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商 务 厅 
 

关于参加湖南-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经贸与文旅对接会的通知 

 

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各相关企业： 

澳大利亚茵之窗国际事业联盟拟定于 4 月 18 日下午 3 点与

湖南高桥大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在高桥大市场国际商品展示

贸易中心三楼多功能厅（地址：高桥国际商品展示贸易中心；联

系人：谌娟，15111161339）举办湖南-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经贸与

文旅对接会，相关资源及需求见附件。请有合作需求的企业报名

参加，并于 4 月 16 日前将参会回执报至我厅（联系人：李雁洋，

0731-82287203 、18163761565，邮箱：meidalyy1854@163.com）。 
 

附件： 1.考察对接团成员名单 

       2.茵之窗国际事业联盟简介及现有对接资源清单 

       3.茵之窗 湖南经贸与文旅资源需求目录 

           4.参会回执 

 

 

                                湖南省商务厅 

                              2019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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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考察对接团成员名单 
 

1. 刘来女士  茵之窗国际事业联盟主席、澳讯国际贸易公司董事长 

（1）澳大利亚 UNJ 千禧年（羊毛羊驼制品）有限公司 湖 

南地区总经销商——澳讯国际贸易公司 

（2）澳大利亚天然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地区总经销商——

澳讯国际贸易公司 

2. 于佳女士  茵之窗国际事业联盟秘书长 

3.吉原君理事  澳大利亚 SVN 南方酿造葡萄酒集团 市场部副总经理  

4.张英女士    澳大利亚 SVN 南方酿造葡萄酒集团 深圳公司总经理 

5.宋媛媛理事  澳大利亚 URISE（优睿思）教育中心 董事长  

澳大利亚 Kiss Bunny 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 

燕之皇（燕窝）有限公司董事长 

6.徐晓栋先生  Sunshine Top 阳光农场  执行董事 

7.傅悦理事    PA 旅游公司 董事长 

Signarama户内外招牌广告设计制作公司（全球连锁） 董事长 

Wilsonton 邮政局  董事长 

8.熊妲菲理事  麒麟集团-房地产开发投资公司  国际市场部总经理 

9.郑天  澳大利亚天地股份有限公司—大洋进出口贸易公司 董事长 

10.Peter Llewellyn Roelofs 理事长  澳大利亚 Ordanga 工程服务公司  

工程项目评估师及工程监理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 

11.王斌理事   澳讯国际贸易公司 市场部经理 电商对接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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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茵之窗国际事业联盟简介及现有对接资源清单 
 

一、茵之窗国际事业联盟简介 

茵之窗国际事业联盟于 2019 年 3月 8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

州成立。该机构是经中国驻澳大利亚领事馆及澳大利亚贸易部认

证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和多元化国际联盟组织。 

1、接受各类咨询、评估各类项目; 指引、协助、跟进、落

实各类投资项目及所需证照的办理。 

2、积极开拓、开发澳中与世界各国在经贸、文旅、艺术、

教育、环保、体育等资源的市场及其关联性产品。 

3、积极主办、协办、参与各类经贸、文旅、艺术、教育、

环保、体育等活动及展会。 

4、积极组织联盟理事组成代表团出外访问与考察交流; 热

情接待外国代表团到访并为意向投资者积极创造交流合作与投

资共赢机会。 

5、积极协助联盟理事企业寻找各类平台资源; 共同努力挖

掘和创造市场商机;共同彼此分享各类资源平台的商机与利益。 

二、茵之窗（澳洲区理事单位）现有对接资源清单： 

（注：以下企业均已同澳讯国际贸易公司签订湖南地区独家代

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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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 SVN 南方酿造葡萄酒集团 

