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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东盟 -中国人口状况及移民可能性分析

ASEAN Demographics and Possibility of Migrant 
in China

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对所有发达国家都是挑

战。过去 25 年来，新加坡这样的全球贸易和金融

中心，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生育率过低导致对

经济增长、税收、医疗成本及移民政策等产生重大

影响。预计新加坡老龄化人口到 2030 年会增长两

倍。新加坡的建国之父李光耀今年 8 月时警告：新

加坡如果不能扭转这个局面，将会垮掉 1 ！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世界概况》

1　“ 特 写： 低 生 育 率 或 成 新 加 坡 经 济 不 能 承 受 之 轻”，

2012-9-3，http: / /cn.reuters.com/art ic le/CNAnalysesNews/

idCNCNE88208P20120903

（WORLD FACTBOOK）报告中，新加坡的生育

率在报告包括的 222 个国家中垫底 2。新加坡总理

李显龙近日发表关于国家未来的讲话时称：“我们

面临一个问题。尽管（生育率）下降是长期趋势，

但我们不能放弃。我们需要创造良好的环境，社会

环境变好，民族精神正确，这样新加坡国民就会希

望安定下来并生儿育女”。

很显然，在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生育问题成了

关乎国家战略的大事情。这不仅在新加坡存在，在

东盟国家、在中国都存在老龄化和人口生育问题。

对于人口迅速老龄化的中国来说，存在通过相互移

民来解决人口问题的空间和条件。

2　EAST	&	SOUTHEAST	ASIA	:	SINGAPORE,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

s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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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盟及中国出生率情况

首先从东盟十国与中国的出生率情况看其有关

趋势（见图 1）。

按人口出生率从高至低排列，东盟十国出生率

最高的前三位国家是老挝、柬埔寨、菲律宾，而且

全在 25‰ 及以上这一档列。最低的是新加坡，仅

为 7.7‰，其次是泰国。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从 2007
年至 2011 年均为 12‰，在东盟 10+1 中，排在倒

数第二。

二、就业率情况

从劳动力和就业率来看东盟市场中柬埔寨、老

挝、越南和缅甸的情况（见表 1）。

上述四个国家的劳动力和就业率数据显示，就

业率高低的顺序为：柬埔寨、缅甸、老挝、越南 3。

而对东盟的其他六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

3　IMF/WB	Statistics,	CEIC	database.

泰国、新加坡、文莱，相关数据则从劳动力人数、

就业及失业人数和失业率角度反映了就业情况（见

表 1 和表 2）。

2007 年至 2011 年上述六国的失业率按照从高

到低的顺序排列是，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

西亚、文莱、泰国（见图 2）。

如果中国未来需要大量输入移民劳动者，从客

观上看，前三位高出生率国家将来有较高向中国移

民的可能性，然而这也取决于双方的政策，对中国

来说，何时开放劳务市场、何时确定相关移民政策

及怎样的政策，其结果是不同的。以菲佣为例，菲

律宾采取鼓励劳务输出的方式获得更多资金汇入，

从而增加国内消费，提振经济。而中国目前限制菲

佣，仅对其提供短期签证，使雇主对菲佣的雇用受

到限制。

另外，上述数据显示，菲律宾在失业率和人口

出生率均高的情况下，向外输出人口的可能性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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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盟中保持最大；印尼的失业率在东盟国家中处

于最高水平，但是人口出生率居于东盟国家中的

中间水平，这意味着人口相对年轻，向外移民的

可能性在一段时间内较弱；新加坡本身的出生率和

失业率都较低，因此，作为吸引外来人口的可能性

在东盟国家中最高，但又因为其幅员小，社会生存

空间有限，从而给它带来吸引移民的制约性；泰国

的出生率之低在东盟中仅次于新加坡的 7.7‰，为

12.8‰，又在东盟国家中有相对低的失业率，而且

其幅员制约因素又较小，因此，泰国吸引外来人口

的可能性则大于向外移民。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

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

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 60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

比例达到 10%，或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达到 7% 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 2009 年撰写的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中，指出了中国在人

口方面将面临的挑战：（1）尽管中国人口已经进

入低增长时期，未来 20 年人口增长速度还将进一

步减慢，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增长的惯性作用，

人口总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保持增长态势。预

计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 2032 年前后，达 14.7 亿

左右。（2）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未来中国人口

年龄结构类型将急速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重度老龄

化。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

的，而中国的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时间差。

庞大的老年人口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压

力。（3）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保持增长态势，就业

压力始终较大。未来十几年 16 岁及以上人口的规

模始终较大，总量在 9 亿以上，2013—2020 年将

超过 11亿，劳动年龄人口基数大，高峰持续时间长，

对人口就业和城市化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4）
流动迁移人口持续增加，城镇人口比重的提高，并

不能单靠城镇人口自然增长来实现，必然引起大量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4。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如果以婴儿潮一代进入退

4　“ 国 家 统 计 局： 中 国 人 口 结 构 将 急 速 转 变 成 重 度 老 龄

化 ”，2009-9-11，http: / / f inance. i feng.com/news/specia l /

laolinghua/20090911/12263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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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年龄来看，中国劳动力人口的拐点是在 2015 至

2020 年 5。

另据国家统计局 2011 年 4 月 28 日发布的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中国人口增长趋

缓。十年增加 7390 万人，增长 5.84%，年平均

增长 0.57%，比 1990 年到 2000 年的年平均增

长率 1.07% 下降 0.5 个百分点。2、老龄化加速。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3.26%，比 2000 年人口普

查上升 2.93 个百分点，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8.87%，比 2000 年人口普查上升 1.91 个百分点。

上述老龄化数字表明，60 岁及以上人口比国际

通常标准 10% 多了 3.26 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

比国际通常标准 7% 多了 1.87 百分点。

然而，中国老龄化的关键问题是低收入老龄化，

这与中国人口的社会结构紧密相关，70% 以上的农

村人口和庞大的老人群体，明显存在着“未富先老”

5　 中 国 人 口 老 龄 化 危 与 机，http://finance.ifeng.com/topic/news/

laolinghua/

的窘况。因此，中国的情况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与

社会发展同步的状况完全不同。对中国来说，虽然

老龄人口也可以带来老龄消费产业，带动老龄人群

的消费品生产与服务；但是在一个收入低、社会保

障没有建立起来的社会境况下，老龄化就很危险，

生产力必然衰退。这样的背景下，引入外来移民的

可能性和必要性都大大增加。然而，“未富先老”

还意味着，即便相关领域引入外来移民，仍将是在

低端的服务业领域和低端的产品制造业领域。

四、外籍务工人员开始出现在中国市场

中国是传统的向外移民的国家，但自从 1999
年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及在服务业领域方

面有所发展，逐渐出现外籍劳工。

据长江商学院原高级研究员罗天昊分析，2010
年开始，大批来自东南亚及非洲相对落后国家的境

外黑工，在广东的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务工。改

革初期的 1979 年，中国 0-14 岁少儿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例，大约为 1/3；到 2009 年，该比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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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下降明显 6。未来 10 年中国 18-22 岁的人口将

减少 4000 万人，而在 20-40 岁之间，中国人口更

是减少 1- 3 亿。开放亚洲和非洲移民，或可解中国

年轻人口匮乏之难。目前广东黑工主要来自东南亚

和非洲，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地缘相近，文

化亦比较接近，来中国比较容易，如在广东的越南

人，多自中国广西的东兴入境。据预测，未来劳力

缺口达到 1 亿人以上，中国将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

成为除美国之外，容纳全球移民最多的国家。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亚太区总监莱恩也表示，中

国要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要考虑晚退休问

题，还需要吸引其他国家的年轻劳动力移民 7。中国

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已突破 1.7亿老年人。

根据 OECD 人口发展预测，到 2030 年，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

度最高的国家 8。

五、中国成为移民国家的可能性

安邦集团首席研究员陈功博士认为，中国由于

计划生育以及城市化，在未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

民国家将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未来的中国，移民人

口将主要来自印巴地区、东盟和非洲，他们将有最

大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移民来源国度。如果中国

成为移民国家，对东盟的影响极大。首先领土纠纷

的问题极度复杂化，因为经济是纠缠在一起的；其

次，中国社会对东盟国家将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影响

力；第三，中国社会对普世价值观和法制的立场和

态度，对中国成为移民社会有决定性作用；第四，

日本有可能在亚洲进一步被边缘化；第五，人民币

国际化水平大幅度提升。

然而，陈功博士还认为，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

大的移民国家的基本条件是：1、英语教育的普及；

6　“学者：中国未来劳力缺口将超 1 亿	应容纳亚非国家大量移民”，

2010-4-1，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77377256/1.html

7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为中国老龄化支招：移民年轻劳力”，2011-11-

21，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927082

8　“计划生育：中国未来人口缺口将超亿，应容纳亚非国家大量移民”，

2010-7-20，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77377256/1.html

2、人口老龄化；3、维持生产力和竞争的需要；4、
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萎缩，新增人口数量太少；5、
城市化及生活成本的影响。

上述所指是在中国制定对外籍人口特别是东盟

人口吸纳政策的前提下，而且，中国何时成为移民

国家也取决于户籍制度怎样变化、农民工政策和全

民社会保障情况，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程度等因素。

通过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出生率及就业情况的

分析可以看出，未来 20 年内，有东盟国家向中国

大量移民的基本社会条件，除了新加坡、泰国等国

也有吸引移民的基本因素之外，其他东盟国家向中

国移民的基础和可能性均较高。

几项分析还表明，中国工作人口在 2015 至

2050 年之间处于连续下降趋势；而劳动年龄人口

总量保持增长态势，就业压力始终较大。未来十几

年 16 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在 9 亿以上，2013-2020
年将超过 11 亿，同时，产业升级等造成的民工荒，

又使未来劳力缺口达到 1 亿以上；这部分缺口又将

在 2030 年开始发生较大规模移民时补缺；到 2050
年时中国将会呈现更大规模移民。而这一移民缺口

无疑对东盟部分国家来说将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2.097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CAF)

安邦咨询 (ANBOUND)
联合主办

马来西亚经改目标直追高收入发达国家

Malaysia’s ETP Aims at High-Income Country by 
2020

在 9 月 11 日 -13 日于中国天津举行的夏季达

沃斯年会上，马来西亚贸工部长慕斯塔法对提升竞

争力、加速经济一体化发展等议题谈及看法，包括

国民收入和竞争力关系、政府的作用、教育、经济

危机中获得的经济教训、东盟经济共同体、与中美

俄等的合作、跨国企业投资东盟、与欧盟关系等。

他强调，马来西亚希望在 2015 年之前能够实现东

盟经济一体化或者共同经济社区 9。

近年，马来西亚提出经济改革规划（ETP），

这一规划是一项综合的努力，旨在改革马来西亚经

济并使之到 2020 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具体目标包

括将马来西亚人均国民收入（GNI）从 2009 年的

6700 美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15000 美元，并且达

到 6% 的年经济增长目标。

如果 ETP 目标能够成功实施，马来西亚经济

将会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些努

力中，马来西亚将会继续发展以服务为基础的经济，

并在同期将服务部门的贡献从 58% 增长至 65%；

到 2020 年提供 330 万个新增就业机会，这些新增

就业机会将会产生中、高收入工薪阶层；相关发展

将扩展至整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地区。

另外，马来西亚将把大吉隆坡 / 巴生谷地区打

造成成一个世界级城市。整个增长将以一个可持续

发展的模式取得，无需让后代付出代价，例如，开

9　“马来西亚部长：扩大国际化交流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2012-9-11，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2-09-11/112119812.

