提供政策支持和引
导造成了西澳在游戏业和初创产业
比其他州逊色很多。

我们需要以西澳的这些企业作为未
来经济多样性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源
泉而尽更大力气来吸引和促进他
们。

“新兴产业基金”的资金支持将着
重于早期创业和企业发展并最终促
进出一种以私人投资为主的商业化

生产和进入市场的良性经济环境。

1PwC; The Startup Economy; April 2013;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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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初创企业和投资人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专注于扶持西澳
的游戏业和新兴产业吸引海外投
资。

初创企业是投资人，顾问和学者都
关注的中心，以便分析出下一个高
科技的投资机会。

StartUp Muster的市场抽样调查显
示有近20%的澳洲初创企业准备迁
到外国，同时还有25%的初创企业
准备到外国融资。1

当许许多多澳洲的初创公司去美国
或英国追求投资机会，亚洲的潜力
不容忽视。州政府的角色是开展和
促进与地区邻国的正式关系网来帮
助扩宽投资市场。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利用工党
的“亚洲商务战略”和现有的
与美国，英国和欧洲贸易关系
来吸引外国投资在西澳的初创
企业和电脑游戏产业。

一个开展与地区邻国正式关系网的
方式就是由珀斯来承办年度西澳东
盟对话论坛，一开始可以在默多克
大学Murdoch University的亚洲研
究中心。在对话论坛的同时举办亚
洲贸易与投资展来最大限度地让游
戏业和和初创企业与亚洲接触。

我们对于支持初创产业的决心将为
初创产业和游戏业捕捉到重要的贸
易和投资机遇，因此为西澳推动更
多就业及商业机会。

1 ABC Online; One in five Australian start-ups looking to go overseas, report 
finds; 9 December 2015

游戏业

全球游戏生产业的市值大约是1000
亿美元，并且每年都在增长。西澳
的游戏产业虽小但巧。维多利亚州
政府对于游戏业的资金支持的结果
就是澳洲40%的游戏产品是出自维
多利亚州。2

向初创产业，《西澳工党经济和就
业规划》将通过“新兴产业基金”
的资金支持将着重于早期创业和企
业发展并最终促进出一种以私人投
资为主的商业化生产和进入市场的

良性经济环境。

2Director of Games and Interactive Program; FTI WA; Submission to Senate 
Standing Committees on Environment and Communications, 11 Dec 2015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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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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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型就业人才库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专注于打造一个
技术型就业人才库。这对我们是否
可以利用新兴产业型经济来创造西
澳就业至关重要。

对数字化的运用能力将变成和阅
读、计算一样的基础技能，并越来
越多地决定就业前景和机遇。我
们将任命“西澳科学、技术、工程
及数学”顾问委员，并让其起到协
助、监管职责。

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对IT行业愿意
选择海外457签证员工来填补行业
职业空缺表示了担忧。

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也声称创新、
信息及通讯产业是第三大使用457
签证的行业；但作为一项职业来衡
量，创新、信息及通讯业可能是最
大的。1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的报告科
学、技术、工程及数学类工作如科
学家，创新、信息及通讯专业人士
和工程师以其他工作每年1.5倍的
速度增长。2

普华永道也称如果科学、技术、工
程及数学类工作在全国的就业职位
总量增加1%，澳大利亚每年的国民
生产总值将增加574亿澳元。3

为支持这种改变，西澳需要一个全
方位合作的方式来为满足未来工作

1Australian Computer Society Inc; ACS submission to independent Review 
of Integrity in the subclass 457 programme; 7 May 2014, p2
2ABS (CatNo4250.0.55.005)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ustralians with Qualification in STEM
3http://www.smh.com.au/national/education/schools-teach-coding-to-get-
ahead-of-the-pack-20150520-gh61x8.html

人才库培训的需要。这需要同时解
决现在在创新、信息及通讯业和科
学、技术、工程及数学两大产业的
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差距，并确保我
们的就业人才库做好准备迎接未来
机遇。

西澳科技和工业顾问委员会做了关
于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在学校
教育的一些工作。迈高文工党政府
将与西澳科技和工业顾问委员会协
助一起保证西澳1998年“工业和科
技发展法”的目标可以更好的达
成，并保证西澳的人才库做好准
备。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任命一
个由首席科学院士主持的“西
澳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
顾问委员会来协助打造西澳的
就业人才库以满足社会需求。

创新、信息及通讯产业的挑战之一
是如何吸引并留住西澳的年轻人选
择从事创新、信息及通讯产业。只
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有专业技能来
面对并掌控正在发生的技术变革。

这包括与西澳的教师和学者协作一
起为吸引澳大利亚年轻人提供可行

的相关课程。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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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kers of the future need to have 

deep computer literacy.”

Nathan Taylor CEDA Chief Economis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next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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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基于他们对于未来相关技能需
求的预测，强烈主张加强科学、技
术、工程及数学教学的重视。

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等方面的
强国一般在这些学科上都制定有相
关政策框架并成立相关单位和机构
来起推动作用。然而西澳却没有一
个全面的政策。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专注于完
善“西澳科学、技术、工程及
数学”的教育并向雇主，教
师，家长和学生宣传关键技
能，如解决问题的能力，审辩
式思维和创新力的重要性。

“西澳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
政策将从了解我们科学、技术、工
程及数学从业人员的现状做起，突
出他们优势再分析现存的技能和专
业知识的差距。然后将评估出科
学、技术、工程及数学行业里有潜
力发展的行业以求推进本地就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科学、技术、
工程及数学作为工作的一个特殊重
点。我们将发掘新的方式向雇主，
教师，家长和学生推广关键性技
能，如解决问题的能力，审辩式思
维和创新力的重要性。

计算机编程语言

计算机编程语言让我们可以创建网
页，开发手机软件和电脑软件。

科技界和商界领袖一直呼吁让学校
开授计算机编程语言的课程。1联

1http://www.canberratimes.com.au/national/education/tony-abbott-ridi-
cules-his-own-party-in-school-coding-gaffe-20150528-ghbdal.html

邦政府从2016年起也将计算机编程
语言纳入新的全国小学课程。

迈高文工党政府认识到教给我们下
一代未来语言的重要性。对学生而
言，学习编程语言将让他们可以更
好的了解现有科技的基础。这也可
以教学生如何把一个难题分解并逐
步解决。当然，学习第二语言的好
处也是学习编程语言可以带来的。

• 迈高文工党政府认为计算机编
程语言是21世纪的语言并会将
其列入西澳中小学的课程。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联邦政府协作
来把他们的计划引进到西澳的课
程，并与所有教师沟通，确定所需
费用。

• 就此政策，迈高文工党政府将
与联邦政府沟通并提供相关的
财政拨款。

西澳在向前发展，对数字化的运用
能力将变成和阅读、计算一样的基
础技能。在全球化经济下，我们需
要为我们的孩子定好位、以赢得未
来的机会。

澳大利亚前首席科学院士I a n 
Chubb说，“如果数字经济是一个
舞台，那么你需要的技能包括计算
机编程和编码。信息学可以教会我
们这些技能，这也凸显了数字经济
的全球性和竞争的凶猛。”2

2Gareth Hutchens; SMH; Chief Scientist Ian Chubb says Abbott Govern-
ment needs to Adopt his Policy Recomendations, 26 Marc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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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回归小学课堂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投入1700万澳元
在200所公立学校修建实验室和设
备。这项对于科学、技术和创新的
投资是我们对于打造纵向经济从而
在不同行业里推动就业的策略之
一。

对学生来讲，实验室是有吸引力
的。如果我们对于经济多元化是认
真的，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娃娃抓
起，在小学就让我们的孩子准备未
来的就业，在矿业之外的就业。《
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对在小
学教自然科学很重视，具体体现在
为提供实验室和配套设备的资金。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投入1700万
澳元来推动自然科学回归小学
课堂的政策，包括全面开展在
全州200所公立小学新增设自然
科学课程，为每所小学都建设
实验室和使自然科学的学习更
新颖，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

现在大部分的小学自然科学课程不
是在专门建造的实验室里上的，多
数是在一般的课堂或多功能课堂讲
的。因此，学生的体验比较窄且无
法引人入胜。

观察和实验活动在没有特定资源和
设备实验室的情况下很难开展。在
中学里，自然科学是在专门设计、
配备专门设备的实验室里教的。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邀请全州所有公

立小学递交意向书来申请。在执行
初期，多达200所小学将可以获得
拨款来建立相应的设施。

这1700万澳元其中的1200万将用于
把现有课堂改造成实验室。

剩下的500万将分为200份25000元
的专项拨款提供给学校让其购买配
套的设施。

自然科学必须从娃娃抓起。同时学
校应该被赋予相应的自由方便其如
何灵活的把新的科学实验室资源编
入他们的学校课程。我们将与教师
和Scitech一道设计为教师制定就
自然科学教育的职业深造。对于自
然科学的关注将支持我们经济的多

元化和推动未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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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奖学金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推出自然科学奖
学金。自然科学奖学金对于建立大
学和产业的合作，拓展自然科学界
的关系网非常成功。

自然科学奖学金将帮助西澳获得在
我们所处的全球经济地区机会并促
进西澳向知识经济进军。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赞助支持自
然科学奖学金。

自然科学奖学金将为西澳的企业和
大学建立联系。这个项目是基于英
国皇家协会类似的项目。它将鼓励
西澳企业的进一步研发。

机械人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科技大环境里，
社会已经接受了现代生活里的科技
和自动化。

新技术总是推动新兴职业的需求和
技能。西澳处在一个可以提高生产
率、让我们的产业更具全球竞争
力、可以扩大就业及培训机会和雇
用更多从业人士的优越位置。我
们可以通过信息处理、自动化、
机械人技术和利基行业（niche 
sectors）如游戏和手机软件开发
来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西澳州的
教育工作者和产业合作以确定
未来因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领
域的迅速发展而带来的就业走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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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the City of Innovation:
A Vision for a Greater Curtin University

“Greater Curtin is an urban environment where diverse groups from the world over will come to 

work, study and interact with new ideas. 

We welcome the incidental networks created by enterprise and business connecting with those 

who form the urban fabric of the city. 

Our proximity to Asia means that we will interact with countless individuals, researchers and 

companies that can add a wealth of knowledge investment and commercial viability to the City.”

Curtin University, Creating the City of Innovation: A Vision for a Greater Curtin, 2013, p4

创新园区：知识，就业与
社区

创新园区是推动就业和教育，开发
土地，促进创新和创造有活力社区
的载体。

我们有机会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不
仅使经济多样化，更可以推动未来
的就业，并构筑一个信息和创新相
互交融的现代社会。

创新园区不是一个新概念，巴塞罗
那，柏林，伦敦，麦德林，蒙特利
尔，首尔，斯德哥尔摩及多伦多等
在这一理念上先驱城市的成功进一
步推动这一趋势。

创新园区的定义是：主导机构、企
业与初创企业、企业孵化器和企
业加速器合作的特定区域。这些
园区的特点是：布局紧凑，交通便
利，公交发达，技术先进，且提供
住宿，办公，教育和零售等配套服
务。1

1Bruce Katz and Julie Wagner; The Rise of the Innovation Districts: A New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in America; p1

在西澳我们已经有合适地点来开
发创新园区，在“大科廷”大学
Greater Curtin University，创
新园区已经建设得非常完善。

西澳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在后
矿业繁荣时代让我们的经济多元
化，为预期到2026年达327万的人
口提供就业，教育和相应的公共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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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创新园区

创新园区有能力在特定受数字颠覆
的产业里创造就业机会。

西澳可以在珀斯周围建立创新园
区。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企业、机
构一道作进一步探索。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政策鼓
励政府，大、专院校，企业，
产业和社区之间的合作从而扶
持经济创新园区和其所带来的
新兴产业和就业机会。

众所周知，协作性设施，共享空间
和技术使用共享是运营企业的最有
效方式。

例如，Bentley科技园的正式名称
是西澳创新中心，众多本地，澳洲
和国际科技公司在那里设立他们西
澳的总部。1

Bentley科技园鼓励私企和公共
部门积极合作。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与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
研究组织（CSIRO）合作建立了澳
大利亚资源研究中心。它也是超级
计算机设施，“Pawsey计算机”的
总部。

科廷大学Bentley校区周边有许多
可以开发的土地，可以吸引科技公
司和研究机构。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立法保
证经济创新园区的高密度居住
需求。

1http://techparkwa.com.au/about/purpose-and-objectives/

坐落于Joondalup市CBD的伊迪斯科
文大学ECU是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
引领者，且每年承办“网络安全大
会”活动。西海岸培训学院也坐落
于同一个校园。西澳警察学院是这
个大学城的第三个部分，与前两个
机构共享大学城的设施。这片区域
有着更大的市区翻建潜力。

另一个侧重于医学研究和发展的创
新园区可能在Fiona Stanley医院
和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
合作下展开。

当创新园区有着对水、电和可及性
的综合节能使用原则，创新园区就
能够可持续发展。他们可以让大学
和其他主导机构来释放土地的价值
并对研究和技术进行再投资。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重新审核相
关的土地开发法律来支持经济
创新园区内的商业土地开发。

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企业家们在
可以协作的场所开启他们的征程，
那里有着先进的设施和志同道合的
人。“创新园区通过把不同知识和
专长的人集中在高密度城市化区域
来促进跨行业的创新”。2

通过充分利用现在就有主导机构和
公司的基础设施，借力于我们在教
学，科研，技术和医学的资源来进
一步实现我们经济的多元化和培育
未来的就业。

2Bruce Katz and Julie Wagner; The Rise of the Innovation Districts: A New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in America;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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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产业

西澳工党认为对可再生能源产业开
发和投资极为重要，因为可再生能
源产业是未来的能源产业。我们知
道西澳对可再生能源的定位，进而
利用未来的创新和机会对于投资西
澳的未来职业和应对气候变化极其
重要。

在2013-2014年，西澳是全国各州
中可再生能源产业创造全职职位最
低的。这大概相当于820个全职职
位，或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产业总
就业人数的7%。1

西澳的现状衬托了其他州，如新南
威尔士州（可再生能源产业创造全
职职位最高，2950个全职职位，
可再生能源产业总就业人数的22%
），维多利亚州（2810个全职职
位，可再生能源产业总就业人数的
22%），昆士兰州（2520和20%），
南澳（1330，11%）和塔斯马尼亚
（1450，12%）。2

2011-2012年和2013-2014年，西澳
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流失了920全职
职位，从1740个下降到820个，即
整个行业的就业缩水53%。3

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劳动密集度比煤
炭发电业还要大，而且机械化程度
比较高，投资需求也大。这意味
着，平均而言每一度由可再生能源
产业发出的电要比由煤炭发出的电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4

1ABS, ‘Employment in Renewable Energy Activities, Australia, 2013-14’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mf/4631.0
2Ibid
3Ibid
4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UCSUSA) ‘Benefits of Renewable Energy’ 
<http://www.ucsusa.org/clean_energy/our-energy-choices/renewable-

根据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在
2014年，全球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或
直接或间接的雇佣了770万人。这
个数字不包括潮汐发电产业直接产
生150万的就业人数。可再生能源
机构预期在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
1600万人。5

• 迈高文工党政府认识到在可再
生能源领域西澳独特的地理位
置，如绵长的海岸线，开阔的
陆地空间，充足的阳光，发达
的制造和加工业，并会大力推
广本地和海外对西澳可再生能
源技术的投资。

energy/public-benefits-of-renewable.html#.VkqnCF63E5U>
5IRENA, ‘Renewable Energy and Jobs – Annual Review 2015’ http://www.
irena.org/menu/index.aspx?mnu=Subcat&PriMenuID=36&CatID=141&Su
bcatID=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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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自由党政府，西澳工党对可再
生能源的立场是鼓励在可再生能源
领域里创新，技术，就业和经济发
展。

根据联邦政府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RET），每个电力公司都有责任
分担全国可再生能源大规模设施产
出的电力，要求他们或通过可再生
能源发电，或购买可再生能源发电
目标配套证书。每个电力公司有两
种方式满足RET，他们可以购买电
力和证书，或只购买证书，让其他
公司购买电力。1

自由党政府已表示它不会为可再生
能源来发电的项目投资，因为他们
认为市场上的发电量供过于求。

在2013年10月的西澳能源大会，西
澳的能源部长说：“......只为满
足可再生能源目标而在现有构建上
增加容量......是昂贵且不那么好
的选择。西澳完全可以通过向东部
各州购买他们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目
标配套证书来来满足我们的可再生
能源目标。”2

因RET目标适用于大规模发电设
施，西澳政府的立场使得西澳必须
从东部的大规模发电设施购买配套
证书。这种态度让西澳错失了创造
就业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机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会：

 - 鼓励西澳的各个大学对于可

1 For full discussion see Hansard ‘Energy Portfolio – Minister’s Performance, 
Motion’ 13 May 2015, Legislative Assembly.
2 Quote of Dr Nahan taken RenewEconomy ‘WA Government says no to 
new renewable energy’ (8 October 2013) from http://reneweconomy.com.
au/2013/wa-government-says-no-to-new-renewable-energy-82648.

