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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盛世：
中国的转型重整
对澳大利亚未来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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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从制造型向服务型过渡, 澳大利亚企业
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影响｡信永中和澳大利亚能在这
种变化浪潮中为您的企业保驾护航，

并在教育､旅游､建筑､保健､养老与金融服务等
各主要增长领域为您抢占新的机遇｡

让我们一起探索无限可能｡



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
全国主席兼总会长约翰∙布隆比
(John Brumby)阁下致辞

我非常荣幸能向诸位呈上 《 2016 年澳中贸易报告 
》｡

受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 (ACBC) 之委托，莫
纳什大学商学院澳大利亚金融研究中心 (ACFS) 撰
写了《龙腾盛世：中国的转型重整对澳大利亚未来
的意义》，就澳大利亚与中国 10 年的贸易往来提
出了新颖的观点｡

本报告定睛于未来，这在澳中贸易系列报告中当属
首例｡针对中国经济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带动型的
转型重整过程，本报告提出了各关键产业和领域的
澳大利亚企业所受到的影响｡

中国曾一度无时无刻不谈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
长 – 最近则日夜不离 GDP 的回落｡然而，这些数
据本身并不能反映全局｡中国的经济产出仍在不断
扩大，同时中国经济的绝对规模在过去十年也增长
了一倍以上｡

当今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某些
数据显示成年中产人口为 1.09 亿，几乎是澳大利亚
总人口的五倍｡来自这个中产阶级队伍的需求正在
改变我们与最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构成｡

本次赞助商信永中和澳大利亚是首批与中国本土服
务商有着真正合伙关系的澳大利亚战略顾问之一｡
本报告直接讲述了容易受中国的需求影响的澳大利
亚关键产业｡当中所使用的经济模型提出了澳中贸
易未来的三种可能，并设法促使行业与政府内部就
澳大利亚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一重要的关系展开讨
论｡

向中国提供服务不同于我们以往的商品贸易｡为了
真正把握中国带来的机遇，澳大利亚企业必须投入
学习了解客户的喜好，同时建立一支具备国际业务
能力的工作团队｡

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作为最早致力于促进澳
中商贸关系的商业机构，十分乐意借本报告开启对
话的大门，由此奠定澳大利亚未来的经济成就｡

约翰∙布隆比



04

澳中贸易关系的未来?

中国 澳大利亚

每 个58
澳大利亚工作单位中就有1
个涉及对华直接出口｡

目前中国经济的价值高于其GDP增长的巅
峰时期｡

2006年的
GDP增长率

2015年的
GDP增长率

该增长产生了4600亿美元的
额外名义产出

该增长产生了5520亿美
的额外名义产出

12.7%

6.7%

中国的中产阶级队伍
成为世界最大，目前约
有1.09亿（根据一项估
计）的成年人（接近澳
大利亚人口的五倍）1.09

亿

一百万个
新增岗位

可能在2026年之前会
出现在五大关键产业里 

即医疗､教育､旅游､
金融与建筑｡

在转型重整加速的情况下，
到2025年，中国在澳大利亚
医疗/社会援助出口中所占的
比例可能会达到矿产出口的
水平｡

在未来十年，中国在澳大利
亚小学/中学教育出口中所占
份额将从31%增长至42%，而
在大学/职业教育出口中所占
份额则从26%增长至36%｡

模型显示到2026年，建筑业或将
新增近17.7万个工作岗位｡

澳大利亚对华服务出口收
益预计将在未来的经济中

分布得更为均匀｡

医疗 教育 旅游 金融服务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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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假设

情况假设1

基准线
情况假设2

转型重整加速
情况假设3

转型重整加速
以及资本账户开放

到2025年，
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增长率

由不到9%每年下降至5%｡
该数据符合经合组织
对中国经济的预测｡

相较于情况假设1中的基准线，
中国向澳大利亚购买的

非矿类产品与服务增加2%｡

转型重整加速（如情况假设2所示）
加上10%的海外投资额外刺激｡

该项刺激将会均匀地分布于
澳大利亚的所有行业｡

在相对保守的中国增长情况下，我们的模型显示，中国到
2025年可能占据：

42-47%
的医疗与社会
援助出口市场

36-41%
的教育

出口市场

30-35%
的短期住宿
（旅游业）
出口市场

16-19%
的金融服务
出口市场

11-13%
的建筑

出口市场

旅游
(短期住宿)