html

发可更新能源、提高替代能源的发电能力、实施保

护环境的措施、推动生态旅游等等 10。 

这项经济改革规划与过去的经济运行模式不

同。早在2010年，政府就召集一个上千人的研讨会，

共同定义了 12 项国家关键经济领域（NKEAs），

私有部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 500 位来自

私营和公共部门的最优秀的代表前来协商讨论，前

者是来自 200 家不同公司的 350 人，后者则是来自

不同政府和公共部门的 150 人，大家共同确定这个

12 项关键领域的发展计划。另外，跨国公司、本地

公司和非政府部门也都参与研讨。

总之，不论是马来西亚贸工部长的讲话还是马

来西亚的经济改革规划，所有信息提示的发展目标

和巨大信心值得中国企业注意，积极探求在相关发

展规划中能够建立更多投资与合作的机会。

10　Overview	of	 ETP,	 http://etp.pemandu.gov.my/Overview-@-

Overview_of_ET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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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推进国内消费带动股市上升

Domestic Consumption Drives up Stock Market in 
the Philippines

据中国香港投资基金公会和晨星公司 9 月初发

布的一年来全球最佳及最差基金排行榜，菲律宾股

票基金以 17.51% 的年回报率登顶，其股市累计涨

幅达 20%。2012 年第一季度，菲律宾经济增速为

6.4%，仅次于中国，居全球第二 11。菲律宾经济增

长的良好势头主要来自国内消费上升和外国证券投

资。国内消费主要靠海外劳工的汇款和政府积极推

动基建项目。

首先看海外汇款，在国际上许多经济体正在经

历危机的冲击时，菲律宾 1100 多万海外劳工的汇

款仍然强劲，拉动菲律宾国内消费作用明显。根据

菲律宾央行公布的数字，今年前 5 个月，菲律宾

海外汇款同比增长 5.3%，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10.2%。CEIC 经济数据系统的 Oxford Economics 
分析认为，强盛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国内消费的主

11　“菲律宾股市，为什么这么牛”，2012-9-5，http://www.21cbh.

com/2012/shzjb_95/346372.html

要支撑；而且私人消费也保持着上升的势头 12。

第二是外国投资者现在对菲律宾政府更有信

心。为了防止政府项目出现贪污，整个 2011 年，

菲律宾政府基本没有对大型基建项目进行招标，致

使去年国家预算中的一大部分没有被使用。而在制

定反贪措施后，从今年开始，菲律宾政府加快发放

预算，积极推进政府基建项目，无疑将有力提振今

年经济增长。Oxford Economics 分析报告显示，

支持菲律宾抵御全球经济下滑影响的因素中，政府

支出已经从 2011 年的 2.3% 增加到 2012 年第二季

度的 14.6%。

第三是间接投资流入，分析人士认为，几年前，

当其他新兴市场股市强势上升时，菲律宾股指基本

不动。相对较低的股价令菲律宾股市在当下更具吸

引力。也正因此，在其他股票市场收益不佳的情况

下，更多海外基金选择投资菲律宾市场。今年上半

年，菲律宾吸引外国证券投资净流入 16.9 亿美元，

比去年上半年增加近 4 倍。这也使其股票指数今年

20 多次创下新高。

上述分析表明，菲律宾近年的政府支出、国内

消费等要素带动了经济，从而使股市情况良好。

柬埔寨加强基础设施和农业矿业投资

Cambodia Take Actions to Boost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Agro & Mining

在 9 月 6 日召开的第六届东北亚经贸合作高层

论坛上柬埔寨副首相严才利说，柬埔寨王国政府决

心对基础设施增加投资为商贸活动进行协调，努力

解决税务和价格上各种壁垒，以提高和推动东盟各

国间良好关系。他说，世界金融危机确实给大多数

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其中也包括柬埔寨在内。

但是在柬埔寨王国政府努力下，消减了部分负面影

响，使国内生产总值在 2010 年增长 6%，2011 年

增长 6.9%，预计今年增长率为 6.9%，2013 年增

12　Report,	Oxford	Economics，CEIC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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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达 7%13。

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在金边和暹

粒主持了各项国家领导人会议，共同为在 2015 年

实现东盟组织“一个共同体、共命运”的目标而努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东盟建立了许多机制，如经济

自由区，以在本区域内建造一个投资环境，吸引本

区域以外的国家到本区域投资，尤其是中国。严才

利说，柬埔寨和其它国家一样，强烈地依赖产品出

口和国外直接投资，以作为经济增长的手段。柬埔

寨已做好准备，以各项行动维护本国的经济增长，

确保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 7%，柬埔寨在最广泛

的基础上和通货膨胀率一个位数的条件下，比以前

更具竞争力。

另外，在参加第八届东北亚博览会时柬埔寨副

首相还表示，柬埔寨经济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促进

企业在柬的成长发展。柬政府欢迎中国投资柬埔寨

的农业和矿业等领域，也希望中国可以加大在柬推

进农业商业化方面的投资。

柬政府 2010 年出台了推动柬埔寨成为重要大

米出口国的政策，开始力图解决物流成本高昂等问

13　“柬埔寨副首相严才利：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商贸活动”，2012-

9-8，http://www.jl.xinhuanet.com/2012jlpd/2012-09/08/c_113004570.

htm

题。而对于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柬埔寨也在加强努

力。近年在柬埔寨海域发现了油气资源，以及各省

份勘探到的各种矿产资源也将具有投资潜力。在其

他领域，柬埔寨近年来已经在旅游业和成衣制造业

促进下取得了迅速发展。

《中国东盟观察》在 004 期中曾经分析了柬埔

寨的服装、建筑业等领域发展较快，促进了经济增

长，而目前柬埔寨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农业和矿

业领域的投资。这些领域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都是较

好的机会。

老挝推动占巴色省投资以促增长

Laos Urges Investment in Champasak

据老挝《社会经济报》报道，占巴色省是老挝

南部一个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而且风景优美、历史

古迹众多的大省。与东南亚的泰国、柬埔寨两国接

壤，与国内的沙拉湾、色贡、阿速坡三省。

占巴色省推动经济发展有 3 大优势产业：农业、

旅游业及工贸业。2012 年前有 19 个国家在占巴色

省投资，其中越南投资居第一，其次是泰国。具体

情况见表 3。

近年来老挝占巴色省以促进投资增加收入，在

2012-2015 的 4 年占巴色省预计年人均收入可以增

加 186 美元，实现 2015 年年人均收入 1955 美元

的预计目标。根据占巴色省计划投资厅 2010-2011
财年及 2011-2012 财年一季度占巴色省促进投资

会议报告显示，占巴色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0.1％，年人均收入 1213 美元。目前，占巴色省

咖啡、橡胶等产品的出口也在增加 14。

在制定的 2011-2015 年七五规划社会经济发展

规划中，占巴色省制定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 11.1％
的增长率目标，5 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约 57.73 亿

14　“老挝占巴色省以促进投资推动人均收入增长”，2012-9-10，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09/20120908331053.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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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为了实现经济增长预计目标，各行业经济

增长目标如下：农业年增长 3.2％，加工业年增长

15.2％，服务业年增长 15.4％。同时预计将争取使

财政收入达到平均收入的 7.7％，国内生产总值年

平均增长 14％，计划吸引投资约达 25.29 亿美元。

另外，占巴色省政府欢迎中国企业投资占巴色

省开发矿业，希望在开发中妥善解决受影响的村民

的居住和生活问题，保护好环境，通过矿业开发，

为老挝经济发展做贡献。

缅甸新《外国投资法》草案仍令外资观望

Foreign Investors Keep a skeptical Attitude on 
Myanmar's Latest Draft Investment Law

今年 4 月缅甸议会补选之后，缅甸政府就表示

将修改外国投资法。但据报道，很多条款一直争议

较多，5 个多月来，这项对外国投资者至关重要的

法律一直被困在国会里。

然而，缅甸议会 9 月 7 日通过了新《外国投资

法》草案，标示了对外商投资的进一步鼓励的措施

将较有效实施。关于欢迎外国投资，在缅甸已经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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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各个党派的一致认可，因此草案得以通过。执政

党国会议员梭因说：国会各党派都批准了这项外资

法令。不过，这一法律需要缅甸总统吴登盛签署后，

才能生效。

据路透社报道，最新通过的《外国投资法》草

案删除了先前要求外国投资不低于 500 万美元的限

制，同时将外国在缅甸 13 个领域投资持股最高限

额从 49% 提高到 50%。在一些特定领域比如高科

技领域，外国投资者甚至可以拥有 100% 股权。允

许投资的业务范围也比之前公布的草案更广。

事实上，在这次草案通过之前，《外国投资法》

草案已经过三次大修改。今年 8 月末，草案作出了

90 余处修改，提出要求外国公司与缅甸企业合资建

厂，必须投入 500万美元到 8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

所占股份为 35-49%，并限制外国公司在 13 个领域

参加合资（包括制造业、养殖、农业和渔业等）。

不过该草案是否能最终获得总统批准呢？有分

析指出，获得批准的法案极有可能是在以吴登盛总

统为代表的，一个期望推进快速变革的团体所主导

的版本。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缅甸经济专家肖恩说，

草案的变化反映了改革进程的不易。长期以来，缅

甸市场是由与军政府联系紧密的经济大亨所掌控，

而随着政府寻求开放经济、引入更大的透明度，这

些利益集团将面临竞争的威胁。因此，有分析人士

认为，如果缅甸总统对议会通过的新投资法草案还

不满意的话，可能仍会将法案再次发回议会审议。

不过，新一轮议会重开的日期在今年10月的第三周。

对外商来说，尽管草案已作出让步，将外资在

13 个领域投资持股最高限额从 49% 提高到 50%，

但这一让步并没有达到一些外企预期。企业咨询公

司 VriensandPartners 在仰光办事处的主管卡约说：

“新条例应会让外国投资者感到有信心，但这只是

缅甸改革投资法律框架漫长过程的一部分而已”。

总之，尽管缅甸对外资充满诱惑，但是缅甸的

法律架构缺乏透明度。虽然目前可口可乐有限公司

（已计划在未来三年对缅投资 1 亿美元、为当地创

造 2000 个就业岗位）、美国万豪国际集团、汽车

制造商铃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以及松下和东

芝等大公司都表示了对投资缅甸的兴趣，但许多跨

国公司表示希望缅甸未来的监管更透明。

泰国第 10个经社发展计划未得兑现

Thailand: Missed the Target on 10th National 
Economic & Social Development Plan (2007-2011)

泰国去年发生的特大洪灾至今仍影响着其经济

的健康发展。据泰国《世界日报》9 月 4 日报道，

泰国国家发展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办公室副秘书长波

拉眉提表示，国家经社委对国家第 10 个经济及社

会发展规划（2007 至 2011 年）的实行情况进行总

结时看到，这项规划并未达到国家经济年递增 5％
的目标，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仅为 2.6％，而第 9 个

经济及社会计划的平均增长水平是 5.7％ 15。

波拉眉提表示，必须承认第 10 个经济及社会

规划在开始实施阶段进展较为良好，但出现洪灾之

后，各项指标在规划最后 1 年均呈萎缩的负值。然

15　“泰国第 10 个经社发展计划未达标”，2012-9-5，http://www.

