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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冉升起的能源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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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被誉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资源和能源之都，是一个推动经济强劲增长的商务、商业
和文化中心。珀斯拥有怡人的气候、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迷人的自然景观和多元文化遗

产，从未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迁居到这座国际大都市，投资并建立您的企业。 

我们感谢 Whadjuk 努加族人，他们是今日珀斯
市土地与水域的传统所有者，我们向过去和现

在的土著长老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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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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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正在经历蓬勃发展。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扩张速度使得这座河畔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日新月异，巩固了珀斯作为当代国际大都会的首府地位。从引人瞩目的世界级体育和娱

乐场馆到全新的西澳州博物馆和机场升级改造，以及重大商业和住宅开发项目，价值数十亿

澳元的投资纷纷投向当地主要建设项目。珀斯市的城市空间正在焕发生机，成为欣欣向荣的

城市新中心，拥有公园、公共场所和设施，彰显珀斯的自然风貌和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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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西澳大利亚州 (WA)

经济增长

澳大利亚排名

全球经济体（按国内生产总值  (GDP) 计
算），也是全球经济危机期间成功避免经

济衰退的两个经合组织国家之一。（联合

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9 年 A.T. 科尔尼外国直
接投资信心指数在 25 个
国家中的排名。

2019 年经济自由度指数在 
186 个国家中的排名。

第 28 年

第 14 大

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2019 年 3 月第一
季度，GDP 实际增长 0.4%，将年增长率
提升至 1.8%。

西澳州生产总值 GSP

西澳州 GSP 10 年平均值

2594 亿澳元

3.24%

35%

2017-2018 年，西澳州的州生产总值对  
GDP 的贡献率为 14%。

高于 
全澳平均值

澳大利亚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

国家，拥有高素质劳动人口和开

放型经济，充分与世界接轨。澳

大利亚强劲、稳定且多样化的经

济使其成为国际商业和外国直接

投资 (FDI) 最受欢迎和回报最高
的地区之一。

西澳大利亚州的州生产总值 
(GSP) 持续增长，反映了对我们
的矿产、能源资源、农产品和

专业与技术服务需求的增加，

使西澳能够给全球投资者带来

出色的长期价值增值。

第 5 位

第 9 位

2007-2008 年至 2017-2018 年十年间，西
澳州 GSP 的实际平均增长率为 3.24%。

本出版物中所有金额均为澳元。



“相比于布里斯班、悉尼和墨尔
本，珀斯距离亚洲人口最密集的   
20 个城市中的 17 个更近。我们还 
拥有唯一一条从欧洲直飞珀斯的航
线，无论是洽谈商务、休闲旅游还
是学习深造，对世界的大部分人口
而言，珀斯是进入澳大利亚的天然
门户。” 
Kevin Brown，珀斯机场首席执行官

2018 年珀斯机场被澳洲竞争
和消费者委员会 (ACCC) 评选
为全澳最佳首府机场。2018 
年推出直飞伦敦的 17 小时航
班；珀斯-伦敦航线是澳大利
亚飞往欧洲的唯一一条直飞

航线。2019 年 9 月 1 日推出
了东京直飞航线，飞行时间

为 9 小时 40 分。上海和印度
直飞航线正在协商洽谈中。

这些都是我们正在开拓的新

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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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区

区域时区和从珀斯出发的航班大约时长

珀斯优越的地理位置且邻

近非洲、中东、英国、欧

洲和亚洲的主要市场，使

我们的出口、服务和智慧

型人才能够迅速到达这些

目的地。

珀斯位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时区（澳大利亚西部时间 / GMT + 8  
小时），与世界约 60% 的人口时差在 1 小时内。立足于此，
凭借西澳大利亚州强大的经济和贸易伙伴关系，将您的企业

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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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之州

