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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颇具影响力的国际高端商会
澳大利亚国际商会,英文简称 “AAIB”，于2014年10月13日在

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成立。此机构是由当地业界成功企业家

和优秀专业人士共同创立的非盈利机构，其宗旨是为国际商务

合作、国际商务标准化、商务文化交流、商务网络建立提供一

个交流平台，是澳大利亚颇具影响力的高端商会组织之一。

AAIB澳大利亚国际商会

国际化商会
商会成立的宗旨是协助 “走

出去”的澳洲企业和商务机构

开拓国际业务，提高企业领导

的国际化战略眼光，培养旗下管理团队和人员的跨

文化国际管理素质，增强国际市场营销商务理念。

提升国际商务与合作中的成功率，造就更多的商业

机构成功走上国际化运作的道路。

Australi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c (AAIB)

多行业交流商会
澳洲国际商会保持长期的与澳洲企业、政

府部门及其它协会机构的密切合作关系，

积极发展国际商务平台。

会员分别来自矿产资源、能源、工程制造

业、房地产 、农牧业 、医药和健康用

品 、教育 、 信息技术、经济贸易、金

融、法律等诸多领域。澳洲国际商会积极

促进澳洲和其它国家及地区间企业的商业

合作，建立国际化合作伙伴关系、国际化

经营标准和惯例，宣传国际化营运中商业

管理、文化交流沟通和人文理解等重要理

念。

AAIB主席 
Gloria Zhang 张迪女士



AAIB理事会成员

Gloria Zhang 张迪女士 – 主席
张迪女士,原籍中国北京,2003年到西澳工作随后定居，是AAIB商会会长、董事长兼西澳洲国际交
流学院院长。九十年代初，张迪女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随后她参与了多
项外商在华的合资机构与项目管理工作。1995年后她进身东亚洲市场参与中美、中加、中港、中
澳以及东南亚的合资项目管理，同时向世界两百强中的很多企业宣传中国的商业文化和传统理
念。在澳期间，张女士就职于澳洲四大商业银行负责重大客户贷款与投资业务，并坚持通过意朗

集团这个平台开展中国文化宣传工作，从而获得中澳政府及澳洲业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

Stewart McDonald 先生 – 荣誉财务
Stewart 在 澳洲证交所上市公司拥有25年的首席财务官和公司秘书经验, 同时也在经营自己的
活动策划公司, 他可以为 ENRG董事会提供高效的财务和商业指导。
Stewart 的活动策划公司-Vertical Events是澳大利亚证交所上市公司的首要投资会议平台, 通
过这一平台他建立了广泛的金融行业社交网络。

John Gardener 先生 - 荣誉秘书
John有27年矿业行业经验，曾在伦敦和珀斯任职高层管理职位并领导遍布澳大利亚、中国、日
本、韩国、欧洲和南美洲的企业团队。在中日合资企业任职期间，他完成了中日双语培训以及文
化多样性的培训项目。个人行业资质包括科学、地质和地球物理学士学位、英国特许营销学会证
书、企业融资和成人英语语言培训资质证书（CELTA）。

Terry Gardiner 先生 – 非执行董事
Terry 拥有20多年在资本市场，证券行业，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工作经验，在这之前他已经多
年为家庭账户运作股票和衍生品交易。Terry现时为证券公司Barclay Wells Limited 的董事，
并兼任Cazaly 资源有限公司和Galan 资源有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Shane Entrikson 先生 - 董事
Shane 以在采矿、石油和天然气、重大项目、工程和农业方面拥有深厚的行业知识而闻
名。Shane 曾就职于Herbert Smith Freehills, BHP, Downer 和Adani等公司，并在多个国家担
任法律、人力资源、安全、商业、投资和战略部门的职务, 成功地塑造和发展了当地企业、组
织和文化。Shane 是2018 Doyle’s Guide获得认可的先锋律师。他为工作场所关系、健康与安
全、隐私、董事会问题与合规、商业合同纠纷、监管事务、公司犯罪和法院及法庭诉讼等领域的
客户提供法律咨询。他是默多克大学的兼职教授, 也是一本关于FIFO业务管理书籍的合著者。

Alexander Bax 先生 - 董事
Alexander在Alto Capital公司任职投资经理。Alexander在布里斯班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在金融
服务行业有将近20年的经验。他曾在悉尼工作，在珀斯State One Stockbroking公司有超过7年
的工作经验。Alexander专注于就投资组合管理的各个方面为私人客户提供建议, 包括投资组合
战略、设计和长线投资管理。