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09/20120908323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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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有多个要素表现良好，如降低物流成本工作取

得成效从而驱动国家经济良性发展，不过仍须关注

政府在该方面的持续努力推动。在建立经济发展平

衡工作方面，泰国应该减少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

并大力拉动内需增长。

事实上影响发展计划实施的因素包括，受到世

界经济危机、泰铢兑美元汇率升值、国内政治纠纷事

件和自然灾害尤其是2011年末特大洪灾等因素影响。

因此，由于发生多种问题而使泰国经济在实施

第 10 个经济及社会规划的前 3 年后出现回落，尤其

是 2009 年泰国经济萎缩达 2.3％，至 2010 年快速复

苏达 7.8％增长速度，但至 2011 年末发生受灾面极

广的特大洪灾，尤其是多个重要工业园受灾让制造业

大受打击，导致 2011 年经济增长仅余 0.1％水平。

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对外贸易方面，也未能

达到第 10 个经济及社会规划要求平衡发展的目

标。国家生产包括农业和服务业的结构调整没有

出现大的变化，其中农业雇用就业率从 40.2％下

降至 39％，服务行业雇用就业率从 44.2％降至

41.4％，工业雇用就业率由 15.6％增至 19.5％，

这一结果表明在经济结构中工业及服务的重要性进

一步提高。另外，财政收支平衡未能保持在财政稳

定要求范围内，2011 年财政赤字从 1500 亿铢增至

4000 亿铢。

不过，因为如下几个方面，泰国政府对经济复

苏仍有信心：国民储蓄方面出现好转，尤其是第

10 个经济及社会规划中段期间表现较好；国民高

收入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从相差 13 倍降低

至 11 倍；财政赤字在财政预算占比由 11.3％降至

10％；财政投资在财政预算中占比由 23.9％降低为

16.4％，低于财政稳定须不超过25％的目标要求等，

泰国政府表示，国家经济结构仍然坚强和稳健，每

次出现危机后国家经济都可较快复元。泰国国家经

社委副秘书长塔宁表示，泰国从 7 大主题就社会绿

色发展路线推动国家前进方面认真研讨，集思广益，

确立国家第 11 个经济及社会发展规划目标。

越南经济呈现明显下滑态势

Vietnam’s Economy Shows Clear Decline

继 8 月份越南金融大亨、亚洲商业银行（ACB）
创办人阮德坚被警方逮捕以来，9 月份又相继出现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恶化的状况。那么，越南是否爆

发了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潮呢？

首先是越南警方逮捕阮德坚之后，其银行执行

长李宣海也被逮捕调查，ACB 爆发恐慌性挤兑。而

且越南股市也一路下跌。民众抢购黄金避险，导致

金价即刻上扬。为稳定银行体系，越南央行两天内

接连投注了 8 亿美元的资金。随后，经济形势恶化

的其他问题也纷纷暴露出来。

因此，有分析认为，越南经济正从曾经的“爆

发式增长”向“爆发式幻灭”转变。因为通胀飙高、

成长下滑，其廉价制造业被柬埔寨、孟加拉取代。

越南数以千计的企业破产倒闭，房市崩溃，银行坏

帐大增，蔓延到整个银行体系。

事实上，越南经济的逆转非常突然，去年越南

通胀一度突破 20%，是 3 年内两次冲破这个门槛。

但从 2008 年开始，越南经济的增长率降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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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试图保 7-8%，麦肯锡估计，2012 年越南经济

成长可能会低于 5%。麦肯锡甚至预测，如果越南

经济无法维持在 7% 以上，8 年后越南经济可能萎

缩三分之一。

从图 10 中 GDP 增长率降低的情况和图 11 的

通胀高企的状况可以看出，越南自 2000 年以来，

GDP增长率基本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平均情况，

而近几年物价则是远远高于东亚和太平洋国家水

平。因此，越南经济呈现的下滑趋势应该引起中国

的警惕。

印尼经济增长较稳抵消出口下滑

Indonesia’s Stable Economic Growth Offset Its 
Slumping Exports

印尼 2012 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形势依然保持较

好势头，据 Oxford Economics 的分析报告指出，

印尼第二季度 GDP 上涨 6.4%，超过第一季度的

6.3%，并以保持强劲增长带动内需，抵消疲弱的出

口 16。

该报告指出，尽管处于脆弱的全球化背景下，

但是仍然可以预计印尼的国内经济基础将强劲支撑

今年的 GDP 增长在 6%，2013 年将上升到 6.3%。

而由于外部风险的存在，这样的预计已经比印尼当

局给予的增长预测更为谨慎：印尼政府的预测是

2012 年经济增长 6.3-6.5%，2013 年的增长将达到

6.8%。然而政策制定者应该留有一些余地，以备全

球经济急剧恶化。

图 12 反映了自 1995 年以来印尼的 GDP 增长

和工业生产情况。除了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增

长巨幅动荡外，从 2003年以来GDP涨幅基本平稳，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也没有出现幅度过大的下滑。而

工业生产情况变化幅度相对大些。

图 13 反映了 1996 年以来印尼的进出口形势。

16　Country	 Economic	 Forecast:	 14	 September	 2012,	 Oxford	

Economics,	Report,	CEIC	database.

各年进口与出口的趋势基本相同，但总体上几年一

个大波动的情况非常明显，说明印尼的进出口贸易

受外部影响非常大。近几年又由于世界经济总体疲

弱的影响，印尼进出口均处于下滑状态。

不过，在出口下降的情况下，不同产业部门的

表现却有差异。据 9 月 10 日报道的印尼农业部最

新统计表明，欧美的金融危机对印尼的农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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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有限，包括棕榈油、橡胶、可可、咖啡、椰子、

茶叶、烟草、胡椒、豆类等农产品上半年出口顺利，

创汇总金额达到 169.8 亿美元。棕榈油、橡胶和可

可列出口前 3 位，其中棕榈油出口 977 万吨，创汇

99.5亿美元。橡胶出口 144万吨，创汇 51.6亿美元。

可可出口 23.72 万吨，创汇 6.5 亿美元 17。说明印

尼在这一领域的产品有相当大的竞争力。

印尼的情况给我们相当好的启示，印尼是以资

源产品和低端工业制品为主要出口的国家，在世界

经济危机中，资源产品和低端工业产品都较容易受

到冲击，而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产品则较易保持世界

市场的需求。因此，在相关领域投资必然能取得较

好的发展。

文莱拟通过参加区域经济伙伴谈判提振经济

Brunei is to Boost Economy by Joining RCEP

文莱政府最近表示，将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自由贸易协定谈判（RCEP）。“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将先行包括东盟 10
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据文莱《联合日报》9 月 4 日报道，如 RCEP
协定谈成，东盟 10 国 +6 国将合作建立一个总人口

占全球半数的亚洲自由贸易区。16 国经贸部长均已

原则上同意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区，并建议各国领袖

在11月东亚峰会上共同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谈判。

亚洲自由贸易区将涵盖共约 35 亿人口，GDP 总和

将达 23 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18。

文莱是一个在马来西亚海岸的小飞地，作为一

个工业（包括石油）占 GDP66.8%（2010 年数据）

的国家，主要出口为石油产品。2011 年新的近海

石油和天然气钻井价值高达 1310 亿美元。其他的

17　“印尼上半年农产品出口走红	创汇总额 169.8 亿美元”，2012-9-

10，http://finance.chinatradenews.com.cn/html/news/2012/0910/14986.

html

18　“文莱拟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谈判”，2012-9-5，http://

brunei.caexpo.com/jmzx_wl/2012/09/05/3575570.html

行业包括农业、林业、捕鱼、纺织、建筑、旅游和

银行业，但是这些行业多是来自累积了石油收入的

海外投资进行，目前由文莱投资机构管理的外国资

产净值的官方数字只是 12 亿美元（2010 年 12 月

份数据）。

不过，文莱石油产业仍在加速发展，也吸引着

其他投资者，例如美国公司、壳牌和三菱将联合在

文莱投资 100 亿美元资金进行油气后续开发，包括

建立液化天然气工厂等。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还

计划新增 16 亿美元建立石化厂和港口及航运区工

程配套设施。

另外，文莱也积极发展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

易，据文莱《联合日报》报道，韩国驻文莱大使崔

炳九 9 月 3 日在东盟旅游人力资源发展讲座会开幕

仪式中表示，韩国 - 文莱 2011 年双边贸易额已升

至 26 亿美元，而且韩国已发展成为仅次于日本的

文莱第二大出口贸易伙伴 19。韩国每年从文莱进口

液化天然气和石油。此外，韩国 - 文莱间目前虽无

直航，但 2011 年有 1700 名韩国人到访文莱，绝

大部分为游客。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文莱加紧发展油气产业

19　“韩国成为文莱第二大出口贸易伙伴”，2012-9-4，http://brunei.

caexpo.com/jmzx_wl/2012/09/04/35754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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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带动其他产业和经济的发展对于其参加“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谈判”、在亚洲区域自由贸易中获利是

非常有益的。

新加坡经济受制于对主要经济体的依赖

Singapore’s Growth Much Depends on Major 
Trade Partners

据 8 月和 9 月的多项对新加坡的经济形势的分

析报告显示，新加坡公布的 7 月份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表明了其制造业仍处于低迷状况。制造业

在连续两个月扩张后，再次陷入萎缩状态，PMI 为
49.8 点。电子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在连续 6 个月处于

扩张后首次陷入萎缩，为 49.2 点，低于 6 月份的

50.4 点。这一状况反映了欧债危机以及全球主要经

济体增长放缓，影响了新加坡制造业需求 20。 

而这些新订单和产值都在 2012 年 2 月份回弹

以来再次陷入萎缩状态，其中新订单指数从 6 月

份的 50.8 点跌至 49.6 点，产值指数也从 6 月份的

50.7 点下滑至 49.8 点。其中电子业新订单指数的

跌幅更为显著，7 月份跌了 1.6 点，仅为 48.8 点。

20　“2012 年 8月份新加坡制造业发展情况简析”，2012-9-18，http://

info.machine.hc360.com/2012/09/180849390839.shtml

另一方面，新出口订单的采购经理指数也已经

从 6 月份的 51.1 点滑落到 50.2 点。其他如就业和

积压订单额指数也继续处于萎缩状态，这几项都已

经是连续第 13 个月处于萎缩状态。

根据新加坡国家预算，2012 年第二季度经季

节性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0.7%，使第三季

度的经济出现衰退。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

伙伴的经济低迷，新加坡已下调了 2012 年全年的

经济增长，从 2.6% 降至 2.3%（工业与贸易部已经

下调了预测为 1.5-2.5%）；对 2013 年的预测已从

5.8% 降至 5.3%21。

新加坡希望积极注意对中国的非石油产品的出

口，目前中国是新加坡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第一

大贸易伙伴是马来西亚。从非石油产品的对中出口

来看，2012 年 7 月份，该项出口上升至 8.4%。最

终期待中国的刺激政策应该开始发挥作用，以推动

新加坡的出口。

由上述分析可见，鉴于脆弱的全球形势和新加

坡对全球贸易的依赖关系，新加坡制造业的回升与

否仍取决于相关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情况。

21　Country	Economic	Forecast:	7	September	2012，Oxford	Economics	

/	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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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三线城市成为东盟关注的游客资源

市场

China’s 2nd and 3rd-Tier Cities are the Large 
Sources of ASEAN Travelers

最近几年，东盟国家纷纷把旅游业作为经济发

展的重要领域，把开发旅游设施、景点和服务以及

吸引旅游者作为关键的发展目标。

据 9 月 7 日媒体报道，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迅猛

发展，二、三线城市居民出境旅游的意愿和能力正

变得越来越强。目前东盟国家正在中国探寻、了解

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在此召开至东盟的旅游推介

会和游客资源考察。

以泰国为例，目前泰国正着手开发中国二、三

线城市的出境旅游市场，邀请二三线城市的旅行社

和旅游从业者至泰国考察，努力将泰国旅游资源开

发成为旅游线路，展现给中国民众。泰国国家旅游

局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表示，2011 年到泰国旅游的

中国游客人数超过 170 万人次，中国已经成为泰国

重要的旅游客源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现在即使是很小的城市，很多居民也已经具备了到

泰国旅游的条件，所以泰国旅游局正在努力做中国

二、三线城市的旅游市场推广 22。

再以马来西亚为例，据马来西亚驻广州领事馆

旅游市场部副领事赛努斐济介绍，目前马来西亚旅

游部门正在采取到中国二、三线城市参加旅游展、

举行旅游研讨会等方式，向中国的中、小城市的旅

游业者和民众推介马来西亚的旅游产品，同时还邀

请中国一些中、小城市的媒体到马来西亚实地考察

22　“东盟国家着力开发中国旅游市场”，2012-9-8，http://finance.