260 万
西澳州人口

206 万
大珀斯人口

80%
居住在大珀斯地区的西澳州居民占比

250 万
西澳州土地面积

2590 亿澳元
州生产总值

94.2%
西澳州就业率

2019 年 6 月

3.5%
预计经济增长率

 2019 -2020

为应对全球需求的不断变化，珀斯正在不断

调整自身，扩大其经济基础，以涵盖更多以

服务为基础的产业，如教育、卫生和酒店管

理等。

37%
珀斯海外出生人口

平方公里

Kalgoorlie
Perth

Broome

Geraldton

Kununurra

Derby

Port Hedland
Karratha

Exmouth

Carnarvon

Bunbury

Esperance

Eucla

Tom Price Newman

Meekatharra Warburton

Margaret River

西澳州的主要产业

资源业 
服务业 
建筑业 
旅游业 
农业

西澳州成长型产业部门

教育

无线电天文学

农业企业/优质食品
医学研究

科技与创新

Alb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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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 “ 长 期 以 来 ， 西 农 集 团 
(Wesfarmers) 将总部设于西 
澳，受益良多。我们热爱这
里，因为我们可以独立经
营⋯⋯我们可以自主决定，
可以评估各项工作。我们称
之为‘按照自己的节奏前
进’⋯⋯这是一个非凡的宜
商城市。”
Richard Goyder，伍德赛德 (Woodside)董事长， 
西农集团 (Wesfarmers)前任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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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772

444

185

71

来源：澳证所，2019 年 6 月

的澳洲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在珀斯设有总部，总体为在非洲、
拉丁美洲、中亚等许多其他市场运营的澳大利亚矿业企业的最
大占比。32.3%

全球总部

过去 10 年来，珀斯的经济成就见证了大量公司的设立或将其国内和国际总部设迁移至此，随
着印度-太平洋地区经济重要性的持续增长，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下去。优质的资本涌入使得
中央商务区 (CBD) 欣欣向荣，蓬勃发展，提供了多种商业、住宅和办公楼宇选择，也为农业企
业、基础设施、零售、旅游、教育、房地产和资源能源等领域带来了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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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是澳大利亚海上石油和
天然气工业的中心，也是全球
合作、创新以及产品和服务商
业化的中心，为提高能源产业
生产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
了重大贡献。” 
Miranda Taylor，澳大利亚能源局 (NERA)首席执行官

图片：

由伍德赛德能源公司 (Woodside Energy)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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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 
能源

珀斯是世界能源之都。凭借西澳丰富

的矿产资源、技能娴熟的劳动力和尖

端技术，珀斯成为全球能源行业的重

要全球枢纽。

西澳大利亚州是全球最具多样化的采

矿和能源州，也是世界主要铁矿石产

区。

多样化 锂 项目

2019 年 3 月，西澳大利亚州已投入资
金或在建的资源项目总价值达 245 亿
澳元，正在审议中的达 883 亿澳元。

1130 亿澳元

2017-2018 年，澳大利亚 METS 部门为
总增加值 (GVA) 贡献了 920 亿澳元， 
METS 部门专项产业出口总额为 130 亿 
澳元。METS 部门聘用 30 多万名员
工，每年研发支出超过 10 亿澳元。

大量大宗商品

在珀斯从事采矿业、专业领域、科学

和技术服务工作的人口占比。

28.4%
920 亿澳元

行业就业率 采矿设备、技术与服务部门 (METS)

西澳大利亚州的锂资源出口处于全球

领先地位，有 13 个项目正在运营、开
发或规划中，总价值达 64.5 亿澳元。

西澳大利亚州生产 50 多种具商业规模
的不同矿产品，包括占 2018 年全球产
量 5％ 以上的 8 大矿产品。

锂 47%
铁矿石 32.5%
稀土氧化物 17.6%
液化天然气 13.9%
钻石 10.7%
钛铁矿 10.2%
镍 6.5%
黄金 6.3%

*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 (Geoscience Australia) 2017 年预测 
采矿设备、技术与服务部门 (M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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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位于西澳州力拓西安吉拉斯 (West Angelas) 铁矿的自动运输系统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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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每年举办澳大利亚国际石油天然气

展览会 (AOG)。2019 年该展览会吸引了
近 8800 名来自澳大利亚和其他 14 个国
家的代表。

AOG
大型展会

在全球排名前 10 的国际能源公司中， 
有 6 家公司将总部设于珀斯。这里是 
澳大利亚全球资源和能源公司总部最

集中的地方，包括雪佛龙、壳牌、 
力拓、必和必拓  (BHP)、伍德赛德  
(Woodside)、INPEX 等公司。

西澳大利亚州目前有 9 个发电量大于 5  
兆瓦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厂，总发电量

