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马尼亚拥有…

地球上矿石最丰富
的地区之一
塔斯马尼亚矿业兴旺，历史悠久，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目前，采矿与矿物加工部门占全州商品出口收入的50%以上。
作为地球上矿石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塔斯马尼亚不仅拥有令
人惊叹的地质多样性，而且还蕴藏储量丰富、易于开采、
靠近交通及基础设施的高品位矿床。塔斯马尼亚开采的主要
矿产包括铜、金、铅、铁、银、锡、锌、煤以及超高纯度石
英粉。
塔斯马尼亚在矿产资源勘探、开采和下游加工领域仍有许
多尚未开发的机会，并积极实施富有支持性的勘探与开发
法规。
塔斯马尼亚州政府认识到增加塔州核心产业以及充分利用塔
州的竞争优势的必要。
塔斯马尼亚州政府有意确保我们的矿业获得增值投资。州政
府通过塔斯马尼亚矿产资源部(MRT)提供最先进数字格式的
最新地质科学数据，协助勘探公司确定潜在的采矿目标。
目前，在塔斯马尼亚持有大约540份采矿租约。这些租约大
部份属于建材类矿物开采(路基与铺面材料、砂石、沙子
和粘土)。有多家公司在塔斯马尼亚开展各大采矿运营。

www.cg.tas.gov.au

这些矿业公司包括格兰奇资源有限公司(Grange Resources)
、五矿集团(MMG)、多元化矿产公司(Diversified Minerals)、
塔斯马尼亚铜矿公司(Copper Mines of Tasmania)、蓝石矿业
公司(Bluestone Mines)、塔斯马尼亚矿业有限公司(Tasmania
Mines)、希瑞矿业有限公司(Shree Minerals)、康沃尔煤矿公司
(Cornwall
Coal)、硅比科石灰公司(Sibelco Lime)、澳大利亚水泥公
司(Cement Australia)以及圆头角白云石公司(Circular Head
Dolomite)。
目前，塔斯马尼亚政府在这一部门开展的重点工作包括：
»» 吸引和促进采矿与矿物加工领域的新投资
»» 为采矿运营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
»» 保持世界一流的勘探与采矿监管系统
»» 协助矿业获得数据和关键技能。
塔斯马尼亚投资局(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General)和塔斯
马尼亚矿产资源部，积极向认识到勘探、采矿与矿物加工领
域具有重大可持续财富创造机会的公司寻求投资。州政府将
提供量身定制的协助，致力满足潜在投资者的特定要求。

塔斯马尼亚矿业现状
采矿运营
1. 塔斯马尼亚铜矿公司*
铜、金、银
2. 多元化矿产公司
金
3. 五矿集团
锌、铅、金、银、铜
4. 蓝石矿业公司
锡、铜
7. 塔斯马尼亚先进矿物公司
石英粉
8. 格兰奇资源公司
铁矿石
9. 希瑞矿业有限公司*
铁矿石
10. 圆头角白云石白云石公司
白云石
12. Naracoopa矿砂公司
重型矿砂
15. 塔斯马尼亚矿山
磁铁、钨
16. 塔斯马尼亚硅比科
石灰公司
石灰石
20. 康沃尔煤矿
煤
21. 澳大利亚铝土矿公司
铝

矿物加工
13. 格兰奇资源公司
铁矿石
14. 塔斯马尼亚先进矿物公司
石英粉
17. 澳大利亚水泥公司
水泥
18. BCD资源公司*
金
19. 太平洋铝业公司
原铝合金、铝粉浆、
铝粉末
19. TEMCO
铁锰、硅锰、烧结矿
23. 新星公司冶炼厂
金属锌、合金、镉、硫酸

12
11

10

13
14

7 7

15

9
8
7
5

6
4

22

19
17

18

16

21

3

20
20 20

21

2
1

正在开发的矿山
5. 阿福贝利镍矿
镍
6. 创业矿物公司
锡、钨、铁矿石
11. 国王岛白钨矿公司
钨
22. NQ 矿业
赫利尔多金属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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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保管维护中