再生能源和能源存储技术的研
究项目，进而吸引海外资本与
学生到西澳来发展。

 - 与科技公司，大学，TAFE和
电力公司一道合作开发能源存
储技术。

 - 通过支持在现有电网之外的
发电技术，并开展智能电表和
能源存储技术试点工程来鼓励
扶持西澳的绿色居住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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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WA

“品牌西澳”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具
有连贯性易识别且灵活的营销方式
来向世界推销我们美丽的西澳。

西澳在许多方面是与众不同的，随
着我们多元文化社区的壮大，多元
文化社区的居民让我们和世界各地
的交流越来越密切。

作为一个品牌，西澳有许多值得自
豪的地方，和许多国际、国内让人
称道的产品。然而，西澳作为一个
整体缺乏一个让人可以瞬间识别的
信息。

目前，自由党州政府的策略涉及多
个机构各自开发营销材料，这是重
复劳动且西澳的各个部门自相竞争
市场份额。

西澳现在的自我推销方式对我们资
源不是最好的利用。

西澳需要一个总体上具有连贯性的
品牌，在我们向世界推销美丽的西
澳时可以供私企和公共事业使用。

与60年代的“西澳出生印记”项目
遥相呼应，“品牌西澳”将确保我
们充分利用我们花在营销的每一元
钱。“品牌西澳”将构建私企和公
共事业之间的桥梁来让我们的信息
在全世界不同地方以同样的方式来
理解。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咨询各行各
业以求快速确立“品牌西澳”
，通过一个具有连贯性易识别
且灵活的营销方式为西澳的
各行各业争取到市场更大的份
额。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与业界人士
制定一个有连贯性但却灵活的方式
来把西澳作为一个品牌来推销。全
球有许多成功的品牌先例，通过打
造一致理念，包装和信息来构建市
场份额，如红牛，世界野生动物基
金会和可口可乐。

“品牌西澳”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将
是深远的，并会在西澳的各行业
如：制造业，农业，新兴技术和服
务行业：如教育，旅游和其他小生
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品牌西澳”对我们的经济在商业
投资、创造就业、贸易和政府对政
府关系等方面有更深远的积极影
响。

品牌西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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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推动就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拨款4亿
2500万澳元把西澳州打造成为世界
最好的旅游胜地之一，并通过支持
旅游业、服务业来推动就业和使经
济多元化。

旅游业是《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
划》里的一个重点，以此在后矿
业繁荣期推动就业和拓宽我们的
经济。西澳旅游协会提供的数据显
示，旅游业提供94000个就业，并
为西澳经济注入93亿澳元。1

西澳需要与其州竞争，吸引其他州
和外国游客来西澳。近年来维多利
亚州，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很
大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对旅游业的投
入。这些可以用在活动和推广上的
资金增加很好的促进了他们的经济
并增大了他们在旅游市场的份额。
西澳不可以被落在后面。 

旅游业新资金模式

自由党政府把大多数旅游投入放在
了短线和指定业务上。这些指定业
务拨款让相关组织很难为我们经济
进行长期规划。这包括西澳旅游局
对私企和公共部门在旅游业投资回
报最大化的协助能力。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改重组西澳旅游
局的财政预算模式，从多重变为三
重目标：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会
展旅游，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投
资。

1Tourism Western Australia, Economic Contribution - April 2015

这种预算模式将为旅游业提供急需
的稳定性并让我们的投资回报实现
最大化，从而在我们经济重要的一
部分，即旅游业推动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改变西澳旅
游局的财政预算模式，从多重
变为三重目标：旅游目的地市
场营销，会展旅游，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和投资。

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为旅游
目的地市场营销每年投入4500万澳
元把西澳州打造成为世界最好的旅
游胜地之一。

2015-2016年州政府预算把旅游目
的地市场营销的投入削减36%，从
2015-2016年的4300万澳元减到
2018-2019年的2800万。同时，其
他州政府却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
西澳在旅游业的市场份额正在下
降。这个状况在自由党削减资金的
环境下将继续恶化。

其实旅游业的投资回报率是非常
高的。时下，州政府每投入1元，
澳洲其他州来的游客对西回报22
元。2国际游客的回报率更高，可
达93元。

2Tourism Council WA, Pre-budget Submission for WA State Budget 2016, 
p6



WA Labor | Plan for Jobs 60

Brand WA

以现在这种投入水平，削减36%的
预算代表了我们将少获得7亿4700
万的收入和2300份就业岗位。

为了使经济多样化我们必须加大对
旅游业的投入：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为
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每年投入
4500万澳元，包括商业活动和
国内及国际推广，总值达2亿
2500万澳元的预算拨款来发展
旅游业。

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包括商业活
动、国内推广及国际度假休闲。市
场营销将通过珀斯会展局、地区旅
游组织和西澳旅游局联合执行。

会展旅游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每年投
入4000万澳元，用以吸引企业，机
构或组织到西澳办活动，从而增加
西澳访客数目。

短期内珀斯市场将会新增加2000间
酒店客房。这个情况对服务业活动
策划和资金带来严重挑战。除非西
澳可以有吸引合适的、可以带来大
量国际国内访客的活动，服务业产
能的增加对旅游业是威胁，而不是
机遇。

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即将建成的
珀斯体育场。除了大型体育活动，
体育场内的部分场所也可以用于会
展类的活动。这种能力如果不能以
通过完善的计划和资金吸引更多访
客就会被浪费掉。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为会
展旅游每年投入4000万澳元，
总共2亿澳元来支持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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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会展局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为珀斯会展局每
年投入500万澳元来振兴服务业和
旅游业来创造就业和使经济多元
化。

由珀斯会展局的努力而带来的商业
活动为西澳创造了30倍的回报，即
政府每投入纳税人的1元钱会带来
30元的回报。1西澳工党将致力于
为珀斯会展局投入可以保证行业稳
定的资金。

珀斯会展局将在西澳工党的“品牌
西澳”，一个具有连贯性易识别且
灵活的营销方式来把西澳作为一个
品牌来推销的政策下受益。

作为《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
的一项政策：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给珀斯会展
局每年拨款500万澳元用以吸引
国际、国内的会议、研讨会、
论坛等会务活动到珀斯开展，
并增加西澳在会展旅游市场的
份额。

对比自由党政府2015-2016年财政
预算，工党每年500万澳元的投入
代表珀斯会展局的预算增加了62%
。2这笔钱会从工党4亿2500万澳元
对旅游业的拨款来出。

西澳旅游协会估计西澳工党对珀斯
会展局每年500万的投入将为西澳
创造340个新职位并保持1260个职
位的总就业数。3

1WA Business Events, Impact of Reduced Funding, September 2015, p8
2 WA State Budget 2014-15; Budget Paper 2; Vol 1; p150
3 Evan Hall, CEO Tourism Council WA

西澳旅游协会预期这项投入将产
生：

• 340个新的工作岗位

• 941个直接全职就业数

• 322个间接全职就业数

• 即每年总共1263个全职岗位

• 1亿5500万访客开销4

在最新的州政府预算，自由党计划
在3年里对珀斯会展局削减530万的
预算。这项削减预期将让西澳丧失
8540万访客开销，及以下的损失：

• 715个工作岗位

• 1亿3800万澳元的经济损失

• 6100万澳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损失

• 3500万澳元的工资损失

• 217万澳元的政府税收

• 17万的客房预订数，对珀斯酒
店业的收入影响达3660万澳
元。5

珀斯会展局历史悠久、部分资金来
源出自州政府的机构，它的目的是
协助非赢利组织，公司和中介组织
到西澳开展会议和活动。

通过珀斯会展局的协助，西澳商业
活动市场对西澳经济的直接贡献
达1亿1200万并创造超过900个就

业。6

4 Evan Hall, CEO Tourism Council WA
5AEC Group, Western Australian Business Events Impact of Reduced 
Funding Perth Convention Bureau final report, September 2015, p3
6AEC (2015) Western Australia Business Events Impact Assessment Final 
Report Decem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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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会展局的投入回报是悉尼和墨
尔本同类机构的两至三倍，而且它
的运营费用也要少于同类机构。

知识型经济背景下旅游业

西澳有机会增加我们在国际学生市
场的份额，这对我们旅游业收入有
着直接的影响。

对澳大利亚经济而言，国际学生市
场价值170亿澳元。但是，西澳只
占有澳大利亚学生签证市场的7.8%
，对西澳的净经济价值是近13亿澳
元。根据季度访客报告，国际学生
平均每人在西澳的开销是所有其他
来西澳访客开销的6倍。1

Study Perth是一个由州政府出
资，吸引国际学生来西澳求学的
机构。它有着几十年的经验。国
际教育是排在旅游业之后的第二大
服务产业。每年有40000多名国际
学生来到西澳，直接、间接的创造
14000个职位并为西澳经济每年贡
献12亿8400万澳元。2

Study Perth的预算是从州发展部
和州教育部预算拨出的。它的理事
会是由旅游业和州发展部资深代表
组成。但是，要推销珀斯作为国际
学生的目的地，州政府需要加大对
Study Perth的支持。

1www. studyperth.com.au facts sheet – August 2015
2Study Perth Fact Sheet published on website www.studyperth.com.au

服务业的发展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通过减少繁
文缛节来扶持一个支持旅游业的服
务产业。

作为西澳充满活力的小型酒吧市场
的设计师，西澳工党领袖马克•迈
高文之前主导过酒牌改革，通过改
革创造了更多就业和一个充满活
力、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酒吧文化。

服务业在西澳雇佣了近90000人，3

但是有许多低治安风险的服务和旅
游业生意因自由党政府没有开展急
需的改革而无法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

如以下的一些例子，虽然警察署长
及公共卫生专员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他们缺乏针对性的决定阻碍了旅
游业进一步发展：

• 6星酒店Treasury Hotel的24小

时酒牌申请被拒

3ABS Labor Force Survey Novem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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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戏剧中心的在非表演时间运
营咖啡厅和饭店的申请被拒

• 对位于Albany的国家ANZAC中心
的高端饭店在酒牌上添加毫无
意义的条件

州政府自己的城市再开发机构认为
在审核酒牌申请时应该加入对旅游
业和服务业的考虑。

“酒牌法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关于
旅游和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再开
发机构）建议酒牌申请应该加入对
旅游和服务业区域的考虑，还有对
旅游业界人士的建议和意见。如考
虑到服务和旅游业的需要并邀请西
澳旅游局对申请提供建议。”1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修改现行的
酒类管制法：

 - 将旅游利益，社区利益和文
化利益都列入作为酒牌申请的
考核条款之中。

 - 对政府旅游机构、警察署长
及公共卫生专员关于酒牌申请
的意见授予同样的重要性。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重新审核
临时酒牌和延长开业时间的法
律法规，为有良好记录的酒牌
持有人减少繁文缛节，开辟方
便。

许多低治安风险的服务和旅游业生
意的利益被过度而且时常毫无必要
的酒类管制法律法规损害。对小生

1Liquor Control Act 1988: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 
December 2013, p75

意而言时间就是金钱，这些繁文缛
节把急需放在打理生意上的时间和
钱浪费了。

再有，现行法律有一项关于如第一
次申请酒牌因公共利益原因被拒需
等3年才可再申请的限制期。正如
西澳旅游局2013年的报告，这项过
时的法律严重影响在重要旅游区域
高端场所的发展。2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废除关于如
第一次申请酒牌被拒需等3年才
可再申请的限制期。

我们需要鼓励一个支持旅游业的服
务产业文化并减少过度管制，如允
许饭店在没有售饭菜的情况下卖酒
类产品、旅行社为客人在行程中提
供酒。

  

2Tourism Western Australia, Submission to the Review of the Liquor Control 
Act 1988, 25 Marc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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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放宽管制，
允许政府认证的旅行社在特定
的情况下提供并出售酒类，如
在旅途开始前提供一杯香槟
等。

有时候，酒类管制法律法规也未能
支持新兴酒类行业，如蒸馏酒厂。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允许酿酒厂
为游客提供混合酒类以供游客
品尝。

邮轮旅游与西澳

通过为访客增加他们邮轮旅途沿岸
停靠口岸的可玩性，邮轮旅游业给
西澳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会。这将
是迈高文工党政府的工作重点之
一。

西澳海岸邮轮旅游业是一个高速发
展的旅游行业，仅2014-2015年就
为西澳贡献了2亿7530万澳元。1

2012年西澳旅游局和西澳邮轮旅游
委员会制定了西澳邮轮旅游战略计
划2012-2020。该计划的其中一个
目标就是在2020年让这个行业的价
值增长到2亿7440万。因为近几年
的突飞猛进，这个目标将提前5年
达成。这也凸显了现在需要从新评
估这个行业和对其应有的支持。

据估计，2014-2015年间造访西澳
的101艘游轮为西澳贡献了1188个
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职位。

沿岸目的地旅游可以包括参观Swan 

1Cruise Down Under; Economic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Cruise Shipping 
Industry in Australia, 2014-15

Valley的小型酿酒厂，葡萄园和原
住民艺术文化体验，Guildford古
迹或更远的Kalamunda国家公园或
Lesmurdie瀑布国家公园。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旅游业合
作开发更多在西澳的邮轮旅游
停靠景点，以此吸引更多游客
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由于邮轮越来越多的到访我们的乡
村地区沿岸，这也为西澳乡村地区
提供了机会吸引游客到他们那里。
如Ferguson Valley，原住民文化
遗址，和在西澳西南地区的葡萄园
和酿酒厂。吸引更多游客在观光景
点过夜将对我们乡村地区的经济有
着非常丰厚的经济利益。

西澳拥有一些非常独特和古老的原
住民艺术，文化和遗产。迈高文工
党政府将与西澳原住民旅游经营者
商会和其他业界机构来拓展邮轮旅
游业里原住民旅游的商机。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西澳原住
民旅游经营者商会合作，开发
更多的有西澳原住民特色的多
样、高质的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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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澳邮轮旅游业、旅行社、社
区、市政府和私企之间协作的加
强，很多旅游的项目可以打包给邮
轮旅游业。

支持乡村地区

西澳旅游局估计在2013年有110万
游客参与了美食和葡萄酒旅游项
目。乡村地区的特色很大程度上吸
引了游客的兴趣。西澳可以在美食
和葡萄酒旅游业项目上做得更多，
并同时推广乡村地区的特色。

我们需要通过削减没有必要的法
规、为游客创造便利让他们更容易
地参与我们独特的乡村地区集市。
目前，乡村地区的酒窖可以在一个
特定区域展示葡萄酒和啤酒，但不
能卖蒸馏酒类产品。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从法律角度
允许乡村地区，包括在Swan 
Valley的葡萄酒厂，啤酒厂和
洋酒厂在乡村的农民集市上出
售他们的产品。

WA’s ten cruise ship destinations are: 

• Fremantle

• Esperance 

• Albany 

• Bunbury

• Busselton

• Augusta

• Geraldton

• Exmouth 

• Port Hedland

• Broome

Brand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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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型经济与推动就业

西澳知识经济发展停滞

西澳需要一个全面的策略来吸引国
际学生来西澳。现在的情况是国
际学生跨过西澳去澳大利亚东部
求学。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未来5
年投入200万澳元来制定、执行一
项长期策略从而增加我们的市场份
额，创造直接和间接就业并使经济
多元化。

