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NOMIC RELATIONS
F

PRACTICE IN

REIGN
ANDTRADE

doi:10.3969/j.issn.1003-5559.2020.12.019

跨国投资

近年来，在澳大利亚“北部大

开发”计划、中国建材样式丰富等

多方优势支持下，我国建材企业

对澳投资规模增大，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据中国统计局统计数据显

示，2019年全年，我国建材企业对

澳大利亚共投资 312亿元人民币，

较 2014年翻了近 4倍。但与此同

时，澳大利亚民众对我国的严重

偏见、反华思维，政府对我国强硬

的政治态度、不断收紧的外资审查

以及长期以来的“政冷经热”关

系，为我国建材企业投资澳大利

亚带来了诸多风险。2020年以来，

澳大利亚先是紧随美国脚步抹黑

中国，后又于 6月 14日扬言要冻

结对智库的资助，以此对中国及

中国企业进行暗示和打压。因此，

我国建材企业如何打破困境，在澳

大利亚获得更好的发展，成为当前

需要深入讨论的重点问题。

一、中国建材企业投资澳

大利亚的优势分析

（一）澳大利亚建材原材料资

源丰富，投资成本低

澳大利亚矿产资源丰富，至少

有 70余种，被称为“坐在矿车上的

国家”。除矿产外，该国植物有 1.2

万种，材林面积达 122万公顷。丰

富的矿石资源和材林资源使得澳

大利亚建材原材料时常供过于

求，不仅造成通货紧缩，也导致建

材原材料价格较低。受此影响，我

国建材企业在澳大利亚购买大多

数所需原材料的成本较低。这大

大降低了我国建材行业投资澳大

利亚的总成本，使得我国建材企

业能从中获得较大利润。

（二）澳大利亚建材产品需求

量大

第一，澳大利亚移民数量多，

住房需求量大，相应的家用建材

产品需求量也大。据澳统计局数

据显示，截至 2020年 7月，澳大利

亚总人口数为 2549.99万，其中海

外移民数量超过 700万，占比约

27.45%。大规模移民首先需要解

决的就是住房问题，而住房离不

开瓷砖、卫浴、门窗等建材产品。

所以可知，澳大利亚境内建材产品

需求量较大。为了有效满足自身

需求，澳政府会放松对我国建材

企业在当地的投资。

第二，澳大利亚人民喜欢追求

高质量生活，会频繁更换家具和

家庭装修，这进一步加大建材需

求量。据悉，澳大利亚人民比较注

重家庭内部环境，且很愿意在家庭

装修方面投入，平均不到三年就要

大规模装修或采购家具一次。这

使得澳大利亚人民对建材产品的

需求非常巨大。然而，澳大利亚的

建材工业体系并不完备，大量建材

产品都需要进口，这为我国建材企

业对当地投资提供了有利市场条

件。

（三）中国建材质量、样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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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