投资塔斯马尼亚采矿与矿物加工业的
主要理由
»» 就规模而言，塔斯马尼亚是世界上矿石最丰富、
最多样的地区之一。
»» 目前，金属矿物不仅价格坚挺，而且供应日趋紧张，
尤其是锡和锌，塔斯马尼亚蕴藏丰富的金属矿藏。
»» 塔斯马尼亚矿产资源部开展综合地质科学项目，为勘
探公司提供让投资者评估塔斯马尼亚采矿潜力所需的
各种信息。
»» 新项目不断开发，在2016–20年期间，随着镍、
硅石、锡、钨、铁矿石和煤等一系列采矿项目开展运
营，塔斯马尼亚的矿物生产总值预期出现增长。
»» 塔斯马尼亚为投资者在州政府、塔斯马尼亚矿产
资源部、环保局、地方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之间进行
协调。
»» 塔斯马尼亚通过《1995年矿产资源开发法》实施富于
支持的世界一流的监管制度，并对这一监管制度定期
进行更新。

勘探机会
塔斯马尼亚拥有自中元古代时期以来地球各个历史时期的
岩层，经历了至少四个主要经济成矿期。
主要矿床包括：
»» 中元古代时期铁矿石、硅石、白云石和菱镁矿
»» 寒武纪VHMS贱金属-黄金、超镁铁相关铂系矿物(PGM)
和铬铁矿
»» 泥盆纪花岗岩相关锡、钨、萤石、磁铁和银－铅－
锌矿床
»» 泥盆纪板岩带金矿床
»» 第三纪冲积砂金、锡和铂系矿物、残余镍矿、铁、
氧化物、铝钒土、硅石和粘土。

稳定灵活、富有创新的劳动力队伍
塔斯马尼亚拥有稳定的劳动力队伍、优异的劳资关系记录和
灵活创新的文化。塔斯马尼亚的劳工雇用总成本低于澳大利
亚其它任何州或领地。
塔斯马尼亚的培训机构与地方行业积极合作，确保满足
行业各种培训需要。这些培训机构积极设计国内外认证培训
课程，确保在本州创造可转让的重要技能。

塔斯马尼亚矿业－开采潜力
1. 皇后镇
Queenstown
2. 国王岛
King Island
3. 伯尔尼 Burnie
4. 朗塞斯顿
Launceston
5. 弗林德斯岛
Flinders Island
6. 霍巴特
Hobart

土地无法用于矿产
勘探或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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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勘探区
现有采矿租约
现有金属与非金属
矿物勘探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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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性

行业支持

作为一个面积为68 330平方公里的岛州，塔斯马尼亚的大多
数采矿与矿物加工企业都将处于便利位置，从工厂到港口距
离不足100公里，从而可以获得快速便捷的物流渠道。塔斯
马尼亚的主要港口提供频繁船运服务，为散装货物与季节性
商品提供高效的货运服务。塔斯马尼亚货运衡平计划为运往
澳大利亚市场的符合资格货物的托运人提供经济援助。

矿产资源部是塔斯马尼亚州政府的矿产资源部门，也是塔斯
马尼亚的审批或勘探活动的单一联络点。

霍巴特、朗塞斯顿、德文波特和伯尔尼的各大机场提供通往
澳大利亚大陆的快速便捷的空运服务。

研发

能源选择
塔斯马尼亚能源供应安全可靠，让矿业从中受益。塔斯马尼
亚的能源供应大都为可再生水电。有一条海底电缆将塔斯马
尼亚与澳大利亚大陆连接，为塔斯马尼亚的能源市场进一步
提供保障和竞争力。
有一条天然气管道与澳大利亚大陆连接，为塔斯马尼亚引入
天然气发电，并且形成了家用与工业用天然气网。