达 606.5 兆瓦。借力于新启动的西澳州
项目，可再生能源产能预计将提升三

倍，达到 900 兆瓦。

全球总部 可再生能源

从西澳州到日本和韩国的液化天然气海

运时间，比尼日利亚、美国和卡塔尔的

竞争对手时间更短，且更具成本效益。 

8 天

招商引资

海运时间

能源之都

合作

在 2018 年弗雷泽研究所全球采矿公司 
投资吸引力指数调查中，在 83 个司法
辖区中，珀斯排名第二。

珀斯排名

包括创始成员珀斯在内的全球  20  个城市 
组建了世界能源城市伙伴组织 (WECP)， 
致力于促进行业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和

专门知识的交流。

WECP

NERA
澳大利亚国家能源局 (NERA) 为工业引
领的合作创造机会，旨在提高国家能源

资源部门的国际竞争力。NERA 是 6 大
澳大利亚政府产业增长中心之一，支持

石油、天然气、煤层气、煤炭和铀等部

门的可持续发展。

液化天然气

液化
天然气产地

2018 年 11 月至今，澳大利亚一直是全 
球领先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其中大部

分液化天然气产自西澳大利亚州。西澳

大利亚州的液化天然气产能已增长至 
50 百万吨/年 (mtpa)。

第二第一大

17



2018 年到访西澳州的国际游客人数；游客主要来自英
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美国和中国。

2018 年国际游客在西澳大利亚州
的消费总额。 

949,000

21 亿澳元

的全球中产阶级人口生活在亚太

地区，而且这一占比正在逐年递

增。(OECD)

> 50%
人口统计

旅游业

澳大利亚属于大洋洲地区，占世界总

人口的 0.5%。我们主要的贸易合作伙
伴均位于亚洲，而全球有 60% 的人口
居住在亚洲。

60%

人口

与珀斯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的全球城市：成都、休

斯顿、鹿儿岛、卡斯特洛里佐、南京、珀斯（苏格

兰）、罗德岛、圣地亚哥、瑞草、台北和瓦斯托。

珀斯是世界能源城市伙伴组织的创始成员。

11
国际交往

在珀斯与全球目的地

之间飞行的国际航空

公司数目。

飞抵新加坡的航程时间

19

5 小时

在珀斯设有政府官方代

表的国家数量。

60

互联互通 珀斯是一座四通八达、充满活力的城

市，是澳大利亚通往亚洲、中东、非

洲和欧洲的门户，也是澳大利亚在环

印度洋地区唯一的一座首府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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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亚州是贸易之州，大部分

货物和商品出口海外市场。

贸易



西澳州 5 大出口目的地（2017-2018 年）

西澳州的主要出口货物及价值 （2017-2018 年）

铁矿石

623 亿澳元 338 亿澳元 175 亿澳元 87 亿澳元 22 亿澳元 26 亿澳元

个人旅游

小麦 镍矾土石油1

教育旅游

黄金

交通

西澳州主要服务出口

80%
西澳州出口的农产品

23 亿澳元 19 亿澳元 9 亿澳元

1 包括液化天然气、原油、凝析油和液化石油气 

出口农产品占比， 2018 
年价值达 74 亿澳元。

韩国

日本

中国 684 亿澳元

86 亿澳元

231 亿澳元

航运
西澳州

澳大利亚出口占比

42%

新加坡 62 亿澳元

香港特别行政区 70 亿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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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是未来一年全球最激动人
心的旅游目的地。

 珀斯地处世界一隅，左海岸 
(Left Coast) 是享受冲浪和日光 
浴的秘境。新开通的从伦敦出
发的直飞航班让人们能够更加
便利地探索珀斯的世界顶级沙
滩、附近的天鹅谷酒庄、耗资 
26 亿澳元的伊丽莎白码头滨海 
开发区以及时尚的都市酒
店。”
2019 年《国家地理》最佳出行目的地



