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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路基础设施方面，区域物流主干是5

号南方公路）(RUTA 5 SUR)，该公路与智

利的泛美公路连接，并允许从与秘鲁接壤

的边境到奎隆城市）(QUELLÓN) 进行沟

通往来。主要的货物过境点是皮诺·哈查

多 (PINO HACHADO)，将进出口与圣

维森特城市 (SAN VICENTE) 和塔尔卡

瓦诺）(TALCAHUANO)）港口连接起来。

该地区的铁路基础设施拥有货运网

络，每年通过该货运网络运输的货物

超过1000万吨，为采矿业、林业、

工业，农业和集装箱行业的挑战提供

了物流替代方案。

由于通过风力、热能和水力资源进行

本地生产，保证了区域能源供应。该

地区连接到国家电网）(SEN)，该网络

满足360 V的三相要求，可为工业生

产提供能源保证。

阿劳卡尼亚（(LA ARAUCANÍA)

地区位于智利南部，是该国所划分

的16个地区之一。

区域首都城市是特木科 

(TEMUCO)。

外国投资目前来自美国、日本和

阿根廷等国,并在农业綜合企业、

能源和技术等各个领域进行了注

册。

阿劳卡尼亚 (LA ARAUCANÍA) 国

际机场,位于 (FREIRE) 公社,在特木

科 (TEMUCO) 城市以南20公里处。

行政上分为

两个省,卡廷 

(CAUTÍN) 和马耶

科(MALLECO)，

鉴于其气

候和土壤

条件，主要经

济活动是农林

业。有32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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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一览

为了阿劳卡尼亚）(LA ARAUCANÍA)

）生产发展而由公共机构管理的工

业技术园区，称作CORPARAUCANÍA

公共机构，位于距离特木科城市

）(TEMUCO)）23公里处，其扩建面积

为430公顷。它的目标是形成一个极

点，来统一企业和机构、提高竞争

力、生产发展和新技术的融合。

在2019年初，地方政府成立了第一个促进和吸

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单位，称作阿劳卡尼亚

投资促进局）INVESTARAUCANÍA）。

覆盖 

1,827,719 
公里的道路，

占智利全国的 

7%。

北至比奥比奥

（(BIOBÍO) 地区，

南至洛斯里奥斯 

(LOS RÍOS)（地区；东

至阿根廷,西至太平

洋。

气候和土壤

条件有利于

丰富的植被,

并且具有世界上独

特的物种,例如南洋

杉。

西班牙文和

马普切语

MAPUDUNGÚN。

SUDAMÉRICA

ARGENTINA

BOLIVIA

PERÚ

CHILE
REGIÓN DE LA
ARAUCANÍA

ARAUCANÍA
REGIÓN DE LA

人口数为 869,535 个居民,占智

利全国人口的 5.8%,人口密度为 

27.3 人/ km2。

表面积 31,842.3 
平方千米,相当

于智利表面积的

4.2%。

当地森林、火

山、河流和湖泊

形成了该地区的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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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多元文化主义。原住民

社区为当地产品和服务始终提供着质量保

证。这是一个与人口成比例的智利地区，

是最大数量的原住民社区聚集地。

旅游景点。5个国家公园,6个国家保

护区和2个自然古迹,火山、湖泊和河流是

理想的环境。与他们的民族社区的世界观

一起,在尊重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多元文

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理想的生产力环境。

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企

业家、私营公司和大学以及公共部门的存

在，为这些群体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便利，

从而为这一领域提供了发展机会。

为什么选择阿劳卡尼亚

我们作为合作伙伴的贡献-地区优势

多元文化主义

生物多样性

创新生态系统

合作

价值



阿劳卡尼亚地区 充满机会的区域 5

例如像阿劳卡尼亚数位化 

(LA ARAUCANÍA DIGITAL)

之类的举措都在“开展企业” 

的能力范围内进行，该举措旨

在使该地区成为技术发展的极

点，不仅在整个智利，而且 

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具有参 

考意义。



欧洲榛果

阿劳卡尼亚（(LA ARAUCANÍA)（具有欧洲榛果的大量种植表面。

 

就主要的世界生产国而言,智利的一个相关属性是其在南半球的地理

位置,这增加了该国的植物检疫属性和许多的自由贸易协定。

该地区最早的葡萄庄园是在1990年代中期种植的。 

在诸如黑比诺）(PINOT NOIR)）、霞

多丽）(CHARDONNAY)）和长相思

）(SAUVIGNON BLANC)）等不同的

冷气候葡萄株之间的耕地面积

约为 130 公顷。

因其特性而押宝在高端市场上的葡萄酒,其中原产地的特殊

气候特性尤为突出。

最南端的区域已经实现了关于生产的连续性。

南方葡萄酒

投资机会

在过去的十年

中，已显示了

该地区的快速

扩张。

目前，意大利

是智利95%欧

洲榛果出口的

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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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产业与软件开发

阿劳卡尼亚）(LA ARAUCANÍA)）地区具有三个特性，可以在这个市场上提

供竞争优势：

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促进已经制度化的创新生态

系统的存在。

认可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生产部门（农业综合企

业、采矿业）的竞争绩效,这有利于这些行业

的技术供应商。 

时区，由于其地理位置，与印度或南韩等其他

潜在供应商相比，对某些市场具有吸引力。

该地区（主要是特木科城市 Temuco）已为该行业的发展培训了人力资

本。该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比智利其他地区低约25%）。

该地区的机会可分为两个主要领域： 

探险旅游和国家公园的使用 

探险旅游和国家公园的开发 

阿劳卡尼亚(La Araucanía)拥有5个国家公园，6个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和2个自然古迹，约占该地区地表面积的10%。

