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特别观察          1
SPOTLIGHT

中越政治经济摩擦和未来关系走向评估	 	 	 	 	 	 	 1
The Future and Friction in China-Vietnam Relations

II.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6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开始采取强硬策略	 	 	 	 	 	 	 6
Philippines Presents a Hawkish Stance o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越南成为东南亚国家吸引外资的生力军	 	 	 	 	 	 	 7
Vietnam: Starring to Attract Investments in SEA Region

汇率改革将冲击缅甸的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	 	 	 	 	 	 9
Impacts of Myanmar Exchange Rate Reform on Trade and FDI

外资密切关注印度尼西亚新矿业法的影响	 	 	 	 	 	 9
Foreign Investor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Indonesian New Mining Law

泰国建设东盟汽车基地将创造市场热点	 	 	 	 	 	 	 10
Thailand as Auto Hub Leads Markets in ASEAN

新加坡突破幅员限制的两大经济政策	 	 	 	 	 	 	 11
"Go-out"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Extend Singapore's Edge  

2013 年的文莱是值得关注的“东盟支点”	 	 	 	 	 	 12
Brunei will be the Fulcrum for 2013 ASEAN Architecture

马来西亚的经济转型为外资提供了机会	 	 	 	 	 	 	 13
Malaysia's Economic Transition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目录
CONTENTS



老挝经济转型带来的前景不可小视	 	 	 	 	 	 	 14
Laos Economy Restructuring Brings Prosperous Prospect

柬埔寨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人才制约	 	 	 	 	 	 	 15
Talent Shortage Hinders Cambodia's Economic Growth

III.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         16
CHINA-ASEAN ECONOMIC & TRADE COOPERATION

从一季度贸易数据看中国东盟贸易发展	 	 	 	 	 	 	 16
1Q2012 Witnessed Continuous Growth of China-ASEAN Trade

中国可深入参与老挝电信和广电系统建设	 	 	 	 	 	 18
China Should Deeply Involve in Laos Communication and Broadcasting Construction

中国 -东盟跨境旅游存在极大提升空间	 	 	 	 	 	 	 18
Sunny Promotions Develop China-ASEAN Tourism

经贸合作支撑中柬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9
Economic Cooperation Bolsters China-Cambo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V.   中国海外投资与东盟        21
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IN ASEAN

中国投资东盟的重要性应得到提升	 	 	 	 	 	 	 21
Chinese Investments Gaining Favor as Strategy in ASEAN

缅甸欢迎中国公司投资土瓦经济特区	 	 	 	 	 	 	 22
Myanmar Welcomes Chinese Investments in Dawei Special Economic Zone

印尼邀请中国投资印尼基础设施和重工业	 	 	 	 	 	 23
Indonesia Invites China to Invest in Infrastructure and Heavy-Industry

未来中国企业投资菲律宾的风险在增大	 	 	 	 	 	 	 24
Increasing Risks for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Philippines



如何评估缅甸开放电信业的机会与风险？	 	 	 	 	 	 25
Perspectives of the Telecom Liberalization in Myanmar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26
INSIGHTS ON ASEAN

凝聚共识，促进亚洲健康可持续发展	 	 	 	 	 	 	 26
Asia: Coming Together for Soun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国高增长抑制东盟发展的说法毫无道理	 	 	 	 	 	 28
Does China Grow Rapidly with Threat to ASEAN?

中国开发西沙旅游只是宣示主权的开始	 	 	 	 	 	 	 29
Develop Paracel Islands Tourism: China Declares Sovereignty

西方国家开始放宽对缅甸的制裁	 	 	 	 	 	 	 	 30
The West Wants an Ease of Sanctions on Myanmar

VI.   东盟知识库          31
KNOWS ABOUT ASEAN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简介（一）	 	 	 	 	 	 	 31
Introduction of <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东盟一体化各项构想	 	 	 	 	 	 	 	 	 33
Ideas on ASEAN Integration



附录一：中国进出口银行        35

APPENDIX A  ABOUT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附录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7
APPENDIX B  ABOUT 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附录三：安邦咨询简介         39
APPENDIX C  ABOUT ANBOUND CONSULTING (ANBOUND)

免责声明           40
DISCLAIMER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2.041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CAF)

安邦咨询 (ANBOUND)
联合主办

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中越政治经济摩擦和未来关系走向评估

The Future and Friction in China-Vietnam Relations

在与中国交往的东南亚国家中，越南是最具有

挑战实力、也最具挑战意愿的一个国家。它拥有约

8700 万人口、有过长期战争经验和较强的军事实力，

并且在南海已有领土占领行为和商业利益存在。如

何与这个国家打好交道，将关系到中国与其他东南

亚国家的关系以及南海问题的妥善解决。

越南和中国于 1950 年 1 月 18 日建交。中国曾

经全力支持越南抗法、抗美斗争。上世纪 70 年代

后期，由于中越共产党的分歧、苏联的介入以及西

沙问题，中越关系恶化，最后爆发中越战争。1991

年 11 月，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

席武文杰率团访华，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1。中越关

系正常化 21 年以来，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

中国自 2004 年以来一直保持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

地位 2，越南也成为中国在东盟地区最大的工程承包

市场之一。

然而，在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同时，中越摩擦

也在迅速增多。两国最大的纠纷来自南海问题——

围绕南海的主权问题、油气资源开采和渔业等多种

问题，中越两国不断发生摩擦。2012 年 3 月 4 日，

中国渔政部门扣押了在西沙非法捕捞的两艘越南渔

船以及船上的 21 名船员 3。这一事件引发了两国新

一轮的外交“口水战”。实际上，类似的关于南海

的摩擦与纷争事件在中越之间已属经常之事。

1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网站，http://vn.china-embassy.org/chn/　

2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经商处，2011-5-10　

3			中新社广州，2012-3-27，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3-

27/3777188.shtml

对这个社会主义邻国，中国面临着政治、经济、

外交以及军事上的考验和挑战。中越关系不仅关系

到南海主权问题、中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

治格局，也关乎到两国国内的稳定，包括各自的国

内民族性要求对于执政党的压力。

要与越南有效地相处，必须了解越南内部发生

的变化。

首先是经济改革。1986 年 12 月，越南正式提

出了“革新开放”政策，比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启

动改革晚了 8 年。中越两国国情不同和对改革理论

实践的认识差异，使越南选择的改革路径具有鲜明

的本国特色。对于越南的经济改革，国际社会普

遍认为是成功的。从 1986 － 2006 年间，越南持续

保持 7% 左右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亚洲仅次于中

国 4。其成效主要有几个方面：

农业改革。农业改革是越南改革开放中最有成

效的领域。越南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在农村推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数年后由大米进口国一跃

成为大米出口国，进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米出口国，

2003 年稻米出口 400 万吨 5，而 2011 年则出口 700

万吨 6；越南还是世界第二大的咖啡生产国和出口

国；2010 年出口海产品达 30 多亿美元 7，2011 年则

达 53 亿美元 8。

4			“为何越南经济崩溃论又起”，杨保筠，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

326 期），2011-5-5
5			越南又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米出口国，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

处子站，2003-11-18
6			2011 年越南出口大米逾 700 万吨，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

经 商 室，2012-1-5，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shz/

new/201201/20120107914902.html
7			“ 越 南 经 济 改 革 实 录 ”， 中 评 网，2010-10-22，http://

gb.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8/1/1/101481178_5.html?coluid=6&

kindid=28&docid=101481178&mdate=1022094937
8			“今年越南海产品出口达 53 亿美元”，第一食品网，2011-5-27，

http://www.fishery.org.cn/fishery/article.jsp?id=1306478869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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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改革。越南企业改革使得国有企业和私营