宜居性
繁荣的经济、优美的风景和优质的基本服务，如世

界一流的教育和医疗设施，让珀斯成为生活和工作

的完美地点，也是您建立商业基地或设立公司总部

的理想选择。

珀斯排名

珀斯被《国家地理》、 
《纽约时报》和《福布

斯》杂志评为全球最佳出

行目的地。

景点

从珀斯市前往原始海滩、世界级酒庄

和壮观的国家公园车程仅 20 分钟。

20 分钟

日照

全年每日日照时间，赋予了珀斯澳洲

阳光之都的美名。

8+ 小时

在《孤独星球》2019  年发布的亚太地区 
最佳旅行目的地榜单中，玛格丽特河排

名第一。这里拥有湛蓝清澈的海洋、原

始风光的海岸线和荣获多个奖项的酒

庄。玛格丽特河位于澳洲全球仅有的  
2 个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之一。

在美世咨询生活质量调查评选的 450 多
个全球城市中，珀斯位列前 5%。

（2019 年 3 月）

生活质量

珀斯名列前

5%

珀斯是澳大利亚房价最可

负担的首府城市。第一 第一

全球第三大艺穗节 (Fringe 
Festival)。世界艺穗节和
珀斯国际艺术节每年同期

举办，是南半球最悠久的

国际综合艺术节。

第三

2019 年经济学人智库“全 
球最宜居城市” (在全球 
140 个城市中) 年度报告排
名中，珀斯排名第 14 名，
在医疗保健、教育和基础

设施方面更是获得满分。

第 1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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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Twilight Hawkers 市场，位于珀斯 Forrest Place 广场 
西澳大利亚州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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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2014 年

“这里有对城市生活的所有向往⋯⋯
众多公园和滨水区、一尘不染的地铁
和免费公交车，餐厅菜单有取自当地
的有机食材和葡萄酒、开在遗产建筑
里的时尚酒吧、随处可见的农夫市

场、电影院和瑜伽运动。 
欢迎来到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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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 珀斯是澳大利亚文化最多元化的首府之一，坐落于

澳大利亚最具多样化的州。预计到 2028 年，珀斯将
成为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第三大首府城市。

教育

出生于海外的 
西澳州人口。37%

代表着超过

以及

个民族群体

种语言

200
270

超过

50,000

图片： 
由珀斯市和西澳大利亚州旅游局提供

西澳州人口预计达到

人口

2050 年： 
350 万

2030 年：
307 万

2017 年： 
257 万

307 万
2030 年

350 万
2050 年

名国际留学生每年在珀斯求学

在澳大利亚各大城市中，珀斯具有最佳

的国际生源市场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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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

YAGAN 广场 7350 万澳元 
YAGAN 广场是珀斯市最热门的社区聚
会和庆典场所之一，还装有华盖艺术灯

光秀和数字显示塔。

珀斯城市连接线 13.6 亿澳元 
通过将地铁线和公交车站沉入地

下，100 多年来首次将市中心与北桥 
(Northbridge) 再次相连，激发市中心的
活力。

图片： 
由大都会再开发管理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服务中心以及西澳大利亚州博物馆提供。

珀斯OPTUS体育场 16 亿澳元 
珀斯主要的运动与娱乐场馆，提供先进

的设施，优先为观众打造卓越体验。该

体育场曾荣获多个奖项，包括 2019 年
凡尔赛建筑奖 (Prix Versailles)“最美体
育设施奖”。

FORREST CHASE 广场 1 亿澳元 
这是珀斯 CBD 中心的一个主要市政和
零售空间，正在进行重大改造。

MATAGARUP 大桥 9150 万澳元 
横跨天鹅河的一座新建人行天桥， 
将市中心、珀斯 Optus 体育场、皇冠 
(Crown) 餐饮、赌场、娱乐和酒店区域
连接在一起。

伍德赛德办公楼 4 亿澳元 
近期新开业的伍德赛德石油公司 
(Woodside Petroleum) 32 层办公楼是珀
斯当前技术最先进的大楼。办公楼位于

奥拓资本 (AAIG) 斥资 10 亿澳元打造的
首府广场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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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的大都会项目目前正在交付中，