此外，它拥有众多的火山、湖泊和河流。

拥有各种地质景点、生物多样性、景观和文化历史遗迹，

让1年365天能够开展探险旅游和多种山区活动。

旅游业



莓果  熟食

智利是南半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出口国,并

且是世界领先的樱桃（车厘子）、蓝莓和葡萄

等产品出口国之一。

阿劳卡尼亚 (LA ARAUCANÍA)
在土壤和气候方面具有优势,这

将使其能够继续巩固对于生产和

出口的参与,特别是蓝莓、樱桃(

车厘子）、覆盆子和小红莓或红

色蓝莓的生产和出口。

由于市场的吸引力,世界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所

显示的上升趋势,为生产商增加产能以及向新

参与者提供了空间。

水产养殖业在本地区和全球都有巨大的潜力。

根据估计到 2030 年,人类消费的鱼类中有

60% 以上将来自水产养殖 (GAA,全球水产

养殖联盟）。

阿劳卡尼亚（(LA ARAUCANÍA)（拥
有智利最重要的淡水储备之一,覆盖

了该国25%％的大陆水资源。

引入旨在增强鲑鱼生产链中初始环节

可持续性的新技术和预订流程,这是商

机之一。

熟食，也称为冷切肉,是指通过烹饪、腌

制、熏制、成熟或发酵过程来保存肉类,

从而将主要来源于猪肉的肉类产品生产

和商业化。

促进、发展和定位该地区

现有生产者市场的机会,

以及发展旨在创新健康

和/或优质腌制肉品举措

的空间。

可持续性水产养殖生产

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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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制药实验室 地热发电

阿劳卡尼亚（(LA ARAUCANÍA)（地区具有相

关的竞争优势,因为其境内有6座火山群位于山

脉中。

非常规可再生能源的使
用是一项国家政策。

2019年,该地区有238名在战略上与此业务机

会相关的职业专业人士毕业。与智利其他地区相比,

该行业的劳动力成本降低了18%。 

全球制药市场正在增长中,并且这种趋势预计

将在未来几年将继续。

 

在智利，该市场的特点是在自由贸易模式下运作。

在该地区建立、安装制药实验室代表了一个

商机,也将重点放在为关键部门提供服务的工

业实验室上。

水产养殖业在本地区和全球都有巨大的潜力。

根据估计到 2030 年,人类消费的鱼类中有

60% 以上将来自水产养殖 (GAA,全球水产

养殖联盟）。

阿劳卡尼亚（(LA ARAUCANÍA)（拥
有智利最重要的淡水储备之一,覆盖

了该国25%％的大陆水资源。

引入旨在增强鲑鱼生产链中初始环节

可持续性的新技术和预订流程,这是商

机之一。



阿劳卡尼亚地区 充满机会的区域10

区域经济概况

由于其气候和土壤条件，该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

是农业和林业。传统农作物、畜牧业和林业生

产，在智利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产业而脱颖而出。

服务业也是当地经济动态的重要领域。

近年来,主要在马耶科省）(MALLECO),林业、

松树和桉树的活动已有显着增长。

该地区具有由森林、湖泊、河流、火山和山脉组

成的美丽景观,因此具有巨大的旅游潜力,并提供

广泛的酒店和度假服务。

在农业活动中,除羽扇豆和马铃薯外,燕麦、

大麦和黑麦等农作物也占主导地位。这些代

表了智利最大的耕种地区（马铃薯除外）。

值得注意的是,榛果和浆果（尤其是用于出口

的蓝莓）的产量也有所增长。

畜牧生产在区域经济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尤其

是在畜牛产业中,这使其成为智利的第二大生

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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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积相对较小，但自2015 

年以来,阿劳卡尼亚  

(LA ARAUCANÍA）地区的活力

一直高于智利全国平均水平。

关于阿劳卡尼亚 (LA ARAUCANÍA) 地区

的劳工从事的主要经济活动，2019年就业

人数最多的是农业、商业、教育和建筑业，

分别占雇员总数的17.9%, 17.6%, 11.7%,％

和10.8%（请见图示）。

截至2018年，统计数据显
示劳动力增加，失业率降
至6.9%％，低于智利全国
平均水平。

一些数据

2018年,阿劳卡尼亚）(LA ARAUCANÍA)）
地区的经济增长为

4,3% 
而智利经济增长为3.9%。 

2019年,该地区和智利全国的

增长率分别为1.7%和1.1%。

18%

17%

12%
11%

8%

7%

6%

4%

17% 农业，畜牧，林
业和渔业，占

批发和零售
贸易

教育

建筑

制造业

公共行政和国防

医疗保健

运输和仓储

其他(*)

总计
437,908

人

图示1)
为2019年阿劳卡尼亚（(LA ARAUCANÍA)
地区经济活动部门雇用的人数

SOURCE: CSP INGENIERÍA INDUSTRIAL U. DE CHILE BASED ON INE DATA



联系我们
要了解有关阿劳卡尼亚）(La Araucanía)）地区以及该地区所提供
投资机会的更多信息，诚挚邀请您访问我们。
网页 www.investaraucania.com 
手机号码 WhatsApp +56982126680
investaraucania@gorearaucania.cl

@investaraucania 阿劳卡尼亚投资促进局

@investaraucania 阿劳卡尼亚投资局

InvestAraucanía  阿劳卡尼亚投资局

ConnectAmericas / 美洲连接
网页  https://connectamericas.com/es/company/investarauc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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