经济得到不同层面的发展。越南过去有两万多家国

有企业，截止 2011 年 10 月剩下 1000 多家 9。同时，

越南也调动社会闲散资金的积极性，大力发展私营

经济。不过，越南经济对国有企业的依赖较强，呈

现“国大民弱”，大型国企可以更容易地获得优惠

贷款，并快速扩张和获取利润，挤压私营企业的发

展。总体而言，越南国有企业占越南资本投入的

40%，其产值却只占越南 GDP 的 25%10。

对外开放。截止 2011 年 12 月，越南全国有效

外资项目 13670 个，总投资额是 1980 亿美元 11。自

改革开放以来，越南拓展了多个国家的出口市场，

每年对外贸易额增长都在 20% 左右。外资、外贸是

目前越南促进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动力。出口大幅

度增长对促进越南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经过 25 年的改革开放，

2011 年越南人均 GDP 约为 1418 美元 12。越南经济

社会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除了经济领域的成就，更让人们关注的是越南

的政治改革。

越南的政治体制仍然是由越南共产党集权统治

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模式是：共产党领导 + 国

家管理 + 人民做主，人民的权利通过国会实现 13。

在越南的体制下，可以有不同声音对党的执政进行

监督和批评，提出在党内和全社会上推广民主 14。

2006 年越共十大“破天荒”地差额选举总书记 15。

越南的政治改革尝试引来国际社会的关注。作为一

9			 	越南现有国有企业 1300 多家，越通社《信息报》，中国商务部驻越

南经商参处子站，2011-12-9，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

jyjl/j/201112/20111207870471.html
10	“为何越南经济崩溃论又起”，杨保筠，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

326 期），2011-5-5
11		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2012-1-3

12		越南国家统计局，《2011 年社会经济统计报告》，2011-12-29

13		《凤凰周刊》2011 年 11 期，作者：周宇，易文，原题：《可控的民

主——底线之上的越南党外民主实验》
14　越共十一大《2011 年至 202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15		《越南实践“可控民主”》，《南风窗》，2011-5-31

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党内民主的实质性改革

试验开创了先河 16。

国会代表的有限度民主选举，也是越南政治改

革的一个重要体现。第一，国会代表选举实行“差

额选举”，只有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才能

当选。第二，允许公民自荐参选。年满 21 岁且有

选举权的越南公民有权自荐参选国会代表。第三，

所有代表候选人都必须得到所在单位和住地居民半

数以上的民意支持，否则将不能成为候选人。这种

规定迫使有意参选国会代表的人自觉地了解、掌握

民众的现实情况，关注民生民情。显然，越南在政

治改革上走在了中国前头。

在外界看来，越南的改革成功点在于越南“把

经济增长同社会进步与公平结合在一起 17”。亚洲

开发银行越南代表处首席代表小西步对中越两国改

革的比较非常值得中国注意：“中越虽然都是共产

党执政的国家，都在进行着市场化改革，但我个人

感觉这两个国家虽然外表相似，内在却完全不一样。

就从两国经济发展轨迹来看，中国得益于邓小平提

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概念，从东部沿海对外

开放发展起来，逐步将所取得的资金、技术、经验

转移到西部相对落后地区，而越南则不一样，他们

的革新从一开始就提出所谓均衡的概念，从南到北，

从乡村到城市，越南的经济改革没有所谓的试验田。

所以，越南基本保持着均富状况。我也曾在中国工

作过，以我在两国生活工作的经验来看，中国乡

村和城市出现一些较为明显的贫富差距，而如果你

开车从越南北方沿着一号公路一直向南，一镇一村

地驶过，你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存有太多差

距”18。

对中国来说，越南改革中的亮点恰恰与中国的

问题形成对比。现阶段，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

16		《学习时报》2011-4-25 第 12 版，作者：刘润生，原题：《越南特

色的革新开放》
17		越共十大农德孟报告

18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1-21，作者：林锡星，原题：《越共

十一大与政治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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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腐败和官僚体系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公平

和效率，这成为种种社会矛盾的源头。因此，越南

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值得中国借鉴，尤其是越南的政

治改革与民主化进程，将为越南未来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更加宽松有效的制度环境，这不仅会使得

越南的国内政治具有更强的民主特征，还会显著影

响到越南的外交政策、对外经贸合作政策等。

目前，横亘在中越两国传统关系面前的最大障

碍是日益激烈的南海争端。在中越两国政治、经贸

和文化交流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两国间有关南海岛

屿及其附近海域主权的争端却持续不断。

南海问题的复杂化不仅影响了中越两国的政治

经贸往来，也影响到整个地缘政治格局，并且处处

有大国角力的暗流和背影。越南采取了积极引入大

国参与南海问题的策略，其中最大的筹码是美国。

在外交和军事上，越南与美国近年显著强化了双边

关系，不仅与美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而且还在越

战之后首次对美国军舰开放了金兰湾 19。越南对美

国的欢迎姿态与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战略十分契

合，目前越南已成为美国的亚洲战略中的一颗重要

棋子。

与此同时，越南与印度和俄罗斯加强了军事合

作和购买军火，还积极把印度和俄罗斯拉进了南海

问题的利益圈中。2011 年 10 月 12 日，印度不顾中

国的反对，与越南签署了南海海上油气开发协议。

2012 年 4 月 5 日，印度外交部长克里希纳表示，“南

海是世界资产，相关航路须免于任何国家干预，以

增进周边国家贸易，促进繁荣”20。很显然，越南

的欢迎态度为印度向太平洋的“东进”战略提供了

一块踏脚石。

而一向被中国视为战略合作伙伴的俄罗斯，在

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南海问题上，并不会顾及中国

19		『東アジア戦略概観 2012』，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2012 年 3月，

http://www.nids.go.jp/publication/east-asian/index.html
20		“印度外长：南海是全世界的资产”，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2012-4-6

的感受。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商俄罗斯天然气公

司计划与越南油气集团一起开发 05.2 和 05.3 两块

油气区域。据了解，这两个天然气田的总蕴藏量可

达 556 亿立方米，俄方将拥有合作项目中 49% 的股

权。虽然这两个油气区块位于越南专属经济区内，

但它意味着俄罗斯将更多地介入南海地区事务。

有境外媒体评价，越南正在引入俄罗斯来对抗中

国 21。

中越南海争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源利益。在

上个世纪 60 年代联合国机构发表有关该地区拥有

丰富石油资源的报告之前，南海的形势平静，有关

国家也承认南海主权属于中国。但联合国关于南海

资源的报告提出后，周边国家纷纷提出对南海岛屿

的主权要求，并采取实际行动占领岛屿，使争端常

态化。目前越南占据了南沙群岛的 29 座岛礁，并

在南海进行油气开采。据统计，越南迄今已累计从

南海开采超过 1 亿吨的石油和大量的天然气，获利

达数百亿美元。目前，越南海上石油的年开采量约

为 3000 万吨，其中 800 万吨产自南海争议海域。

南海石油产业已成为越南第一大国民经济支柱。此

外，南海海域丰富的渔业资源，以及拥有巨大潜力

的旅游资源，也都能够给越南带来巨额收入。因此，

南海争夺的根源是发展经济所急需的油气资源 22。

越南国内政治主张不同的派别，对南海问题的

基本态度是相同的——南海权益不能丢。一些民主

派利用这个越南人的共同诉求大做文章，逼越南政

府“站队”。原越南劳动报总编辑宋文公撰文称：

“祖国紧迫地要求越南共产党必须在如下两条道路

上做出抉择：是为民族利益寻找同盟国，还是为党

保持‘同志’？如果不尽快并且决断地回答上述问

题，则越南共产党必将日益丧失民族信任，日益陷

于被动”23。如果越南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姿态偏软，

会被认为没有保卫领土和主权的决心，民主派会因

21		美国之音，2012-4-8

22		《法治周末》，2011-6-14，作者：杨保筠，原题：《中越南海争端

为何升级》
23		南海问题挑战越南政府，2011-6-25，http://www.chinareviewnew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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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责为了政党利益出卖国家利益。越南政府之所