people.com.cn/n/2012/0908/c1004-18953974.html

并撰写旅游体验，以此扩大中、小城市居民对马来

西亚旅游的了解。

而且，赛努斐济还强调，一些东盟国家的旅游

机构人员提出，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出境旅游市场

目前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些旅游市场还需加

以培育，让游客们了解不同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区别

和各自的独特之处，以便让他们能选择最适合自己

的旅游目的地。

而在去年时，马来西亚旅游局驻中国华南区负

责人就表示，为了更好地覆盖中国二、三线城市旅

游市场，马来西亚旅游局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

开设了三个办公室，采取分工负责的经营方式抓管，

可见其重视程度 23。

从这一相关信息中，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二、

三线城市不仅有潜力巨大的游客资源市场，事实上

还有相当可观的特征产业市场，几乎每一个二、三

线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工业制品、农产品和食品等，

因此，中国相关部门可以主动将这些物品、产品同

时推介给东盟，在成为东盟国家游客源的同时也把

中国二、三线城市的特色物品带给东盟国家知晓。

中国与柬埔寨的经贸合作将有新的发展

China-Cambodian Economic & Trade Cooperation 
Enters New Era

据第二届亚欧博览会的信息，9 月 2 日，柬埔

寨首相洪森表示，中国与柬埔寨在 2010 年时就达

成共识，建立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努力提

23　“国外旅游客商瞄准中国二、三线城市游客”，2011-9-19，http://

szb.dlxww.com/xsb/html/2011-09/19/content_540769.htm

III．中国东盟经贸往来
CHINA-ASEAN ECONOMIC & TRAD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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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柬贸易规模，计划到 2015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25 亿美元，到 2017 年，将贸易规模提高到 50 亿

美元 24。

洪森还特别谈到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柬埔寨

国家电台合作运营的中柬友谊台近年在金边和暹粒

（著名的吴哥古迹所在地）相继开播。他说，中柬

友谊台拓宽了柬埔寨民众的眼界，增长了民众的知

识，希望在 2013 年中柬建交 55 周年之际，中柬友

谊台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时，2013 年也是中柬友好年，届时双方将

组织众多相关活动，加强双方交流。

而在 2012 年 8 月下旬时，柬埔寨国家银行在

半年工作总结中表示，目前柬埔寨国内货币稳定，

通胀得到有效控制，外汇储备增加，对外经济合作

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对外经济合作中，柬埔寨与中

国的经济合作持续深化，在各个领域都保持着不断

发展的良好势头。

今年上半年，中柬双边贸易额达到 13.22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4.9%。中国对柬出口主要商品包括

纺织原辅料、机械设备等；从柬埔寨进口主要商品

包括天然橡胶、木材、针织服装等；中国企业在柬

新签承包工程合同 28 个，合同总额 4.74 亿美元，

增长 97.3%25。

另外，据柬埔寨旅游部统计，2012年第一季度，

柬埔寨吸引外国游客 9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其中，中国游客达 8.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

在海外客源国中位居第三位。按照计划，柬埔寨

2012 年将共接待外国游客 330 万人次，旅游收入

指标 21 亿美元。其中中国游客是主要争取对象，

柬埔寨将实施“吸引中国游客市场战略”，目标是

2015 年吸引 50 万中国游客，2020 年增至 100 万

24　“柬埔寨首相洪森：中柬两国关系将更加紧密”，2012-9-2	14，

http://zt.my/News/NewsShow-98480.html

25　“中柬经济合作持续深化”，2012-8-21，http://paper.ce.cn/jjrb/

html/2012-08/21/content_127464.htm

人次。为此，柬政府将积极改善旅游环境，提高旅

游产品和服务，开设更多柬中直飞航线，并在餐饮

业、旅游景点、网站宣传以及针对中国游客的优质

服务等多个方面，继续采取改进和提升措施。

柬埔寨副首相严才利 9 月 6 日在第八届东北亚

博览会上表示，柬埔寨政府欢迎中国在柬埔寨的农

业和矿业等领域开展投资合作，柬埔寨政府 2010
年就出台了推动柬埔寨成为重要大米出口国的政

策，开始力图解决物流成本高昂等问题，因此，柬

埔寨希望中国可以加大在柬推进农业商业化方面的

投资及经贸合作。这位副首相还表示，最近柬埔寨

海域发现了重要的油气资源，各省份也勘探到的各

种矿产资源，这些都具有投资和经贸合作潜力。

由此可见，中国与柬埔寨开展深入的经贸合作

的前景非常广阔。

广西隆重承办中国 - 东盟博览会

China-ASEAN Expo Kicked off in Guangxi

中国 - 东盟博览会已于 9 月 20 日在广西召开，

为了这项盛会，9 月 10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召开第九

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中国 -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暨全区深化与东盟开放合作动员大会。广西领导郭

声琨强调，将以高标准完成第九届中国 - 东盟博览

会、中国 -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南宁国际民歌艺

术节和中国 - 东盟自贸区论坛，即“两会一节一论

坛”的筹办工作。

为什么广西以动员大会这样的方式推进中国 -

东盟博览会的筹办？广西壮族自治区处于中国与东

盟交往的前沿，近年非常重视发挥自身的窗口作用，

既成为国家与东盟交流合作的桥梁，同时也促进了

地区的特色发展模式。

广西政府之前已经成功承办了八届“两会一节”

和一届自贸区论坛，实现了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

服务中国 - 东盟自贸区建设，服务各部委、各省区

市与东盟交流合作，服务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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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服务”目标。2012 年是《中国 - 东盟全面经济合

作框架协议》签订 10 周年、中国 - 东盟科技合作

年，所以广西希望进一步把与东盟的合作推向更高

水平、更高层次、更宽领域 26。

另外，广西还强调，要突出重点，开展广西与

东盟的务实合作。通过有效利用“两会一节一论坛”

这一平台，具体开展几项重点活动（见图 17）。

26　“广西开动员大会	全力办好中国 - 东盟博览会	深化与东盟合作”，

2012-9-11，http://www.gx.chinanews.com/2012/1802_0911/62705.

html

广西在加强与东盟的合作领域方面，将进一步

重视中国-东盟合作重点园区建设，加快推进交通、

电力、电讯、信息网络等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

扩大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

社会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拓展中国 - 东盟合作的

“南宁渠道”，形成与东盟国家互利共赢的全方位、

多层次、宽领域开放合作格局。

上述信息反映了作为一个地方省份 / 自治区，

广西正把国家的发展目标与地方自身的发展目标紧

密结合起来，同时也为中国企业 / 地方积极开展与

东盟经贸合作建立了良好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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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府亮化工程对中国照明设备 LED 零

关税

China’s LED Enjoys Tax Exemption from Thailand

9 月 6 日，泰国开泰银行与中国中山市外经贸

局和世展展览（中国）有限公司联手举办中泰贸易

推介会，推介会释放的信息表明，按照自贸协定，

中国部分商品出口到泰国已经实现零关税，加上泰

国现在正处于水灾后重建阶段，对于照明设备、家

电、建材等产品需求量大。

据开泰银行集团下属的开泰研究中心分析，

2012年泰国照明市场总值约为14亿元人民币规模，

其中 LED（是发光二极管 Light Emitting Diode 的

缩写）约占 12%，预计到 2015 年占比将提高至

45%-50%。泰国 2011 年特大洪水灾害冲击了整个

电子产品供应链 27，而在灾后重建中，民用与政府

采购商机并存，建材、照明等产品更有希望能够获

得泰国政府的采购订单 28。

在泰国经商的泰国银天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车

正华表示，泰国政府正在大力实施亮化工程，对半

导体照明设备 LED 的需求量加大，只要获得中国

国内的原产地证明，中国产 LED 产品出口到泰国

就可以享受零关税，而且在泰国的价格是国内的 2-3
倍，这对于国内企业意味着很多商机。不过，出口

到泰国的光源产品要经过泰国的认证体系认证。

因为 LED 是一种能够将直接将电能转化为可

见光的半导体器件，有很多重要的用途，例如，交

通讯号显示屏、交通信号灯、汽车用灯（仪表板、

音响指示灯、开关的背光源、阅读灯和外部的刹

车灯、尾灯、侧灯以及头灯、LED 高位刹车灯等）、

室内和户外显示屏、家电、仪器仪表、通讯设备、

微机及玩具、儿童闪光鞋、圣诞灯、家居照明、

27　“ 泰 国 洪 水 冲 击 电 子 产 品 供 应 链 效 应： 各 大 半 导 体 厂 商

状 况 盘 点 ”，2012-3-14，http://www.elecfans.com/news/

report/20120314263709_3.html

28　“商机：中国 LED 产品出口泰国零关税”，2012-9-7，http://

www.elecfans.com/news/report/20120907287728.html

LED 移动广告车，等等。这样功能广泛的制造业

产品必然吸引各国厂商前来竞争这一市场。从这

方面看，这是给中国企业一个良好地机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产 LED 产品

出口至泰国能够获得零关税待遇，但是近来中国

LED 照明业频出质量问题，据媒体 9 月 13 日报道，

广东省质监局发布的广东省自镇流 LED 灯产品质

量省级专项监督抽查结果显示，在抽查的 23 批次

自镇流 LED 中，检验不合格的有 17 批次 29。出现

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投资过热产能过剩、人

才缺乏技术受限、代工过多管控下降等。因此，零

关税的便利条件下，中国只有输出优质的产品才是

保证经贸发展的长久之计。

29　“LED 照明业频出质量问题行业呼唤良性发展”，2012-9-13，

http://ny.rednet.cn/c/2012/09/13/27487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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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气企业积极参与印尼电站建设

Chinese Electric Firms Pro-actively Join in 
Indonesian Power Stations

近年，几家中国电气企业纷纷参加印尼电站招

标及中标后的电厂建设。承建的形式多为总包项目，

可见在印尼电站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据 9 月 4
日媒体报道，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已正式收

到印尼国家电力公司签发的龙湾电站项目 3 号机完

工接收证书，标志着龙湾电站项目 3 台机组全部移

交业主，按合同工期投产发电。这一建成证书的意

义在于，龙湾电站 3×315 兆瓦大型燃煤火力发电工

程总承包项目，是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10000 兆瓦一

揽子电站项目中机组台数最多、总装机容量最大的

总承包工程。

龙湾电站地处印尼首都雅加达市郊海滨，位于

印尼电力负荷中心，是保证首都雅加达及周边地区

电力供应的核心项目。经过竞争激烈的国际公开招

标，东方电气成功签约该项目。目前，这家总部位

于四川成都的东方电气在印尼的投运机组总容量已

超过 360 万千瓦，占印尼电力总装机 10% 以上。

2011 年，龙湾电站三台机组一年内全部陆续并网

发电，各项主要性能指标优异，创造了中国公司在

海外电站项目建设中一个电厂一年内投产机组数量

最多的新纪录 30。

而另外一家中国电力企业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中国华电）也在印尼投资了燃煤电力项目。据媒

体 9 月 11 日报道，由中国华电投资修建的印度尼

西亚巴厘岛一期燃煤电厂项目举行开工奠基仪式，

标志着中国与印尼在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

30　“东方电气建成印尼大型电站项目	总容量超 360 万千瓦”，2012-

9-5，http://energy.people.com.cn/n/2012/0905/c71661-189246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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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得到进一步深化。据悉，印尼巴厘岛一期燃煤电

厂项目总投资额为 6.3 亿美元，总装机容量 3×142
兆瓦，位于巴厘岛北部，中国华电作为投资商和总

承包商将控股运营 30 年。项目计划于 2014 年上半

年建成，届时将是巴厘岛单机容量和总装机容量最

大的火力发电厂，彻底改变巴厘岛目前依赖爪哇岛

供电和燃油发电的现状 31。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刘全代办说，中国和印尼自

2005 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在贸易、投

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政

府和相关金融机构已累计向印尼提供了超过 70 多

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电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该座电厂