我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在

陶瓷、传统红木家具等方面的优

势较为明显，国际竞争力较强。并

且，我国是工业制造业大国，卫浴

等建材产品的设计和质量均较

好，符合澳大利亚人民的审美和

消费观念。因此，很多澳大利亚承

建商喜欢与中国建材企业合作，选

用中国的石材、建筑陶瓷、建筑五

金等建材。整体而言，中国建材企

业在澳大利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

势，有利于我国对当地的投资。

二、中国建材企业投资澳

大利亚的现状

（一）投资规模

从投资项目数量来看，中国建

材企业对澳大利亚的投资项目数

量逐渐增多。如表 1 所示，

2014-2019年，中国建材企业对澳

投资项目数量翻了 5倍之多。其

中，2014年到 2016年期间，中国

建材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的项目数

量增长趋势显著，增长率均超过

50%。在 2016年至 2019年四年间，

投资项目数量增长逐步放缓，年均

增长率由 54.54%下降至 11.54%。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建

材企业受中国经济结构升级与转

型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对

澳投资渐渐趋于平稳。

从投资额来看，中国建材企业

对澳大利亚的投资额逐步增大。

如表 1所示，2014-2019 年，中国

建材企业对澳整体投资额由 76亿

元增长至 312亿元，增长了 3倍之

多。其中，2015年至 2016年，一大

批中国民营建材企业涌入澳大利

亚，使得对澳大利亚建材投资额

由 118亿元增长至 218亿元，增幅

达 84.74%。2016年至 2019年，中

国建材企业对澳投资额由 218亿

元增至 312亿元，增幅逐步放缓，

呈现稳中求进趋势。

（二）投资主体

早前，我国建材企业对澳大利

亚投资的主体一直是中信、中钢

等国有企业。在国家“走出去”战

略推动下，中国民营建材企业开始

进入澳大利亚市场。例如，山东临

沂一家以瓷砖、能源发电为主营业

务的私企在澳大利亚筹建铝厂；

2015年 10月，安徽省民营建材企

业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首次登陆

澳大利亚资本市场。据统计数据

显示，2015年全年，我国民营建材

企业开展的投资项目数量约占建

材企业投资澳大利亚项目总数的

41.9%。最近几年，民营建材企业

进一步加大对澳投资，这在一定

程度上使得中国建材企业对澳投

资主体逐渐转变，从国企为主过渡

到民企与国企齐头并进。据博鳌

亚洲论坛统计，早在 2018年中国

民营建材企业对澳投资接近五

成，已追赶上国有企业，成为我国

建材企业在澳大利亚市场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且至 2020年初这一

比例依然在不断增长。可以看出，

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我国民营建

材企业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正逐步

趋稳，整体实力也不断壮大，建材

对澳投资已逐渐形成国有企业与

民营企业并驾齐驱状态。

（三）投资行业领域

一直以来，中国建材企业对澳

大利亚投资的行业领域较为集

中，主要包括建筑、环保、军工和

高新技术等领域。例如，2011年广

东鼎誉投资有限公司和澳大利亚

地产上市公司 GOODMAN 集团联合

投资开发了 MFC项目。这一项目

是澳洲唯一的中国建材家居企业

聚集地，具有里程碑意义。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国建材企业对这些

领域的投资开始逐渐细化。以建

筑领域为例，2019 年我国建材企

业对澳大利亚商业及开发地产行

业投资占投资总量的 50%以上。

这些商业及开发地产行业中不仅

包括住宅，还涵盖多元化的长期

性开发项目，如写字楼、零售物

业、酒店、港口、化工厂等商业物

业和基础设施。代表性项目有：中

国投资公司收购的澳大利亚 In-

vesta旗下写字楼资产，贝因美投

资澳洲 Fonterra 奶粉厂，中国联

塑集团在澳大利亚悉尼市投资建

造的建材商城项目，北新房屋在

澳大利亚推进的装配式建筑产

业。总的来说，我国建材企业对澳

大利亚投资的行业领域较为集

中，单一领域的投资项目逐渐细

表 1 2014-2019年中国建材企业对澳大利亚投资规模

年份 投资额（亿元） 增长率 投资项目数量（个） 增长率

2014年 76 - 11 -

2015年 118 55.26% 22 100%

2016年 218 84.74% 34 54.54%

2017年 276 26.6% 43 26.47%

2018年 303 9.78% 52 20.93%

2019年 312 2.97% 58 11.5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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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其中商业地产占据主导地位。