以在南海问题上日趋强硬，就是受到以上压力。不

难看到，越南的国内民意正在对其国际政治关系产

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越南政府和执政党也乐于以

国内民意做筹码，实现其外交和政治目的。

中越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在我们看来，尽管

两国在南海问题上摩擦不断，但双边争端在短期内

演进为激烈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不大。虽然中越曾

经有过军事冲突的经历，但两国今后都会尽力避免

再次戈矛相向。一是两国各自都以经济建设为核心

任务，战争势必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伤害。二是两国

经贸往来关系密切，相互维系的经济平衡有利于两

国的国内稳定。三是当前的国际环境会对中越关系

的进一步恶化形成制约，尤其是中国还没有改变韬

光养晦的基本策略，在与周边多国关系不好的情况

下，更不会诉诸武力来解决中越问题。因此，两国

摆在台面上的解决矛盾和摩擦的最好手段是外交手

段而非军事手段。

两国之间的另一个地缘政治差异是，越南既是

东盟、APEC 成员国，又是美国倡导的 TPP 受邀国。

越南可以在地缘政治中名正言顺地参与到泛太平洋

国家与中国的角力中。东盟峰会和一系列高端会议

也带给越南一个政治平台，有一系列的宪章、条约

和准则的保护，越南在与中国发生摩擦时更有底气，

中国则会面对更大的压力和更复杂的局面。2011 年

东盟峰会时，越南提供给美国展示其亚洲战略的机

会 24。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关于南海问题的

发言让全世界看到美国、越南、中国三方围绕南海

问题的新变化。

对于中国企业来讲，中越政治经济关系既是促

进又是阻碍。双边贸易额增长和经贸合作增多，使

得中国企业在越南获得商机。事实上，越来越多的

中国企业投资于越南的能源、矿产、农产品等领域。

但由于领土争端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越南国内时

24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POWER	TRANSITION，

David	Lai，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Book，December	2011

时出现“反华”的声音，中国企业在越南的发展也

受到影响。此外，中国商品的质量问题给越南人造

成了不好的印象，也损及中国企业的形象。值得注

意的是，在众多中国企业蜂拥而入之后，竞争趋于

激烈，中国企业不时有行贿的行为，这也使中国企

业的形象和市场占有率受损。

整体来看，中国与越南的未来关系将长期处在

博弈状态，这是一种广泛的非合作博弈。当越南将

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等区域大国都拉进南海

问题争端时，中国已经处在一种极为复杂的多层次

非合作博弈中，这对经济上逐渐崛起、但在国际政

治中还显年轻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作

为独立的战略型智库，安邦研究团队对中越关系的

建议是：中国应该选择的基本策略是“合作 + 选择

性抑制”，在两国经济贸易尤其是在南海资源争端

以外的经贸关系方面，中国应加强与越南的合作关

系，并以日渐重要的经贸纽带来抑制两国对立甚至

激化的社会情绪。但在涉及原则的南海领土主权与

资源权益问题上，中国应该展现较为强硬的姿态，

在外交、商业开发、主权宣示、军事实力展现等方面，

有选择地展示强硬；同时，在符合原则的前提下，

也对中越合作谈判持欢迎态度。如果能较为准确地

长期坚持这一策略，将会为中国在中越关系中赢得

更多的主动空间。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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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越南 ( VIETNAM )

资料来源：VIETNAM SATELLIT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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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开始采取强硬策略

Philippines Presents a Hawkish Stance o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从 2011 年开始，菲律宾在中国南海问题上开

始日趋强硬。中国及东盟国家的越南、菲律宾、马

来西亚等都宣称部分或全部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

文莱则是宣称部分岛礁为自己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

范围。中国坚持由领土要求的冲突各方通过双边谈

判解决问题，而菲律宾则敦促以多边方式解决领土

纠纷 25。

2012 年 2 月，菲律宾能源部长阿尔门德拉斯已

向投资者做出保证称，菲律宾巴拉望岛西北部的 2

个油气区块属于菲律宾的领土，外资可以在南海水

域勘探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 2 个油气区块是菲律

宾能源部 2011 年 6 月启动的第四轮能源承包项目

中允许外资勘探油气资源的 15 个区块中的 2 个区

块。而第三、第四区块属于南海范围内，中国已在

2011 年曾就此向菲律宾提出严正抗议。但菲律宾方

坚称中国政府的抗议并不会伤及对这 15 个油气区

块发出投标意向的投资者的利益，因为这些投资者

们都期盼能被颁发服务协议，而且他们也都知道中

国就此发出了抗议。至 2 月底，共有 25 家石油勘

探公司确定参与这 15 个区块的投标 26。

2012 年 2 月 28 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

拉德称，美军必须保持在南海军事存在，以确保航

道安全。中国在 2010 年以后对南海问题相对弱化

了对抗性，但在南海主权主张各方中，中国是唯一

25		Phl,	US	to	boost	sea	patrols，《菲律宾明星报》The	Philippine	Star，

2012-01-28，http://www.philstar.com/;	 http://www.philstar.com/

YahooSearch.aspx?p=China	Sea
26		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The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2012-2-

27，www.inquirer.net　

对几乎整个南海提出主权声索的国家 27。中国外交

部 2 月 29 日表示，南海争议的核心是部分南沙岛

礁领土主权争议和南海部分海域的划界争议，没有

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对整个南海提出主权声索 28。

事实上，由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需要，菲

律宾一直欢迎美国力量的介入，对美“重返亚太”

给予积极配合，除了联合军演和购买美国军火外，

积极迎合美国以“保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介入

南海争端，把本来属于中国同有主权诉求国家之间

的双边问题扩大化、国际化和复杂化。并频频在南

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以换取美国更多的支持。近

年俄罗斯势力也积极介入这一地区，也在此地区开

采石油。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除了向中

国和越南大量供应军火，还向包括印度尼西亚、泰

国和缅甸在内的东盟国家出售武器。然而，以前它

没有向菲律宾出售过军火。但最近菲律宾购买 8 架

苏联设计的“猎鹰”直升机，使莫斯科在对菲军售

方面受到了鼓舞 29。

菲律宾强调这一地区是其领土，事关主权，菲

律宾国防部长博尔泰雷·加斯明 3 月 17 日说，菲

律宾仍然坚持对位于南海的有争议的南沙群岛拥有

主权，但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就共同开发该群岛举

行谈判的提议。中国可以在南海有争议南沙群岛菲

律宾区域开展石油和矿产勘探活动，但必须遵守菲

律宾法律 30；在联合开发项目中，中国可以作为投

资者。“我们将邀请投资者，但他们必须接受菲律

宾法律的约束。”菲律宾法律规定，相关海洋地区

的勘探开发活动 60% 的收入归菲律宾政府所有 31。

27		中国新闻网，2012-3-1

28		外交部网站，2012-2-29

29		俄军舰访问菲律宾向中国“传递信息”，参考消息网，2012-2-6

30		菲律宾称要“监督”中国南海开发，参考消息，2012-3-19　

31		The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2012-2-27，www.inquir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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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的强硬又有最新进展。2012 年 4 月 10 日，