为这座城市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投资是西澳大

利亚政府的一项重要承诺，项目交付还为私营部门的参与

提供了大量机会。 

图片：

由大都会再开发管理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服务中心以及西澳大利亚州博物馆提供。

西澳新建博物馆 3.96 亿澳元
珀斯这座即将落成的博物馆是珀斯持续

推进文化转型的重要一环，将成为探索

西澳大利亚州的门户。

珀斯CBD零售区升级改造项目 5 亿 
澳元

珀斯零售核心区正在进行一轮大型开

发，价值超过 5 亿澳元。

酒店基础设施 30 亿澳元 
2012 年至今，已新建成 3456 间酒店客
房，额外 2415 间客房已投入资金或在建
中，包括新建、再开发和翻新项目。

伊丽莎白码头公交总站

耗资 1.22 亿澳元的伊丽莎白码头公交总
站翻新工程以及八层高的办公大楼开发

计划已通过审批，包括零售租赁、幼儿

园、自行车停车场、旅行终点设施、新

颖的景观绿化和屋顶露台。

珀斯儿童医院

这是珀斯一家最新的医院，耗资 12 亿
澳元，现有 298 个床位，针对 16 岁以 
下的儿童，包括治疗各种疑难重症，并

提供二级医疗服务。

伊丽莎白码头 26 亿澳元 
重新连接天鹅河与市中心的标志性滨

水开发项目，包括丽思卡尔顿  (R i tz 
Carlton) 和希尔顿逸林 (DoubleTree by 
Hilton) 两间大型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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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畔区 (WATERBANK) 21 亿澳元 
在珀斯标志性的天鹅河河畔创造新的住

宅、旅游和商业机会，让珀斯的东部门

户面目一新。

NEXTDC 1.95 亿澳元 
新建的 P1 珀斯数据中心将获得 Uptime 
研究所颁发的运营可持续性三级金牌 
认证。P1 数据中心保持运营商中立，
将直接或通过  AXON 向  AWS、微软
Azure、IBM云平台和甲骨文云平台、澳
大利亚运营商网络和服务提供商，提供

前所未有的连接方案。

雪佛龙大厦

这栋斥资 3.6 亿澳元的雪佛龙大厦将包
括超过5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预计将
于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工。

图片： 
由大都会再开发管理局、METRONET地铁网、公共交通局和 NEXTDC 提供。

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之后，珀斯和西澳大利亚州利用这一千载难

逢的机遇，继续快速发展的步伐。价值 1250 亿澳元的基础设施和资
源项目现已规划或在建中，使珀斯保持了其作为商业投资和移民的理

想目的地的地位。

METRONET地铁网 40 亿澳元 
METRONET 地铁网将有助于改善珀斯
居民的生活和出行方式，将新建客运铁

路以及多达 18 个新火车站。

FORRESTFIELD——机场快线 
这是西澳政府出资 20 亿澳元新建的一
条火车线，改善往来珀斯机场和东部城

区的交通连接，促进旅游和商务出行。

珀斯机场 25 亿澳元 
珀斯机场改造工程现已开始，并将修建 
Forrestfield —— 机场快线，增加往来
珀斯市的公共交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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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面积： 73 公顷 
容纳人数（座位数）： 6 万个 
屏幕数量： >1000
食品售卖点： 70
自行车架： 600
工人： 5800
完工年份： 2018

16 亿澳元
投资

珀斯 OPTUS 体育场

项目面积： 13.5 公顷 
住宅： 1650套 
居住人口： 3000 
商业/办公/零售： 24.4 万平方米 
公共开放空间： 4.4 公顷 
工人： 1.35万 
预计完工年份： 2020+ 

53 亿澳元
投资

珀斯城市连接线

项目面积： 1.1 公顷 
节日可容纳人数： 4.5 万 
食品售卖点： 25 
完工年份： 2018 

7300 万澳元
投资

YAGAN 广场

地标性项目不断重塑珀斯城市形象，将繁
荣的经济中心与标志性的天鹅河连接起
来。 

珀斯的未来

YAGAN 广场
珀斯城市连接线

西澳新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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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面积： 10 公顷 
住宅： 800套 
酒店房间： 400间 
居住人口： 1400 
商业/办公/零售： 22.5 万平方米 
工人： 1万 
预计完工年份： 2026 