德勤经济研究所预计每10个国际学
生就可以创造2.9个就业岗位。此
外，只有1/4的就业是在教育产业
里。1

近年来国际教育市场有显著增
长。2000年至 2012年间，大学生
在外国的入学人数从210万人增加
了一倍以上，达450万人，平均每
年增长近7%。2

然而这样的增长却没有发生在西
澳。2015年的数据显示，西澳共
15434 名国际学生在大学就读，这
比2012年少9%。相比之下，新南威
尔士 州和昆士兰州的增长9%，而
维多利亚州增长8%。3

即使西澳有这样增长一半的速度，
西澳也会在未来4年多3000名国际
学生。这同时会带来1500人次的家
人朋友到访西澳，并为西澳带来
1700万澳元的额外收入和1034个就
业岗位。4

1http://www.thebyte.com.au/are-international-students-important-to-the-
australian-tourism-industry/
2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4: OECD Indicators page 343
3David Harrison, Director,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 of WA
4David Harrison, Director,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投入
200万澳元来贯彻西澳工党的海
外学生教育政策来增加西澳在
澳洲海外学生市场的份额。

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服务出
口行业，在2013-2014年对澳洲经
济的贡献达170亿澳元。整个产业
对澳洲贡献了13万个就业岗位。在
2013-2014年，国际教育对西澳经
济贡献13亿澳元。5

西澳和许多亚洲国家地理位置上更
接近，而且在同一个时区。珀斯
的大学都登上了多元大学的前35
名，6优秀的TAFE专科教育体系，
和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西澳优
越的地理位置允许我们可以更好的
运用国际教育业。

澳大利亚旅游业研究部门的调查发
现，国际学生的朋友和家人经常来
澳洲探访他们。研究发现平均每10
个国际学生每年会吸引3个亲人和2
个朋友来访澳洲。7

University of WA11
5www.studyperth.com.au facts sheet – August 2015
6http://studyperth.com.au/about/news-feeds/2015/02/wa-universities-
recognised-world%E2%80%99s-most-international-universities
7http://www.thebyte.com.au/are-international-students-important-to-the-
australian-tourism-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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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份关于西澳外国访客开销
的报告表明，来西澳休闲的游客平
均每人花约2866澳元。以求学为目
的的国际访客每人花13511澳元，1

是其他国际访客开销的6倍。

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教育需求正在增
长，预计到2020年会有额外300万
的海外学生。这种对国际教育的需
求为西澳在知识型经济里提供了一
个使经济多元化和推动就业的绝佳
机遇。

品牌西澳的确立将大大增强西澳的
国际教育策略。

Study Perth

Perth Education City也叫Study 
Perth，是由州发展部和教育部联
合资助的项目，目的是在海外宣传
西澳国际教育业。利用西澳的政策
如“品牌西澳”和我们的国际教育
策略，Perth Education City将获
得应有的支持来争取更大的市场份
额。

对于国际教育需求的增大为西澳提
供了一个在知识经济大环境下多元
化和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

Perth Education City本身就是通
过工党政府在1987年的一个为支持
相关机构讨论国际教育事务的政策
而建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机构表示
了对Study Perth的兴趣，最终它
在1996年成为一个注册协会并有了

1Tourism WA, Quarterly Visitor Snapshot Year Ending June 2015

自己的运作团队。2

在与政府部门，其他教育机构和业
界人士的合作下，Study Perth现
在在推广西澳的国际教育起着一
个引领作用。它也是获得在珀斯
留学、生活等相关信息的首选途
径。3

来自国际教育的经济利益远远不只
学费这一项。对于高等教育，创造
就业机会，促进旅游和对于技术移
民和政府之间联系有更大的贡献。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继续与Perth 
Education City机构合作推广
西澳的教育产业。

2http://studyperth.com.au/about/about-study-perth
3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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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与投资

在迈高文工党政府领导下，西澳州
长将率商贸代表团出国访问，以推
广西澳作为新兴的商贸目的地，加
强政府间的关系和发展西澳的国际
联系。

在推销和促进企业，教育机构和政
府部门的协作以创造更多经济机
会，州政府可以发挥重要的角色。

我们已看到对矿业和能源过分的依
赖会损害西澳其他行业。未来的经
济需要西澳企业可以在全球市场上
竞争并获胜。

在这种情况里，政府的责任就是打
破贸易壁垒，消除政策和监管阻
碍，最终目标是提高国际贸易和促
进西澳企业出口的能力。

国际商贸代表团可以对促进西澳出
口和寻求国际、国内贸易机会发挥
重要的支持作用。

• 在迈高文工党政府领导下，西
澳州长将每年至少一次率商贸
代表团访问外国，以促进西澳
与国际的商贸往来。

国际商贸代表团的目的是推销西澳
不光是作为投资的地点，也推荐西
澳作为外国企业的总部。进而促进
西澳经济多元化。国际商贸代表团
政策和“亚洲商务战略”将会相辅

相成。

Brand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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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基建政策与推动就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有计划的方
式进行政府基础建设，从而创造就
业机会。这将通过“州基建政策”
来推动。 

政府基础建设项目可以在如建筑业
创造大量的直接就业以及在其他支
持性行业创造间接就业。

这些年走走停停的混乱基础设施方
式必须停止。我们需要一个指导性
机构制定一套清晰，透明的基建政
策来确保合理的基建决定。

• 迈高文工党政府执政后将邀请
政府和私企资深业界代表加入
到时成立的西澳基建顾问委员
会，直接向州长提供关于基础
建设项目的建议。

西澳基建顾问委员会将为西澳提高
生产力，提供工作保证和创造就业
提供机遇。政治将不再干扰基础建
设决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综合协
调的基础建设计划来发展我们
的经济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企业在作投资和运营的决定前需要
稳定的基建政策。西澳基建顾问委
员会将制定一份基础建设5年计划
来确认近期基建目标并制定中期

和长期基建目标。同时确认哪些项
目可以由政府出资哪些需要政府贷
款，并预计社会基建需求。

基建计划将由西澳基建顾问委员会
来制定建设的先后次序，也制定如
何吸引私人、州和联邦政府的资
金。

州基建政策

制定一套整个政府的长期计划来确
保产业需要，如港口，道路，铁
路，电力和社会设施（如卫生，住
房和教育）合理、适时的统筹对西
澳来讲至关重要。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州基
建政策”，通过其来合理安排
西澳州未来20年的基础建设和
投资项目并为企业投资创造稳
定的政策环境。

州基建政策将为政府机构制定预
算，给予指导并保证大型项目也出
现在其他相关机构、部门的计划
里，如Main Roads，交通部和水
利、电力部等。

Building a
Stronger WA

建设更大更强的西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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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建议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建立相应的机制
来听取从民间提出关于基础建设的
建议。我们认为这将促进西澳的新
形式基础建设项目。

民间建议可能是从建筑商直接递交
给政府的基建企划。这涉及到政府
只和一个机构或企业谈判，而没有
公开的竞标程序。

去年，经济监管机构向政府建议应
建立合理程序来评估民间建议。“
这种框架将在保护私人知识产权和
采购公开竞争机制中找到平衡”
。1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建立有效机
制来保证民间对于基础建设的
建议可以得到应有的评估。

1 Inquiry into Microeconomic Reform in WA, Economic Regulation Authority, 
30 June 2014, p139

Building a
Stronger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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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与推动就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成立工业用地局
来减少繁文缛节，削减机构重叠和
对未来投资的壁垒。这将推动我们
工业用地和科技园区的未来发展，
并为西澳创造就业机会。

工业用地局将通过西澳1998年工业
和科技法赋予的权利来成立。

工业用地局将成为唯一一个负责
管理和开发工业用地和科技园区
的机构，如澳大利亚海洋建造设
施，Bentley科技园，Meridian工
业园区和西澳未来的工业和科技
园。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成立工业用
地局，该局会减少对于工业园
区和科技园区土地开发的投资
阻碍。

工业用地局将减少繁文缛节

工业和科技园的进一步开发和创新
被繁文缛节阻碍。政府相关机构与
责任重叠，法律法规的繁琐都在窒
息投资。

在西澳本地产业面临外国公司激烈
竞争的时刻，阻碍工业和科技园开
发，管理和投资的行政问题必须得
到解决。

一个例子就是澳大利亚海洋建造
设施，4个政府部门有土地拥有
权和管理权，即Landcorp，商业
部，西澳土地规划委员会和交通
部。Fremantle港有对水道有管理

权而Cockburn市拥有公路。

通过西澳1998年的工业和科技法我
们将建立工业用地局，并赋予其开
发许可申请的审批权力。这项举措
将确保工业和科技园的管理由一个
单一机构负责。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各个市政
府一道合作，通过工业用地局
的机制来确认开发工业用地。

通过简化审批和投资审查程序，迈
高文工党政府将开启改革，从而创
造数千个制造业就业机会并吸引在
海洋，国防工业，采矿，石油和天
然气工程，信息和通信技术，卫生
和研究部门的投资。

“科技园对于知识和技术市场化发
挥着显著的作用。它们也有助于地
区经济发展 并促进新兴科技公司

的产生。”1

1Johannes Hahn; 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Regional and Urban Policy, 
‘Setting up, Managing and Evaluating E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October 2013; p5

Building a
Stronger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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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珀斯北部创造就业机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珀斯北部通过
新兴、创新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机遇
创造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

对于创造一个平衡且可持续发展的
珀斯，工作地点和人们住的地方距
离是否遥远至关重要。

《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将显
著地改变人们是如何工作的，并在
未来有潜力为珀斯北部创造就业机
会。

重振Neerabup的Meridian工业园区

工业用地局将会与Wanneroo市一道
就Meridian工业园区的未来开发合
作。

Wanneroo市的规划预测Meridian工
业园区将创造20000个工作岗位。

目前，Meridian工业园区400公顷
的工业土地只有一部分是已经开发
了的。

随着与Wanneroo市和伊迪斯科文大
学ECU的合作，Meridian工业园区
将转变为新兴技术生产的枢纽，从
大学发展的公司且具有商业和工业
发展的吸引力。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工业
用地局来主导在Neerabup的
Meridian工业园区，并以期振
兴珀斯北部的工业和科技园
区。

在Meridian工业园区周边超过1000
公顷可开发的土地可保证工业和科
技园区今后20年的发展。

Two Rocks科技园的开发计划

现在也是时候来寻求新的机会来开
发Two Rocks地区的大片土地。过
去30年里关于如何使用这片土地有
各种各样的建议。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开展对于成立
Two Rocks科技园的深入调查和开
发蓝图，进而推动对创新产业的投
资和创造就业机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深入考察关
于开发Two Rocks科技园的可
能。

这个考察将研究包括相关地理位
置，基础设施需求，开发时限，行
业类型，就业建模和详细成本效益
分析等。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开发项目通过中
长期的开发时限来建设是现实的选
择，这也为西澳自1960年代以来在
珀斯北部第一次重要的发展和就业
机遇。Two Rocks科技园也将为创

新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机会。

Building a
Stronger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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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大 利 亚 海 洋 建 造 设 施
（Australian Marine 
Complex，AMC）

澳大利亚海洋建造设施的扩建被复
杂的土地所有权和管理权阻碍。与
此同时，西澳的产业面临来自外国
公司的激烈竞争，这种情况不可以
继续下去。

目前设在澳大利亚海洋建造设施的
公司包括：

• Civmec，在AMC建有全澳最大的
加工业制造设施

• Matrix Composites and 
Engineering，有世界一流的近
海石油和天然气设备出口制造
工厂

• FMC Technologies，世界最大规
模的水下技术公司

• BAE  Systems，一个全球性国防
工业设备和服务供应商

• Hanseatic and Echo Yachts，
世界速度最快的超级游艇制造
商

把澳大利亚海洋建造设施划归工业
用地局将减少机构和责任的重复，
并使澳大利亚海洋建造设施和周边
地区演化成为全国最大的产业技术
园区，吸引更多投资，更多企业和
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宣布澳大利
亚海洋建造设施为工业园区并
将其纳入工业用地局的主导之
下。

这些改变将立即创造急需的空间，
来让下一代的油，天然气和采矿项

目有开展的场地。这在澳大利亚海
洋建造设施现有的场地无法实现。
反过来，这也将吸引新项目并支持
制造业，直接推进在加工业，制造
业和相关周边服务产业的就业。

私人土地的拥有权不会有任何改
变。州政府的土地的拥有权和管理
权将转给相关部长，部长将对管理
这些资产按1998年的工业和科技法
来负责。

Bentley科技园 

作为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同类型的科
技园，Bentley科技园获得了一些
成功。如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
组织（CSIRO）的大批投资和初创
公司的设立。但其长期目标仍然没
有实现。

最近设立的Pawsey超级计算机中心
是南半球最强大计算机的所在地，
这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鼓励新
兴和创新公司来Bentley科技园发
展。

Bentley科技园未来发展的关键是
周边土地和基础设施。合适的价
格，简便的申请程序和便利的基础
设施，州政府的土地可以变得更能
吸引澳洲和外国投资。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Bentley科
技园纳入工业用地局的主导之
下。

通过把Bentley科技园纳入工业用
地局的主导之下将让工业用地局成
为单一的、为吸引投资和推动就业

为目的审核批准机构。

Building a
Stronger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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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的科技园区与推动就业

在工业用地局的主导之下，迈高文
工党政府将进行乡村地区工业和技
术园区的开发。

政府在Bunbury，Geraldton，Alba
ny，Collie，Kalgoorlie，Karrat
ha，Port Hedland和Broome地区直
接或通过政府其他部门间接的拥有
大片关键土地。

目前，部分地区城镇有开发了的工
业园区，或有由Landcorp计划开
发的项目。如Onslow工业辅助设
施，Port Hedland的工业区非常明
显的可以从一个单一的，政府拥有
的，以商业发展为目的的拥有权结
构来获益。这种结构将有能力激励
和刺激当地，全澳和国际投资。

所有这些园区都属于商业开发，
由政府部门Landcorp主导。但
是Landcorp的权利和力量被州
议会的Landcorp法所限制。目
前，Landcorp没有什么能力可
以刺激工业园区开发的投资。
因此，很多园区都无法吸引投资
者，Landcorp也没有什么使产业多
元化或创造长期就业的措施。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乡村地区
工业园区的开发纳入工业用
地局的主导之下，并开发如
在Collie区的Shotts，Port 
Hedland区的Lumsden Point和
Bunbury区的Kemerton工业园
区。

在1998年的工业和科技法经济条款
的框架下，工业用地局将推广，协

助或为吸引到乡村地区的商业投资
提供奖励政策。

企业到那时终于只需要和一个政府
部门办事。这将对工业园区现有企
业的关系起到良性作用，并可以鼓
励对西澳乡村地区有意义的投资并

为那里的就业作出贡献。

“学术研究表明科技园区的成功和
当地经济的力量与多样性有关系。
一般来说，经济较好且较多元的地
区有着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那里
的科技园一般是更加成功的。”1

1Johannes Hahn; 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Regional and Urban Policy, 
‘Setting up, Managing and Evaluating E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October 2013; p7

Building a
Stronger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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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的就业 – 西澳人的就业

Local Jobs
Local Content

通过政府项目合同支持西澳的就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于保证州政
府在花纳税人钱时尽力支持西澳的
企业和为西澳创造就业机会。

西澳州政府每年为我们的教育系
统，卫生系统，公共交通，战略性
基建设施和其他基础服务花费数十
亿元。

在这些必须的开销里支持西澳人的
就业将支持我们制造业，建筑业和
新科技等行业的发展。

西澳的中小型企业将获得公平的机
会来竞标政府项目合同，当然是在
保证纳税人的钱花得物有所值的情
况下。这将帮助西澳经济多元化，
推动本地工业发展，以及创造本地
就业机会。

所有政府部门都会由法律要求把支
持本地就业列入作为政府项目竞标
和其它采购的一个条件。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借鉴维多利亚州
的经验，制定并贯彻执行“西澳产
业参与计划”。

“维多利亚州产业参与计划”通
过维州政府立法保护。仅在2013-
2014年，“维多利亚州产业参与计
划”就创造了1282个新就业机会并
保护了5103个现有的就业岗位。1