12 艘中国渔船进入黄岩岛附近海域躲避恶劣天气，

突然有菲律宾海军舰艇出现，将中国渔船堵在黄岩

岛潟湖内，并派出 12 名士兵（其中 6 人携带武器）

搜查中国渔船。中国立即派出两艘海监船编队赶赴

该海域保护中国渔船和渔民，双方形成对峙。至 4

月 12 日上午，菲律宾撤出了军舰，改以一艘海岸

警卫队的民用船只代替 32。《华尔街日报》引述一

位不愿具名的菲律宾军事官员说，这是大趋势的一

部分，发生这些新的对峙事件，“只因为我们如今

能够更有力地抗衡中国”33。这一表态颇能反映菲

律宾目前对南海问题的强硬态度。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动作，显示了菲

律宾目前对南海问题的基本策略，就是在与美国拉

近关系的前提之下，对中国保持强硬姿态，并与东

盟其他国家一起向中国施压。对此，中国恐怕不能

一味地保持柔软姿态，仅仅从商业利益和外交洽谈

角度来应对，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同样展示强硬的姿

态，对菲律宾的行为给予强硬回应。这既是个战略

问题，也是个勇气问题。

越南成为东南亚国家吸引外资的生力军

Vietnam: Starring to Attract Investments in SEA 
Region

在东南亚国家中，越南是近年吸引外资比较活

跃的国家，已成为外商积极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中国商务部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经商室转自《越南

经济时报》2012 年 1 月报道，越南计划投资部通报

称 2011 年吸收外资 147 亿美元 34。按照联合国贸发

会议的《2011 世界投资报告》数据，越南从 2005

年开始，吸引外资的速度开始加快。

从表 1 看出（如下）， 2005 － 2010 年，越南

32		安邦咨询《每日经济》研究简报，第 4151 期，2012-4-12

33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2-4-12

34		2011 年越南吸收外资 147 亿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原转自

商务部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经商室，2012-1-3，http://www.mofcom.

gov.cn/aarticle/i/jyjl/j/201201/20120107911875.html　

引进外资分别是 20.21、24.00、67.39、95.79、76.00

和 81.73 亿美元。与东盟其他国家比较，2005 －

2007 年越南吸引外资数在东盟中少于马来西亚和泰

国，但从 2008 年开始，越南吸引外资已经超过泰国，

发展速度很快。但与东南亚最发达的新加坡相比，

越南引进的外资显然有很大差距 35。

再从外资流动的跨境并购看（见表 2），按照

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 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 36，

以 2005 － 2011 年 1 － 5 月数据分析，在东盟国家中，

基本上以新加坡的 M&A 交易量最多，其次是马来

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而 2011 年 1 － 5 月，印度尼

西亚交易最多），越南的并购交易量有增加的趋势，

但与主要东盟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和泰国相比仍有差距。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在《2011 越南产业投资报告》中，对越南吸引外资

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外资企业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增长的速度更

快、以更高的产能运营，并且收益也更高，而越南

的多数制造业公司是劳力密集型的，这对促进就业

有积极作用。越南自 2008 年以来，来自外资的投

资已经超过了私有部门的投资。

为了帮助改进外资质量，越南负责引进外资的

部门应该加强发挥作用，改善投资促进和监管措施。

现有投资者对越南吸引新的外资至关重要，因

此，后勤支持工作对启动再投资能提供双重的作用：

一是发挥现有投资者的作用，二是鼓励他们充当促

进新投资的“使节”。

越南需要重新评估经济增长模式，仔细分析出

口、创造就业、增加附加值，提高制造业产业的生

产效率。

35	 	 	Annex	 table	 I.1.	FDI	 flows，	by	 region	and	economy，	2005-

2010，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	pp.189，	UNCTAD
36　Annex	table	I.3.	Value	of	cross-border	M&As，	by	region/economy	

of	 seller/purchaser，2005-May	2011，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	pp.197，UNC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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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需要深度评估运营在工业园区的外

资行为，以及提供给这些企业的优惠框架所产生的

经济利益；需要重新评估给予外资优惠所带来的经

济利益，以寻求制造业部门的高附加值。

整体来看，越南经济的增长和政策开放对外资

的吸引力正在增加。从联合国机构对越南引进外资

的重视程度来看，越南正在成为东南亚国家中吸引

外资的生力军。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表2:东盟国家跨境并购交易情况（2005－2011年5月）

数据来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 P197, UNCTAD.

表 1: 东盟国家投资发展趋势（2005 － 2010 年）

数据来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 P189, UNC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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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改革将冲击缅甸的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

Impact of Myanmar Exchange Rate Reform on 
Trade and FDI

《缅甸新光报》2012 年 3 月 28 日刊登的一份

中央银行公告，宣告了缅甸汇率改革的开始。公告

称，“缅甸从 4 月 1 日起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允许市场因素左右缅元价值的同时，为央行留出干

预外汇市场的空间。”37 这是缅甸总统吴登盛去年

上任以来最大的经济变革。缅甸央行希望，改变汇

率制可以促进贸易与投资，可望为缅甸与全球商务

重新接轨奠定基础。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指一国货币当局根据本国

经济利益需要，不时干预外汇市场，以使本国货币

汇率升降有利本国经济发展的汇率制度。这种制度

可避免汇率过分波动，但央行干预一些时候缺乏透

明度，可能引发不确定性。

缅甸自 1977 年开始，便开始实施钉住美元的

固定汇率制。“官方汇率与非官方汇率并存，缅甸

政府确定的美元与缅元比价为 1 比 6，而非官方市

场汇率报价通常高达 1 美元兑 800 到 1000 缅币。38”

这一双轨制的汇率制度给缅甸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

负面影响。不仅滋生了腐败，而且限制了外国投资

援助进入缅甸。受缅甸政府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一个专家组去年 10 月访问缅甸，就缅甸政府改

革外汇市场、统一汇率提供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副总裁筱原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协助缅

甸构筑强健的金融体系。我们在缅甸做的事主要是

提供技术支持、构建（金融）能力，特别是在央行、

汇率政策和数据领域。”39

缅甸新政府正在通过大规模的改革来恢复 50

年军政府给缅甸带来的伤害。澳洲麦考利大学研究

37		“缅甸宣布实施货币体系改革”，参考消息，2012-3-28

38		“缅甸将采取浮动汇率制”，东方财富网，2012-3-8	，http://

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120120306194931640.html
39		“缅甸 4月 1日起实行浮动汇率制”，网易新闻中心，2010-3-29，

http://news.163.com/12/0329/03/7TO20I5J0001121M.html

缅甸经济的教授特内尔表示：“汇率制度的改革将

会是改革派的一大胜利”40。确实改变混乱的汇率

制度可以减少缅甸经济增长所受到的束缚，为吸引

外资，促进经济发展铺平道路。缅甸新政府上台来

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显示改革的决心，随着缅甸国内

政治环境的稳定，缅甸丰富的资源将吸引大量外资

的进入。

不过，对缅甸这个经济落后、市场较小，机制

很弱的国家来说，汇率改革的实际冲击要比理论预

测要更复杂一些。在推动汇率走向浮动的过程中，

肯定会引发汇率的大幅波动，同时缅甸的外汇黑市

价格仍然存在。这对于现有的缅甸外贸和对缅投资

来说，则可能带来汇率损失和汇率风险。这对中国

的影响尤其明显。据缅甸官方统计，2011 年 1 －

12 月，缅甸进出口总额为 895.265 亿缅币，比 2010

年增长 18.2%。其中，中缅贸易额为 258.758 亿缅币，

占总额的 28.9%，居第 1 位。由于中国过去与缅甸

的经济关系密切，汇率改革对现有的中国对缅贸易

和对缅投资，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外资密切关注印度尼西亚新矿业法的影响

Foreign Investor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Indonesian New Mining Law