此外，塔斯马尼亚矿产资源部还可协助勘探公司获得有关塔
斯马尼亚的地质科学信息，包括获得700多公里岩芯的档案
资料。

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矿藏卓越中心(CODES)设在塔斯马尼亚
大学，作为全球矿藏研究和教学领域的一流机构而获得广泛
认可。
CODES中心的研发团队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广受国际
尊崇。CODES中心能够按个别需要量身定制研究项目，许多
矿业企业充分认识到这一研发能力的重要价值，积极利用中
心的一流资源，从中广为受益。

电信
塔斯马尼亚拥有全面的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先进，每个网络
站点均具备数字化能力。

快览

在塔斯马尼亚探索一流的机会与未来潜力

»» 塔斯马尼亚目前有14个采矿运营项目，其中两个项
目目前正在保管和维护之中。此外，该州还有三家
主要矿物加工厂及许多小型矿物加工企业，包括白
钨和锡矿生产项目。

塔斯马尼亚投资局(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General)是塔斯
马尼亚政府的投资宣传与促进部门，致力为投资者提供免费
而又保密的服务与专业建议，其中包括：

»» 截至2018年5月11日，塔斯马尼亚共有527份有效采矿
租约，118份勘探许可证和19份保留许可证。

»» 专门的项目团队与个案管理
»» 注重具有转换供应链潜力的主要项目以及充分利用塔斯
马尼亚优势与丰富资源的主要项目

»» 塔斯马尼亚开采的金属矿物包括铜、金、银、铁、
白钨、锡、铝、铅和锌，未来开采镍大有机会。

»» 规划预先审查工作，支持审批程序

»» 塔斯马尼亚开采的非金属矿物包括超高纯度石英粉、
石灰石、白云石和煤。

»» 商业机会、投资法规和政府援助信息

»» 与地方行业和政府部门开展联系

»» 塔斯马尼亚开采的非金属建筑材料包括建筑石料、
集料、砂砾和沙子。

»» 商业成本、人才供应、税务和研发机会方面的见解

»» 在澳大利亚已证明有经济价值的锡资源中，80%以上
分布在塔斯马尼亚。

»» 现场参观，为企业寻找合适场址

»» 采矿与矿物加工部门占塔斯马尼亚州
商品出口收入的50%以上。

»» 与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机构开展联系

»» 目前在塔斯马尼亚西海岸运营的采矿与勘探项目已
探明现值逾110亿澳元的地下资源。

联系资料
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矿藏卓越中心
(CODES)
Private Bag 50 Hobart TAS 7001 Australia
电话： +61 3 6226 2472
电邮： jane.higgins@utas.edu.au
网站： www.utas.edu.au/codes
塔斯马尼亚州政府经济发展部
GPO Box 536 Hobart TAS 7001 Australia
电话： +61 3 6777 2786
电邮： info@stategrowth.tas.gov.au
网站： www.stategrowth.tas.gov.au

»» 有关塔斯马尼亚行业能力与优势的专家建议

»» 与潜在合作伙伴联系

»» 行业策略信息。

塔斯马尼亚矿产资源部
PO Box 56 Rosny Park TAS 7018 Australia
47-49 Cattley St Burnie TAS 7320 Australia
电话： +61 3 6165 4800
电邮： info@mrt.tas.gov.au
网站： www.mrt.tas.gov.au
塔斯马尼亚矿业与能源理事会
PO Box 393 Burnie TAS 7320 Australia
电话： +61 3 6223 8600
电邮： admin_accounts@tasminerals.com.au
网站： www.tasminerals.com.au

塔斯马尼亚州政府投资局
Level 1 Cornwall Square, 12-16 St John Street, Launceston
PO Box 1186, Launceston, TAS 7250 Australia
电话: +61 3 6777 2786
电邮: cg@cg.tas.gov.au
网站: www.cg.ta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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