1Victorian Industry Participation Policy 2013-14 Annual Report p6

“西澳产业参与计划”也将由法律
保护，保证其作为推广地方产业和
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性。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为“西澳产
业参与计划”立法来协助西澳
的中小型企业竞标政府项目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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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Jobs
Local Content

Western Australian Industry Participation Plan 

• 利用政府从本地企业采购来创造就业和推动商业发展，进而促进
西澳经济多样化。

• 为政府指定供应商提供便利并提升本地产业的能力。

• 鼓励本地产业引进世界先进经验，如工作场所创新，电子商务和
新技术、新材料。

• 鼓励西澳产业发展出替代进口的生产能力，让本地企业可以和外
国企业公平的竞争

“西澳产业参与计划”的基本原则

“西澳产业参与计划”将会在州政
府所有采购里以四项基本原则来执
行：

• 物有所值，

• 推动西澳的就业和职位培训的
机会，

• 促进西澳经济增长和多样化，

• 决策透明。

所有竞标政府项目合同的企业都需
要递交“参与计划”，说明是如何
满足“西澳产业参与计划”的要求
的。

企业在“参与计划”需要包括可以
创造多少个本地职位，什么样的职
业培训和学徒机会和对当地企业有
什么样的帮助等。

为了确保业界和纳税人对该程序的

信心，整套程序必须要高度透明和
责任到人。这包括政府采购要以物
有所值为主要考虑。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政府采购
时采取以下原则：物有所值，
推动西澳的就业和职位培训的
机会，促进西澳经济增长和多
样化，决策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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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西澳产业能力网络” 推动
就业

“西澳产业能力网络”将支持“西
澳产业参与计划”的贯彻执行。

“西澳产业能力网络”提供的服务
包括免费协助企业制定“参与计
划”和如何增加当地参与程度。这
将帮助当地的中小企业来寻找机会
竞标政府项目。

企业竞标政府项目和采购都需要递
交满足“西澳产业参与计划”条件
的“参与计划”。“参与计划”将
由“西澳产业能力网络”来评估和
认证，并需要投标人承诺对当地就
业，产业，培训及创新的支持。

政府会制定相应机制来帮助中小企
业来制定“参与计划”竞标政府合
同。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每年投入100
万澳元来支持“西澳产业能力
网络”，进而帮助西澳的企业
竞标政府项目合同。

维多利亚州的“产业能力网络”有
非常类似的能力，并已经成功执行
维多利亚州政府政策12年。

为简化“西澳产业参与计划”的实
施，“西澳产业能力网络”将建立
一套网上系统。

该系统将帮助政府部门确认他们的
项目是否满足采购竞争性要求，并
提供门户网站以便供应商寻求协
助，递交和认证他们的“参与计
划”。

“西澳产业能力网络”将提供认
证“参与计划”的服务，包括如何
寻找和确认当地的供货商。政府部
门也需推荐供应商到“西澳产业能
力网络”确认当地现有的支持。因
为“西澳产业能力网络”需要维持
一份详尽的西澳、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的供货商名单。

 “参与计划”

• 确立本地、澳洲和新西兰参与
程度

• 确认创造的新就业机会和保护
的现有岗位

• 确认创造的培训和学徒机会

• 预计如果合同给了竞标公司对
其的发展帮助，包括替代进口
的机会

• 确认如果合同给了竞标公司其
技术转移成果或出口机会

Local Jobs
Loca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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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产业能力网络”将审查“参
与计划”并准备一份相对优点评
估。评估只会提供给相关政府部门
的竞标审核小组做最终的评价，并
据此选择成功的竞标商。

“西澳产业能力网络”对竞标人制
定“参与计划”和确认并支持地方
化的服务是完全免费的。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西澳产
业能力网络”合作为政府项目
的主导政府部门和承办商寻找
在项目所在地区可以提供的设
备和服务。

维多利亚州的经验

在2013-2014年度，成功的竞标商
平均用了84.1%的当地服务，即14
亿1000万澳元，支持了当地产业，
创造了1282个新岗位并保留了5103
个现有职位。这些合同也创造了
214个新的、保持了606个现有的培
训和学徒岗位。

合同涵盖了一系列的商业活动，包
括基础设施工程，医疗设备采购，
修建学校和信息技术设备。

在2013-2014年度，共有324个中小
企业制定了“维多利亚州产业参与
计划”来参与竞标政府合同。

合同数  163

总价值  16亿8000万澳元

新就业  1282

现就业  5103

新培训  214

现培训  606

地方含量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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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基建项目政策框架

根据《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
，工党政府将会考虑宣布一些基建
项目为西澳经济战略性项目。这将
要求相关项目增加对当地就业和经
济的支持。

大型项目可能包括那些价值5000万
或2亿5000万的投资项目。每一个
项目将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考虑。

在2013-2014年度，总共有价值110
亿澳元的8个项目按“维多利亚州
产业参与计划”被宣布为维多利亚
州经济战略性项目。这8个项目平
均用了84%的当地服务，超过90亿
澳元进入了当地产业。1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会考虑宣布
一些基建项目为战略性项目，
并因此要求相关项目增加对当
地就业和经济的支持。 

1Victorian Industry Participation Policy 2013-14 Annual Report, p4

全面执行西澳产业参与计划

“西澳产业参与计划”将适用于所
有政府部门的采购活动，如2006年
财务管理法所定的，包括州政府的
各个部和机构。例如，按1995年水
利公司法和2005年电力公司法成立
的所有水电公司。

“西澳产业参与计划”将适用于等
于或超过：

• 50万澳元的新设备、服务或投
资的采购项目

• 300万的市区建筑或大规模项目

• 50万澳元的乡村地区建筑或大
规模项目

所有西澳政府部门机构都需要每年
汇报“西澳产业参与计划”的执行
情况，如就业和培训成果，以及新
就业机会，培训和对经济多元化的
贡献。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要求所有州
政府部门、机构就政府采购和
项目合同全面贯彻执行西澳产
业参与计划，并每年报告因此
政策而对地方经济和就业的扶
持成果。

Local Jobs
Loca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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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原住民的采购计划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扶持原住
民企业并推动原住民社区的就业。

支持原住民的采购计划政策将增加
政府给原住民企业的合同，注重发
展原住民社区的商业机会和创业才
能。

西澳州政府以前有一项政策支持原
住民企业叫“公开、公平采购政
策”。这项政策使少量但低端合同
给了原住民企业。

联邦政府现在采取了一项更有力的
采购政策，要在2020年把3%的联邦
政府合同给原住民企业。迈高文工
党政府将与联邦政府同步，确立一
个百分比作为目标来实现。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执行原住民
采购计划并力争在2020年把政
府合同的3%交给西澳的原住民
企业。

原住民企业的定义是企业的50%股
权由原住民所有。Supply Nation
机构可以协助确认。S u p p l y 
Nation机构于2009年建立，有一套
原住民企业注册和认证程序。联邦
政府也是通过Supply Nation机构
来贯彻联邦政府的原住民采购政
策。

支持原住民的采购计划将为原住民
企业提供现实的机会来发展和扩
大。



WA Labor | Plan for Jobs 84

Local Jobs
Local Content

METRONET（城市交通网）：战略性基建项目

METRONET是一个综合协调的交通系
统，它将解决珀斯的长期拥堵问题
并创造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它将
珀斯的各个区通过综合协调的铁路
网联系起来，并为珀斯未来几十年
的交通系统打下基础。

不同于自由党政府混乱而且走走停
停的交通运输规划，METRONET将是
一个持续建设的，可持续创造地方
就业的项目。

•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如
METRONET这样的长期基建项目
来推动更多就业。

METRONET将通过立法来保护其长期
目标，并通过一个特别目的政府款
项来保证其的资金来源。

METRONET带来的确定性将为企业带
来信心投资，创造就业和雇佣学
徒。

根 据 “ 西 澳 产 业 参 与 计 划 ”
，METRONET将被定性为战略性基建
项目。这将提高METRONET项目增加
对西澳就业和经济的支持的要求。

“西澳产业能力网络”将会支持企
业确认METRONET持续建设项目的竞
标机会。这些服务将是免费的，并
尽全力支持小生意来竞标所有可能
的项目。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METRONET
定为战略性基建项目，并因此
要求该项目增加对西澳就业和
经济的支持。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保证政府合同会
最大限度地提高学员和学徒的数
量。METRONET各个建造阶段的商业
计划书都需要明文列出预期可以创
造包括职业培训岗位在内的就业数
额。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METRONET
的各个建造阶段都推动新的职
位培训机会。

珀斯CBD到Mandurah的铁路5年间推
动了6000多个西澳就业岗位，并为
西澳经济注入7亿澳元。1

METRONET将需要建筑，土木工程，
铁路轨道，新车站，桥梁，立交
桥，共享道路，空中电力系统，信
号系统，镇流器和枕木。与大多数
基础设施项目一样，就业将直接或
间接的在各个建造阶段产生。

西澳需要这种综合协调的规划来建
设基础设施进而发展经济和推动就
业。

1Gallop, MacTiernan; Media Statement, 12 Septem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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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自主建造的客运铁路机车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一套关于客
运铁路机车建造政策，这将为建造
客运铁路机车和保证地方就业制定
一个长期计划。这个政策将保护现
有机车维护类岗位，同时有潜力推
动在建造车厢和相关周边产业成千
上万的就业机会

Bombardier Transportation 
（BT）是世界最大的客运铁路机车
制造商，在维多利亚和昆士兰都有
建造设施。

维多利亚州2015-2016年的政府预
算制定了一个给铁路和轻轨建造长
期计划投资20亿澳元策略。“这项
数十亿元的投资将为客运铁路机车
制造商和供应商更多政策安全保
障，并可以为10000位维多利亚人
提供就业。”1

西澳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客运铁路机
车建造政策来推动我们的就业和保
证本地制造能力。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一个客
运铁路机车建造政策来支持西
澳的就业。

这项政策将支持企业投资设施建
设，新技术和本地就业等方面来满
足未来几十年公共交通系统的需
求。

它也将制定详细的机制来保证工人
的技术可以满足对于产业工人，电

1Daniel Andrews, Media Statement - $2 Billion For Trains, Trams And Jobs 
In Victoria, 4 May 2015, http://www.premier.vic.gov.au/2-billion-for-trains-
trams-and-jobs-in-victoria

工，机械和电气工程师和相关行政
人员的需求。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TAFE院校
合作制定相关职务培训的课
程。

西澳需要这种综合协调的基础设施

计划来推动就业和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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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工作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于保证西澳
州从能源产业的发展获利，并通过
这个关键产业来帮助西澳州未来经
济的多元化和创造本地就业机会。

我们将为“西澳技术性工作法案”
立法支持能源产业周边的产业发
展。这将使矿业，工程，技术和服
务业发展繁荣。推广和支持这些行
业将促进创新和就业，培训和让我
们的年轻人获得相应技术资格。

对于西澳，保持过去10年矿业繁荣
带来的经济红利和本地企业、工人
的技术、经验对于未来产业的发展
至关重要。

西澳历届政府都有相关的经济监管
手段保证能源项目的收益可以流向
本地企业，从而推动本地就业。但
现任自由党政府不愿运用类似手段
保护西澳。事实上，自由党和国家
党联盟根本没有制定过，甚至考虑
过任何产业政策。

西澳工党一直以来都高声疾呼，通
过立法和合理程序来支持本地企
业、让他们可以公平竞争能源业项
目，这可以使西澳获得更大经济红
利。

2011年和2012年西澳工党两次在州
议会提起“西澳技术性工作法案”
的动议。“西澳技术性工作法案”
的目的是在能源产业尽可能的增大
对本地产业和就业的支持。自由党
政府两次反对了这个提案。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州议会提
起“西澳技术性工作法案”来
要求西澳的大型矿业合同明文
支持西澳本地的技术工作。

“西澳技术性工作法案”涵盖的项
目包括价值超过2亿澳元的采矿、
石油或天然气等无法再生能源项
目。它也包括能源项目的周边项
目，如铺设道路、铁路、管道或建
设港口以及发电或输电来支持能源
项目。

根据“西澳技术性工作法案”，符
合建设价值的项目，也包括1979年
政府合同法适用的政府合同项目，
需要与相关部长商谈确立“技术工
作合同”。

“技术工作合同”的要求包括竞标
商将如何让当地的企业可以有公平
的机会竞争项目任何阶段的工程。
这些要求符合澳大利亚全国产业参
与框架公平、合理机会的原则。

每一份“技术工作合同”都需要确
认有多少工作是在西澳做的，在西
澳哪里，和技术工作的培训岗位数
额和种类。

Local Jobs
Loca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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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作合同”涵盖的服务业包
括工程，采购，建筑，服务管理，
设计，制造业，加工业，信息技术
和机器人技术等。这些产业将对西
澳未来经济贡献良多。

自由党州政府未能支持这些理念，
使我们在矿业繁荣期错失良机。自
由党政府未能使用所有力量来发展
我们的经济并让其多元化。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于保证本地
经济在现有的和将来的能源项目中

尽最大可能获益。我们将通过利
用“西澳技术性工作法案”发展地
方就业和产业，从而扩展我们的能
源产业。

Local Jobs
Local Content

Australian Industry Participation National Framework 

Full, Fair and Reasonable Opportunity 

Project proponents are encouraged to maximise Australian industry participation in investment projects by 
providing industry full, fair and reasonabl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Full: Australian industry has the same opportunity afforded to other global supply chain partners to 
participate in all aspects of an investment project (eg. design,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services, IT architecture); 

Fair: Australian industry is provided the same opportunity as global suppliers to compete on 
investment projects on an equal and transparent basis, including being given reasonable time in 
which to tender; and 

Reasonable: tenders are free from non-market burdens that might rule out Australian industry and 
are structured in such a way as to provide Australian industries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investment projects. 

