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活动竞标
基金计划 —
详细说明书
2021/22财政年度

TRADE AND INVESTMENT
PRIORITY AREAS*
澳大利亚政府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策略
主要集中在以下重点行业。评估商务活
动竞标基金计划的申请时，那些符合这
些贸易重点行业标准的活动（如适用）

关于商务活动竞标基金计划

强制性资格标准

标准与评估

前在澳大利亚举办的国际商务活动而提供的用于支持代表团考察活动的领先计划（

所有BFP计划的申请均会依据以下《强制性资格标准》进行评估。在提交申请前，请务

由一项申请与评估流程来决定申请

Advance Program）。

必查看和确认以下内容：

人是否可获得商务活动竞标基金计

澳大利亚旅游局一直通过其营销和分销活动支持澳大利亚商务活动产业，包括为目

澳大利亚旅游局将在现有支持基础上增加一项商务活动竞标基金计划（BFP），旨
在帮助澳大利亚获得举办新国际商务活动的机会。

1.

BFP旨在增加获得举办合格的新国际商务活动的机会，因此，BFP的申请必
须是为合格的新的线下面对面商务活动而提交的

2.

BFP的目的不是支持目前已在澳大利亚举办的商务活动。现有商务活动不予考
虑。关于这些现有商务活动，如需获得对国际代表团招募活动的支持，请申请
参加澳大利亚旅游局的领先计划

会予以重点考虑。

商务活动竞标基金计划
贸易与投资重点领域
• 食品与农业经营
• 先进制造
• 基础设施
• 资源与能源
• 国际保健
• 服务与突破性技术

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更新为准

*

3.

BFP旨在支持完全在澳大利亚举办的国际商务活动。具有两个国际举办地的活
动不予考虑

大利亚与国际竞争对手就举办商务活动的资格开展竞标时帮助澳大利亚中标。

4.

BFP的申请必须用于资助实际活动成本，包括但不限于住宿、场地租用、交通
及其他活动费用

BFP对在澳大利亚境内产生的货物与服务开支提供资助以便开展经确认的合格商务活动，

5.

申请不得用于补贴投标工作的行政、物流或营销成本，亦不用于营销宣传资料
或代表团考察活动

材料费）不予补贴。

6.

就上述第4条而言，申请资金不得低于50,000澳元（不含消费税）

BFP的拨款用于确保在澳大利亚举办活动时，其活动成本可产生实质性差异。这包括但不

7.

申请必须充分写明该活动对澳大利亚的经济价值。对澳大利亚旅游局投资具有高
回报的活动在申请参加BFP计划时会予以优先考虑

8.

申请必须写明对应所需BFP支持的匹配资金。

9.

关于国际协会活动与展会，申请必须写明需要支持的活动可吸引至少400名国际
访客。

商务活动竞标基金计划（BFP）由澳大利亚旅游局商务会奖旅游部管理，其目的是通过在
投标关键阶段提供财政支持以增加澳大利亚在新国际商务活动投标中的中标率，亦即在澳

但BFP对国际投标项目中的行政、物流或营销成本（例如，拜访客户的海外差旅费或营销

限于住宿、场地租用、交通及其他活动费用的确定性成本。
所述投标项目已确定在澳大利亚举办且已签订合同后，申请人方可获得BFP的资金。
资金按分期付款的形式进行，款项的支付取决于对在BFP合同中规定的关键绩效指标
的履行情况。
澳大利亚旅游局认为国际商务活动的投标工作是一项长久的事业，所以商务活动竞标
基金计划的申请未设截止日期。但请注意BFP仅支持应在2022年6月30日前做出决定
且于2026年12月前举行活动的投标项目。
2018/19财年，澳大利亚旅游局通过与Snapcracker Research and Strategy公司合作调研对
BFP在首个年份开展的活动进行了审查。该调研不仅从申请人也从澳大利亚产业利益
相关方收取反馈意见。根据调研结果，澳大利亚旅游局对强制性资格标准和条款与条
件进行了调整，在说明书中有所体现。
2021/22财政年澳大利亚旅游局商务活动竞标基金计划的申请将于现在开放。
请在申请参加商务活动竞标基金计划前仔细阅读本份内容说明书。