金融与
保险服务

医疗与
社会援助

教育与
培训

就业人数: 112,583就业人数: 928,215就业人数: 1,456,822就业人数: 412,884

总共增加65,545 
个岗位

总共增加226,918 
个岗位

总共增加492,965 
个岗位

总共增加111,124
个岗位2026 年

2015 年

最低就业增长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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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中贸易日趋多元化
在过去15年间，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以及以投资为主导的商品
需求给澳大利亚经济的增长与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2014

年澳中贸易报告所显示，2013年平均每户澳大利亚家庭的对华
贸易价值几近1.7万澳元｡尽管澳大利亚对华出口无论在数量上
还是价值上都以资源为主，图B 表明中国在过去十年甚或更长
的时间内在非矿类产品与服务出口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尽管中国的整体增速放缓，但经济产出仍在
快速增长
尽管中国在一段时期内助推了澳大利亚的可观增长，但其增速
现正减缓｡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从本世纪初每
年10%或以上下降到2015年的6.9%，导致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
主要贸易伙伴担忧潜在溢出效应｡然而，中国的增长模式有以
下值得注意的方面｡

第一是目前中国经济的规模｡尽管现在的增长速度比十年前缓
慢，但中国经济的绝对规模壮大了2倍以上｡从数字上看，中
国经济在2015年带来了5520亿美元的额外名义产出｡中国在
2006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12.7%，但该增长仅反映了4600亿
美元的额外名义产出 (图C) ｡

如今中国每一个实际（经过通货膨胀调整）
GDP增长百分点都代表着比10年前高两倍多
的需求｡

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转型重整，向消费服务
主导型转变
第二项考虑因素是中国增长结构的变化｡如图D所示，中国工
业的名义增长率自2010年起明显下降，而服务业的增长率则一
直保持在每年10%以上｡这与中国在经历了快速城市化与工业
化时期后出现的高原期相吻合，期间对外国（包括澳大利亚）
商品的需求剧增｡

中国经济的增长由重投资的制造主导型转向消费服务主导型，
这就是广为人知的“转型重整”｡2011年，服务业赶超制造业，
成为国家最大的就业岗位来源｡不久后，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
便成为全球之最，目前约有（根据一项估计）1.09亿成年人｡

澳中贸易关系也必须转型重整
中国的增长速度放缓以及经济的转型重整对澳大利亚有着重要
影响｡本报告力求探究这些影响，并尤其关注澳大利亚对中国
进口需求最为敏感的行业｡在进行该项分析时，本报告力图回
应某些至关重要的问题：

• 澳中贸易关系有着怎样的未来？

• 这一关系的性质变化对澳大利亚的整体经济可能会有哪
些影响？

• 商品繁荣期结束后，澳大利亚能否恢复过来？

• 澳大利亚企业能否做好充足准备把握中国经济涌现的新机
遇？

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双向贸易伙伴，贸易利润极为可观｡中国不仅在澳大利
亚双向贸易中占到接近25%的比重，其贸易价值更是澳大利亚第二大个体贸易
伙伴 – 日本的两倍左右｡图A突出显示了在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伙伴中，中国
的主导地位日渐提升｡

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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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到2025年，
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
基准线情况假设模型
相比于经合组织对中国
GDP增长的预测｡

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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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准线情况假设下澳对华出口增长

图F：到2025年，
因中国消费需求增加2%
而导致中国占澳大利亚
商品与服务出口份额
的提升

(转型重整加速)｡

商品：基准线情况假设

商品：转型重整加速

总计：基准线情况假设

总计：转型重整加速

服务：基准线情况假设

服务：转型重整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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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在基准线情况假设下，
澳大利亚对华出口
商品与服务的
增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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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贸易的利益将会减少，但贸易面会更为
广泛并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为了评估中国增长模式转变的潜在影响，本报告使用计量经济
学模型，对三种可设想的中国需求“情况假设”对澳大利亚经济
的影响作出估算｡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澳中贸易关系的前景相
当乐观｡