Project proponents are encouraged to utilise information flows that provide fair and reasonable opportunities 
for participation by Australian industry and to engage in deliberations on how Australian industry might be 

utilised throughout the duration of a project’s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Extract, Australian Industry Participation National Framework,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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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工业和推动就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于建立一个
强大的由政府主导的机制与西澳业
界合作争取西澳国防工业在全国更
大的市场份额。

西澳Gallop和Carpenter两届工党
政府都确立国防工业为西澳经济多
元化的重要支柱之一。他们建立了
国防工业顾问委员会和国防工业技
术小组。

自由党政府在2009年撤销了顾问委
员会和小组。到2015年，事实表明
在其他州强力介入国防工业并为他
们州争取更多技术工作的同时西澳
错失了许多机会。

国防工业每年平均开销114亿澳
元。在此之上，每年有81亿澳元花
在国防工业的维护和保养上。这种
规模的预算对西澳的产业，特别是
钢铁加工业和技术领域是非常显著
的机会。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国防工业关
于1100辆Hawkei装甲车总价值13亿
澳元的合同和其维护合同价值1亿
26000万，以及6亿6500万澳元的澳
大利亚陆军新通信系统开发和装备
合同。

大型资金项目包括主战和辅助海军
舰艇如太平洋巡逻艇，海上巡逻
舰，护卫舰和新潜艇等。最近的澳
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指出国家将在未
来10年投入1950亿澳元来增加国防
力量。有1/4将用于在澳大利亚建
设这些关键性设备。这对西澳的国
防工业企业是重要的竞标机会。

在这种建造新舰艇等一次性的机会
以外，成功的国防工业产业也会带
来舰艇入列后保养维护的合同。联
邦政府近期关于“持续构建”护卫
舰和海岸巡逻艇的决定使这类合同
更吸引人，为未来的承建商确定了
保证。

自由党政府姗姗来迟的宣布他们将
组建国防舰艇建设委员会来向总理
和国防部长推荐西澳的造船技术。
这项举措对比南澳州由前三军总司
令Angus Houston爵士主持的国防
顾问委员会所确立的标准显得苍白
无力。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任命一位部长主
管此事并建立一个由有深厚军队背
景人员和西澳的国防工业资深代表
组成的国防工业事务委员会支持。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任命一位国
防工业事务部长和一个国防工
业事务委员会，来为维护西澳
在联邦的国防工业里的利益并
争取更多项目合同。

Local Jobs
Loca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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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发展部将抽调组建一个专业团队
直接对国防工业事务部长负责。
在“西澳国防工业”的旗帜下，他
们将为西澳的国防工业产业争取更
大利益。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西澳
国防工业”来维护西澳本地的
国防工业，进而保护并推动西
澳的国防工业就业。

“西澳国防工业”将积极的为西澳
争取更大份额的国防开支而努力。
它将与联邦的国防工业能力中心紧
密合作来支持西澳的国防工业企业
让他们变得更有竞争力，以及如何
满足国防工业能力中心制定的合同
条件等。

“西澳国防工业”也将代表西澳国
防工业寻找其他潜在客户，如美国
海军。“西澳国防工业”将通过参
加国内国际的科技展和会议，每年
的西澳贸易展，直接向联邦部长和
国防部官员争取合同等所有机会来
在所有传媒宣传推广西澳的国防工
业。

“西澳国防工业”的目的就是为西
澳的产业、就业和未来争取到我们
应得的那份公平的国防工业预算开
销份额。

“西澳国防工业”有责任推荐、保
证国防工业的需求包括在“州基建
政策”内。

“西澳国防工业”也有责任吸引西
澳的年轻人选择国防工业内的工
程类和制造业职业。为了这个目
的，“西澳国防工业”将需要在西

澳的学校和TAFE宣传国防工业的职
业。

西澳有着全国最集中的国防工业
承建商，近海石油天然气的加
工业企业和其他可以支持国防工
业的中小企业。大多数的这些
企业都集中在澳大利亚海洋建
造设施和从Fremantle，Bibra 
L a k e， R o c k i n g h a m和 H M A S 
Stirling海军基地的这个区域。

西澳造船业有良好的为美国海军建
造现代化军舰的记录。许多本地企
业都为澳大利亚海军承包大型升级
和维护项目。他们也与澳大利亚特
种部队、澳大利亚空军和新加坡国
防军有小一些的但同样重要的合
同。在国防工业合同之外，他们也
在近海石油天然气产业及矿业有所
斩获，并有能力和技术实现国防工
业的需求。

一个强劲的国防工业会为西澳提供
长期稳定的就业，可以抵消能源产
业的繁荣衰退周期。如果西澳争取
到我们应得的那份公平的联邦国防
工业预算的份额，我们的企业就可
以在国际上竞争并获得外国海军的
合同并可以打造新的技术工种。

Local Jobs
Loca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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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松绑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成立一个改革机
构，主导削减阻碍经济和就业发展
的官僚体系并减少法律法规上的繁
文缛节。

对小生意来说，在西澳的经营成本
比其他州都高。法律法规对小生意
的限制不成比例的高。2013年生产
力委员会发现西澳的葡萄酒园需要
139种许可，对比塔斯曼尼亚需要
73个和堪培拉首都地区需要76个，
并说明“法律法规对小生意的影响
因其规模是不成比例的，严重的限
制了其创造就业的能力。”1

这个改革机构的工作就是保证政府
部门的法律法规更有效用和有效
率。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成立商
业法律法规改革机构为企业松
绑，减少繁文缛节，并保证政
府的相关法律法规是高效且富
有成效的。

改革的目标是在每一个政府部门和
机构制定关键绩效指标。这些关键
绩效指标将会公开，这样企业可以
随时跟进政府改革并利用这个机会
来推动和创新他们的企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为使我们的
经济多元化而致力于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的改革，包括制定

1Regulator Engagement with Small Business -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Research Report September 2013, p296

政府部门的关键绩效指标。

改革的目的是削减不合适的条文，
昂贵的监管和执法费用。

这些提议都符合经济监管机构的建
议。2

2Microeconomic Reform (2014); Economic Regulation Authority WA; p11



WA Labor | Plan for Jobs

职业培训

Training 
for the 
Future



WA Labor | Plan for Jobs 92

职业培训

Training 
for the 
Future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重建我们的职业
培训系统，加强与业界的合作从而
增加培训机会。

TAFE还将作为一个现代的培训机构
推动未来西澳的经济发展。根据《
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TAFE
将继续是卓越的职业培训机构，并
将继续使用TAFE这个名字。近几年
一些TAFE校区的改了名字。这削弱
了这个品牌的影响力。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为职业培训
院校恢复“TAFE”这个名字。

西澳TAFE卓越的职业培训保证了西
澳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几十年来
TAFE就一直为西澳的各行各业提供
培训。

TAFE教育经济实惠，而且一直是西
澳人首选的继续深造机构。但在过
去7年，自由党政府却简单粗暴的
对待TAFE。州培训部和所有培训学
院预算都被削减，教职员工失业，
课程取消，以及学费暴涨。

对于TAFE作为对产业需要和未来就
业走向的培训机构，重振这个品牌
非常重要。根据《西澳工党经济和
就业规划》，TAFE各个学院将转变
职能成为产业技能培训中心，提供
一站式服务。那里学生可以学习新
技术，测试已经掌握的技术，求职
人也可以直接通过TAFE与业界的联
系直接找到对口工作。

政府的培训设施对于经济和产业发
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产业
技能培训中心，TAFE将于新兴和现
有产业建立直接联系，各个TAFE校
园不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创新的
场所。

培训设施将与工作介绍与技术咨询
机构在一起。产业技能培训中心将
为雇主、雇员、学徒和工会的培训
和职业需求提供一个便利的联络点

建立产业技能培训中心的资金将通
过现有预算拨款重新划分，更好的
运用现有的学校资源，利用就业发
展中心和职业中心之前做过的工作
来实现。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TAFE职业
培训院校的职能转变为产业技
能培训中心。最终，TAFE将可
以提供一站式服务，与现有行
业及新兴行业建立直接联系，
在一个场所提供培训和考核，
为雇主、雇员、学徒和工会的
工作需求提供一个便利的联络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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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培训委员会和工业培训委员会为
产业的需要和经济发展起到纽带作
用。这些机构之间的往来对于未来
职业走向相应的培训非常重要。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改组州培训
委员会和工业培训委员会来确
保他们为业界需要和政府的经
济指导建立直接沟通和联系。

还有一些手工业，虽然数目较小，
也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在课程预算
削减的情况下这些手工业的生存前
途未卜。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保证手工业
的学徒可以继续在TAFE学习相
关课程。

教学质量管理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于保证学生
受到优质的教育，雇主也可以对雇
员的技能有信心。更好的质量监管
系统可以达成以上两个目的。

近年来，私人培训机构申请政府资
金来授课的情况大大增加。在大多
数私人培训机构提供优质教育服务
的同时，我们也见到了许多学生上
完课接受完培训却没有真正获得他
们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西澳审计长2015年度报告和最近的
联邦参议院关于培训机构教学政府
贷款的质询报告显示在私人培训机
构界剔除问题机构难度非常大。

联邦参议院关于澳大利亚私人培训
机构运营，监管和资金的情况时
说：

“职业技能通过私人培训机构来提
供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教育的目的与
企业盈利的目的有时相矛盾。”1

“培训机构需要按政府可提供资金
的课程来编排他们的课，不是技术
紧缺行业相关的课程。”2

1The Senate,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References Committee Report 
into Getting our money’s worth: the operation, regulation and funding of pri-
v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 providers in Australia; October 
2015, p15
2Ibid,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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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显示一些培训机构的课程质
量不佳，课时比需要的短且考核不
够严格等问题。”1

联邦参议院明确的指出许多私人培
训机构的课程是以盈利为目的且不
符合国家职业培训标准。

这两份报告都凸显了保证严谨的审
核程序的重要性。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

 立即开启对西澳所有注册培训
机构进行审核，来确定他们是
否有违规违例行为。政府也将
定期对注册培训机构的课程进
行评估来保证教育开销符合《
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的
经济目标。

 引入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包括
长期的课程审核来确保由政府
资金支持的课程物有所值。

1The Senate,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References Committee Report 
into Getting our money’s worth: the operation, regulation and funding of pri-
v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 providers in Australia; October 
2015, 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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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培训优先”的政策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于保证我们
通过政府合同来尽可能的推进就业
和职业培训的机会。

“西澳产业参与计划”将支持企业
竞标政府合同。“西澳产业参与计
划”特别会对政府项目合同制定强
制学徒和培训岗位的要求。

一些基建项目将会被定为战略性项
目，对当地就业和经济支持的相关
要求随之增加。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提起“西澳技术
性工作法案”的动议。此法案的目
的是要求所有大型能源项目制定相
应的技术工作合同。技术工作合同
需要确认有多少工作是在西澳做
的，技术工作的培训岗位数额和种
类是什么等。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政府合
同和私企商业行为来尽可能的
增加职业培训的机会：

 西澳产业参与计划会要求参与
竞标政府项目的企业确立职业
培训的岗位数额。

 “西澳技术性工作法案”将会
来要求西澳的大型矿业合同明
文确立技术工作的培训岗位数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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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更多的职业培训机会

“职业培训优先”政策将扩展到涵
盖所有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包括
大型维护保养合同，公私合作的建
筑项目。

现行的“职业培训优先”政策要求
政府建筑项目的承建商在项目合同
的人工部分到达一定数额就需要雇
佣学徒。这项政策是Carpenter工
党政府制定的。

近些年我们错失了许多培训年轻人
的机会。西澳审计长在2011年批评
自由党政府没有监管“职业培训优
先”政策的执行情况而造成年轻一
代西澳人没有受到应得的职业培训
机会。1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

 要求州政府的每个大型建筑项
目创造职业培训的岗位。

 并扩展“职业培训优先”政策
要求州政府资助建设的大型项
目，包括大型的维修合同和公
私合作的合同项目创造职业培
训的岗位。

 要求所有建筑项目的商业计划
书明文列出预期可以创造包括
职业培训岗位在内的就业数
额。

自由党政府对“职业培训优先”政
策的改变使得成功的政府合同竞标
商把现有的学徒职位算作满足合同

1Western Australian Auditor General Report, Public Sector Performance 
Report 2011, Report 5, June 2011

的条件，而不是提供新的学徒岗
位。

所有合同需要捆绑到一起来算学徒
岗位，而不是每个合同单算。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保证政
府合同的完整性（而不是被化
整为零）来确保承建商完成应
履行的义务。

“职业培训优先”政策执行的需要
严格的监管，这样州政府的大型建
筑项目投资可以用来培训西澳的下
一代。定期审查可以用来监督这项
政策的执行情况。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建立检查机
制来保证“职业培训优先”政
策的良好执行。

“职业培训优先”政策将获得扩
展来保证尽可能多的创造学徒职
位。“西澳产业参与计划”也将支
持“职业培训优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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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的TAFE和推动乡村地区就
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于保证西
澳乡村地区获得高质量TAFE教
学。TAFE系统应该教学生符合未来
乡村地区就业走向的实际工作技
能。TAFE和新兴产业的合作至关重
要。

自由党政府一个关于培训业的报告
指出在制定“州优先照顾的职业清
单”时应该更多的考虑西澳乡村地
区的需要。1这个清单将供政府参
考，决定什么课程将由政府资助。
自由党政府否定了这份报告里的建
议。

不改变“州优先照顾的职业清单”
负面的影响了州培训部对于给乡村
地区培训机构的预算分配。报告指
出“这不仅对乡村地区的就业发展
有深意影响，对州培训机构的生存
也有重大意义。”2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改进“州优
先照顾的职业清单”使其更适
合乡村地区的就业需求并保证
乡村地区的TAFE提供和未来就
业形势相符的课程。

按报告的建议，乡村地区就业发展
计划，乡村地区投资蓝图，以及乡
村地区发展部的调查研究都可以协
助修改“州优先照顾的职业清单”
。

这份独立报告也建议制定“乡村地

1Emeritus Professor Margaret Seares , Independent Review of the Voca-
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ctor in Western Australia 2013-14, Final 
Report (Extract), p13
2Ibid, p91

区职业培训合作项目”，一个5年
计划来协助那些希望通过与新兴技
术合作来让他们地区受益的培训机
构。3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推出“乡村
地区职业培训合作项目”来为
乡村地区的TAFE与当地社区建
立长期合作并推动职业培训和
就业创造机会。

3Emeritus Professor Margaret Seares , Independent Review of the Voca-
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ctor in Western Australia 2013-14, Final 
Report (Extract),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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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小生意

《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把扶
持现在和未来的小生意作為工作的
重心。西澳的小生意占西澳所有
生意数的97%，在各行各业都有代
表。西澳工党将承诺尽一切力量支
持中小型企业，因为他们会推动急
需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在过去7年里，自由党政府对于小
生意界的管制达到前所未有的地
步。这些繁文缛节增加了中小企业
的经济负担，繁琐的官僚体系和日
益沉重的州税摧毁了商机。

西澳工党承诺将减少繁文缛节并从
政策角度为珀斯和乡村地区的小生
意提供发展和多元化的机会。

政府项目合同

西澳政府在政府合同花的钱应尽可
能的用于支持西澳本地的企业和推
动就业。迈高文工党政府将立法增
加政府项目合同对本地经济的支
持。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为“西澳产
业参与计划”立法来协助西澳
的中小型企业竞标政府项目合
同，同时保证纳税人的钱花得
物有所值。

“西澳产业能力网络”将支持“西
澳产业参与计划”的贯彻执行。“
西澳产业能力网络”提供的服务包

括免费支持企业制定“参与计划”
和如何增加当地参与程度。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改组
的“西澳产业能力网络”来协
助西澳州的中小企业竞标政府
合同。这些服务将对中小企业
是免费的。

西澳政府应考虑宣布一些基建项目
是对西澳经济有战略性意义的项
目。这些项目需要增加对当地就业
和经济的支持从而推动更多的经济
活动，商业投资和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会考虑宣布
一些基建项目为战略性项目，
并因此要求相关项目增加对当
地就业和经济的支持。 



WA Labor | Plan for Jobs 101

Supporting
Small

Business

原住民中小企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扶持原住
民拥有的企业并发展和推动原住民
就业机会。

西澳工党政府将执行一项新的采购
政策，通过提高政府授予原住民企
业的合同来发展原住民社区的商业
机会和创业才能。

西澳州政府以前有一项政策支持原
住民企业叫“公开、公平采购政
策”。这项政策使少量但低端合同
给了原住民企业。

联邦政府现在采取了一项更有力的
采购政策，要在2020年把3%的联邦
政府合同给原住民企业。迈高文工
党政府将与联邦政府同步，确立一
个百分比作为目标来实现。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执行原住民
采购计划并力争在2020年把政
府合同的3%交给西澳的原住民
企业。

支持原住民的采购计划将为原住民
企业提供现实的机会来发展和扩
大。

技术性工作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现在和未来
的能源项目支持西澳本地经济和就
业尽力扶持中小企业。

对西澳和中小企业更大的经济利益
可以通过立法来实现。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州议会提
起“西澳技术性工作法案”来
要求西澳的大型矿业合同明文
支持西澳本地的技术工作。

“技术工作合同”的要求包括竞标
商将如何让当地的企业可以有公平
的机会竞争项目任何阶段的工程。

微型企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了解微型企业对于
州经济和经济多元化与创造就业机
会的重要性。

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澳人寻求更灵活
的工作方式来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
的责任，很多人选择成为自雇人士
或自己作微型企业。微型企业通常
雇用一至四个人，与不雇人生意，

它们总共占西澳小生意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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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意发展委员会为西澳的小生意
包括微型生意提供非常重要的服
务。2015年自由党政府把小生意发
展委员会的办公室削减一半，造成
其服务能力极度下降。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每年投入10
万澳元来增加为微型企业提供
实质而有效的服务。

小生意为在私人企业就业和西澳经
济作出巨大贡献。帮助小生意获得
合适的建议和帮助使其成功非常重
要。

国防工业合同

西澳有着全国最集中的国防工业承
建商，近海石油天然气的加工业企
业和其他可以支持国防工业的中小
企业。

按照《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打造一个汇集
本地国防工业精英的机构来为西澳
争取更大的国防工业预算开支。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西澳
国防工业”来维护西澳本地国
防工业里的中小企业，进而保
护并推动西澳国防工业的就
业。