在印尼准备大力度限制金属原矿出口后 41，最

近又在矿产业领域有新的法规出台。新矿业法在今

年 2 月 21 日已由印尼总统尤多约诺签署通过，3 月

初在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的官方网站上对外公

布。

外国投资者关注的主要差异在于，以前，外国

投资者在印尼矿产和煤矿业的股权可多达 80%。但

新矿业法规定外国投资者持有股权最多不能超过

49%。具体的减股要求为，目前持有印尼矿山完全

40		“缅甸将采取浮动汇率制”，东方财富网，2012-3-8，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120120306194931640.html
41		印尼准备大力度限制金属原矿出口，《中国 -东盟观察》第 001 期，

第 11 页，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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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权的外国投资者，必须在六年时间内将 20% 股

权出售给当地投资者，在第七年以前必须出售至少

30% 的股权给当地投资者，在第八年必须售出至少

37%，第九年为 44%，第十年为 51%42。

外资企业担心，印尼的新矿业法将外国投资者

在印尼矿业的持有权限制在 49%，这一新条例将对

许多海外投资者有影响。如果按照新矿业法来减持

外资在印尼的矿业持股，持股量愈高，减持空间就

愈大，这对于许多外资公司来说，他们需要为重整

资产作较多的准备 43。

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表示，该新法规不仅适

用于新的投资者，同时还限制了持有旧采矿业务许

可证和特殊采矿业务许可证的投资者。新矿业法还

规定印尼政府享有所转售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如果

印尼中央政府没有购买能力，该购买权会转让给地

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放弃，就将由国有企业通过

拍卖获得；如果最终流拍，国内的投资者就将可以

购买其中的定额股权。

此外，新矿业法也对采矿业务许可证和特殊采

矿业务许可证进行了调整。规定采矿业务许可证不

可私自出售给第三方，但集团子公司不在限制之内。

其他规定包括为将要到期的矿业合约及煤矿开采合

约强制延长 2 年。在获得政府批准之后，这两种合

约将被采矿业务许可证所取代。

印尼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其外国直接投资在

2011 年达到了 200 亿美元，其中有 36 亿美元来自

于采矿业。印尼当局表示，新矿业法是要为印尼公

司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它们能够参与矿物和煤炭开

采业务。印尼大学经济师库土比认为：“说新矿业

法会吓跑外资是不对的，因为即使外资持有的股权

减少了，他们还是会得到很大的利润。”

纽蒙特矿业公司、印尼国际镍业公司、巴西淡

42		 印 尼 新 矿 业 法 限 制 外 资 股 权，	http://www.ynfzb.cn/Asia/

XinGuiSuDi/201203168278.shtml，2012-3-16
43			印尼新矿业法恐吓跑外资，联合早报，2012-3-9

水河谷公司等是印尼资源业的主要外国投资公司。

必和必拓公司投入 13 亿美元持股 75% 的加里曼丹

煤炭项目、法国埃赫曼公司与日本三菱集团联合

开发的镍矿项目、麦克莫兰铜金矿公司在巴布亚

（Papua）省运营的格拉斯伯格（Grasberg）金矿项目，

都纷纷开始自愿出让其部分股份 44。德勤会计师事

务所印尼矿业技术顾问希尔认为：新矿业法的实施

意味着再过 10 年外资将无法控制印尼矿产和煤矿

业。印尼矿业本来就很难吸引到新的外资投入，新

法规使吸引外资更加困难 45。

因此，对外国投资者来说，究竟是仍然能从现

有条件中赚取利润，还是被新规则限制了脚步，需

要更全面地分析投资环境。但在诸多外资看来，印

尼的新矿业法对外来投资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

泰国建设东盟汽车基地将创造市场热点

Thailand as Auto Hub Leads Markets in ASEAN

受到 2011 年严重洪灾重创的泰国，正在努力

推动把本国发展成为东南亚汽车工业中心。为实现

这个目标，泰国采取了比其他东盟国家更明确的汽

车产业扶植政策。据泰国《世界日报》3 月 15 日

报道，泰国工业部长彭沙瓦在工业协会和汇商银行

（SCB）联合举办题为“汽车零配件产业未来 5 年

发展前景”的研讨会中表示，汽车及其零配件工业

一直是工业部促进发展的工业，每年汽车出口为泰

国创收达 3600 亿铢，聘用员工高达 35 万人，是泰

国重要的产业，相信未来汽车及其零配件工业将继

续保持稳定的发展 46。彭沙瓦透露，为迎接 2015 年

组建的东盟经济共同体（AEC），泰国政府将推动

泰国成为东盟地区的第 1 大汽车生产基地、以及全

44		印度尼西亚新例累矿企重整股权，东方日报，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120319/00202_020.html
45		 印尼新矿业法限制外资股权，中国能源报，2012-3-12，	http://

paper.people.com.cn/zgnyb/html/2012-03/12/content_1020092.htm
46		“泰国将成为东盟汽车生产基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2012-3-15，	 http: / /www.mofcom.gov.cn/aart ic le/ i / jy j l /

j/201203/201203080178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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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10 大汽车生产国之一。

泰国汽车机构负责人旺罗表示，目前国外汽车

零配件生产者已持续对泰国进行研究，考虑进入泰

国投资，来自于泰国零配件的汽车产量趋向增至

200 万辆，并成为国内市场及全球出口市场的主要

生产基地 47。但是因为泰国本土的中小型企业竞争

力有限，无法直接从汽车生产业者手中引进生产线，

泰国汽车零配件生产业者必须与国外生产业者组建

联盟。

过去，泰国在与国外汽车生产者合作方面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日本三菱在 2002 年底把设在菲

律宾和印尼的 Lancer 轿车工厂转移到了泰国。自

2003 年起，日本五十铃和丰田把在日本生产的皮卡

转移到泰国生产，以泰国为基地向世界出口。虽然

2011 年 10 月的特大洪灾冲击了泰国的汽车产业，

但是鉴于泰国政府出台积极政策，丰田汽车预测，

2012 年泰国车市总销量将同比增长 38.5% 至 110 万

辆 48。丰田汽车现在已着手在泰国进行业务恢复，

宣布将在泰国兴建两座新厂。此外，日本的斯德克

斯宣布将在泰国春武里省设立一家新公司生产刹车

系统配件。福特汽车公司位于泰国罗永府的新工厂

也将于今年 5 月份正式落成，建成后，年产能为 15

万辆，其中有 15% 在泰国当地出售，其余的将用于

出口至亚太区及非洲 49。

相比日本，中国汽车进入泰国的市场较晚，但

中国汽车在泰国的销量却增长迅速，2011 年中国汽

车在泰国的总销量同比增长 52%，中国汽车引起企

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关注，因为中国汽车适合中小

规模的货物运输，对于业务规模不大的公司比较合

算。泰国政府也积极提供政策支持吸引中国汽车制

造业落户泰国。东风汽车作为首家在泰国建厂的中

47		“泰国将成为东盟汽车生产基地”，南博网，2012-3-15，http://

www.caexpo.com/news/special/industry/2012dmqc/
48	 	“丰田预测：泰国车市今年同比增长38.5%，南博网，2012-3-15”	

http://www.caexpo.com/news/info/industry/2012/01/18/3550888.html
49		“福特泰国新工厂 5 月正式落成，将投产福克斯”，21CN 汽车，

2012-3-27，	http://auto.21cn.com/news/hangye/2012/03/27/11286390.