南方酿造有限公司前身为 2007 年成立的贵族之路葡萄酒有

限公司和 2009 年成立的 CTD 葡萄酒有限公司。 

可供产品： 

（1）品牌酒销售：SVN 南方酿造葡萄酒集团旗下所有产品 

（2）客户自主品牌酿造：帮合作企业客户酿造自主品牌红

酒 

2.澳大利亚 Kiss Bunny （羊毛服饰）有限公司 

该公司旗下拥有 Soaring、Coix、Kiss Bunny 三个品牌系列。

KissBunny 品牌主营澳大利亚羊绒围巾，羊绒衫，羊绒大衣，皮

毛一体 UGG 雪地靴，以及皮草系列。 

可供产品： 

（1）羊毛围巾（2）兔毛装饰兔（3）貂毛装饰兔（4）狐狸皮 

（2）皮草大衣（5）羊绒衫……等 

3.燕之皇（燕窝）有限公司 

可供产品：天然高品质燕窝 （宋媛媛理事单位） 

4.Sunshine Top 阳光农场 

公司地处澳大利亚东北部昆士兰州黄金海岸市，旗下拥有数

家农场，总面积达到 188300 亩，在 2016 年成功的申请到了最严

格的澳大利亚有机产品认证。 

可供产品：（1）优质蜂蜜 （2）纯天然羊奶皂 

5. 澳大利亚 UNJ 千禧年（羊毛羊驼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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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努力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床上用品、地毯和羊毛驼羊毛

被。他们的产品使用 100%澳大利亚羊毛和 100%羊驼纤维。 

可供产品： 

（1）羊毛被/褥（2）驼羊毛被/褥（3）羊毛毯（4）羊驼皮 

毛毯（5）客户自主品牌生产：帮客户生产自主品牌系列产品 

6. 澳大利亚天然药业有限公司： 

1997 年成立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目前市场遍布整个澳洲

和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 

可供产品：(1)保健品 (2)纯天然护肤品 (3)羊胎素护肤品 (4)

纯天然羊奶皂（5）护手霜（6）绵羊油......等 

7. 澳讯国际贸易公司：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在澳大利亚注册成立，该公司主要对接

中澳两国贸易资源，同时也致力于开拓澳洲与世界其他各国的贸

易往来。 

可供产品：（1）澳大利亚低硫煤炭  （2）澳大利亚昆士 

兰州棉花 

8. PA 旅游公司： 

主要致力于澳洲境内旅游，国际旅游，澳洲高端旅游定制以

及游学和冬夏令营等。 

可供项目：(1)高端定制旅游 (2)游学项目 

9. 澳大利亚 URISE（优睿思）教育中心 

澳大利亚优睿思教育中心专业提供澳大利亚大学、高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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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小学、幼儿园及众多澳洲知名院校的游学、留学服务。 

可供项目：(1)游学 (2)微留学 

10. 麒麟集团-房地产开发投资公司 

麒麟集团的核心商业模式涉及三个主要领域： 

1）房地产开发； 

2）销售和市场咨询； 

3）物业管理 

可供项目：(1)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2)合作开发等 

11. 澳大利亚天地股份有限公司—大洋进出口贸易公司： 

大洋进出口贸易公司于 1992 年在澳大利亚注册成立。2000

年后主要生产木质小别墅和办公室。公司同时批发出口澳大利亚

木材。 

可供项目：(1)木材进出口 (2)澳洲木制装配式别墅出口(3) 

澳大利亚酸枝木原木出口 

12.Jaya Pelita（光明）公司 

成立于 1967 年，主业是:贵金属及伴生金属资源开发、冶炼、

加工、贸易；选矿冶炼、产品精炼、加工销售、科研开发，拥有

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目前在印度尼西亚市场提供黄金资源商铺

共有 300 多家。 

可供项目：（1）黄金原石开采 （2）黄金制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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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茵之窗 湖南经贸与文旅资源需求目录 
 

A. 红酒包装礼盒和瓶贴 （需求方：南方酿造葡萄酒集团） 

B. 包装印刷厂：快递纸板箱、泡沫信封袋、快递塑胶袋、气泡膜

（快递包装类等） （需求方：澳洲邮政局） 

C. 平面印刷类：印刷厂，广告招牌印刷制造，商场招牌，户外大

型广告牌，3D 立体广告牌 （需求方：Signarama 户内外招牌广

告设计制作公司（全球连锁） 

D. 电子类：LED 灯箱，户外大型电子广告屏 （需求方：Signarama

户内外招牌广告设计制作公司（全球连锁） 

E. 产品类：举例：广告旗、易拉宝、带企业 LOGO 的周边产品

（带 logo 的笔，钥匙扣，台历等等） （需求方：Signarama 户

内外招牌广告设计制作公司（全球连锁） 

F. 红木家具厂、大型家具厂、已具备出口资质的竹、木(及其他

材质）生态环保型装配式模板化别墅研发及生产企业 （需求方：

澳大利亚天地股份有限公司—大洋进出口贸易公司） 

G. 竹制家私及装饰品    （需求方：澳讯国际贸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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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微信号 合作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