一个强劲的国防工业将为西澳提供
长期稳定的就业机会，可以抵消能
源产业的繁荣衰退周期。如果西澳
争取到我们应得的那份公平的联邦
国防工业预算的份额，我们的企业
就可以在国际上竞争并获得外国海
军的合同并可以打造新的技术工
种。

州基建政策

迈高文工党政府认识到企业投资基
础设施项目需要稳定的政策环境。
西澳需要终结走走停停的混乱基础
设施方式并开启基础建设综合的长
远计划。这将保证各个产业的需要
如港口，道路，铁路，电力和社会
设施（如卫生，住房和教育）合
理、适时得到满足。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州基
建政策”来吸引投资和推动就
业。

州基建政策对西澳的商业投资未来
至关重要。



WA Labor | Plan for Jobs 103

METRONET

METRONET是一个综合协调的交通系
统，它将解决珀斯的长期拥堵问题
并创造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不同
于自由党政府混乱而且走走停停的
交通运输规划，METRONET将是一个
持续建设的，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地
方就业项目。

迈高文工党政府的METRONET会提
供稳定政策环境保证企业的投
资，创造就业和培训学徒的信
心。METRONET将被定性为战略性基
建项目从而增加对西澳就业和经济
的支持的要求。

• 迈 高 文 工 党 政 府 将 通 过 如
METRONET这样的长期基建项目
来推动更多就业。

西澳工党将最大限度地提高学员和
学徒的数量。METRONET各个建造阶
段的商业计划书都需要明文列出预
期可以创造包括职业培训岗位在内
的就业数额。

客运铁路机车建造政策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一套关于客
运铁路机车建造政策，这将为建造
客运铁路机车和保证地方就业制定
一个长期计划。这个政策将保护现
有机车维护类岗位，同时有潜力推
动在建造车厢和相关周边产业成千
上万的就业机会。

这项政策将鼓励中小企业为未来公
共交通系统几十年所需的基础设
施，新技术和本地就业来投资。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一个客
运铁路机车建造政策来支持西
澳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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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局与发展工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成立工业用地局
来减少机构重叠和对未来投资的壁
垒。工业用地局将通过西澳1998年
的工业和科技法赋予的权利来成
立。

工业用地局将成为唯一一个负责管
理和开发工业用地和科技园区的机
构。

工业用地局将有权审批土地开发的
申请。这将简化审批程序，消除繁
文缛节和各政府部门职能不清，为
企业和投资者提供稳定的环境。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

 成立工业用地局，该局将旨在
清除对于工业发展和投资的繁
文缛节。

 与各个市政府一道合作，通过
工业用地局的机制来确认开发
工业用地。

 宣布澳大利亚海洋建造设施为
工业园区并将其纳入工业用地
局的主导之下

 把Bentley科技园纳入工业用地
局的主导之下。

 通过工业用地局来推动未来工
业园区和科技园区的开发。

推动珀斯北部的就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的珀斯北部就业计
划将显著地改变人们是如何工作
的，并在未来有潜力为珀斯北部创
造就业机会。

工业用地局将会与Wanneroo市一道
就Meridian工业园区的未来开发合
作。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开展对于成立
Two Rocks科技园的深入调查和开
发蓝图。

• 迈高文工党政府通过工业用地
局的主导将

 在Neerabup工业区开发珀斯北
部工业和科技园区。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深入考察关
于开发Two Rocks科技园的可
能。

乡村地区的科技园区

在工业用地局的主导之下，迈高文
工党政府将进行乡村地区的工业和
技术园区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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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8年的工业和科技法里面经济
条款的框架下，工业用地局将吸引
小型企业到乡村地区投资。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乡村地区
工业园区的开发纳入工业用
地局的主导之下，并开发如
在Collie区的Shotts，Port 
Hedland区的Lumsden Point和
Bunbury区的Kemerton工业园
区。

企业到那时终于只需要和一个政府
部门办事。这将对工业园区现有企
业的关系起到良性作用，并可以鼓
励对西澳乡村地区有意义的投资并
为那里的就业作出贡献。

“品牌西澳”

“品牌西澳”将作为一个有连贯性
易识别的品牌向世界推销西澳的产
品，服务和旅游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与业界人士
制定一个有连贯性但却灵活的方式
来把西澳作为一个品牌来推销。

“品牌西澳”是一个从理念到包装
再到宣传的、为向世界推销我们美
丽的西澳全球助手。

与60年代的“西澳出生印记”项目
遥相呼应，“品牌西澳”将确保我
们充分利用我们用于营销的每一元
钱。“品牌西澳”将构建私企和公
共事业之间的桥梁来让我们的讯息
在全世界不同地方以同样的方式来
理解。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咨询各行各
业以求快速确立“品牌西澳”
，通过一个具有连贯性易识别
且灵活的营销方式为西澳的
各行各业争取到市场更大的份
额。

“品牌西澳”将对我们的经济在商
业投资、创造就业、贸易和政府对
政府关系等方面有更深远的贡献。

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

作为《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
的一部分，州政府旅游目的地市场
营销拨款的稳定环境将鼓励中小企
业在旅游业投资。每年4500万澳元
的州政府投入将用于支持发展旅游
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为
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每年投入
4500万澳元，总值达2亿2500万
澳元的预算拨款。

西澳工党将通过整合有限的市场推
广资金，综合协调的市场营销和增
加政府各部门与业界的合作来提升
珀斯和西澳在旅游业，国际教育产
业，与亚洲贸易出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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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旅游

通常的推销方式是在其他州或国外
通过电视向观众宣传西澳。重大活
动也可以吸引访客参与活动，并停
留在西澳度假，这些都将支持旅游
业的中小企业。

热 门 赛 事 活 动 包 括 珀 斯 霍
普曼杯，Fringe World 
Festival，Karringyup的珀斯国际
节和珀斯国际艺术节也促进旅游
业。

活动旅游也支持西澳的乡村地区，
如Albany的ANZAC百年纪念活动，
西澳铁人三项赛，IGA 西澳Great 
Southern活动。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为会
展旅游每年投入4000万澳元，
总共2亿澳元来支持旅游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投入4亿
2500万澳元为旅游业创造投资安全
性和稳定性。

珀斯会展局

珀斯会展局的一个部分资金来源出
自州政府的机构，它的目的是协助
非赢利组织，公司和中介组织到西
澳开展会议和活动。珀斯会展局的
投入回报是悉尼和墨尔本同类机构
的两至三倍。

在最近的预算削减给西澳的旅游业
急需发展机会和推动就业的同时带
来负面的影响。迈高文工党政府将
予以纠正。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给珀斯会展
局每年拨款500万澳元来拓展西
澳在会展旅游市场的份额。

这将是对旅游业4亿2500万澳元投
资的一部分。

邮轮旅游业

西澳海岸邮轮旅游业是一个高速发
展的旅游行业，仅2014-2015年就
为西澳贡献了2亿7530万澳元。1

邮轮旅游业为西澳开发更多的停靠
景点提供了机会，这将协助旅游业
的快速发展。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旅游业合
作开发更多在西澳的邮轮旅游
停靠景点，以此吸引更多游客
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1 Cruise Down Under; Economic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Cruise Shipping 
Industry in Australia,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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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服务业

作为西澳现在充满活力的小型酒吧
市场的设计师，西澳工党领袖马
克•迈高文之前主导过酒牌改革，
创造了更多就业和一个充满活力、
吸引国际国内游客的酒吧文化。现
在还是有许多低治安风险的服务和
旅游业生意因过度的管制而无法发
展。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会把旅游利
益，社区利益和文化利益都列
入作为酒牌申请的考核条款之
中。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重新审核临
时酒牌和延长开业时间的法律
法规，为有良好记录的酒牌持
有人减少繁文缛节，开辟方
便。

其他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包括废除
第一次申请酒牌被拒需等3年才可
再申请的限制期。

我们需要鼓励一个支持旅游业的服
务产业文化并减少过度管制，如允
许饭店在没有售饭菜的情况下卖酒
类产品、旅行社为客人在行程中提
供酒。

乡村地区服务业

我们需要通过削减没有必要的法
规、为游客创造便利让他们更容易
地参与我们独特的乡村地区集市。
目前，乡村地区的酒窖可以在一个
特定区域展示葡萄酒和啤酒，但不
能卖蒸馏酒类产品。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从法律角度
允许乡村地区，包括在Swan 
Valley的葡萄酒厂，啤酒厂和
洋酒厂在乡村的农民集市上出
售他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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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生教育产业

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服务出
口行业，在2013-2014年对澳洲经
济的贡献达170亿澳元。整个产业
对澳洲贡献了13万个就业岗位。在
2013-2014年，国际教育对西澳经
济贡献13亿澳元。1

西澳需要一个全面的策略来吸引国
际学生来西澳。现在的情况是国际
学生跨过西澳去维多利亚州求学。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投入
200万澳元来制定和贯彻一项长
期的海外学生教育产业政策来
增加西澳在澳洲海外学生市场
的份额。

来自国际教育的经济利益远远超出
学费这一项。对于高等教育，创造
就业机会，促进旅游和对于技术移
民和政府之间联系有更广泛的贡
献。

1www. studyperth.com.au facts sheet – August 2015

亚洲商机

亚洲商务战略将为西澳的中小企业
提供相应最新信息可以使其灵活地
应对亚洲地区的需求和政策改变。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协助西澳的
中小企业与有在亚洲投资的经
验和资源有效的结合起来，从
而支持我们的企业走出国门。

为进一步发展正式关系，珀斯每年
将主办一届西澳东盟对话论坛，
最初可以在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的亚洲研究中心举办。

在举办西澳东盟对话论坛的同时
我们可以同时举办亚洲贸易与投资
展，侧重于推荐本地企业。这为中
小企业也在基础建设，建筑和物流
等领域提供了机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建立一个亚
洲商业门户网站来支持西澳的
中小企业参与出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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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企业

西澳需要做出更多来吸引初创企业
来为中小企业创造机会并推动更多
就业。作为“创新、信息及通讯”
政策的一部分，1450万澳元将注
入“新兴产业基金”。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投入1450万
澳元作为“新兴产业基金” 用
于给初创企业和小企业提供政
府拨款，包括电脑游戏产业，
从而达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高
科技行业推动就业的目的。

“新兴产业基金”将有450万澳元
用于支持西澳乡村地区的初创企
业。

我们对于支持初创产业的决心将为
初创产业和游戏业捕捉到重要的贸
易和投资机遇，因此为西澳推动更
多就业及商业机会。

经济创新园区

创新园区是推动就业和教育，开发
土地，促进创新和创造有活力社区
的载体。

众所周知，协作性设施，共享空间
和技术使用共享是运营企业的最有
效方式。经济创新园区可以把导师
和学生，初创企业和投资人，中小
企业和产业和政府部门有机联系起
来。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审核经济创
新园区相关的土地开发法律来
推动开发经济创新园区。

在珀斯周边有许多有潜力的场所可
以建设经济创新园区，迈高文工党
政府将与企业和学术机构合作来进
行开发。

可再生能源产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认为开发和投资可
再生能源产业极为重要，因为可再
生能源产业是未来的能源产业。我
们知道西澳对可再生能源的定位，
进而利用未来的创新和机会对于投
资西澳的未来职业和应对气候变化
极其重要。我们需要充分利用未来
科技发展为中小企业投资能源产业
带来的机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认识到在可再
生能源领域西澳独特的地理位
置，如绵长的海岸线，开阔的
陆地空间，充足的阳光，发达
的制造和加工业，并会大力推
广本地和海外对西澳可再生能
源技术的投资。

我们需要再次重视投资西澳的可再
生能源产业，那时创新，技术，就
业和经济发展也会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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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松绑

对小生意来说，在西澳的经营成本
比其他州都高。法律法规对小生意
的限制规范不成比例的高。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打击阻碍经
济和就业发展的官僚作风并减
少法律法规上的繁文缛节，致
力于确保政府部门制定的法律
法规是行之有效的。

改革的目的是削减不合适的条文，
昂贵的监管和执法的费用。

这些提议都符合经济监管机构的建
议。

扶持乡村地区企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支持西澳乡村地
区发展专项基金“Royalties for 
Regions”，但认为一些基金的项
目错过了支持乡村地区中小企业的
机会。西澳工党政府在州政府采购
和建筑项目将增加对西澳乡村地区
的社区和中小企业的支持。

投资当地企业会带来许多积极的效
果。当地企业可以在乡村地区雇更
多的员工，培训更多的学徒，他们
的消费将直接回报他们所居住的地
区。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加大对乡村
地区企业的扶持力度并保证州
政府采购和建筑项目将增加对
西澳乡村地区的社区和中小企
业的支持。

“西澳产业参与计划”和“就地采
购建议”将会同时贯彻执行，来尽
最大可能的使乡村地区的企业从投
资中受益。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筛查政府的
法律法规漏洞来保证政府的“
就地采购建议”也适用于乡村
地区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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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发展委员会

乡村地区发展委员将会采取更积极
的措施使西澳乡村地区发展专项基
金“Royalties for Regions”对
于发展乡村地区经济和推动就业的
开支可以物有所值。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所有州政
府出资的乡村地区项目竞标、
合同及招工信息都及时的公布
在乡村地区发展委员会的网站
上。

这将为当地的中小企业和求职者提
供一个单一且简便的信息门户。

农业

西澳农产品的总值大约是116亿澳
元（2014-2015年），也是西澳人
重要的就业来源，大约有30000名
西澳人在从事农业工作。1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就农业的未
来发展和就业走向，及如何吸
引新的并留住现有的乡村地区
中小型企业而广泛咨询业界。

农业利基市场（niche market）的
发展趋势为西澳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来供应亚洲新兴中产阶级对于优质
农业产品的需求。

另外一个利基市场的驱动力是消费
者越来越希望了解他们食品的原产
地及加工是否安全。有机，非转基
因，无麸和自由放养是几个消费者
需求越来越大非常现实的例子。

• 迈高文工党政府认识到潜在的
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对
于西澳经济的益处并会与农业
业界人士一起寻找并发展这些
利基市场，包括出口农业产品
的机会。 

如果现在的发展趋势继续，那么我
们农业产品发展也意味着农业周边
的产业，如农业学，农业专业领域
的金融业和谷物市场营销都会发
展。

1Western Australian Economic Profile September 2015;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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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标识

西澳的渔业为我们在这个产业里和
相关商品产业里中小企业提供了成
千上万的就业机会。

当消费者在饭店坐下来吃饭时，他
们应有权利决定选择吃西澳产的还
是外国进口的海鲜。基于这个原
则，我们认为许许多多的西澳人将
选择本地的，由可持续发展渔业理
念捕捞的海产品。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要求饭店出
售的海鲜菜肴标有海鲜食材的
原产地。

这将进一步推动对本地捕捞的海产
品的需求，从而发展我们的本地渔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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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高文工党政府认为西澳需要作更
多在乡村地区来创造技术性工作。

西澳州政府在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
和多样性经济，包括支持当地企
业，发展技术和创造就业可以发挥
重要作用。

西澳许多乡村地区并没有收到政
府项目的好处，州政府错过了利
用基础设施项目壮大本地企业，
提高当地工人技术和创造当地就
业的机会。迈高文工党政府将继
续支持西澳乡村地区发展专项基
金“Royalties for Regions”，
但现行基金有太多次错过了创造当
地就业的机会。

投资当地企业会带来许多积极的效
果。当地企业员工和学徒的消费将
直接回报他们所居住的地区。这促
进了当地经济并为乡村地区创造更
多的机会。

乡村地区的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
和原住民失业率要高出西澳平均
值。加强对本地经济和就业支持的
政策可以缓解这一现状。

这也可以给那些社区带来巨大的社
会和经济影响。雇佣当地员工的当
地企业应该享有对当地项目的优先
承建权。当地的企业通常对当地有
更好的了解，可以更好的服务当地
社区。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加大对乡村
地区企业的扶持力度并保证州
政府采购和建筑项目将增加对
西澳乡村地区的社区和中小企
业的支持。