三、中国建材企业投资澳

大利亚面临的主要风险

（一）政策风险

1. 政策措施调整影响投资进

程。这是由于：一方面，澳大利亚

对中国的态度一直追随其最大金

主美国的脚步，当中美关系恶化或

美国针对中国时，澳大利亚也会针

对我国。另一方面，中澳两国社会

与经济利益博弈不断，如澳大利亚

加征高额关税、加严贸易安全审查

等措施，使得彼此间的嫌隙不断加

深。2020年 3月底，澳大利亚出台

了临时性新政，即外国投资审查委

员会（FIRB）将海外投资审批的最

低限额降至 0澳币，并将审批时间

上限由 30天延长至 6个月。这一

政策的施行意味着我国所有对澳

投资均需接受该国 FIRB 的审批，

且审批时间较过去可能拉长 6倍。

同年 6月 6日，澳大利亚总统莫里

森又宣布，将采取严厉的新措施

阻止外国人购买本国土地。这使

得海外房地产企业购买澳大利亚

土地将受到严格的审批。而建材

企业又与房地产企业息息相关，

一旦海外房地产投资缩减，所需

建材制品也会有所减少，进而影响

中国建材企业对澳投资整体进程。

2. 法律变动引起投资项目受

阻。澳大利亚有上百种涉及领域

和内容各有侧重的法律，包括《商

业法》《公司法》《破产法》《外国收

购与接管法》等。并且，为了保护

本国经济、文化和产业发展，澳大

利亚政府会根据不同情况调整法

律。在此法律环境下，中国建材企

业对澳投资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法

规窘境，因违反当地法律而导致投

资失败。例如，2018年 3月 10日，

维多利亚州政府颁布了新建筑指

导法规，要求建材供应和施工企

业禁止在 A类和 B 类建筑中使用

一种建筑材料，即发泡聚苯乙烯产

品和聚乙烯芯层重量占比超过三

成的铝塑板。新规颁布使得澳建

筑主管部门加严了建材项目的评

估审核与监管力度，导致部分早

前投资的项目因不合规而被迫流

产。再如，2020年 6月澳大利亚宣

布重新修改《外国投资法》，引入

“国家安全评测”，严格审查海外

投资者对澳大利亚电信、能源、水

利、数据、港口等敏感项目的投

资。而我国建材企业经营领域较

广，基本与上述敏感项目均有合

作。因此我国对澳投资建材企业

将面临安全审查风险。

（二）融资风险

近年来，在澳大利亚针对房地

产行业政策的影响下，该国银行

贷款利率逐渐提高。2017年，澳大

利亚银行的房产贷款利率为 4.3%

-4.5%，2018年这一利率上升到了

5.28%- 5.43%。受贷款利率上升

影响，我国建材企业对当地投资

的融资难度增大。2019年 12月，

澳大利亚包括四大主要银行在内

的很多本土银行相继停止了针对

海外买家的贷款业务。这使得我

国建材企业很难从当地大型银行

获得贷款。据专业机构对未来半

年澳大利亚建筑业信贷环境的调

查反馈，73%的企业认为信贷环境

将维持不变，21%的企业预计信贷

环境将恶化。信贷环境不佳会对

澳大利亚建筑行业发展造成负面

影响，同时也会制约中国投资当地

的建材企业发展。

（三）经营整合风险

中国建材企业投资澳大利亚

后，会从国内派驻相关人员管理投

资项目。受中澳两国企业间经营

管理方式、文化习俗、薪酬福利体

系等差异的影响，我国对澳投资

建材企业通常会遇到项目经营整

合风险。数据显示，中国建材企业

对澳投资并购中，由于后期整合执

行与经营管理不到位导致的失败

案例占全部并购交易失败案的

40%左右。具体而言，澳大利亚属

于盎格鲁 -撒克逊文化，企业管理

者倾向于与值得信任的人共同处

理决策问题，而中国倡导儒家文

化，管理者倾向于在正式的群体

会议上确定决策目标；澳大利亚人

表达直接，但中国人表达隐忍委

婉；澳洲人工昂贵，但中国人工较

为便宜。中澳企业经营管理决策、

沟通方式、人工成本等方面的不

同，使得中国建材企业管理者在经

营管理澳大利亚投资企业时，时常

因沟通与管理效率低问题影响项

目进展。以往数据显示，我国建材

企业在澳并购重组案件中，因没有

做好经营整合而导致的项目受阻

案件超过 70%。

四、解决途径

（一）政府层面

1. 加强与澳政府间沟通交流

与谈判。在当今国际大格局形势

下，中澳双方领导人应加强沟通

与交流，通过高峰论坛、博览会等

平台，不断深入中澳关系，解除双

边疑虑，增进彼此信任。在此过程

中，我国政府应争取与澳的平衡对

等关系，积极跟进投资问题审核进

度，为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投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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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更多便利的同时，减少中国建材