现有商务活动的领先计划
BFP不适用已确定在澳大利亚举办的现有国际商务活动的营销。澳大利亚旅游局的
领先计划可就这些现有商务活动提供对国际代表的招募提供支持。该计划的申请将
于每个财年的年初开放。请发送邮件至bea@tourism.australia.com了解更多信
息。

2

10. 关于国际奖励活动，申请必须写明该活动可吸引至少700名国际访客和/或为澳
大利亚带来至少300万澳元的经济价值
11.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申请人必须具备与澳大利亚旅游局签订协议的法定资格
12. 申请人不得为破产者，且必须具备可以与澳大利亚旅游局签订协议的良好财务
状况
13. 就投标细节、领导机构、从他方请求和/或获得的额外支持以及财务信息而言，
申请人必须同意对澳大利亚旅游局保持完全透明。据此，一经澳大利亚旅游局
要求，申请人应提供相关辅助文档
14. 申请人必须回答BFP申请表上所有的强制性问题，以使其申请符合要求。澳大
利亚旅游局保留拒绝未完成所有强制性问题的申请的权利
15. 申请人必须确认从其他计划获得的任何支持不与BFP条款与条件、报告要求及
关键绩效指标（KPI）相冲突
16. 申请人必须遵守所有适用的澳大利亚法律和澳大利亚旅游局政策，包括与工作
健康与安全、隐私、反贿赂与贪污及保险要求有关的法律法规
17. 如适用，申请必须写明在内陆偏远地区举办活动或招待代表团可带来的经济效
益，亦即会前/会后游览，在内陆偏远地区举办活动或活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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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BFP）的支持。澳大利亚旅游
局会根据强制性标准评估申请以确
保这些国际商务活动：
• 符合澳大利亚政府的贸易与投资重点
行业（Australian Government’s
Trade and Investment Priority
Sectors）*（如适用）的标准和澳大
利亚旅游局的商务策略；
• 具有增加澳大利亚在新国际商务活动
投标中的胜算的潜力；
• 具有吸引大量国际访客到访澳大利亚
的潜力；以及
• 极有可能为澳大利亚创造重大的经济
价值。

申请方式
1.

在填写支持申请表之前, 请先花些
时间熟悉本文件。文件描述了澳大
利亚旅游局考虑提供商务活动竞标
基金计划（BFP）支持的地点、时
间和方式，以及在提供该支持之前
必须满足的标准

2.

填写商务活动竞标基金计划清

商务活动竞标基金计划条款和条件（条款）:
1.
2.
3.
4.

单，了解通过该计划寻求支持的
任何活动的关键要求
3. 请仔细阅读强制性资格标准和商务
活动竞标基金计划条款和条件（条
款）。接受该等条款是申请BFP的
确保您填写好BFP申请的所有必填

申请人必须同意，澳大利亚旅游局（TA）将拥有绝对酌情权，决定BFP的
申请是否成功
资金的发放与否建立在合作伙伴是否按议定的关键业绩指标(KPI)、时间表和日程
表提供活动
澳大利亚旅游局保留其拒绝任何申请或部分申请的绝对酌情权

6.

申请人必须提交完整的申请表，包括所有必填信息和支持文件。如果申请人未能
遵守该等条款，申请工作将因不遵约而遭到延误或拒绝

7.

19.

21.

8.

人将有机会与澳大利亚旅游局签订合

澳大利亚旅游局有权根据申请中要求的金额，更改向申请成功者发放的金额
该等信息以任何方式发生变化，申请人同意立即通知澳大利亚旅游局。若申请人

的条款和条件。

未能及时通知， 则可导致澳大利亚旅游局取消或减少支持

资金的提供取决于是否满足合同规定

申请人同意，澳大利亚旅游局可自行决定对通过BFP获得支持的活动进行相关的

的要求，并可根据申请人的不遵约情
况减少或撤回资金。

申请人同意向澳大利亚旅游局提供与BFP申请有关的任何中标的书面确认。澳大
利亚旅游局必须在....