尽最大可能就地采购、就业

《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详细
列出我们对于通过政府项目合同和
在能源产业里尽最大可能就地采
购、就业的承诺。这也包括我们对
于西澳乡村地区尽全力创造就业的
承诺。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并贯彻执
行“西澳产业参与计划”。“西澳
产业参与计划”将由法律保护，
并通过政府项目来增加对当地经济
和就业的支持。所有政府部门都被
要求把支持本地就业列入作为政府
项目竞标和其它采购的一个关键条
件。

“西澳产业参与计划”将适用于等
于或超过50万澳元的乡村地区建筑
或大规模项目和50万澳元的新设
备、服务或投资的采购项目。

在西澳乡村地区，“西澳产业参与
计划”和“就地采购建议”将会同
时贯彻执行。

乡村地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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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西澳
产业参与计划”和“就地采购
建议”来尽最大可能的就地采
购、就地创造就业。

现行的“就地采购建议”有许多漏
洞，也就是西澳乡村地区并没有收
到乡村地区投资的全部利益。最近
的一份报告显示只有17%的西澳乡
村地区发展专项基金“Royalties 
for Regions”支持了乡村地区的
企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筛查政府的
法律法规漏洞来保证政府的“
就地采购建议”也适用于乡村
地区的项目。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承诺在州议会提
起“西澳技术性工作法案”，这个
法案将要求西澳的大型矿业项目签
署“技术工作合同”。

“技术工作合同”的要求包括竞标
商将如何让当地的企业可以有公平
的机会竞争项目任何阶段的工程。
同时也要确认有多少工作是在西澳
做的，在西澳哪里，和技术工作的
培训岗位数额和种类。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州议会提
起“西澳技术性工作法案”来
要求西澳的大型矿业合同明文
支持西澳本地的技术工作。

原住民采购计划和乡村就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扶持原住
民企业并推动原住民社区的就业。

支持原住民的采购计划政策将增加
政府给原住民企业的合同，注重发
展原住民社区的商业机会和创业才
能。

西澳州政府以前有一项政策支持原
住民企业叫“公开、公平采购政
策”。这项政策使少量但低端合同
给了原住民企业。

2015年，联邦政府采取了一项更有
力的采购政策，要在2020年把3%的
联邦政府合同给原住民企业。迈高
文工党政府将与联邦政府同步，确
立一个百分比作为目标来实现。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执行原住民
采购计划并力争在2020年把政
府合同的3%交给西澳的原住民
企业。

支持原住民的采购计划将为原住民
企业提供机会发展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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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的职业培训职位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扩展“职
业培训优先”政策来尽可能的推进
就业和职业培训的机会。“职业培
训优先” 政策的贯彻执行将得益
于“西澳产业参与计划”.

在西澳乡村地区这将使更多年轻人
获得培训和技术性工作的机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尽可能的增
大乡村地区的职业培训机会。

自然科学回归小学课堂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投入1700万澳元
在200所公立学校修建实验室和设
备。这项政策将包括乡村地区小学
的投资。

对学生来讲，实验室是有吸引力
的。如果我们对于经济多元化是认
真的，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娃娃抓
起，在小学就让我们的孩子准备未
来的就业，在矿业产业之外的就
业。《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
对在小学教自然科学很重视，具体
体现在为提供实验室和配套设备的
资金。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投入1700万
澳元来推动自然科学回归小学
课堂，包括乡村地区小学的政
策，包括全面开展在全州200
所公立小学新增设自然科学课
程，为每所小学都建设实验室
和使自然科学的学习更新颖，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全州所有公立小学都可以递交意向
书来申请。在执行初期，多达200
所小学将可以获得拨款来建立相应
的设施。

• 1200万将用于把现有课堂改造
成实验室

• 500万将分为200份25000元的专
项拨款提供给学校让其购买配
套的设施

自然科学必须从娃娃抓起。同时学
校应该被赋予相应的自由方便其如
何灵活的把新的科学实验室资源编
入他们的课程。我们将与教师和
Scitech一道设计为教师制定就自
然科学教育的职业深造。对于自然
科学的关注将支持我们经济的多元
化和推动未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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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基金”

我们将投资450万澳元用于支持西
澳的乡村地区初创企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从“新兴产
业基金”投入450万澳元来支持
西澳的乡村地区。

我们对于支持初创产业的决心将为
初创产业和游戏业捕捉到重要的贸
易和投资机遇，因此为西澳推动更
多就业及商业机会。

乡村地区的科技园区与推动就业

在工业用地局的主导之下，迈高文
工党政府将进行乡村地区工业和技
术园区的开发。

政府在Bunbury，Geraldton，Alba
ny，Collie，Kalgoorlie，Karrat
ha，Port Hedland和Broome地区拥
有大片关键土地。

目前，部分地区城镇有开发了的工
业园区，或有由Landcorp计划开
发的项目。如Onslow工业辅助设
施，Port Hedland的工业区非常明
显的可以从一个单一的，政府拥有
的，以商业发展为目的的拥有权结
构来获益。这种结构将有能力激励
和刺激当地，全澳和国际投资。

所有这些园区都是商业开发将由政
府部门Landcorp主导，但是它的权
利力量被州议会的Landcorp法限
制。目前，Landcorp没有什么能力
可以刺激工业园区开发的投资。因
此，很多园区都无法吸引投资者，
也没有什么使产业多元化或创造长

期就业的措施。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乡村地区
工业园区的开发纳入工业用
地局的主导之下，并开发如
在Collie区的Shotts，Port 
Hedland区的Lumsden Point和
Bunbury区的Kemerton工业园
区。

在1998年的工业和科技法的经济条
款的框架下，工业用地局将推广，
协助或为吸引到乡村地区的商业投
资并提供奖励政策。

企业到那时终于只需要和一个政府
部门办事。这将对工业园区现有企
业的关系起到良性作用，并可以鼓
励对西澳乡村地区有意义的投资并
为那里的就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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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西澳”

西澳的乡村地区丰富多彩却独具一
格。但是西澳的宣传却不尽人意。

目前的政府策略是多个机构各自开
发营销材料，机构和职能重叠且西
澳的各个部门自相竞争市场份额。

西澳需要一个总体上具有连贯性的
品牌，私企和公共事业可以用其向
世界推销美丽的西澳。迈高文工党
政府将致力与业界人士制定一个有
连贯性并灵活的方式来把西澳作为
一个品牌来推销。

“品牌西澳”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具
有连贯性易识别且灵活的营销方式
来向世界推销我们美丽的西澳。

与60年代的“西澳出生印记”项目
遥相呼应，“品牌西澳”将确保我
们充分利用我们用于营销的每一元
钱。“品牌西澳”将构建私企和公
共事业之间的桥梁来让我们的讯息
在全世界不同地方以同样的方式来
理解。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咨询各行各
业以求快速确立“品牌西澳”
，通过一个具有连贯性易识别
且灵活的营销方式为西澳乡村
地区的各行各业争取到市场更
大的份额。

全球有许多成功的品牌先例，通过
打造一致理念，包装和信息来构建
市场份额，如红牛，世界野生动物
基金会和可口可乐。

“品牌西澳”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将
是深远的，并会在西澳的各行业如
制造业，农业，新兴技术和服务行
业如教育，旅游和其他小生意创造
新的就业机会。

乡村地区服务业

西澳旅游局估计在2013年有110万
游客参与了美食和葡萄酒旅游项
目。1乡村地区的特色很大程度上
吸引了游客的兴趣。西澳可以在美
食和葡萄酒旅游项目上做得更多，
并同时推广乡村地区的特色。

我们需要鼓励一个支持旅游业的服
务产业文化，同时减少过度管制，
如允许饭店在没有售饭菜的情况下
卖酒类产品、旅行社为客人在行程
中提供酒。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放宽管制，
允许政府认证的旅行社在特定
的情况下提供并出售酒类，如
在旅途开始前提供一杯香槟
等。

我们需要通过削减没有必要的法
规、为游客创造便利让他们更容易
地参与我们独特的乡村地区集市。
目前，乡村地区的酒窖可以在一个
特定区域展示葡萄酒和啤酒，但不
能卖蒸馏酒类产品。

1Tourism Research Australia, Food and Wine Tourism in Western Australia, 
2014,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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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从法律角度
允许乡村地区，包括在Swan 
Valley的葡萄酒厂，啤酒厂和
洋酒厂在乡村的农民集市上出
售他们的产品。

乡村地区旅游业

西澳乡村地区为访客提供一种独特
的经历。

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过去宣传过
Margaret River美食，“特别经
历”，也在7频道的Sunrise节目推
销过许多西澳乡村地区的景点。我
们应该继续通过这些媒介来宣传我
们乡村地区独特的旅游景点。

活动旅游也支持西澳的乡村地区，
如Albany的ANZAC百年纪念活动，
西澳铁人三项赛，IGA 西澳Great 
Southern活动。

西澳需要与其州竞争，吸引其他州
和外国游客来西澳。近年来维多利
亚州，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很
大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对旅游业的投
入。这些可以用在活动和推广上的
资金增加很好的促进了他们的经济
并增大了他们在旅游市场的份额。
西澳不可以被落在后面。 

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包括商业活动
和国内推广及国际度假休闲。市场
营销将通过珀斯会展局、地区旅游
组织和西澳旅游局联合执行。

自由党政府把大多数旅游投入放在
了短线和指定业务上。这些指定业
务拨款让相关组织很难为我们经济
进行长期规划。这包括西澳旅游局

对私企和公共部门在旅游业投资回
报最大化的协助能力。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投入4亿
2500万澳元为旅游业创造投资安全
性和稳定性。这将让我们的投资回
报最大化，并在我们经济重要的一
部分，即旅游业推动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

 改变西澳旅游局的财政预算模
式模式，从多重变为三重目
标：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会
展旅游，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
投资。

 在5年里为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
每年投入4500万澳元，包括商
业活动和国内及国际推广，总
值达2亿2500万澳元的预算拨款
来发展旅游业。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在5年里为会
展旅游每年投入4000万澳元，
总共2亿澳元来支持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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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旅游与西澳乡村地区

西澳乡村地区海岸邮轮旅游业是一
个高速发展的旅游行业，仅2014-
2015年就为西澳贡献了2亿7530万
澳元。1

2015年Busselton首次迎来6艘邮
轮，同时其他乡村地区港口也有
越来越多的邮轮到访。Esperan
ce，Albany，Bunbury，August
a，Geraldton，Exmouth，Port 
Hedland，Broome和Busselton都在
分享这个产业的红利。

邮轮旅游业为西澳开发更多的停靠
景点提供了机会，这将协助旅游业
的快速发展。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旅游业合
作开发更多在西澳的邮轮旅游
停靠景点，以此吸引更多游客
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由于邮轮越来越多的到访我们的乡
村地区沿岸，这也为西澳乡村地区
提供了机会吸引游客到他们那里。
如Ferguson Valley，原住民文化
遗址，和在西澳西南地区的葡萄园
和酿酒厂。吸引更多游客在观光景
点过夜将对我们乡村地区的经济有
着非常丰厚的经济利益。

西澳拥有一些非常独特和古老的原
住民艺术，文化和遗产。迈高文工
党政府将与西澳原住民旅游经营者

1Cruise Down Under; Economic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Cruise Shipping 
Industry in Australia, 2014-15

商会和其他业界机构来拓展邮轮旅
游业里原住民旅游的商机。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西澳原住
民旅游经营者商会合作，开发
更多的有西澳原住民特色的多
样、高质的旅游景点。

随着西澳邮轮旅游业、旅行社、社
区、市政府和私企之间协作的加
强，很多旅游的项目可以打包给邮
轮旅游业。

乡村地区发展委员会

现在西澳在Kimberley，Pilba
ra，Gascoyne，Goldfields-
Esperance，South West，Great 
Southern，Peel, Mid West和
Wheatbelt等地区有9个乡村地区发
展委员会。乡村地区发展委员会是
州政府设立支持乡村地区可持续发
展的正式机构。

乡村地区发展委员将会采取更积极
的措施使西澳乡村地区发展专项基
金“Royalties for Regions”对
于发展乡村地区经济和推动就业的
开支可以物有所值。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让乡村
地区发展委员会采取更积极的措
施使西澳乡村地区发展专项基
金“Royalties for Regions”对
于发展乡村地区经济和推动就业的
开支可以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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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要求所有政府部
门，主要承建商在作政府乡村地区
项目时要把所有招标或招工信息及
时的公布在乡村地区发展委员会的
网站上。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把所有州政
府出资的乡村地区项目竞标、
合同及招工信息都及时的公布
在乡村地区发展委员会的网站
上。

乡村地区的TAFE和推动乡村地区就
业

乡村地区的TAFE承受了自由党政
府大部分的TAFE预算削减。过去4
年，乡村地区的TAFE少招收了8000
名学生。2015年乡村地区的TAFE比
2014年少雇了128教职员工。有40
门在2014年的课在2015年时取消。
这严重的影响了住在乡村地区的西
澳人接受培训的机会和找到技术性
工作的可能。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致力于保证西澳
乡村地区的TAFE教学得到扩展，与
乡村地区就业挂钩。自由党政府的
一个关于培训业的独立报告指出在
制定“州优先照顾的职业清单”时
应该更多的考虑于西澳乡村地区的
需要。这个清单将供政府参考，决
定什么课程将由政府资助。自由党
政府否定了这份报告里的建议。

这影响了培训部对于给乡村地区培
训机构的预算分配。报告指出“这
不仅对乡村地区的就业发展有深意
影响，对TAFE（州培训机构）的生
存也有重大意义。1

1Independent Review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ctor 
in Western Australia 2013-14, Final Report (Extract)Emeritus Professor 
Margaret Seares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改进“州优
先照顾的职业清单”使其更适
合乡村地区就业的需求并保证
乡村地区的TAFE提供符合未来
就业形势的课程。

这份独立报告也建议制定“乡村地
区职业培训合作项目”，一个5年
计划来协助那些希望通过与新兴技
术合作来让他们地区受益的培训机
构。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推出“乡村
地区职业培训合作项目”来为
乡村地区的TAFE与当地社区建
立长期合作并推动职业培训和
就业创造机会。

迈高文工党政府承诺保护TAFE的职
业培训角色并恢复“TAFE”这个学
校的名字，并转变其职能为产业技
能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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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农业的重视

随着世界人口和对优质食品需求的
增长，西澳有机会发展我们的农业
和出口到亚洲的市场。

农业是西澳的第二大出口行业。小
麦，羊毛，牛、羊肉是我们作为世
界上最卫生最安全的出产地众多出
口产出的一部分。在2013-2014年
度，农业，林业和渔业贡献了全州
生产总值的59%。

西澳的农产品的总值大约是110亿
澳元（2013-2014年），也是西澳
第二大就业来源，大约有30000名
西澳人在从事农业工作。1 

粮食是西澳农业经济的最大一部
分，在出口行业，排在铁矿石，
石油和天然气，黄金之后的第四
位。2粮食产量在2013-2014年上升
了36%，其价值增加了41%。预期
2014-2015年度的粮食产量和出口
也有上升。3

农产品是涵盖农业，林业 ，渔
业，珍珠采集业食品同饮料制业的
产品。在2013–2014年，农产品出
口增加了10%至76亿澳元。4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就农业的未
来发展和就业走向而广泛咨询
业界并将此作为我们的“亚洲
商务战略”的一个重点。

农业利基市场（niche market）的
发展趋势为西澳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1Western Australian Economic Profile September 2015; p6
2 www.agric.wa.gov.au
3Western Australian Economic Profile September 2015; p6
4Western Australian Economic Profile September 2015; p6

来供应亚洲新兴的中产阶级对于优
质农业产品的需求。

另外一个利基市场的驱动力是消费
者越来越希望了解他们食品的原产
地及加工是否安全。例如有机，非
转基因，无麸和自由放养的就是几
个需求越来越大的产品。

农业食品部对乡村地区农业和食品
业支持东部和国际出口的项目“食
品产业创新计划”应该得到承认。
但是乡村地区需要更多的帮助。

• 迈高文工党政府认识到潜在的
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对
于西澳经济的益处并会与农业
业界人士一起寻找并发展这些
利基市场，包括出口农业产品
的机会。 

在全球食品贸易总额里，澳大利亚
几乎占3%。其中西澳出口了近80%
的农产品给亚洲国家，如中国，
印尼和越南。在2014-2015年，西
澳的农产品出口大约为72.2亿澳
元。5