投资者对澳投资损失。此外，政府

部门还应建立海外投资争端纠纷

解决机制，允许中国企业在国内

法、国际仲裁机制下自由选择解

决路径，确保我国建材投资项目

面对澳政府违约时能及时获得法

律救济。

2. 完善政府性信息服务平台

与协同机制。一方面，针对澳大利

亚变化莫测的外交关系变动风险，

商务部应牵头其他部门构建一个

政府性的海外投资公共信息服务

平台，为建材企业投资提供完备

的信息服务。另一方面，政府部门

应不断完善企业海外投资信息协

同机制，尽量在多个影响力强的平

台，公开有关澳大利亚 FDI审查的

相关信息；将与澳政府间达成的

最新政策共识信息第一时间告知

海外投资企业，并对涉及敏感领域

的企业进行提示。通过公共信息

服务平台与信息协同机制实现对

外投资的空间和时间错位搭配，降

低因澳政策变动带来的风险和损

失。

（二）企业层面

1.加强事前调查与风险评估，

提前购买相关投资保险。中国建

材企业若想投资澳大利亚，就需

要在投资开展前充分了解当地政

策与法律变动情况，采取相应措

施进行风险预防。一方面，建材企

业应加强对澳政策、法律与投资市

场的事前调查，提前对投资环境、

企业资信与风险进行评估。并根

据分析和评估结果，做好政治风

险规避工作以及投资项目可行性

分析工作。另一方面，建材企业应

提前购买投资保险，如信用保险、

财产保险、人身安全保险等多样

化险种，积极利用保险公司和其他

专业风险管理机构的相关业务，保

障自身投资利益。

2. 从投资三阶段规避敏感项

目，缓解安全审查困境。在投资澳

大利亚前，中国建材企业应尽量减

少与《外国投资法》中敏感领域企

业的合作，避免在非常时期参与

电信、能源、水利、数据、港口等敏

感项目，造成不必要损失。对于已

开展合作的敏感领域项目，建材企

业应第一时间建立审查团队，依据

FIRB安全审查机制，从澳大利亚

视角出发对合作项目和企业进行

模拟安全审查。在项目开展后，建

材企业要尽可能缩短与这些敏感

企业的合作周期，将合作时间缩

短至一个月以内，并尽量做到一

次性或短期合作。

3. 打造中国制造高端建材品

牌，提高国际竞争力。获得澳大利

亚市场的根本方法是增强我国产

品竞争力，提高澳大利亚人民和

政府对我国建材的认可度。具体

而言：第一，依靠我国在澳营销中

心，打造中国制造专区。第二，打

造一批融入中国元素、高质量、高

技术、高价格的建材产品，在营销

中心试卖并进行高端建材产品试

点。第三，打造中国建材线上专属

平台，利用手机广告向澳大利亚人

民宣传，让客户体验到足不出户就

能购买、运输、安装的全程服务。

第四，抓住顾客心理，推行营销策

略，形成良好口碑。在品牌打造过

程中，建材企业应做好服务、营销

等细节工作，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和购买黏性，提高综合竞争力。

（三）第三方机构层面

1.建立“信用 + 融资 + 保险”

综合支持模式。2018年，国泰君安

与浙商基金签订信用保护合约，通

过“前端费用 +标准票息”的保护

费支付方式为红狮集团提供信用

保护。这种非银行、非担保公司金

融机构直接参与解决融资问题的

市场化方式，可以解决“走出去”

企业的融资困境。因此，我国金融

机构也可以借鉴此做法，建立“信

用 +融资 +保险”综合支持模式，

为投资澳大利亚的建材企业提供

融资支持。

2. 发挥行业协会的综合服务

优势。行业协会可发挥自身服务

优势，为“走出去”建材企业提供

政策环境与投资信息支持。例如，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可利用自身

投资合作促进机制，充分研究澳

大利亚引资需求及偏好，协助中

国建材企业做好先期市场调研，

并帮助企业拓宽投资渠道，提升

风险抵抗能力。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可以用自身对海外投资

信息了解的优势，积极关注澳大利

亚投资市场行情，为中国企业提供

信息预警帮助以及法律指引，提升

建材企业的风险化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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