shtml

国制造企业，得到了泰国泰华农民银行的金融支持。

据人民网曼谷报道，泰华农业银行将为中国汽车制

造企业在泰国提供全面金融支持，以吸引中国制造

商将泰国设定为面向东南亚市场的生产基地，成为

面向老挝、柬埔寨、缅甸和马来西亚的出口基地。50

根据泰国的发展目标，2012 年泰国国内的汽车产量

有望达到 200 万辆，并在未来逐步提高至 300 万辆。

泰国政府大力发展汽车产业的策略，应该引起

逐步开始“走出去”的中国汽车厂商的重视。在泰

国的倾斜政策之下，中国厂商可以考虑在泰国投资

建厂，并以此作为开发东南亚市场的基地。

新加坡突破幅员限制的两大经济政策

"Go-out"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Extend 
Singapore's Edge

作为东盟国家中最发达的国家，新加坡如何突

破幅员的限制、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这始终是个重

要问题。新加坡已经将该国企业“走出去”和发展

制造业作为重要的经济策略。

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局长张永昌今年 3 月 27

日在介绍“国际企业合作计划”时指出，企发局决

心给予新加坡企业国际化更大援助，因为海外业务

不仅是新加坡公司营收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也为

新加坡人提供优质工作。该合作计划的重点是支持

企业扩展海外业务能力，对于有潜能的企业，将给

予更大的财务支持，资助比例可由目前的 50% 提高

到 70%51。他说，这些援助将是全面性，而且也为

个别企业的国际业务扩展计划量身定制。此外，企

发局也将深入了解企业的海外业务发展计划，并更

加积极主动的为企业提供市场情报、牵线、以及把

握商机的机会。企发局也将推出两个融资工具，分

别是贸易融资和海外投资与海外项目的政治风险保

险，详情将于 2012 年下半年公布。

50		“泰国吸引中国汽车制造基地落户泰国”人民网，2012-2-16，			

http://world.people.com.cn/GB/17134624.html
51		新加坡政府推出新政策资助新加坡企业“走出去”，2012-4-4，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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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1000 强国际企业排名报告则显示，100

强国际公司的海外收入增长 29.4%，高于总收入的

19% 增幅。海外营收也为新加坡企业的盈利作出显

著的贡献。张永昌说：“调查结果显示，新加坡公

司强烈感受到人手短缺对它们扩展海外业务是一大

挑战。企业反映的强烈程度出乎我们的意料，而其

余挑战都是在我们预料之中。因此，我们会在人力

方面做得更多、给予更多的帮助。”该计划为加强

对本地企业的支持，它所采取的是战略性、长期和

积极主动的模式。

新加坡企发局希望，最终让许多大小公司都能

够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不仅业务覆盖

各地，也具有全球性的竞争力。政府部门不仅帮助

企业寻找伙伴，还提供法律援助。

我们的研究显示，新加坡不仅鼓励企业对外投

资，而且还坚定地支持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创造

的产值占新加坡 GDP 和总出口额的比例分别超过

1/4 和一半以上。新加坡制造业创造的产值占新加

坡 GDP 的比例已从 1960 年的 11% 增加到 2005 年

的 27%。而且，新加坡还制订了持续的制造业发展

目标，在 2018 年以前，将制造业产值增加到 3000

亿新元，将高技能制造业工人的比率从总员工数量

的 32% 提高到 50%，从 2005 － 2018 年，每年创造

约 1.5 万个新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制造业的增长也

使服务业受惠，每年衍生大约 6500 个就业机会 52。

作为一个幅员小国，新加坡的经济奇迹令世界

瞩目。在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中，大力发展制造业和

鼓励企业“走出去”是两个重要的策略。

52		安邦咨询《每日经济》研究简报，第 4145 期，20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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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的文莱是值得关注的“东盟支点”

Brunei will be the Fulcrum for 2013 ASEAN 
Architecture

文莱是东盟十国中较小的国家，但是正如东盟

宪章及东盟一体化构想中所表述的，每一个成员国

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文莱的重要性正随着一

系列它将承担的作用而受到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文莱在 2013 年的东盟事务中，很可能成为一

个值得关注的支点。

首先，文莱即将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 27 日

承办 ASEAN-EU 部长级会议（第十九届部长会议），

讨论东盟和欧盟共同面对的问题。其次，文莱将在

2013 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目前，文莱已经开始

着手准备 2013 年主持东盟峰会的议题，并表示非

常强调鼓励人民对东盟的参与意识，并激励发展教

师和学生教育计划，这些计划将有助于东盟共同体

建设 53。作为明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对东盟

事务的影响值得关注。

有两方面事项是中国应该注意的。一是经贸方

面。文莱国家工商会副会长卡玛鲁丁 2011 年参加

中国和东盟的高层会议时说：“文莱虽然是一个小

国，但文莱是著名的‘和平之邦’和‘石油王国’，

她有着优越的贸易投资环境。我们有信心继续加强

与中国的相互贸易和投资合作，这对双方都将带来

益处。文莱和中国的经济互补性很强，我们欢迎更

多的中国企业前来投资，也有信心继续向中国市场

提供我们的优势产品”54。卡玛鲁丁指出，文莱农

业欠发达，大量农产品需要从国外进口，目前其来

源地主要为东盟各国。文莱希望进一步深化与中国

企业在农业领域的合作，特别是扩大中国农业技术

的进口。

53	 	New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Brunei	Darussalam	Presents	

Letter	of	Credentials	 to	ASEAN	Secretary-General，JAKARTA，	21	

March	2012，http://www.aseansec.org/25719.htm
54		 卡玛鲁丁：文莱欢迎更多的中国投资 2012-2-6，http://brunei.

caexpo.com/scfx_wl/tzhj/2012/02/06/3551326.html

http://www.caexpo.com/list/?sitenodeId=1&keyword=����
http://www.caexpo.com/list/?sitenodeId=1&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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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企业而言，文莱的贸易投资环境富有吸

引力。在东盟 10 国中，文莱政局稳定，人民富裕；

文莱地理位置优越，无台风、地震和洪灾；空、海

交通便捷，文莱距曼谷、雅加达、吉隆坡、马尼拉

和新加坡的空中飞行时间都在 2 － 3 小时。文莱与

中国上海、香港等地开通了直航。文莱基础设施较

为完善，交通、通讯发展水平处于东盟前列；文莱

还拥有深水良港摩拉海港；文莱金融体系完善，资

金信誉好，也是唯一全境参加东盟东部增长区的国

家，对该增长区的菲律宾南部、马来西亚东部和印

尼东部具有辐射作用。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文莱

没有个人收入所得税、销售税、薪金税、制造或出

口税。经批准成立的外国投资者可享受最长达 8 年

的公司税收优惠政策；涉及外资资产的法规也相当

灵活，在许多情况下，外商可以设立 100% 外商全

资企业，并对外籍劳工或外籍经理无任何担保批准

的要求；另外，尽管本地市场相对较小，但盈利十

分可观，因为大多数投资者几乎不会面对来自文莱

当地的竞争。

第二是南海议题。文莱位于亚洲东南部，在南

中国海南岸，海岸线长约 161 公里，有 33 个岛屿。

文莱虽然未对南海岛屿有直接领土要求，但对其海

岸附近岛屿下的专属经济区范围有所有权主张。这

对中国解决南海问题增加了对手和压力。正如今年

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峰会一样，菲律宾和越南等国

还将会利用峰会场所作为挑战中国的机会，可能会

继续向中国施压，将南海问题扩大化。中国对此应

该有充分的准备，并应做好相关工作。在经贸上加

强与文莱的联系仍是一个好方法，但除此以外，在

外交上和其他政府间、民间的交流都应尽快加强。

总之，要在明年利用好文莱这个特殊的“东盟支点”。

马来西亚的经济转型为外资提供了机会

Malaysia's Economic Transition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马来西亚是位于东南亚的新型工业化国家。马