26 亿澳元
投资

伊丽莎白码头

项目面积： 40 公顷 
住宅： 4000套 
居住人口： 7000 
商业/办公/零售： 9.4 万平方米 
工人： <6000 
预计完工年份： 2020+ 

21 亿澳元
投资

河畔区 (WATERBANK)

项目面积： 2.3 公顷 
展览空间： 7000 平方米 
工人： 3300 
完工年份： 2020 

3.96 亿澳元
投资

西澳新建博物馆

概念性建筑

 已审批的建设申请

 待审批的开发申请

 设计概念

 已审批的开发申请

 指示性建筑

伊丽莎白码头

珀斯OPTUS体育场

河畔区 (WATER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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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创新 

图片： 
力拓“未来矿业”远程中心可在距离作业点 
1000 多公里的中心位置，远程操控 Pilbara 的采
矿作业。

图片由力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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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源部门到高端农业企业、高等教育、服务业和医学研究，澳大利亚企业迫切希望与

国内外机构展开合作。凭借全球教育程度最高、最具多元文化和多语言优势的劳动人

口，以及澳大利亚的大幅度研发税收优惠，珀斯已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和

蓬勃发展的创业中心。这里是最具创新力的地方。

随着专门的区块链创业中心（全球仅 9  
个）的设立，珀斯正快速成为一个创新

中心。珀斯区块链中心将为志同道合的

创业者提供一种协作的环境，增加融

资机会，让公司在珀斯这座城市深耕 
壮大。

“立足于市中心是一个积极且
重要的举措，靠近行业合作伙
伴，方便举行各种会议，已被
证实是我们开展业务的致胜法
宝。我们的国际客户对市区近
期的开发项目以及珀斯所提供
的一切表示赞赏。和亚洲同处
一个时区使旅行和沟通变得非
常便利。”

Geoff Ward，Hazer 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
总经理 (ASX: HZR)。

教育

珀斯区块链中心

在 2019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西澳大
利亚大学入围前 100 强。

全球创造力指数（2 0 1 5
年）排名，在 139 个国家
中排名第 1，在全球型人才
方面遥遥领先（创意阶层

和教育成就）。

INSEAD 2019 年全球人才
指数排名，在 125 个国家
中排名第 12 位。

澳大利亚排名

税收减免

20% 2016 年国会通过联邦立法，支持创
新、高增长潜力初创企业，投资人

可享受税务抵扣优惠并能豁免资产

增值税。

税务抵扣优惠

(20 万澳元封顶) + 10 年资产增值税豁免

第一

第 12

前 1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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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SKA1 宽场低频孔径阵列艺术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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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总接收面
积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项目

（SKA）是在国际各方努力下建设
一个全球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西澳

大利亚州是全球仅有的 2 个台址之
一。

自动驾驶汽车

全球仅有  3 座城市进行了多辆无人
驾驶乘用车试运行，珀斯便是其中之

一，旨在提供预约共享出行服务。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颠覆性技术

西澳积极从事突破性研究和创新，在

确认的 12 项颠覆性技术中，西澳州有 
8 项处于前沿地位，包括知识工作自
动化、先进机器人、自动驾驶与接近

自动驾驶汽车、物联网 (IoT)、储能技
术、先进的油气勘探回收、先进材料

和可再生能源。

波希超算中心 (PAWSEY 
SUPERCOMPUTING CENTRE)

波希超算中心将获得 7000 万澳元的
拨款，用于更换 Magnus（一台 Cray 
Xc40，是南半球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
之一）和 Galaxy 集群，以专门满足
澳大利亚  SKA 探路者望远镜、澳大
利亚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探路者 
(ASKAP) 以及默奇森宽场阵列 (MWA)
的运营要求。全澳大利亚有 1500 多
名活跃的研究人员在使用波希超级计

算机。

珀斯最受赞誉的国家联合办公空间

珀斯的联合办公空间在不断增长，

年增长率达 11%。有半数以上的初
创企业都在利用这些设施，珀斯已

具备了培育早期创业者的环境。

西澳初创企业 2017-2018 年度获得
了 2.94 亿澳元的政府拨款，且西澳
获得的天使投资是全澳平均水平的

两倍。

NEXTDC 

NEXTDC 数据中心将为珀斯提供可持
续、前所未有的连通性，连接全球最

大的云平台、澳大利亚国内运营商网

络和服务提供商，并将容纳珀斯唯一

一个为亚马逊网络服务 (AWS) Direct 
Connect 和微软 Azure ExpressRoute 
云连接服务设置的直接连接。

3/10

Mark Stickells 
常务董事，波希超算中心 

(Pawsey Supercomputing Centre)