的建成将成为中国和印尼在基础设施领域深入合作

的又一项重要成果。

在目前的东盟国家积极准备 2015 年实现经济

共同体的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而且，多

数东盟国家电力需求明显且发电能力不足。因此，

中国企业除了在老挝、柬埔寨积极参与电站建设外，

目前也在东盟其他国家参与相关建设，东盟在这些

方面的机会和潜力非常大。

中国企业投资越南项目增多

China’s Increasing Investments Pump in 
Vietnamese Projects

在东盟国家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发展以

迎接 2015 年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背景下，中国对越

南投资也有增多的势头。目前，中国企业在越南有

几项重要的工程项目，例如钢厂项目和基础设施项

目等。据上海国资委信息，8 月下旬，上海电气集

团与越南煤炭矿业集团（TKV）东北公司就越南永

新项目进排水渠首段施工合同举行签字仪式。永新

项目进排水渠工程是越南国家的重大工程，越南东

北公司（CITRACO）系越南煤炭矿业集团旗下骨

31　“中国华电投资在印尼巴厘岛修建燃煤电厂”，2012-9-11，http://

www.indaa.com.cn/dl2011/hygc/201209/t20120911_1130315.html

干工程施工企业。该合同的签署是上海电气国际化

进程的战略举措，标志着上海电气海外工程项目分

包模式开始新一轮的探索和实践，有利于最大程度

利用当地人力资源优势和机械资源优势，降本增效，

保障现场安全和稳定 32。

另据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宝钢工程凭借优

良的技术能力以及多年的取制样设备运行维护经

验，在与国外优势企业的竞争中胜出，成功获得越

南河静钢厂全部五套取制样系统的 EPC 合同。这

是宝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取制样系统集成技术首

次走出国门。

越南河静钢厂是目前全球在建的最大单体钢铁

厂。在工程竞标过程中，宝钢工程海外事业部依托

产品经理、客户经理、项目经理“三位一体”营销

管理模式，与宝钢工程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积极协同，对于用户提出的各类问题快速响应。根

据河静钢厂所需物料的实际需要，宝钢工程为其量

身定制了高效、科学的工艺设计和流程，获得了用

户的认可。根据合同规定，宝钢工程将为其提供从

工艺设计、单体设备配置、安装到功能考核、验收

等一揽子服务 33。宝钢的这项取制样系统是原燃料

检验设施的核心部分，其工艺技术、装置布置、设

备成套间相互关联度是十分密切的，只有对其进行

整体、系统地设计制造才能使整个系统控制灵活，

物流顺畅，取样过程规范、准确、稳定高效。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国内的取制样系统市场都为国外制

造商所垄断。

上述两个实例表明，中国企业投资越南可以发

展的项目在技术和工程重要性上都很有意义。然而

国有大中型企业与普通中小企业投资越南的目的和

参与的项目是不同的。前者较多是越南国家的重要

项目，而后者则正如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

32　“上海电气与越南永新项目进排水渠首段施工合同签约”，

2012-8-23，http://www.sasac.gov.cn/n1180/n1583/n2483615/

n2484599/14785486.html

33　“宝钢取制样系统集成技术首次走出国门”，2012-8-21，http://

www.sasac.gov.cn/n1180/n1226/n2410/n314289/14783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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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所言，投资越南是基于企业经营成本和在越南投

资优惠政策的基础之上，以获取更高的利润为目的，

不应盲目投资 34。但是，相对于目前国内竞争环境

的持续恶化，经营成本的不断上涨，珠江三角洲企

业投资越南更多的是为了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四川成为承接新加坡第二项在华产业园首

选地

Singapore Prefers Sichuan as Its Second 
Industrial Park in China

据 9 月初到访中国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

未来将促进更多的新加坡企业至四川投资设厂。而

作为承接新加坡企业的主要载体，新川创新科技

园计划在未来的 7 年时间内投资约 1000 亿元人民

币，从而形成就业人数约 15 万人的大型创新科技

园区。四川是较早一批与新加坡建立双边合作机制

的中国内陆省份，早在 1996 年，双方就共同成立

新加坡—四川贸易与投资委员会。1996 年时，新

加坡与四川的贸易额为 980 万美元，目前，新加坡

已经成为四川省第四大境外投资来源地，2011 年

新加坡在四川的实际投资金额达到 6.45 亿美元，

增幅 113.5%，而新川两地的贸易总额达 9.08 亿美

元 35。

新川创新科技园由新加坡四大企业组建的新川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成都高新区合作，打造新川

创新科技园。新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四个股东是

淡马锡控股、新加坡腾飞集团、新加坡吉宝企业有

限公司、新加坡胜科工业有限公司。淡马锡将牵头

组织新方开发财团与成都高新区在成都合作建设新

川创新科技园。 

淡马锡控股、新加坡腾飞集团、新加坡吉宝企

34　	“华企投资越南风再起”，2012-7-20，http://www.caexpo.com/

news/info/focus/2012/07/20/3570287.html

35　“四川携手新加坡投资千亿建科技园”，2012-9-12，http://www.

caexpo.com/news/info/focus/2012/09/12/3576159.html

业有限公司、新加坡胜科工业有限公司都是世界上

著名公司，有着与世界 500 强等世界最先进公司长

期合作的经验，有着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优秀的团队。

例如，新加坡腾飞集团，在新加坡就成功开发、管

理一个 2 平方千米的园区，非常有名的“新加坡生

物谷”就在这个园区内。在腾飞集团的管理下，园

区的信息技术与新媒体技术等高科技行业均取得突

飞猛进的发展。这次，四大企业联合进入四川，必

将把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带入四川，推动新川创新科

技园的建设。 

从发展区块上看，新川创新科技园区将依托成

都高新区现有产业基础和开发条件，整合提升现有

资源、产业优势，吸纳聚集跨国公司、创新研发；

以发展低碳经济为核心，将节能环保、电子信息、

生物工程等作为主要产业，促进科技含量高的制造

业发展。

新川科技园区主要产业八大项目是：新川创新

科技园起步区；成都天河生物医药科技研发与产业

化中心；成都高新国际低碳环保产业孵化器；中国

建设银行成都基地项目；红星路南延线；锦江排洪

总出口三期工程；新成仁路；成仁快速通道（见图

18）36。

上述信息表明，继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之后，

新川创新科技园是新加坡在中国投资的第二个大型

工业园区。从牵头的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控股的

参加来看，新川科技园区必将是一个起点高、实

力强的大型投资项目。安邦咨询公司曾经在《中

国东盟观察 005 期》中分析了淡马锡控股集团在

投资组合、产业分布、地区布局等方面的做法和

获取较高利润的经验。结合此次新川园区的新事

例，这些都值得中国相关公司和机构学习借鉴。

36　“ 新 川 起 步	 高 端 产 业 筑 世 界 之 城”，2011-12-26，http://

sichuan.scol.com.cn/dwzw/content/2011-12/26/content_3256821.

htm?node=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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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投资缅甸面临不同的挑战

Different Challenges in Myanmar Obstruct China 
Investment

在今年 4 月缅甸以议会补选为标志的改革开放

正式开始之后，世界一直关注其经济环境是否已有

真正变化，中国企业也在试探中行进。美国对缅甸

部分解除制裁后，可口可乐 9 月 10 日称将以 1 亿

美元对缅甸投资的事例已成为国际对缅甸投资的标

杆之一。

那么中国企业的投资有何新的趋势呢？几个不

同的方面反映了目前中国企业在缅甸投资的境况和

不同挑战。

1、基本条件：已在缅甸发展业务长达 25 年的

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认为，目前

缅甸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飞速发展的状态，正在由

人均 GDP300 多美元奔向 1000 美元的阶段，因此

蕴藏着巨大商机；其次，作为东南亚人口第二大国，

拥有 6900 多万人口的缅甸具有巨大的人口红利；

目前缅甸处于政策过渡阶段，整个政策取向是改革

开放；中缅之间基础较好的外交关系对于中国企业

到缅甸投资提供了相对好的外部环境。

2、探险角度：有些迹象表明，最近几年，缅

中国海外投资与东盟	/	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I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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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几乎成为部分中资企业的探险乐园。目前，中国

在缅甸投资的主要领域有石油天然气、电力、矿产

业、制造业等，未来将会有高速铁路、公路等投资

进入。中国已成为缅甸第一大投资国和第二大贸易

伙伴 37。

3、资源角度：缅甸具有对投资者充满吸引力

的多种要素。资源丰富，极具开发潜力，天然气和

石油储量排在世界前列；宝石、玉石储量大、质地优；

林渔业资源丰富。同时，几乎没有制造业，工业生产、

国民生活都依赖于进出口贸易。

4、成本角度：缅甸人力资源成本和土地成本

较低。据缅甸金色亚洲轻工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昆明

代表处首席代表韦积建介绍，仰光一名普通员工的

月工资平均大约是 300 元人民币。例如，一名家务

人员的月收入是 150 元人民币；在仰光，酒店前台

服务员月工资约人民币 240-400 元；某华侨在仰光

的一家 4000 多人的生产法国名牌服装工厂，一名

员工就可以节省至少 500 多元人力成本，4000 多

人的厂则相当于“赚”到 200 万元；土地成本较低，

首都内比都一亩土地的价格大概 30 万元，已经有

很多企业开始在缅甸囤地。

5、与缅甸公司合作：云南省瑞丽金星公司与

缅甸南洋公司签订 2000 万美元农产品进出口合同

的大单。董事长金华在瑞丽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中

缅边贸生意，从向缅甸进口中药材开始，到现在全

公司资产近 10 亿元，对缅甸已经非常了解。即便

如此，金星公司在缅甸的投资却仅仅有 4000 万元

左右，包括替代种植及替代种植产品的加工厂。他

们认为“缅甸的投资环境具有特殊性，以中国公司

的名义在当地注册，手续繁杂、税收高，所以采取

同缅甸公司合作的方式，由他们出面注册，可以减

少成本、风险较小”。

6、然而，国有企业的境况则不同。中国国有

37　“投资缅甸‘黄金期’到了吗？”2012-9-12，http://maanshan.

mofcom.gov.cn/aarticle/zhongyaozt/201209/20120908334443.html

企业投资的密松大坝项目被叫停后，最后的命运却

是缅甸政府决定将之前从中国运送到缅甸修建密松

大坝的建筑材料以及设备送回中国，这意味着中企

在这里不会有复归的机会。缅甸媒体报道，因密松

大坝工程被叫停，该工程的投资方中国电力投资集

团公司在缅甸企业或将从事竹木加工业 38。

因此，中国企业投资缅甸的机会是否适合，对

于不同的项目规模以及是否为国企投资是不尽相同

的。民营企业的判断是，很多西方国家还没有大规

模进入，这个时候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是很好的时

机，如果西方先进的、有实力的企业纷纷进入时，

普通中国企业则难于竞争。但是对于央企的一些大

项目而言，在未到缅甸健全法制、彻底开放市场及

建立公平竞争机制之前，反而会遇到更大的阻力。

38　“中国在缅最大投资项目密松大坝建材设备将运回国内”，2012-8-

9，http://www.chinanews.com/df/2012/08-09/40968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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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1）
Decoding RCEP (Part One)

据媒体报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是东盟倡议的亚洲最大范围区域性自由

贸易协定，包括东盟 10 国、中、日、韩、印、澳、

新共 16 个国家（10+6）39。中国 - 东盟商务理事会

中方常务副秘书长许宁宁先生对相关问题作出了详

细分析：

RCEP 是英文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
nomic Partnership 的缩写，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它是东盟国家近年来首次提出，并以东盟为主

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是成员国间相互开放市

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RCEP 的主

要成员国计划包括与东盟已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

国家，即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印度。东盟 10 国与这 6 个国家分别签署了 5 份自