来西亚基础良好，西濒马六甲海峡，地理位置优

越；多年来积极吸引外资，经济发展迅速。为实现

1991 年提出的在 2020 年将马来西亚建成发达国家

的“2020 宏愿”跨世界发展战略，马来西亚政府多

年来积极吸引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外资进入。

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马来西亚国际贸工部长

慕斯达法近期宣布，马来西亚共有 17 个服务业的

次领域将在今年内陆续开放，其中 8 个领域将被允

许由外资持 100% 股权。这 8 个已开放的领域包括：

电信服务、中等技职教育服务、为有特殊需要的学

生提供的中等技职教育服务、技能培训服务、私人

医院服务、百货公司和专业服务、焚化服务、会计

及税务服务。另外有 9 个领域仍在修改相关法律，

并将分阶段开放。这 9 个领域包括：国际学校小学

和中学教育、快递服务、电讯服务（网络设备提供

商和网络服务提供商）、私立高等教育服务、专科

医疗服务、专业牙科服务、法律服务、建筑服务和

工程服务 55。”。本次对外资开放的领域范围广泛，

涉及到教育、医院、服务业、通讯业、建筑业多个

方面，为国外资本提供了投资机会。

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中最成熟的投资市场之

一。马来西亚中国银行执行总裁郑经伯认为，“马

来西亚不仅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其基本建设已经相

当完善，法律制度也很健全。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中

国企业投资福地 56。”

虽然马来西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环境较好，但

中国在这个市场上所占份额甚少。据马来西亚的官

方统计，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投资还未进入前五名。

在东盟国家中，中国企业投资马来西亚具有不

少优势，如马来西亚拥有庞大的华人网络，中国企

业在投资马来西亚、开展经济合作时，容易得到当

地华人的支持和帮助，相似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企

业与当地政府交流障碍减少，降低沟通成本，容易

提高投资收益。其次，马来西亚的经济转型为中资

55		“马来西亚 8 个领域允许外资 100% 持股”，中国商务部，http://

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03/20120307994273.html
56		“马来西亚成中国企业投资‘福地’”，中国网络电视台，2010-

12-4，http://news.cntv.cn/20101204/108198.shtml

http://www.caexpo.com/list/?sitenodeId=1&keyword=�¼���
http://www.caexpo.com/list/?sitenodeId=1&keyword=���ɱ�
http://www.caexpo.com/list/?sitenodeId=1&keyword=��������
http://www.caexpo.com/list/?sitenodeId=1&keyword=ӡ��
http://www.caexpo.com/list/?sitenodeId=1&keyword=ӡ��


 / CHINA-ASEAN WATCH /  2012.0414

提供了机会。马来西亚于 2010 年底开始实施经济

转型计划，在 131 项启动计划中，已推行 70 项。

2011 年上半年，私人投资达 512 亿令吉，同比增长

23.4%，高于同期的公共投资。马来西亚工贸部部

长慕斯达法曾表示，“期盼中资能参与马来西亚经

济转型计划下，未来 10 年涉及 1400 亿令吉的投资。

在转型计划下，90% 的投资来自私人领域，因此中

资在马来西亚大有机会 57。” 

对于已经大规模“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

马来西亚的经济转型和开放新领域，为吸引中国企

业投资提供了契机。如果要寻找成熟稳定的东盟投

资市场，马来西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老挝经济转型带来的前景不可小视

Laos Economy Restructuring Brings Prosperous 
Prospect

自 1986 年推行革新开放、调整经济结构以来，

昔日被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老挝，其国民经济

建设在转型的过程中迅猛推进。

与东盟其他成员国相比，老挝从自然和半自然

经济转为商品经济的过程十分艰难。经过 25 年的

经济结构调整，老挝的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

发展。1991 － 1996 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 7%；

在安全度过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后，

2001 年至 2006 年经济快速复苏，年均增长 6.8%；

2006 － 2010 年，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 7.9%；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逐年提高，并在 2009 年达到 1030 美

元。2011 － 2012 财政年度，老挝克服了水灾、国

内通货膨胀，以及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等困难，

国民经济建设保持了较快发展势头，各项主要经济

指标均达到或超过预期，其中 GDP 同比增长 8.3%，

总量达到 62 万亿基普（约合 77.4 亿美元），人均

GDP 约 964 万基普（约合 1203 美元）58。

57		“马来西亚盼民间团体协助引中国企业投资”，中新网，2011-9-

14，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09-14/3325976.shtml
58		“老挝经济转型初见成效，新兴环保产业发展迅速”，中国经

济 网，2012-3-27，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203/27/

t20120327_23190647.shtml

老挝在革新开放、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制

定并实施了多项经济发展策略：一是大力吸引外资。

1994 年 4 月至今，老挝多次修改外国投资法，增加

或完善了不干涉外资企业事务、允许外资企业汇出

所获利润、外商可在老挝建独资或合资企业、头 5

年不向外资企业征税等优惠政策。仅 2010 年，外

国投资合同金额就达到 16.41 亿美元，超过计划的

64%59；二是重视经济特区建设。2003 年以来，老

挝政府已经批准了 3 个经济特区和 2 个经济专区项

目，目前还有 14 个经济特区和专区正在审批之中；

三是全面推行对外贸易、产品生产和进出口管理、

过境贸易服务、市场开发和商品管理、人才开发和

行政管理等 6 大贸易战略；四是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在立足东盟、融入亚洲理念的指导下，老挝近年来

重视发展与东盟国家、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合

作，特别是在吸引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进出口贸

易、人力资源开发、高新科技发展等领域广泛受益；

五是积极发展环保型的新兴产业。其中旅游业发展

最为快速，2000 年至今，外国游客人数年均增长

25%，2011 年外国游客达到 295 万人次 60。

自老挝“革新开放”以来，中国是较早进入老

挝投资的外国国家之一。老挝计划投资部 2011 年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05 年中老双边贸易额仅为

1.3 亿美元，2010 年已突破 10 亿美元。自 1989 年

以来，中方在老挝累计投资项目 443 个，总金额为

40.52 亿美元，投资领域包括矿业、水电站、工业、

农业、服务业等 61。随着老挝经济转型的推进，老

挝将会涌现更多的商业机会，中国投资者在老挝的

投资会有更大的利润空间。

59		“东盟视点：老挝努力推进经济转型”，广西新闻网，2012-

4-11，http : / /news.gxnews.com.cn/stat icpages/20120411/

newgx4f84babb-5043822.shtml
60		“东盟视点：老挝努力推进经济转型”，广西新闻网，2012-4-11

61		“中国累计对老挝投资超过 40亿美元，成为最大投资国”，中新网，

201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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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人才制约

Talent Shortage Hinders Cambodia's Economic 
Growth

亚洲开发银行 2012 年 4 月 11 日公布的经济预

测报告显示，2011 年柬埔寨经济增长 6.8%。世界

银行的经济专家表示，柬埔寨依然受到欧债危机和

美国经济衰落的波动，柬埔寨 2012 年的经济增长

率估计为 6.5%；但 2013 年的增长率会达到 7%。报

告还预测，今后两年柬埔寨的通货膨胀率将保持在

5%。

亚洲发展银行驻柬埔寨经济学家布林柏表示，

“虽然去年发生严重洪灾，而且世界经济不景

气，但柬埔寨今年来依然能够保持稳健的经济增长

率 62。”在 2011 年，柬埔寨经济增长率是 6.8%，

其中工业增长 13.9%，得益于服装和鞋子出口美国

市场的 27 亿美元，农业因受到洪灾影响，增长率

从原先预定的 4.5% 下调到 3.3%，旅游业增长率为

14.8%。灾后重建是今年的重要任务。同时，亚洲

发展银行指出，虽然柬埔寨拖欠外债近 40 亿美元，

占 GDP 的 30%，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对柬埔寨政府债务管理能力的评级，已经从中级