所述三种情况假设模型如下所示｡

1. 情况假设一 – 基准线情况假设 
 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年增长率低于9%；到2025年，年增长

率将为5%上下｡该数据符合经合组织 (OECD) 对中国经济的
预测｡ 

2. 情况假设二 – 转型重整加速 
 相较于情况假设一，中国向澳大利亚购买的非矿类产品与服

务增加2%｡  

3. 情况假设三 – 转型重整加速以及资本账户开放 
 转型重整加速（如情况假设二所示）加上10%的海外投资额

外刺激｡该项刺激将会平均分配给澳大利亚所有行业｡

情况假设一对中国的GDP增长以及对澳大利亚出口的需求采用
相对保守的假设｡该情况假设将作为基准线｡如上概述，澳大
利亚对华出口年增长率假设为不到9%，并将于2025年降至5%

左右｡这符合经合组织 (OECD) 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以及澳大利
亚的近期出口业绩｡该情况假设还加进了2017-18年间液化天然
气 (LNG)  出口短暂提升的假设 (图E)｡

我们的分析显示，相较于过去十年，中国的未来增长模式将可
能需要澳大利亚提供更丰富的商品与服务种类｡因此，未来澳
大利亚对华出口的收益预计将在整个澳大利亚经济中更为均匀
地分布｡

中国消费增长不急不缓，澳大利亚近四分之
一的服务出口可能流向中国｡
图F 重点突出了中国需求方面的细小变动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影
响程度｡根据基准线情况假设，中国所占澳大利亚出口份额将
在2025年由现在的26%增长至31%｡在转型重整加速的情况假设
下，中国向澳大利亚购买的非矿类产品与服务只需比基准线情
况假设多2%，中国所占出口份额就将升至33%｡

然而，相比于中国在澳大利亚商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其在服
务出口中所占份额的增速更快｡在未来十年，中国将占澳大利
亚服务出口的24%｡中国几近翻倍的份额会成为相对短期内一
项重大的重新组合｡

图G 呈现了基准线情况假设下以名义澳元计价的预测｡

图中显示，即便在保守的假设下，澳大利亚的服务出口相对于
商品出口也有显著的增长预测｡到2025年，澳大利亚对华出口
价值的19%可能由服务组成，相比 于2015年的水平几近翻倍——

2015年的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中服务仅占9.6%｡  

随着服务出口的提升，对华贸易将更趋个人化，全澳将
有更多的人和地区参与其中｡

商品生产往往是公平的｡在澳大利亚的“石头与庄稼”贸易中，
铁矿､小麦､煤炭与羊毛不会像以出口目的国为导向的产品那
样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尽管澳大利亚对华商品出口份额在过
去15年内呈几何式增长（主要为初级生产），澳大利亚的生产
商大体上没有为了取悦中国市场而不得不改变其产品供应的性
质｡

服务出口有所不同｡它们往往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 常见于零售层面，而非批发层面｡

因此，消费者的偏好决定了出口服务在特定市场中的成败 –
无论是教育服务､零售服务､旅游服务､金融服务还是医
疗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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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是澳大利亚经济的动力，目前占澳
大利亚经济产出的75%左右，在就业中占
约 85%｡
通过建立模型确认了现有的认识，即教育､旅游､医疗及金融
服务是对中国需求最为敏感的行业｡如图H所示，这些行业合
占澳大利亚经济增值总额约24% - 比矿业和农业企业加起来还
高许多｡

图I 突出显示了在澳大利亚某些最重要的行业中，对华出口份
额出现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到2025年，中国可能会占据：

• 医疗与社会援助出口市场的42-47%； 

• 教育与培训出口市场的36-41%；

• 住宿与食品服务出口市场的30-35%；

• 金融与保险服务出口市场的16-19%；以及 

• 建筑出口市场的11-13%｡ 

情况假设二为转型重整加速，在该假设下中国向澳大利亚购买
的非矿类产品与服务比基准线情况假设多2%｡根据情况假设
二，到2025年，中国可能会在澳大利亚的医疗/社会援助出口
中占较高的比例｡