决定的三十（30）个工作日内收到该书面确认。这

是申请人的明确责任。若申请人未向澳大利亚旅游局提交该书面确认，则澳大利
亚旅游局将撤回对BFP的支持

申请成功者需在自资助提议日期起七（
7）日内接受或拒绝资助提议。申请成
功者须在收到合同后七（7）日内审查

澳大利亚旅游局保留其代表出席与任何成功的BFP申请计划有关的会议的权利

并归还合同。澳大利亚旅游局保留其考
虑其他组织或项目已提供的支持的权利

24.

申请人同意，在发布有关BFP支持的活动的中标通告前至少十（10）个工作日内

。资助金额将按澳大利亚旅游局自行决

申请成功者将有机会与澳大利亚旅游局签订合同，其中将包括完整的活动日程

共享媒体通讯计划。澳大利亚旅游局保留其就BFP提供的支持创建媒体材料和发

定的分期计划拨款。所有金额将以澳元

表、关键绩效指标（KPI）、时间表和付款进度

表声明的权利

支付。

澳大利亚旅游局保留其要求提供除计划提交中提供的信息以外的补充信息的

10. 若申请人未能遵守强制性资格标准、本文条款以及BFP合同中列出的任何关键业
绩指标（KPI）、时间表或日程表, 澳大利亚旅游局则可自行撤销或减少资金

25. 申请人同意，在为澳大利亚举办的国际商务活动所制作的任何媒体和通讯材料
中，认可澳大利亚旅游局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为BFP申办的支持者。澳大利亚旅
游局保留其批准、修改或拒绝前述认证的绝对酌情权

11. BFP资金不得用于投标项目的行政、物流或营销支出,即组织者的营销资料、代
表团考察活动或差旅费。资金必须仅用于支付在澳大利亚的活动费用，即住宿、
场地租用、交通和其他活动费用。若违反本条款，澳大利亚旅游局有权终止BFP

26. 申请人同意将BFP条款和条件下的所有要求告知申办合作伙伴、签约机构和/或活
动承担人，并承诺让申办合作伙伴、签约机构和/或活动承担人遵守上述要求。若
申请人未能做到前述内容，则可能导致BFP的支持被撤回

合同
12. 申请人将有合理机会在七(7)日内纠正对上述条款的违反,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旅游
局有意撤回或减少议定拨款的通知
13. 申请人同意，澳大利亚旅游局可自行决定就议定的活动将BFP资金直接付
给供应商

27. 申请人同意，不就BFP或澳大利亚旅游局对任何第三方提供支持的协议的性质作出
任何虚假陈述
28. 申请人同意，为BFP之目的而订立合同的当事方之间不是合伙、合资、雇佣或委托
人和代理人的关系。申请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得称自己为澳大利亚旅游局的代理人
或其相关方，或意图代表澳大利亚旅游局作出任何承诺

14. 申请人同意，澳大利亚旅游局可自行决定要求申请成功者提供BFP申请中
提供的估价或费用证据，如供应商的报价单
15. 在澳大利亚已被纳入考虑阶段，且多个澳大利亚组织（如会议局）竞标同一项
国际活动的情况下，每家实体必须单独提交一项申请
16. 在竞标情况下如果有一轮全国竞标活动在先，且一旦确定仅有一个澳大利亚目的
地可进入到国际竞标活动，申请人在全国竞标活动结果揭晓之前不得申请BFP支持
17. 澳大利亚旅游局保留其在任何时间自行决定和修改BFP强制性资格标准的权力，包括但
不限于最低经济影响和代表团人数

4

同，其中将包括但不限于与关键业绩
指标（KPI）、里程碑和付款计划相关

23.

权利, 以便其作出决策
9.

若申请人成功完成申请提交，则申请

都将获得同样的资金支持

财务审计。申请人同意向澳大利亚旅游局提供为本审计之目的所需的任何文件
22.