“珀斯的高校和专业研究机构与产业对
接，形成庞大的网络，是名副其实的未
来科技之都，在自动化、分析学、远程
操作和前沿科技领域创造了卓越成果，
力争造福澳大利亚及全人类。” 

100万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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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和生命科学

澳大利亚国家表型组研究中心所在地

──南半球唯一一家此类机构。

最高

自 2008 年以来，珀斯的医学生命科
学部门获得了 70 多亿澳元的政府拨
款，用于改进医院和医疗设施。

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医学中心有  40 
多家不同的机构进驻，为珀斯及全

世界提供医疗保健、研究、创新和

教育服务。 

Linear 临床研究中心为临床试验
提供简化监管程序，无需新药临

床试验 (IND) 要求。

珀斯拥有超过 21 家医学研究机构和
基金会。

位于珀斯的生命科学公司数量。

现金返还，针对符合条件的支出，包

括在珀斯进行的临床试验、原型制造

和其他类型的研发活动。 

43.5% 
研发

21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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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亚州的生物医学
部门发展迅猛，形势喜人...
我们现在拥有这千载难逢
的机会，来创建一个全新
的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部
门。” 
Peter Klinken 教授（澳大利亚同伴勋章 AC 获得者） 
西澳大利亚州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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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投资
珀斯已转变为移民和投资的磁石，在全球舞台上巩

固了自己的地位。数十亿投资已投入珀斯的开发项

目中，重新打造珀斯的城市天际线──为珀斯不断

增加的人口和数百万国内外游客提供全新的办公空

间、住宅和酒店，吸引他们来领略珀斯独特的人文

风情和引人入胜的自然景观。

珀斯地处全世界最安全的投资国，作为一座首府城市，交通

便利、信息发达，为您的企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繁荣稳定的基

础。西澳大利亚州处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尖端位置，为新产
品和服务提供了大量机会和市场。

珀斯集强劲经济实力、经济弹性和适应性为一身，孕育了充

满活力的多元文化。优秀的人才、政府的扶持政策、一贯的

监管框架和优良的基础设施，这一切都意味着，现在是投资

珀斯的最佳时机。

珀斯实施创新型规划框架，以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诉求，市

政府提供遗产建筑容积率转换和最高 50% 的容积率奖励、市
政税优惠以及有限的开发商贡献费要求。珀斯的项目审批时

间是全澳最短的，监管环境极具竞争力，以确保您的投资项

目具财务可行性。

珀斯的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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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搬迁至珀斯，转变您的企业和生活方式。珀斯市与西澳大利亚

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合作，致力于吸引国际投资，增加海外贸

易，扶持当地公司的发展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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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of Perth 
27 St Georges Terrace 
Perth WA 6000 
PO Box C120 Perth WA 6839\

ecodev@cityofperth.wa.gov.au 

thinkperth.com.au

电话：+61 8 9461 1570 
传真：+61 8 9461 3083

联系我们

珀斯市经济发展团队在此帮助您分析投资机会，促进您

在珀斯的企业发展。

珀斯积极支持您的商业和投资决定：

• 与当地产业、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鼓励外来投资。

• 在当地和全球宣传珀斯作为国际商务中心的定位。

• 审查相关研究，协助尽职调查，以确认并了解行业与

市场趋势和现有机遇。

• 为当地公司提供商业配对服务，协助企业开拓海外出

口市场。

• 通过世界能源城市伙伴组织和友好城市关系，发展强

大的国际联盟，建立互惠互利的商业关系。

• 支持会展和大型活动，提高珀斯的产业能力，促进新

兴产业部门的发展机会。

• 定期接待有意投资于西澳大利亚州重要产业的代表

团，促进投资机会。

• 协助国际公司与本地企业、人脉网络和政府机构建立

联系；在当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层面，提供数据和

商业支持。

本出版物有其他格式和语言版本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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