鉴于服务业在澳大利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对华服务出口的增
长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就业增长的潜力 – 即便出口收
入增长减少了｡模型显示面向中国的服务行业应会在未来十年
出现就业增长｡中国进口需求在基准线预测上每增长一个百分
点，都会给关键行业带来一定的就业增长，但医疗与社会援助
除外 (表A)｡

表A: 特定行业在情况假设一和二项下的对比结果 

* 附注：我们的模型以特定劳动力供给为假设，该假设符合《代际报告》与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 的预测｡因此，一个行业的就业增长往往会导致另一行业 
的就业流失｡实际上，澳大利亚服务行业的的强势增长可能会吸引更多海外移民，进一步推动广泛的经济增长｡

2015 年 2026 年

情况假设一 – 基准线

(5-9%的对华出口增长率）

情况假设二 – 转型重整加速

(中国对非矿类产品与服务的需求
+2%)

金融与保险服务

产出：1830亿澳元
所占经济百分比：6.7%

就业人数：412,884

2.90%的年度产出增长
111,124的就业增长总数

+ 0.01%的额外增长
+ 95个新增工作岗位*

医疗与社会援助

产出：1480亿澳元
所占经济百分比：5.4%

就业人数：1,456,822

3.36%的年度产出增长
492,965的就业增长总数

+ 0.00%的额外增长
- 432个工作岗位流失*

教育与培训

产出：880亿澳元
所占经济百分比：3.2%

就业人数：928,215

2.68%的年度产出增长
226,918的就业增长总数

+ 0.04%的额外增长
+ 3,425个新增工作岗位*

旅游业（短期住宿）

产出：140亿澳元
所占经济百分比：0.5%

就业人数：112,583

4.89%的年度产出增长
65,545的就业增长总数

+ 0.11%的额外增长
+ 2,315个新增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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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情况假设二中特定行业内 
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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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H：2014-15年按增值总额 (GVA) 分类
的澳大利亚行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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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J：在基准线情况假设下特
定行业的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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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表 B：建筑细分行业在情况假设一和三项下的结果对比

中国的转型重整过程还涉及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我们第三种
情况假设模型，即转型重整加速以及资本账户开放，加入了来
自中国的额外10%海外直接投资刺激，这与近期增长的对内投
资情况一致｡根据假设，该项刺激将在澳大利亚所有行业中平
均分布｡

模型还显示，中国投资的增长将令住宅与商用楼房及建筑服务
受惠最多｡来自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流入若增加10%，就可能
会在2026年为建筑业增加17,219 个工作岗位 (不包括在本来无论
如何都会创造出的近160,000个工作岗位内)  (表B)｡

情况假设三中对建筑业的直接经济影响是我们的模型中所发现
的最大值｡在此情况假设中，为了满足建筑业的需要，甚至会
产生其他行业的劳动力被抽离的次级影响，包括那些本来会因
中国需求上升而受惠的行业｡

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下列报告的各项结果是以目前的政策设
定为依据，而政策的设定可能会发生变化｡可是，我们的模型
预测连同中澳目前的增长趋势以及人口统计变化都显示，截至
2026年，金融与保险服务､医疗与社会援助､教育与培训､旅
游以及建筑这五大关键行业可能会创造出近一百万个新工作机
会｡这说明目前的就业水平将提高 22%，而且将会是过去25年
内所见之最快的10年就业增长期｡

图J 突出显示了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增长以及澳大利亚国内的经
济增长预测所共同预示的就业前景｡最为显著的增长出现在医
疗与社会援助行业，其目前就业人数为150万左右的澳大利亚
人｡

2015 年 2026 年
情况假设一 – 基准线

(5-9%的对华出口增长率)

情况假设三 – 转型重整加速
以及资本账户开放

(中国对澳直接投资+10%)