成功的提交

在符合强制性资格标准并遵守所有条款的条件下，在多个澳大利亚组织（如会议
局）竞标同一项国际活动的情况下, 每项申请都将接受独立评估, 所有申请成功者

20. 澳大利亚旅游局依据申请和支持文件中规定的资料作出提供财政支助的承诺。若

在评估提交的BFP申请时，澳大利亚旅游局有权考虑之前（由澳大利亚旅游局

助请求并不确保在该项计划或任何其他
计划下提供支持。澳大利亚旅游局将自
行决定提供资助的地点、时间和方式 。

18.

或其他实体）向申请人提供的与申办有关的任何支持

部分
请注意，无论是否满足最低标准,提交资

只有当澳大利亚已经与其他国际目的地就某项活动展开竞争时，才会考虑BFP支
持的申请。在澳大利亚尚未步入考虑阶段的初始阶段招标中，申请将不予考虑

5.

必要前提
4.

申请人在申请时必须同意，对BFP条款和条件（条款）的接受构成BFP申请表格
的一部分，且该等条款是不可谈判的

适用法律：上述条款和澳大利亚旅游局商务活动竞标基金计划受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法
律和该州法院的约束。

5

申办基金计划清单
在提交申请之前，请参考以下清单
澳大利亚是否已进入所竞标的线下面对面活动的拟定国际旅游目的地考虑阶段？

是/否

如果您的答案是 ‘否 ’，请注意，为了使投资回报最大化，澳大利亚旅游局将优先处理澳大利亚已被纳入考虑的竞标
项目
在2022年6月30日之前，会否就活动的目的地作出决定？

是/否

对于申请成功的BFP项目，款项的支付可于2022年6月30日后进行，但请注意，澳大利亚旅游局的商务活动
竞标基金计划只可向在2022年6月30日前作出决定的竞标项目提供支持。
BFP所要求的资助是否最少为5万澳元？

是/否

请注意，BFP的最低资金请求是5万澳元。
对于国际协会或展览活动，是否会吸引400名或更多的国际游客？

是/否

如果您的答案是 ‘否 ’，请注意，为确保澳大利亚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将优先考虑符合这一标准的项目提交
对于国际会奖活动，是否会吸引700名或更多国际游客？

是/否

如果您的答案是 ‘否 ’，请注意，为澳大利亚提供最大投资回报的活动将获得优先考虑
活动是否能为澳大利亚经济创造300万澳元或更多的经济价值？

是/否

请注意，对澳大利亚具有最大经济价值的活动可获得优先考虑。在申请过程中，您需要提供估值的合理依据
您的申请是否与澳大利亚政府在本文件中列出的贸易重点领域一致？

是/否

如果您的答案是 ‘否 ’，请注意，在适用情况下，将优先考虑与澳大利亚政府的贸易和投资重点领域相一致的商务
活动申请
将要举办的国际商务活动是否只涉及一个澳大利亚的目的地？

是/否

如果您的答案是‘否’，请注意，澳大利亚旅游局可能会收到多项对同一活动提供支持的请求，并将以其绝对酌情
权作出支持决定。所有澳大利亚目的地如果在一场国际竞标活动中竞争，将获得同等金额的资助
你的活动是否会支持澳大利亚目的地的内陆偏远地区？

是/否

请注意，对澳大利亚内陆偏远地区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积极考虑。如果适用，提交必须证明由于活动或代表会
到访内陆偏远地区而产生的任何经济利益，即会前/会后游览，在内陆偏远地区举办活动或活动的一部分
你的活动是否会支持澳大利亚目的地的内陆偏远地区？

是/否

请注意，对澳大利亚内陆偏远地区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积极考虑。如果适用，提交必须证明由于活动或代表会
到访内陆偏远地区而产生的任何经济利益，即会前/会后游览，在内陆偏远地区举办活动或活动的一部分
我已阅读、理解并将遵守强制性资格标准和商务活动竞标基金计划的条款和条件

如果您的答案是‘否’，请注意所有申请人必须阅读、理解并遵守商务活动竞标基金计划的强制性资格标准及条款和条件

澳大利亚旅游局的商务活动申办基金计划的申请于现在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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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