Keru Wong 女士 – 董事
Keru 在多个大型跨国公司拥有16年的工作经验, 期间在珀斯和新加坡力拓 (rio tinto) 工作12
年, 主要从事采购、国际销售和市场营销工作。Keru 拥有西澳大利亚大学的经济和艺术 (语言) 
学士学位, 目前正在进修健康学硕士学位。 通过跨行业工作和国际学习, Keru对文化多样性如
何影响政治、经济和组织决策和行为方面有着深刻的理解。Keru 十分重视外交和文化参与, 通
过尊重和理解来帮助人们克服文化障碍, 以促进真实的商业和个人关系。

在任董事会成员



澳洲国际商会长期保持与澳洲企业、政府部门、其它协会机构的密切合作关
系，积极发展国际商务平台。会员分别来自矿产资源、能源、工程制造业、房地产 
、农牧业 、医药和健康用品 、信息技术、经济贸易、金融、法律等诸多领域。澳
洲国际商会积极促进澳洲和其它国家及地区间企业的商业合作，加强理解和国际化
经营效率，包括建立国际化合作伙伴关系、国际化经营标准和惯例，宣传国际化营
运中商业管理、文化交流沟通和人文理解等重要理念。    

AAIB商务平台服务范围

 ·国际商务互访
澳洲国际商会为访澳的代表团提供一站式服务，不仅为代表团量身定制了商务行程（会展、会

务、一对一对接、洽谈等），还安排了与政府、行业协会、其他主流社会人士接洽的机会。活动

的最后一站是，观光和对社区文化的了解。商会在组织这类商务考察活动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行业

信誉。              

          

 ·国际商务活动与会展
澳洲国际商会每月举办国际商务交流活动，促进会员们积极分享国际商业经验。本地和海外企业

会员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平台结识新的商业伙伴，探讨合作机会。

澳洲国际商会与许多的海外等同机构有长久合作意向，会员们可以利用这些合作平台充分开拓海

外业务。             

 ·商对商项目数据库
澳洲国际商会为高级会员专门设立了跨

国项目对接数据库，会员们可以借此平

台，对宣传自己的机构和有意进行国际

化对接的项目。也可以搜寻海外各国其

他会员的项目和投资商机。该平台得到

广大会员的一致赞许，并有效的发挥了

国际商会的多语言商务服务实力。协助

会员第一时发送或获取海外项目资讯。





在澳经商系列一：2019年2月19日-21日
西澳大利亚州珀斯市及费尔曼图市 

 

一年之际在于春，每年二月西澳洲国际交流学

院会组织中国的企业高管来澳洲进行国际

市场调研和商务考察，在此期间我们也会安排

适合于企业高管的短期商务培训课程，有效的

提高他们在国际商场上的应变能力。

考察的最后一项商务日程是参加“RIU勘探者

会展”，这项年度首项会展集中展示了澳洲

最有融资潜力的初级勘探和矿业项目。会展中

还将展示最新上市的公司、最新项目和开发。

本月的考察市场是西澳珀斯。

在澳经商系列二：2019年5月7日-9日      
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市

澳洲的五月秋高气爽，风景迷人。商务方面也

逐渐步入财政年末（六月底 ）而格外活跃。

西澳洲国际交流学院会组织中国的企业高管来

澳洲进行国际市场调研和商务考察，除短期商

务培训课程外，我们还组织各类于在澳经商相

关的讲座，并组织团队到悉尼考察工作。

采矿、资源与能源行业是新南威尔士州(新州) 

经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各种世界级的矿产、

煤炭、天然气和建筑材料及勘探工程推动着该

州的经济发展。这依托着港口与铁路等高度发

达的基础设施、低廉的平均营运成本和健全稳

定的监管制度。除此之外，还得益于新州的 

       

高技能人才和采矿服务业。悉尼也是澳大利亚

金融中心之一。

在悉尼期间，考察团还将参加RIU悉尼资源会

展，同亲自与会上市公司高管接洽。该会展也

将帮助您了解资源行业中的最新动向、主要商

家和投资机构。本月的考察市场是西澳珀斯和

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

      

在澳经商系列三：2019年9月11日-12日 
西澳大利亚州珀斯市

       