由协定，其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共同与东盟签署

的一份自贸协定。RCEP 的目标是消除内部贸易壁

垒、创造和完善自由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贸易，

还将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多领域，自由

化程度将高于目前东盟与这 6 个国家已经达成的自

贸协议。RCEP 拥有占世界总人口约一半的人口，

生产总值占全球年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2011 年 2 月 26 日，在内比都举行的第十八次

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部长们优先讨论了如何与其

经济伙伴国共同达成一个综合性的自由贸易协议。

会议产生了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的草案。在 2011 年东盟峰会上东盟十国领导人正

39　	ASEAN	plus	6	agree	to	start	RCEP	talks,	9-1-2012,		http://english.

cntv.cn/program/newsupdate/20120901/101251.shtml

式批准了RCEP。今年8月底召开的东盟十国、中国、

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部长

会议原则上同意组建 RCEP。东盟秘书长素林形容

这项决议是“一项重大成就”。尽管由于领土问题

和在贸易自由化原则上的分歧，RCEP 内各方步调

未必能完全协调一致，但尽早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增加经济活力已成为各方共识。

新西兰贸易部长格罗泽日前表示：“RCEP 是

深化这个世界上最具活力地区整合的大胆举措”。

日本媒体评价，对于贸易政策已到了僵局的日本来

说，RCEP 会是一条生命线。日本一些分析人士估计

RCEP 会比 TPP 对日本经济（GDP）促进高出两倍。

RCEP 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发展而提出的。由于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 WTO 谈

判受阻，面对经济全球化中的一些负面影响，要想

在当前世界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有新发展，就必

须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此，部分国家之间实施

“零”关税，相互开放市场，密切合作关系，来寻

求合作发展。这一现象表现在东亚地区，例如：

1、东盟十国倾力在 2015 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

体；

2、东盟与中、日、韩分别建立了自由贸易区；

3、中国 - 新加坡、日本 — 菲律宾等一些两国

之间纷纷签署了自贸协定；

4、中日韩三国组成的自贸区谈判工作计划于

今年年内启动；

5、美国主导筹建的 TPP（泛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中包括新加坡、

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这四个东盟国家。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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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PEC 提出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缺乏具体

行动。

7、由于欧债危机产生的负作用和发达国家经

济的普遍不景气，过去两年来东盟国家的进出口

大多受到影响。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东盟与中

日韩三国的贸易额仍呈迅速增长态势。2011 年达

到 6782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 26.2%，而东盟国

家与上述三国的出口和进口额则分别增长了 34.9%
与 18%。2011 年，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的总贸

易额占其整体贸易额的 28.4%。2011 年中日韩三

国对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仍持续上升，投资总额

为 412 亿美元，比 2010 年的 318 亿美元上升了

29.5%，占2011年外部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近一半（为

46.2%）。2011 年，东盟 10 国的贸易额为 2.39 万

亿美元，增幅达 16.8%；工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

建设等领域也都有较快增长。东盟预计今年经济增

长在 5.2％至 5.9％之间。

东盟力推 RCEP 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

巩固和发展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作用，这一主

导作用关系到东盟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到东盟国际

地位的提升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

整合和优化东盟与中、日、韩等 6 国已签署的自由

贸易协定，改变规则过多、操作易乱的现状，以建

成一个高质量的自贸区；三是应对美国主导的 TPP

和中日韩计划建自贸区而带来的新变化。

东盟整合交易所将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

ASEAN EXCHANGES Would Further Push 
Capital Market Ahead

据泰国媒体 8 月末报道，泰国证券交易所总

裁乍霖蓬和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策略官威拉泰在接受

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泰国证交所近年来致力于完

善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吸引外资投资泰国股市和

修改上市规则以便吸引外企赴泰上市，在东盟资本

市场一体化的规划下，泰国证交所努力提升国际竞

争力。目前，东盟国家交易所涵盖东盟中的 6 国

7 家交易所，按市值计算，泰国证交所目前是全球

第 27 大交易所，而实现整合后的东盟国家交易所

（ASEAN EXCHANGES）将成为全球第 8 大交易

所 40。

而在今年 5 月于新加坡举行的东盟国家交易所

高层会议已经决定，东盟交易所连接计划６月启动，

新加坡交易所与马来西亚交易所率先连接，泰国交

易所８月加入 41。新加坡交易所首席执行官马格纳

斯·波克尔指出，东盟国家交易所交易系统间的相

互连接，是打破该地区跨国交易障碍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东盟国家投资者将因此享有更广泛、便利的

投资选择。先期参与连接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

国交易所的市场规模在东盟７个交易所 2.1 万亿美

元总规模中占据了的近三分之二。东盟国家交易所

还与富时指数公司达成协议，由后者提供一系列的

东盟市场数据及分析资料。

参加这次东盟高层会议的包括马来西亚交易

所、越南胡志明证券交易所、河内证券交易所、印

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菲律宾证券交易所、新加坡

交易所以及泰国证券交易所的高层。

此次东盟将交易所抱团无疑能在亚洲发挥更大

作用，而相对于同样希望在亚洲发挥更多作用的人

民币来说，是相对不利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

长孙立坚认为，“这是美国重返亚洲方针下的金融

策略，因为这一平台整合后，交易币种将仍以美元

为主。金融危机之后，为了调整业务结构、降低业

务成本并增加流动性，全球各大主要交易所开始谋

求跨境业务整合，但亚洲各国交易所联手的原因则

并不简单。由于东盟各国积累的财富，都是上纪对

美出口所获得的美元，交易所整合后，以美元交易

对于美国巩固美元在亚洲的货币主导地位有利”42。

40　“东盟国家交易所将成第 8 大交易所”，2012-8-31，http://

overseas.stcn.com/content/2012-08/31/content_6796259.htm

41　“东盟国家交易所‘抱团’”，2012-5-15，	http://kuaixun.stcn.

com/content/2012-05/15/content_5634192.htm

42　	“中国‘缺席’东盟交易所整合”，2012-5-15，	http://gold.cnfol.

com/120515/171,1987,12374731,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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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分析人士表示，东盟整合金融平台，或在

无意之间，构筑了一道环中国的金融“岛链”。

但是，长期从事海外投资的锦宏中国价值基金

总经理徐之骞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是不可逆

的，东盟交易所的联合，等于是一个大的交易平台

的“基础建设”工程，建成之后，这个交易平台如

何用、为谁所用，就要看各国经济的发展了。“整合”

是一个大趋势，20 年之后，亚洲只有一两个大型金

融交易平台，也不是不可能。

因此，东盟国家交易所联合将在亚洲发挥更大

作用，但是其进一步的发展、应对风险的策略、监

管能力等方面，都还待进一步关注。

东盟国家力推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增长

ASEAN Economies Take Leverage of 
Infrastructure to Motivate Growth

最近一段时间，东盟国家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带

动经济的报道将人们的注意力再次转向这一地区。

人们看到，在世界经济仍未复苏的时期，东南亚 国

家的发展形势较好并成为全球的少数亮点，其中的

一个关键在于东盟多数国家已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之一。该区域内的一

些政府拥有足够的财政实力来撑起这类支出 — 不

像西方及其他国家目前的困境。亚洲开发银行预

估，东南亚地区 2012 年的经济成长率将为 5.2%，

2013 年为 5.6%，均高于 2011 年的 4.6%43。

另外，2015 年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AEC）

及各项目标的建立为建造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

增添了更多动力，经济共同体将允许商品、资本和

熟练劳工从 2015 年起在拥有 6 亿人口的东盟区域

内自由流动。

事实上，各国政府决定对较长期的基础建设项

目进行投资，不仅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且这

些项目可以吸引民间投资者，并通过正面的乘数效

应给实体经济带来益处。

亚洲开发银行（ADB）东南亚部地区合作主管

43　“ 东 南 亚 国 家 积 极 推 动 公 共 基 建	 抵 御 出 口 下 滑 冲 击”，	

2012-9-4，http: / /cn.reuters.com/art ic le/CNAnalysesNews/

idCNCNE88208K2012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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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JUN GOSWAMI认为，时间上看，短期影响方面，

基建工程项目及相关服务可刺激当地需求并创造新

的就业机会，从而起到提振经济的效果；中长期方

面，基础设施的改善将有助于降低商业运营成本，

使商品和服务容易进入市场，并提高竞争力。

但是，基建项目也有很多风险，例如，实施问

题和成本超支非常普遍，土地收购问题在私有化国

家也很棘手，很多法律条文并不能有效指明实践方

面的应用问题，融资也是很复杂及困难的事情。而

这些风险为希望在东盟基础设施建设中投资的外国

企业来说，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经济“溢价”将吸引全球资本角逐东盟市场

Economic Premium Makes Global Capitals 
Competing in ASEAN Market

据 9 月初泰国证交所主办的一年一度的泰国

投资者年会显示，2012 年这次年会吸引了 122 家

国外机构投资者和 89 家泰国上市企业参加。亚洲

开发银行驻泰国首席代表克雷格对此次“聚焦泰国

2012 年会的规模感到惊讶，感觉外国投资者比往

年多不少”44。他反复强调了当下“东盟（ASEAN）”

44　“东盟一体化带来巨大经济‘溢价’或成全球资本角逐焦点

区 域 ”，2012-9-3，	 http://www.cs.com.cn/hw/03/201209/

t20120903_35211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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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一地区最热的话题。

2012 年距离东盟国家 2015 年实现经济共同体

还有不到三年时间，整个东盟国家都在为这一目标

而努力，从而使为这一规划产生效果而开展的经济

活动已经形成了巨大经济“溢价”。

尽管 9 月 12 日东盟秘书长表示，因部分国家

还没有完成相关准备，原先预定在 2015 年 1 月 1
日启动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很可能延至 2015 年底，

这说明经济领域的很多互联互通项目难于在剩余的

两年多内真正完成，不过，各国都在尽其努力；而且，

东盟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出口受到打击，

但是这给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方向作出提醒，使

东盟注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为区域重新定位提

供了机会。

所谓东盟经济一体化，就是实现区域内商品服

务贸易的自由流动，以及为资本和人才的自由流动

创造宽松环境。例如，今年 10 月，东盟国家交易

所将实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交易平台互连，

三国投资者可以直接买卖彼此股票，以后，印尼、

菲律宾和越南三国四家交易所也将相继加入交易所

连接计划。

而在东盟全力准备为 2015 年实现政治 - 安全

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社会 - 安全一体化的工作中，

各个相关领域都受到了促进，也在事实上为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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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起到提速的作用，使各方面显现了“溢价”的

效果，包括经济总量、基础设施、旅游业、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人员流动、资本市场便利化、公司跨境