世界人口预期在2050年达到97.25
亿人，而为养活这么多人口的挑战
就会保证农业将继续有发展的潜
力，如在粮食生产，食品战略安
全，新科技，研发，可持续性和人
力资源等方面。

但是人口增长不是我们生产更多商
品唯一的理由。财富的扩展，特别
是在中国和印度，推动了对面，
米，肉，蛋，奶制品以及家畜饲料
的需求。

5www.agric.w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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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的发展趋势继续，那么我
们农业产品发展也意味着农业周边
的产业，如农业学，农业专业领域
的金融业和谷物市场营销都会发
展。

我们的农业将为西澳提供一个令人
羡慕的契机进一步实现经济多样
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为世
界食品需求作出贡献。

Kermerton食品集散中心

食品集散中心或合作社直接为农户
推广和分销他们的产品，也让当地
生意和社区更容易的买到新鲜的当
地食品。

缺少销售渠道和合适规模的加工设
施来帮他们把产品卖到中小零售店
面、大型零售超市等对许多农户是
个不小的挑战。同时，对乡村地区
的新鲜产品的需求一直在上升。食
品集散中心为他们提供了进入新市
场的条件。

如果Kermerton设立一个食品加工
集散中心，它将把西南地区和南方
地区的包装、分销和运输等行业的
企业汇集到一起。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各方就成
立Kermerton食品集散中心的事
宜展开进一步探讨。

Boyanup畜牧业贸易区

全球对于高品质且安全的动物蛋白
质需求是西澳成为世界领先的活
畜、奶制品和猪肉制品出口地区。
西澳对于善待动物有很高的标准，
我们的良好声誉将继续使西澳活畜
出口业受益。

畜牧业卖场是西澳乡村地区重要的
社会和经济组成部分。畜牧业卖场
吸引了当地和其他地区的买家让他
们有机会联系交流。他们的到来为
当地的经济有很大贡献。畜牧业卖
场也利于监督动物是否受到善待。

2008年，西澳工党政府承诺畜
牧业卖场援助计划，在Midland
的 畜 牧 业 卖 场 卖 掉 后 开 发 在
Katanning，Mt Barker和西南地区
的畜牧业卖场。

2010年，西澳自由党政府承诺继
续推进西澳畜牧业卖场政策，为
乡村地区的畜牧业卖场升级更
新。Katanning和Mt Barker的设施
得到了升级，但是在Boyanup的设
施在自由党政府把预留的220万元
澳元花在了其它地方。自由党政府
决定Boyanup的设施将由私人来投
资升级。

Boyanup畜牧业卖场在Boyanup镇的
中心，占据那个镇最好的居住用
地。Boyanup畜牧业卖场是西澳活
畜卖家协会拥有，场地是租Capel
县的。2022年租约就会到期，为应
对Boyanup镇的发展，Capel县有意
向开发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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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与Capel县合
作寻找合适的场所建立Boyanup
畜牧业贸易区并由此来替代现
有的Boyanup畜牧业大卖场。

时至今日，畜牧业主们即将面对需
要把活畜运到Muchea或Mt Barker
卖场而带来的高昂的运输费用。他
们也担心路途对活畜的不良影响。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Boyanup畜牧业
贸易区来替代已经老旧的Boyanup
畜牧业卖场。这对，畜牧业主，活
畜买卖代理和当地社区都有好处。
畜牧业贸易区将创造就业机会并保
证这个产业可以继续发展。

• 迈 高 文 工 党 政 府 将 对 替 代
Boyanup畜牧业大卖场的畜牧业
贸易区的申请给予政策照顾并
加快审批速度。

原产地标识

澳洲的消费者越来越认识到世界面
临的渔业可持续发展挑战。消费者
在选择时，他们希望海鲜是优质、
按可持续发展原则捕捞的。这种社
会意识的增强给西澳海鲜产业带来
一个加大宣传西澳世界领先渔业管
理的机会。

目前，超市里卖的海鲜必须标明原
产地。但是这个规定还没有涵盖饭
店等餐饮业。

一份2014年联邦议会关于食品原产
地标识的报告建议说原产地表示“
为那些选择支持澳洲农民和食品
制造商的消费者提供了清楚的信
息。”但是联邦自由党政府和州自
由党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西澳消费者在饭店坐下来吃饭时他
们说他们应有权利决定选择吃西澳
产的还是外国进口的。基于这个原
则，我们认为许许多多的西澳人将
选择本地的，由可持续发展的渔业
理念捕捞的海产品。这将进一步推
动对本地捕捞的海产品的需求，从
而发展我们的本地渔业和就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要求饭店出
售的海鲜菜肴标有海鲜食材的
原产地。

“澳洲制造、澳洲生产”的市场调
查表明，89%的消费者把买澳洲的
新鲜食材认为是“重要”或“非常
重要”的。1

1https://australianmade.com.au/media/54037/COMPLETE-RESEARCH-
SUMMARY-2002-10.pdf ,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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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澳洲制造有限公司”也说澳
洲的消费者越来越关心他们食物的
来源，而这些关心来自经济，健
康，安全，道德及环境原因。1

西澳的渔业为我们在这个产业里和
相关商品产业里的中小企业提供了
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这些产业将
在消费者支持下继续发展。

2008年北领地全面推出海鲜原产地
标识政策。这对北领地渔业和餐饮
业带来重大利好，本地优质海鲜销
量大增。原产地标识在为消费者提
供他们食品的信息同时将帮助西澳
渔业充分发挥其潜力。

1Quoted in the report on the inquiry into country of origin labelling for food, 
from the AMCL submission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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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高文工党政府承诺制定一份详尽
的政策引导商机和鼓励企业到亚洲
发展。

这份政策将关注三个重要方面：就
业，政府间关系与教育和文化往
来。

西澳的地理位置优越，完全可以借
力于亚洲的快速人口和经济增长来
使我们的经济多元化，并确定新的
领域来增加就业。政府是可以在促
进和推动企业，教育机构和政府机
构之间的合作发挥重要作用，并创
造新的经济机会。

西澳不仅和许多亚洲关键国家地理
位置上更接近，在同一个时区，我
们和中国，日本，新加坡和南韩有
着强大的贸易关系。

亚洲市场非常多元，国家间、国内
区域和文化上的不同。但西澳与亚
洲国家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交流是
行之有效的。

我们与亚洲的经济关系为我们带来
20多年的持续发展，改善了西澳人
民的生活水平。亚洲经济发展为我
们的能源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投
资，进一步促进了铁矿石和石油天
然气的生产。

在能源业进入生产期，西澳面临的
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在在后矿业繁荣
时代在能源产业之外让我们的经济
多元化。

亚洲商务战略将为西澳的中小企业
提供相应最新信息可以使其灵活地
应对亚洲地区的需求和政策改变。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协助西澳的
中小企业与有在亚洲投资的经
验和资源有效的结合起来，从
而支持我们的企业走出国门。

亚洲商务战略将是迈高文工党政府
的中、长期经济政策并会在所有相
关政府部门贯彻执行。

一位部长将被委派专职关注加强与
亚洲国家的关系并推进亚洲商务战
略。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任命一位亚
洲商业事务部长。

亚洲商业事务部长将集中精力推广
西澳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并需求为
西澳人创造就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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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准备迎接亚洲世纪：贸易、投
资和就业

澳洲与亚洲国家间，包括东盟成
员国的文莱，柬埔寨，印尼，老
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
加坡，泰国和越南，以及中国，印
度，日本和韩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已
经建立。

东盟近来寻求进一步的会员国整
合，并于2015年成立东盟经济共同
体。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是建立
一个无国界的贸易区。虽然离实现
可能还有许多年，但西澳必须对东
盟国家的经济改革模式做到心中有
数。

经合组织（OECD）预测东盟国家的
国民生产总值从2015年到2019年
的年均增长是5.6%。尼尔森机构
在2012年时估计东南亚有1.9亿中
产阶级。这些人每天有20至130澳
元的消费能力。尼尔森机构预测
到2020年东南亚的中产阶级将翻一
番，达4亿人。1

东盟国家的经济总量预计到2050年
将成为世界第四大。预计10年后印
尼的经济将超过东盟所有其他成员
国经济的总和。2

如此强劲的发展将使数亿人脱离贫
困，并创造一个对各种商品和服
务都有需求的新兴中产阶级。西
澳有潜力来满足他们对农业，基础
设施，金融，卫生和教育服务的需
求。

1The Nielsen Company, ASEAN 2015: Are You Ready? Key Implications for 
Australian Businesses, 2014
2Vinayak HV, Fraser Thompson and Oliver Tonby;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ay 2014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会大力在亚
洲地区推销西澳在教育与培
训、矿业与能源等产业的竞
争优势和独特的理念来推动就
业。

如果印尼对澳大利亚的未来有重要
性，那么它对西澳的未来的繁荣也
至关重要。自由党政府之前关于关
闭西澳政府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贸
易与投资办公室的决定证明了其在
亚洲市场商务上封闭的思维。后来
自由党政府迫于各界的压力而取
消。

开展和促进与亚洲地区邻国的正式
关系网来帮助企业进入亚洲内区域
市场对西澳极为关键。

在珀斯成立一个支持亚洲各个商会
的场所将对他们有帮助。迈高文工
党政府将成立亚洲商业事务处，一
个由州发展部管理、目的是发展促
进亚洲商务战略。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通过如亚洲
商业事务处等政策来协助西澳
的企业与有在亚洲投资的经验
和资源有效的结合起来，从而
支持我们的经济。

为促进发展与地区邻国正式关系
网，珀斯将承办年度西澳东盟对话
论坛，一开始可以在默多克大学
Murdoch University的亚洲研究中
心，作为寻求商机和创造就业的契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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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每年主办一
届西澳东盟对话论坛，并同时
举办亚洲贸易与投资展暨亚洲
艺术节。

对话论坛将在公认的框架内运作，
包括联邦外交贸易部（DFAT）资助
的项目。此外，这对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APEC）达成的经济议程也有
所增补，主要提供产业间交流的机
会。

西澳东盟对话论坛将与西澳大学
UWA的In the Zone会议相辅相成。
同时举办的亚洲贸易与投资展将着
重于推广本地经济。

对基础建设，建筑和物流等领域的
中小企业那里也有商机。

亚洲商业门户网站将会为乡村地区
的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建立一个亚
洲商业门户网站来支持西澳的
中小企业参与出口业。

西澳有着从建筑设计到家具设计优
秀的设计界。为协助这个产业寻求
更多在亚洲发展的机会，我们将成
立一个设计专业顾问委员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成立一个由
西澳州首席建筑设计师主持的
设计专业顾问委员会来协助我
们的设计师走向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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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政府间的亚洲事务关系

对于迈高文工党政府，与亚洲国家
之间交流的重要性会通过政府对政
府间关系的深化显示出来。

按照亚洲商务战略制定的目标，州
长会带领有关部长定期访问相关亚
洲国家。议会上下两院议长每年的
访问议程将包括亚洲国家，以支持
亚洲商务战略。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让州长，各
部长及议会上下两院议长定期
访问亚洲国家。

亚洲商务战略将在所有政府部门执
行。事实上，西澳政府几乎没有政
府部门的活动与亚洲无关。卫生，
运输，工业，教育，农业和科技等
行业全都带有可以对我们与亚洲经
济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可能。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要求相关政
府部门制定支持亚洲商务战略
的相关计划。

这一政策的执行需要政府的每个
部，通过亚洲商业事务部长的协
助，来确认亚洲商务战略的那些目
标适用于他们部的活动，并从而制
定“亚洲商务协助计划”。这些计
划将帮助塑造各部以深化经济多元
化和创造就业机会为目的的政策和
活动。

政府对政府间关系的发展将促进相
关政策建立和加强西澳产业的能
力，从而充分借力亚洲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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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亚洲：教育和文化往来

没有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就不会有经
济外交。政治和文化因素都会影响
经济决策，如对政治事件的媒体报
道，游客、移民和商务访客的经历
等。

对于亚洲来的国际学生来说，澳大
利亚是一个热门目的地。西澳教育
市场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全球范
围的国际教育需求正在增长，预计
到2020年会有额外300万的海外学
生。这种对国际教育的需求为西澳
提供了一个使经济多元化和推动就
业的绝佳机遇。

对澳大利亚经济而言国际学生市场
价值170亿澳元；对西澳的净经济
价值是近13亿澳元。但是，西澳只
吸引了7.8%的澳大利亚学生签证市
场。1

国际教育是一个新兴经济，可以为
西澳带来如就业，旅游，服务业，
零售业以及科研等利益。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制定相关机
制旨在让西澳成为亚洲地区首
选的留学市场，从而为西澳创
造更多就业。

语言对于了解目标市场和增强在亚
洲寻找商机的信心都极为重要。十
分遗憾，亚洲语言的掌握目前在西
澳主流社会还很欠缺。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出台方案资助已
完成高考的西澳学生参加在亚洲国
家为期一个月的交流活动。这将为
我们的青年人提供开阔眼界、建立

1studyperth.com.au, Fact Sheets, August 2015

人际网的机会。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出台方案资
助已完成高考的西澳学生参加
在亚洲国家为期一个月的交流
活动。

我们需要培养对于我们亚洲邻国的
了解，让我们的政治和商业界的领
袖可以借鉴亚洲广泛的经验和技
能。

文化活动也以亚洲商务战略的目标
为指导，如提供机会办跨文化的交
流，商业投资与创造就业等。

• 迈高文工党政府将开启对同时
举办年度西澳东盟对话论坛和
亚洲艺术节事宜的调研。

作为《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
的一部分，我们将会与业界一道开
发一个媒体交流的活动，来加强我
们对于亚洲不同文化的更深层的了
解，并推广西澳在能源业之外多元
的经济机会。类似交流活动有可以

适用于艺术和音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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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西澳的未来

《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将在
未来5年为西澳经济注入1亿8200万
澳元的资金。这些在一系列产业的
投入将使我们的经济多元化，并创
造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

《西澳工党经济和就业规划》是经
过深思熟虑并极其有针对性的。

为推动就业，迈高文工党政府会把
扶持现在和未来的小生意作为工作
的重中之重。

到时我们将为旅游业，服务业，商
业活动以及推广西澳作为留学目的
地投入巨额资金。这些都是高回报
的产业。

创新和可再生技术作为我们经济未
来的推动力将会获得关注。新兴企
业将由“新兴产业基金”来扶持和
促进。

西澳企业和西澳人的就业将会在未
来政府项目受到优先照顾，并通过
对“西澳产业能力网络” 的改组
来协助企业竞标政府合同。

METRONET和类似项目将会被定为战
略性项目，因此增加对当地就业和
经济的支持力度。

为让我们的青年人得到未来的工作
机会而实行的教育将是我们的工作
重心之一。对于学徒和培训以及在

小学内的自然科学的关注将加大。

我们会成立工业用地局，减少繁文
缛节并为制造业提供机遇促使其蓬
勃发展。这将在现有的和将来建立
的工业园区创造更多就业。

通过联邦政府的国防白皮书，我们
将为西澳争取更多国防工业的合
同。

对 农 业 和 利 基 市 场 （ n i c h e 
market）的发展将得到政府更多的
关注。

我们的亚洲商务战略将支持各个行
业的企业出口亚洲并同时创造就
业。

小生意将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们会通过以上政策全力扶持小生
意的发展和繁荣。

我们将利用“品牌西澳”向世界宣
传我们美丽的西澳。

一个成功的西澳品牌将为西澳所有
产业带来红利，并在制造业，农
业，新技术和服务业如教育，旅游
和宾馆酒店业创造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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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工党经济和就
业规划》将振兴西澳
经济并创造成千上万
的就业机会。

通过明智的选择和正
确的优先次序，我们
将为西澳的经济带来
长期的结构性的改革
并使其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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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英文版本有差异之处，以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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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创新

“品牌西澳” 

建设更大更强的西澳 

西澳的就业 – 西澳人的就业 

职业培训 

扶持小生意 

乡村地区就业 

走向亚洲

投资于西澳的未来

一个为所有西澳人服务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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