液化天然气是西澳州最宝贵的资源，与其它传

统的化石燃料（如煤和石油）相比，可有效减

少碳排放，因此全球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正不

断攀升。几乎所有澳大利亚传统的燃气资源

都集中在西澳州北部三个主要盆地:Carnar-

von(卡那封盆地)，Browse(布劳斯盆地)以及 

Bonaparte(波拿巴盆地)。根据目前已探明的

储量，澳大利亚的天然气资源能保证全国未来

半个世纪的能源供应。 

商业考察



澳大利亚政府报告称，直至2030年，天燃气将成

为增长最快的化石燃料。目前天然气开发项目的

投资已经超过了2000亿澳元，更多天然气投资项

目正等候审批，即将面世。 

本月的商务考察除除短期商务培训课程外，我们

还组织各类在澳经商相关的讲座，并组织团队出

席RIU石油天然气资源年度会展，这个为中小型石

油与天然气资源公司搭建的平台，各公司在此展

示他们的最新开发和技术。服务公司和投资方也

在参展代表中。这是澳大利亚第二大石油行业会

展。

在澳经商系列四：2019年10月16日-17日 
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    
 
昆士兰为投资者提供遍及全州的丰富发展机会。

昆士兰的经商优势昆士兰州具备众多经商优势，

包括稳定的经济、政府的支持以及稳健的增长预

测。昆士兰州低廉的运营成本、高度熟练的劳动

力以及战略性的亚太区位使其成为了极具吸引力

的投资目的地。凭借其亲商的经济环境和增长预

测，昆士兰州可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

长期投资环境；加之澳大利亚是一个政治稳定、

经济稳健的国家，这也在无形中增添了昆士兰州

的优势。《IMD世界竞争力年鉴》（2012）就世界

经济周期中经济体的稳定性做了排序, 澳大利亚

位列第五。

本月的商务考察除除短期商务培训课程外，我们

还组织各类于在澳经商相关的讲座，并组织团队

出席澳洲年度矿业资源会展，此项大型行业年终

会展将向公众集中展示澳大利亚矿业资源项目和

工作成绩。该会展多年得到昆士兰政府的重视和

支持。



AAIB尊贵会员服务
 

为什么成为澳洲国际商会的会员？

澳洲国际商会长期保持与澳洲企业、政府部门、其它协会机构的密切合作关系，积极发展国际商务平

台。会员分别来自矿产资源、能源、工程制造业、房地产 、农牧业 、医药和健康用品 、信息技术、

经济贸易、金融、法律等诸多领域。澳洲国际商会积极促进澳洲和其它国家及地区间企业的商业合作，

加强理解和国际化经营效率，包括建立国际化合作伙伴关系、国际化经营标准和惯例，宣传国际化营运

中商业管理、文化交流沟通和人文理解等重要理念。

澳大利亚国际企业总商会的会员服务具有多元化、全方位、新颖独特的特征，这在西澳洲也是唯一的一

个多语种商务协会。我们为澳洲会员组织的活动内容丰富并规模各异，从国际商务互访、项目考察与对

接、国际文化意念交流、商务和语言培训，以及多语种网上商务服务等。在本商会进行的国际商务服务

平台中，中澳是一大服务板块，我们与中国国内省市、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合作，有效建立了一个中

澳商务人士可以有效利用的高端交流平台。

商会会员包括标准会员和高级会员，贵为高级会员可以优先获得为企业量身定制的海外宣传服务，以及

进入商对商贸易数据库的优先权。

     
标准会员费：￥3,000元/每年，可享受以下服

务：       

          

·每周收到澳洲商讯和海外商务信息。

·获得商会提供的各类优惠服务，例如应邀参

与商会在澳洲和海外组织的商务交流、研讨

会、商务考察、培训和其它电子商务服务等。

高级会员费：￥25,000元/每年，除标准会员享受的服

务外，还可获取额外的商务服务：

·澳洲国际商会可辅助会员机构在海外做相应的品牌推

广（包括海外新闻媒体等各个宣传平台)；

·商会将积极促动会员间的沟通和不断联系；

·享受国内、海外和澳洲最高端的商务信息贸易机会。 

         

·包含一次为期一周去澳洲商务考察的费用

标准会员 高级会员



   
 

请将申请表填写完整并签名，递交至商会办事处 

邮寄地址: Level 2, 182 St Georges Terrace, Western Australia 6000  电子邮箱: info@aaib-australia.org.au    

电话： +1800 984 880       网址: https://www.aaib-australia.org.au/   

 

 

澳洲国际商会会员申请表 
 

 

个人信息 

公司名称:   

称呼:  先生  女士    

姓:        名: 

地址:  

省/市:       邮编:  

电子邮件:      手机:  

公司网址:      固定电话:  

所属行业:  矿产能源  制造业  进出口贸易  食品&农业 金融&投资  

 法律&会计   房地产  其他 
 

加入澳大利亚国际商会（AAIB）的原因（可多选）: 

 商务访问  拓展人脉  寻求国际商务机遇  提高公司知名度  其他  
 

会员费用 (包含 GST) 

 标准会员 3,000 元/年 

 高级会员 25,000 元/年 （包括为期一周的赴澳商务考察费用） 

付款方式 

 账户转账：  国际银行代码： ANZBAU3M 

账户名称：Th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c.  

账号：016266 417180094    请标明: 付款人和付款日期。 

 微信/支付宝转账请扫描右方二维码：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站：www.icc-australia.com/china/
电话：+1800 984 880  
电子邮箱: info@aaib-australia.org.au
地址: Level 2, 182 St Georges Terrace,  Western Australia 6000 

澳洲国际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