业务增多、形成新的开发区等。

这些正是东盟周边经济体的巨大商机所在，也

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关注所在。但是东盟十国在经济

总量上存在巨大差异，既有印尼的 2.44 亿人口、

9280 亿美元经济总量，又有泰国 6440 万人口、

3770 亿美元经济总量，还有文莱 43.4 万人口、

170 亿美元经济总量，这样的多样化是否能加强经

济整合的巨大协同效应，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

题。因此，东盟市场既能成为全球资本跟踪的焦点，

又能提供关注并应对各项挑战的重要舞台。

东盟 10+3 国家强调农村发展的重要性

ASEAN 10+3 Highlighted Rural Development

8 月下旬，东盟 10+3 国家召开第 10 届东亚论

坛，提出缩小农村和城市社区的发展差距，共同分

享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并重点围绕如何加快农村

发展的问题开展讨论。那么，为什么东亚论坛将关

注点放在农村发展上？

第一次东盟 10+3 论坛于 2003 年在首尔召开，

目前它已经成为东盟 10+3 国家讨论本地区共同关

心问题的重要场所，论坛基于现有的机制和倡议提

出主要问题和讨论主题。在今年的论坛上，参加者

共同探讨和分享农村发展的最佳做法和经验，并在

积极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缩小差距方面形成共识。

因此，论坛认为强化农村发展对于 2015 年东盟实

现共同体十分重要 45。

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共有 19 亿人口，其中

大多数是农业人口，因此各国间农业合作在自贸区

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近年来，中国、日本、韩国

45　10th	East	Asia	Forum	Focuses	on	Rural	Development,	27	August,	

2012,	http://www.aseansec.org/27092.php

与东盟之间寻找优势互补、推动双方农业升级发展

的机会。

于 9 月 21 日开幕的第九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

农业展，将首次邀请东盟国家和区域外国家农业企

业参展，旨在为中国和东盟企业商家打造区域农业

合作专业平台，其重点突出农用生产资料、农业先

进技术、农产品及绿色包装食品等内容。越南、缅

甸等东盟国家的农业企业和食品企业将首次前来。

另外，为更好地促进中国 - 东盟农业领域的交流合

作，一系列活动还将设立名优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企

业展示区、展示农业企业、推广产品等 46。在农业

交易会上将设置 860 个展位，反映中国 - 东盟双方

推进农村发展的努力 47。

另外，在这届东亚论坛上，中国常驻东盟大使

杨秀萍表示，中国愿意同各方分享中国在缩小城乡

发展差距方面的主要经验、作法和教训，加强在农

村扶贫开发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缩小城乡发展

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做出贡献 48。而东盟各国和日

本、韩国代表也分别介绍了本国在缩小城乡发展差

距方面的经验。

关于东盟食品安全保障信息系统计划（AF-
SIS），日本认为，东盟地区的食品安全保障是农

业统计信息的重要事项，东盟 10+3 农业部长会议

上，日本支持推进各国农业的自立化、AFSIS 在

2013 年以后基本方向等新课题 49。

东盟中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农村发展以农业

发展为主。在东盟 10+3 中，日本的农村发展水平

较高，在日本农村，各种各样的农民协作组织几乎

无处不在。这种农民协作组织好处很多，既可发展

46　“第九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打造农业合作平台”，2012-9-5，

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2/09-05/4161649.shtml

47　“2012 东 盟 农 交 会 再 添 新 亮 点”，2012-8-29，http://www.

cntradenews.com/n/show-24180.html

48　“第 10 届东亚论坛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2012-8-17，http://

gb.cri.cn/27824/2012/08/17/5951s3814382.htm

49　	 日 本 农 林 水 产 省 网 站，http://www.maff.go.jp/j/press/tokei/

kikaku/1203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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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又可避免贫富分化。日本

农村早已实现了现代化，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与城

市没有什么差距，甚至感觉比城市生活还要舒适很多。

道路、水电、卫生等各项基础设施完善，村前村后以

及房前屋后都非常干净，流经村庄的小溪也特别清澈，

空气更是非常清新。住房大都是传统的日本民居，干

农活实现了机械化，微型货车较多 50。

50　“ 实 拍 日 本 农 村 房 子 ”，http://news.xinhuanet.com/

overseas/2012-08/09/c_123550327.htm

因此，东盟及中日韩地区的农村发展有非常大

的潜力，同时，因为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机会和

挑战也相应很多。从经济贸易投资的角度，各国能

够细化的工作和协力合作的领域非常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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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东盟对话关系》：（三）

< China-ASEAN Dialogue Relationship> (Part 3)

中国 - 东盟在 2004 年 11 月于万象签署了交通

运输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决定在如下领域

开展中长期合作：1）交通运输基础设施；2）交通

便利化设施；3）海洋安全和保障；4）航空运输；5）

人力资源开发；6）信息交流。

随后，双方为中国 - 东盟交通运输合作计划的

战略规划制定了实施工作方案（IWP）51。

IWP 将加强中国 - 东盟关键运输走廊国际性的

及跨国界运输便利化。主要有：1）中国 - 缅甸 - 安

达曼海；2）中国 - 老挝 / 缅甸 - 泰国 - 马来西亚 -
新加坡；3）中国 - 越南 - 老挝 - 柬埔寨；4）越南 -
柬埔寨 - 泰国 - 缅甸；5）越南 - 中国 - 缅甸 - 孟加拉 -
印度。

除了中国 - 东盟正在开展的运输合作活动，海

上和空中运输的两项协定也已分别签署。1）2007 
年 11 月 2 日签署的中国 - 东盟海上运输协议（AC-
MTA）；2）2010 年 11 月 12 日签署中国 - 东盟海

事磋商机制 (ACMCM) 谅解备忘录；3）2010 年 11
月 12 日签署的 AC-MTA 补充协定，包括港口基础

设施发展方面的信息交流活动和中国发起的海事培

训计划。AC-ATA 交流议定书规定，将允许东盟成

员国指定的航空公司提供相关航空服务。

旅游方面，中国有巨大潜力成为东盟的主要游

客来源。2010 年 10 月在河内举行的第 13 届中国 -
东盟峰会上，中国承诺到 2015 年要实现双向游客

51　ASEAN-CHINA	DIALOGUE	RELATIONS,	http://www.aseansec.

org/5874.htm

1500 万人的目标。

2009 年，中国发起了 100 亿美元的中国 - 东

盟基金用于开展投资合作，并投入 150 亿美元信贷，

包括 17 亿美元优惠贷款，其后增至 67 亿美元，用

以支持东盟成员国 50 多项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根

据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中国提议提供 100
亿美元信贷（包括 40 亿美元优惠贷款和 60 亿美元

商业贷款）以支持《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的实施和

建立中国 - 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促进双方海洋

互联互通。

60 亿美元商业贷款是由六家中国的银行提供，

即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中信银行。这项

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合作、能源和自然资源领域。

在北京的中国 - 东盟中心于 2011 年 11 月在巴

厘岛的 14 届中国 - 东盟首脑会议期间正式启动，

其作为一站式信息中心，在促进中国 - 东盟贸易、

投资、旅游、教育和文化合作方面开展工作。

V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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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进出口银行

APPENDIX A    ABOUT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于 1994 年，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政府全资拥有的国家银行，其国际信用评级

与国家主权评级一致。中国进出口银行总部设在北京。截至 2010 年末，在国内设有 18 家营业性分支机构；

在境外设有东南非代表处、巴黎代表处和圣彼得堡代表处；与 500 多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

主要职责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主要职责是为扩大我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推动有比较优

势的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境外投资，促进对外关系发展和国际经贸合作，提供金融服务。

主要业务范围	

- 办理出口信贷和进口信贷；

- 办理对外承包工程和境外投资贷款；

- 办理中国政府对外优惠贷款；

- 提供对外担保；

- 转贷外国政府和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

- 办理本行贷款项下的国际国内结算业务和企业存款业务；

- 在境内外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筹集资金；

- 办理国际银行间的贷款，组织或参加国际、国内银团贷款；

- 从事人民币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

- 从事自营外汇资金交易和经批准的代客外汇资金交易；

- 办理与本行业务相关的资信调查、咨询、评估和见证业务；

- 经批准或受委托的其他业务 52。

强化与东盟关系的战略思考	

1）2009 年 10 月 21 日，第六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期间，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主办的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推介会在南宁举办。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出席会议并致词。李

若谷指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由来已久，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双边经贸合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

果。要深化中国 - 东盟经贸合作，迫切需要加强直接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建设。2009 年 4

月 18 日，温家宝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做主题演讲时正式对外宣布设立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的“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支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基金的主发起人，中国进出口银行有信心、也有能力

把基金建设好、管理好、运作好，在推动中国 - 东盟经贸合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53。

52　中国进出口银行网站，http://www.eximbank.gov.cn/

53　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2009-11/01/c_134309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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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0 年 1 月 7 日至 8 日，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论坛在广西南宁市隆重举办，中国进出口银行副

行长诸鑫强发表演讲。他指出，建设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离不开金融支持，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虽

然已经起步，但在金融合作领域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东盟地区支持重点是那些有助于提

高项目所在地发展能力的资源开发、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电力、航空航天、现代农业等项目。此外，

中国进出口银行还发起成立了总规模达 100 亿美元的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用于双方企业间基础设

施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 54。

3）2010 年 10 月 20 日，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朱鸿杰表示，作为中国政府支持国际经济合作的政策

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重视支持东盟发展，截至 2010 年 10 月已对东盟累计发放贷款约 740 亿美元，其

中大多数是基础设施项目。中国将在四方面拓展东盟贷款业务：一是支持有助于提高东盟国家发展能力的

重点领域，包括农田、水利、电信、电力、公用设施、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航空航天、现代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二是支持东盟地区建设铁路、公路网络，打通联接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

泰国、缅甸等内陆国家的陆路主通道，发展通道经济，建设沿线经济走廊。三是支持资源能源开发和能源

运输通道建设，帮助东盟国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促进地区资源能源安全合作。四是支持跨境产

业合作带建设，发挥产业带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55。

4）2011 年 10 月，第三届中国 - 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领袖论坛在广西南宁召开。中国进出口银行副

行长孙平在演讲中指出，在当前西方深陷债务泥潭的情况下，进一步提升中国 - 东盟经济合作水平更具

有重要的意义。中国进出口银行将进一步优化服务结构，为中国与东盟客户提供多层次高品质的金融服务。

5）2012 年 5 月 5 日，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出口买方信贷资金支持的柬埔寨公路开工。这个项目包括

柬埔寨上丁省通往柏威夏省的 214 号公路和上丁省横跨湄公河大桥（柬中友谊大桥）的两项工程 56。该公

路路段长为 143.41 公里，柬中友谊大桥全长为 1731 米、宽 13.5 米，两项共耗资 1.165 亿美元。

54　中国发展门户网，南宁，2010-1-7、8，http://cn.chinagate.cn/aboutchina/trade/2010-01/08/content_19204338.htm

55　“进出口银行：中国在东盟将重点拓展四方面贷款业务”，新华网，2010-10-20，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10/20/c_13567214.htm

56　“我优买资金支持的柬埔寨 214 号公路项目开工”，中国驻柬埔寨使馆经商处，2012-5-8，http://cb.mofcom.gov.cn/aarticle/jmxw/

xmpx/201205/20120508111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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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APPENDIX B    ABOUT 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概况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9 月 29 日，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设立的从事外汇资金投资管理业务的国有独资公司。中国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

债的方式筹集 15500 亿元人民币，购买了相当于 20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中投公司的注册资本金。

中投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基于经济和财务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对股权、固定收益以及多种形式

的另类资产进行投资。

中投公司已建立了完整的治理结构，包括董事会、监事会和执行委员会；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

和董事会确定的方针政策运作，并对国务院负责。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央汇金”）是中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自设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央

汇金投资并持有国有重点金融企业的股权，并代表国务院行使股东权利，不开展其它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

不干预其控股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宗旨	

中投公司的经营宗旨是持有、管理和投资其受托资产，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努力实现股东利益最

大化。

投资原则	

中投公司的投资是基于经济和财务目的，在风险可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资产的稳健和有效配置，努力实

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以被动投资、财务投资为主，追求长期的、稳定的和可持续的风险调整后回报。中投

公司重视自身的社会责任，遵守投资接受国的法律法规，积极为当地经济繁荣与发展做出贡献。

中投公司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在董事会领导下，执行董事会的决议，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中重大问题的决策。执行委

员会下设国际咨询、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委员会。

1）国际咨询委员会 

中投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是由国际知名专家及人士组成的内部非常设性机构，主要职能是对公司重大

发展战略、境外投资战略和重大决策提供咨询；加深公司对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全球金融市场、投资环境

的了解，拓宽决策思路。

国际咨询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国际咨询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公关外事部，秘书长由公关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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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CAF)

安邦咨询 (ANBOUND)
联合主办

部总监王水林兼任。

2）投资决策委员会	

根据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确定的投资政策、目标和程序，批准战略资产配置方案和资产配置再平衡方