建筑服务

产出：1240亿澳元
所占经济百分比：4.5%

就业人数：690,683

1.93% 的年度产出增长
112,744 的就业增长总数

+ 0.11% 的额外增长
+ 8,889 个新增工作岗位

重型与土木工程建筑

产出：1130亿澳元
所占经济百分比：4.1%
就业人数：81,716

0.84% 的年度产出增长
886 的就业增长总数

+ 0.13% 的额外增长
+ 1,034 个新增工作岗位

居住型建筑

产出：830亿澳元
所占经济百分比：3.0%
就业人数：187,861

2.76% 的年度产出增长
45,994 的就业增长总数

+ 0.25% 的额外增长
+ 6,260 个新增工作岗位*

非居住型建筑

产出：510亿澳元
所占经济百分比：1.9%
就业人数：72,572

0.51% 的年度产出增长
-324 的就业增长总数

+ 0.14% 的额外增长
+ 1,036 个新增就业机会

* 附注：我们的模型以特定劳动力供给为假设，该假设符合《代际报告》与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 的预测｡因此，一个行业的就业增长往往会导致另一行业的
就业流失｡实际上，澳大利亚服务行业的强势增长可能会吸引更多海外移民，进一步推动广泛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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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澳中贸易关系的未来既有机遇，又有挑战｡主要的机遇都在于
中国可能出现的发展情况相对应的行业中，唯矿业除外｡随着
贸易热潮的减退，来自非矿产出口的收入预计无法完全填补矿
产出口收入的减少｡

然而，澳大利亚的对华服务出口收益预计将
会在未来经济中分布得更为均匀｡
服务业已占澳大利亚经济产出的75%左右，以及就业的85%左
右｡对中国需求敏感的行业占据澳大利亚经济的很大比重｡鉴
于服务业在澳大利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且事实上服务业也
比矿业需要更密集的劳动力 – 对华服务出口将带来大范围经济
增长的潜力｡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为未来几代人扩大
和深化澳中双边经济关系带来了机遇｡

政策上的决策决定了利用中国需求的能力，例如签证与投资政
策､外商投资审查门槛､出口融资与保险以及《中澳自由贸易
协定》的实施｡

对澳大利亚企业的影响
本报告中的推测不应被视为确切的预测，而是在面对中国需求
情况的变化时，对各行业的反应程度的一种计量方式｡推测数
据指出，转型重整可能会为教育及旅游业带来巨大的就业增
长，而资本账户开放将使建筑业同时得到就业和产出增长的利
惠｡然而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是，随着未来对华出口份额的快
速攀升，澳大利亚将无法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

中国国内投资热潮的退却正值澳大利亚贸易条件的减少､澳元
贬值以及国民收入与税务收入的下行压力｡对中国需求敏感的
行业现在必须对准澳大利亚主要贸易伙伴的未来增长构成｡

教育和旅游等行业的对华出口市场份额增长显然可见，但压力
也开始浮出水面｡过度利用某个单一市场可能会成为风险，其
中涉及服务提供过程中的突发性经济衰退或多样性的价值认知
这两方面，例如在高等教育界｡服务业的增长将需要劳动力的
调整，并且未来十年技术从业人员的竞争可能会更激烈｡为了
保留年资较长的员工以及提升女性的职场参与率i，企业或需加
倍努力｡

澳大利亚满足增长需求的行业产能不可想当
然｡
对中国需求的投入可能需要行业实践与观念上的改变｡服务贸
易的拓展需要迎合特定的客户喜好及要求，远超矿业或农业贸
易中的任何定制水平｡若企业不具备服务新消费市场所需要的
技术，就要主动实施技术开发战略｡

在澳大利亚以外可能也有挑战｡许多国家正想方设法赚取中国
的教育与旅游消费｡此外，由于中国在全球的”价值链”上不断
攀升，与发达经济体在知识密集型产品与服务方面的竞争（而
不只是单纯的购买）也愈演愈烈｡事实上，有能力的中国大型
服务企业已正在向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扩展，包括澳大利亚｡

若按对华出口排名，澳大利亚位居全球前20位，而且其出口密
集度高过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或高收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ii ｡之
前一个对澳大利亚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单一出口市场出现在半个
多世纪前，在1952-53年间，当时澳大利亚约40%的商品都出口
到英国iii｡本报告的分析证明了即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相对
保守……

中国仍然是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伙伴｡
鉴于目前的出口状况，随着中国家庭消费不断上升，澳大利亚
经济非常有可能会得到持续不断的刺激｡但我们是否已经准备
好把澳大利亚25%或以上的服务出口到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
的商品热潮掀起时，很难预见该热潮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程
度｡医疗､教育､旅游､金融服务和建筑领域可能会在未来十
年重演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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