案；决定各投资部门的投资范围和权限；在执行委员会授权范围内，批准各部门提交的投资事项；定期听

取投资计划的执行报告，批准投资计划变更；行使执行委员会授权的有关投资管理的其他职能。投资决策

委员会直接对公司执行委员会负责。主席由首席执行官担任，副主席由总经理担任。

3）风险管理委员会 

根据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确定的风险管理要求，负责审议公司风险管理的战略、制度和政策；审定公

司总体风险限额及分配方案；审定全面风险管理报告和风险评估报告；审定重大风险、重大事件和重要业

务流程的评估标准、管理制度及内控机制；定期评估公司资产配置的风险状况及风险限额的执行情况；审

议风险管理策略和重大风险事件的解决方案；审定执行委员会授权的有关风险管理的其他重大事项。风险

管理委员会直接对执行委员会负责，由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风险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 57。

57　中投网，http://www.china-in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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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中国－东盟中心

APPENDIX C    ABOUT CHINA-ASEAN CENTER

2009 年，在第十二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王国、印度

尼西亚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联邦、菲律宾共和国、新加坡共和国、泰王国和越

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东盟 10 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国 -

东盟中心的谅解备忘录》。缔约各方据此建立一个信息和活动中心，即中国 - 东盟中心。

中国 - 东盟中心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促进中国和东盟在贸易、投资、旅游、教育和文化领

域的合作。中心总部设在北京，今后将不断拓展，并在东盟各成员国和中国的其他地区设立分中心。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国和东盟 10 个成员国是中心成员，中国和东盟的企业和社会团体可通过向

中心秘书处提出申请成为联系会员。中心将根据《谅解备忘录》所赋予的使命，推动中国 - 东盟各领域

的务实合作。

2010 年 10 月，温家宝总理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启动了中心官方网站（www.asean-china-centre.

org），并宣布 2011 年建成实体中心。2011 年 11 月 18 日，中国 - 东盟中心在第十四次中国 - 东盟领导

人会议暨中国 -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20 周年纪念峰会上正式成立，温家宝总理与东盟 10 国领导人及东盟

秘书长共同为中心揭牌。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心职责如下：

（一）成为信息、咨询和活动的核心协调机构，为中国和东盟的商务人士和民众提供一个关于贸易、

投资、旅游、文化和教育的综合信息库；

（二）成为中国与东盟就有关促进贸易、投资、旅游和教育信息进行有益交流的渠道，包括涉及市场

准入，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

（三）通过对数据和信息的广泛收集、分析，以及对市场趋势的预测，开展贸易和投资领域的研究，

彰显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益处；

（四）通过宣传中国和东盟的传统艺术、手工艺品、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和语言，以及在中国和

东盟的教育机会，促进文化和教育；

（五）通过征询意见、提供教育咨询服务和组织贸易投资交易会、旅游展、食品节、艺术展和教育展，

向中国和东盟的公司、投资者和民众介绍和宣传中国和东盟的产品、产业和投资机会、旅游资源、文化及

教育；

（六）开展市场调查活动，确定潜在市场和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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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

（七）管理中心框架内设立的永久性东盟贸易、投资和旅游展厅；

（八）成为核心的投资促进机构，建立行业联系，向中国和东盟企业推介商机，特别是协助投资者和

公司寻找当地的商业伙伴；

（九）与中国政府、东盟各成员国政府，以及相关区域和国际组织在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保持密切

合作；

（十）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便利；

（十一）提供中国和东盟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有关的机构和政府官员名录；

（十二）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活动；

（十三）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

（十四）组织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关于贸易、投资和旅游便利化等问题的研讨会或研修班；

（十五）建立一个艺术、文化和语言的学习中心，以加强民间交流，增进中国和东盟民众和社会之间

的相互了解；

（十六）研究开展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相关的人员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十七）支持关于缩小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的项目；

（十八）开展中心实现其目标所需其它活动。



 / CHINA-ASEAN WATCH /  2012.0940

附录四：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简介

APPENDIX D    ABOUT CHINA-ASEAN BUSINESS COUNCIL (CABC)

中国 - 东盟商务理事会（CABC）是中国与东盟五大对话合作机制之一，是中国与东盟代表商界的合

作对话机制。理事会自成立以来，以促进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为宗旨，积极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

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丰富的东盟商务渠道

中国 - 东盟商务理事会由中国贸促会、东盟工商会以及东盟各国全国性工商会领导人和本国国内知

名企业家、专家组成。东盟工商会由文莱工商会、柬埔寨总商会、印尼工商会、老挝工商会、马来西亚工

商会、缅甸工商联合会、菲律宾工商会、新加坡工商联合会、泰国工业联合会、越南工商会组成。

主要目标

- 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企业对话与合作；

- 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联系；

- 促进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主要职能

- 为中国和东盟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提供有关商务咨询；

- 主办或承办有关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商务合作的会议，包括论坛、专题研讨会、经贸洽谈会等，促进

互办展览会，并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

- 促进双方企业家代表团的互访、人员培训以及各种其他形式的人员交流，提供有关面向东南亚的人

才培训服务；

- 为双方企业提供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咨询服务，提供调解、仲裁的法律服务。

- 为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向东盟国家推介合作项目，为其在国内外举办推介会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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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介绍

APPENDIX E    ABOUT CHINA-ASEA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UND (CAF)

成立背景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简称“中国 - 东盟基金”或“基金”）是由温家宝总理于 2009 年在博鳌

亚洲论坛上宣布成立的离岸私募股权基金。经中国政府国务院批准，基金于 2010 年初开始运作，主要投

资于东盟地区的基础设施、能源和自然资源等领域，为中国及东盟地区的优秀企业提供资本支持，并且动

用基金的丰富资源为合作企业提升价值。基金的愿景是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有力推动者和整合者，成为

在东盟地区声誉卓越及业绩优秀的私募股权基金，为东盟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 - 东盟基金的专业团队成员来自于不同国家，在项目开发与谈判、资本运作、推动企业发展上

市及金融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东盟地区有着多年成功的投资业绩。

中国 - 东盟基金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强大的投资实力，丰富的行业经验，及对东盟地区和目标投资领

域的深刻理解，并且获得背景雄厚的基金投资股东鼎力支持。中国 - 东盟基金参与投资可为合作企业及

项目带来不可比拟的、持续的价值提升和协同效应。中国 - 东盟基金希望通过自己的股权投资参与，推

动中国海外投资不断实现优化、升级和持续成长。

主要特点

- 是目前少数致力于投资东盟地区的大型私募股权基金；

- 专注于支持基础设施、能源以及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优秀企业和项目；

- 可投资于不同阶段的项目，实现商业成功和最佳社会效应的双重目标；

- 资金募集的目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其中一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

- 拥有一支国际化的专业团队，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以及相关行业经验。

投资理念

中国 - 东盟基金的专业团队将为每一个潜在投资项目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内容包括行业吸引力及

增长潜力，企业的财务表现和竞争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和项目的环保贡献和社会责任等方面。

在此基础之上，基金将与合作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企业及项目实施有效的商业模式提供增值服务。

- 单笔投资额通常介于 5 千万至 1.5 亿美元之间；

- 希望与其他战略投资者实现共同投资；

- 采用多元化的投资形式，包括股权、准股权及其他相关形式；

- 不谋企业控股权，持股比例小于 50%；

- 可投资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

- 既可单独投资企业或项目，也可同时投资企业和项目层面；

- 推动资产和运营的整合、重组；

- 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常规能源 / 新能源、自然资源和东盟地区其他战略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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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筛选标准	

- 实力较强且可靠的项目发起人；

- 已见成效且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 经验丰富、有抱负且稳定的管理层；

- 可靠稳定的未来现金流或可预见的盈利能力；

- 具有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china-asean-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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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安邦咨询简介

APPENDIX F    ABOUT ANBOUND CONSULTING (ANBOUND)

安邦（ANBOUND），或称“安邦咨询”及“安邦集团”，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

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 1993 年的安邦咨询（ANBOUND），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

验的公共政策智库。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安邦咨询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基于信息资源和田野考察，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通过专业研究团队长

期而坚持不懈的跟踪研究，在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撰写大量的分析报告，在宏观经济、城市研究、空间

开发、政治判断、产业和风险评估等特长领域，为中国政府客户、外国政府客户和广泛的有代表性的企

业客户提供实用建议和项目评估意见。

近 20 年的发展中，安邦建立起自己强大的信息分析研究平台，汇聚了一支以经济、金融专业为主、

跨学科、跨领域专业人才在内的复合型研究团队。同时，安邦自主开发数十个研究型数据库系统平台，

其设计功能适用任何外部专业投资机构。针对不同客户的决策层级和信息需求特点，安邦咨询提供不同

的研究成果，包括每个工作日以邮件形式出版的信息简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每日经济》、《每日金融》；

包括每个月以邮件形式和印刷形式定期出版的战略分析报告《战略观察》，以及系统产品《全球核心金

融报告》等。具有建设性价值、丰富的研究成果，对应灵活的产品结构体系，使得安邦咨询在各个行业、

企业和政府决策层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所有这些报告和简报的选择性内容，

均可以在“第一智库”网站（www.1think.org）浏览和下载。

安邦在国际合作方面，专注于经济分析和评估领域，合作对象包括有非常多具有领导性地位的机构和

政府部门，如：安邦·牛津大学信息分析培训项目、安邦·中信研究合作项目、安邦·EUROMONEY·ISI

信息合作项目、英国利物浦市政府的城市合作项目、全球第三大城市基础设施运营商 Enterprise 的城市管

理项目等等。在信息产品的企业客户层面，从软件业巨头 MICROSOFT、APPLE、IBM、GE、德国大众、

丰田、壳牌、NEC、东京三菱银行、汇丰银行、美国银行等跨国公司，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海油、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中国著名企业，他们都是安邦咨询长年的忠实客户。安邦独有的经营模式在

商业表现上也十分成功，20 年来始终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营收增长。

安邦在慈善事业领域同样有着卓越而富有效率的表现。安邦积极推动政府部门向西藏贫困地区提供

“智力扶贫”，安邦启动并且承担了中国西南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的慈善活动，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察，

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并且有了初步的成果；安邦对新疆社会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考察，向有关部门提

供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安邦积极推动并参与了四川汶川、云南昭通的贫困留守儿童的捐助活动，

参加了陕西省儿童村的建设，提供物资帮助刑满释放及解教人员的安置就业。每年，安邦还安排专项研

究资金与中国的主要大学展开研究合作，专门用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

安邦咨询的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杭州、成都、重庆、深圳、长春、乌鲁木齐拥有 7 家分公司和

法人实体。安邦管理决策层的主要负责人是创始合伙人陈功，安邦所有的研究团队实行合伙人体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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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实体实行全员共享体制，20% 的净收益由全体员工共同分享。安邦咨询目前正在积极推动更为广泛的国

际合作，未来将有可能在非洲、东盟、英国和美国派驻研究团队或研究小组。

安邦的专家群体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大量的中国政府部门的专业官员群体，他们拥有较高的学历

教育，拥有丰富的实际运作经验，并经历过改革开放的激烈社会进程考验。其次是专家、学者团队，包括

金融界的权威巴曙松先生、钟伟教授，赵晓教授，高辉清博士，以及其他声誉卓著的学者、建筑师和文化

界人士。

安邦迄今坚持第三方的独立运作路线，没有任何外部基金背景，并且谢绝一切赞助。安邦长期坚持建

设性原则，我们认为在当今浮躁的世界中，从来不缺意见领袖，不缺时尚和流行，但中国社会的发展一向

缺少专业精神和科学态度，因此安邦未来将会继续奉行专业性和建设性原则，从事公共政策智库的工作。

安邦管理团队深信，安邦将会始终保持理想主义的色彩，推动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和繁荣。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anbound.com / www.1think.org

附录六	/	APPENDIX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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