风险调到低风险，体现了国际金融机构对柬埔寨政

府债务管理能力的认可。

亚行对柬埔寨的人力资源问题表示担心。由于

柬埔寨缺乏专业人才，制约了经济发展。人才问题

一直是柬埔寨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亚洲银行称，

目前柬埔寨成衣业缺乏大约 5 万名人力，才能满足

日益增长的成衣业，但由于人力资源迟迟得不到解

决，导致许多外国投资者对柬埔寨却步；面临同样

问题的还有电子业，如日本美蓓亚电子公司在柬埔

寨设厂后，需要招聘 3000 名员工到曼谷进行培训，

增加了公司成本。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培训计划不

成功或者找不到人去培训，将会影响到国际大型企

62		“亚行：欧债和美经济影响，柬今年成长率料6.5%”，柬埔寨星洲日报，

2012-4-12

业到柬埔寨投资的决心。63

中国是柬埔寨重要的外资来源国，对柬埔寨的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投资者在对柬

埔寨投资时，需要考虑柬埔寨人力资源问题带来得

潜在风险。

人力资源缺乏也制约了柬埔寨的矿业发展。柬

埔寨的矿产资源对柬埔寨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矿业是政府向来重视发展的优先领域，鼓励投资商

投资。然而柬埔寨的矿业发展也面临缺乏接受正规

教育的矿业人才的挑战。2011 年，日本政府曾通过

日本对外技术奖学金协会，赞助柬埔寨举办了三次

矿业知识的培训班，并无偿援助柬埔寨价值约 70

万美元的矿物和地质教学设备，日本政府正积极参

与推动柬埔寨的矿业发展。

中国是柬埔寨重要的外资来源国，对柬埔寨的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投资者在对柬

埔寨投资时，需要考虑柬埔寨人力资源问题带来得

潜在风险，同时也要转变单纯追求利润的投资方式，

参与协助柬埔寨的社会建设和人才培养，这将为中

国投资者带来更长远的利益。

63		“亚行：欧债和美经济影响，柬今年成长率料6.5%”，柬埔寨星洲日报，

201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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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季度贸易数据看中国东盟贸易发展

1Q2012 Witnessed Continuous Growth of 
China-ASEAN Trade

2011 年全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 3.6 万亿美元，

整体贸易顺差自 2010 年的 1831 亿美元降至 3 年来

的最低点 1550 亿美元。中国将 2012 年对外贸易增

长目标调降为 10%，明显低于 2011 年 64。从 2012

年第一季度的情况看，中国的外贸面临挑战。在这

种艰难的贸易形势下，中国 - 东盟的贸易情况如

何？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到，2012 年第一季度，东盟

仍与去年全年的情况一样，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

伴，中国 - 东盟双边贸易额为 867.8 亿美元，同比

增长 9.2%，涨幅虽然小于对俄罗斯、巴西和美国，

但仍快于对欧盟。

64		“ 中 国 2012 年 第 一 季 度 贸 易 将 稳 定 适 度 增 长”， 路 透

社，2012-4-11，	 http:/ /chinawto.mofcom.gov.cn/aart ic le/e/

r/201204/20120408061467.htmll　

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第一季度中国

对东盟总贸易情况及十国中主要六国的贸易情况基

本良好 65。从国别来看，中国与东盟中六国的贸易

总额均在百亿美元左右。其中对马来西亚的贸易

额最高，为 203.8 亿美元，其次为对泰国贸易总额

为 157.68 亿美元。总贸易额最少的是对菲律宾，

为 81.87 亿美元，主要体现在中国对菲律宾的出口

额在六国中最低；其次贸易总额少的是与越南，为

100.36 亿美元，中国从越南的进口额在六国中最低。

从增幅看，中国除了与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均

有下降外，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

国和越南的贸易总额均比同期增长。其中对越南和

菲律宾增幅最大，分别为 26.9% 和 23.5%，尤其从

越南进口的增幅高达 62.2%。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

宾的进口增幅也较大，分别为 23.4% 和 22.7%。中

国对这六个国家的出口增幅，居于首位的是对菲律

65　中国海关总署第一季度统计资料

III.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
CHINA-ASEAN ECONOMIC & TRAD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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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总值（亿美元） 同期增长（%）

表3：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增长比较（2012年 1季度）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安邦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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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的出口，其增幅为 24.6%，其次为对泰国出口，

增幅为 21.1%。

从第一季度的贸易数据看，中国与东盟总的贸

易关系仍在发展中，东盟保持了中国第三大贸易伙

伴的地位，而中国仍然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早

在 2010 年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三次

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就提出，力争中国与东盟

双边贸易额到 2015 年达到 5000 亿美元，中国愿意

在五年内同每个东盟成员国共建一个经贸合作区；

中国与东盟将有序推进金融、资本市场的开放和融

合等建议。在中国的国际战略中，经贸关系是最为

重要的一个支撑因素，这对中国与东盟相处同样如

此。因此，保持并加强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对

未来的中国 - 东盟关系十分重要。

（单位：亿美元、%）

国家\地区 进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出口增速 出口增速 进口增速

东盟整体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868

147

204

82

148

158

100

411

71

65

37

81

67

67

456

77

138

45

67

90

33

9.2

18.6

4.4

23.5

-2.5

6

26.9

13.2

13.8

17.8

24.6

-2.9

21.1

14.7

5.9

23.4

-1

22.7

-2.1

-3

62.2

表 4：中国与东盟主要六国的贸易情况（2012 年 1季度）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安邦咨询整理。

图 2：中国 -东盟第一季度贸易额及累计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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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安邦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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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深入参与老挝电信和广电系统建设

China Should Deeply Involve in Laos 
Communication and Broadcasting Construction

对于技术能力较弱的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在

电信和广播电视领域的基建能力和设备能力还是很

有优势的，这为中国企业进入东南亚国家相关市场

提供了机会。

据老挝《万象时报》2012 年 3 月 5 日的报道，

中国正在帮助老挝建设数字广播和电视系统 66。中

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今年 2 月 29 日会见

老挝新闻、文化和旅游部长博森坎普·翁达拉博士

时，已就加强中老数字传媒领域合作交换了意见。

老中两国共同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MOU）。

根据备忘录，中方将与老挝信息产业部、文化和旅

游部门合作，帮助老挝在全国各地把模拟广播系统

转换成中国地面数据标准，在老挝全国范围内建立

数字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网络，并成为在中国的标准

数字系统指导下的电台和电视台站。这一项目也是

两国之间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经济和技术合作各

项规划中的一项 67。

早在 2011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国

数字电视领导小组组长张晓强与国家发改委相关部

门，考察调研了云南电视台在老挝首都万象实施的

中国标准地面数字电视项目。这是地面数字电视中

国标准（DTMB）在国外规模化运用的首个成功实

例，意在用一种新技术标准来扩大产业出口。

老挝数字电视项目积累了媒体与企业结合、内

容与渠道和技术结合的良好经验，对今后数字电视

的发展以及技术标准的运用和推广有重要参照意

义，有助于中国开展高新技术和文化“走出去”。

因此，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云南建设“数字电视标准

66	 	“China	 to	 help	 Laos	 switch	 to	 digital	 radio,	 TV”，Vientiane	

Times，2012-3-5，http://www.vientianetimes.org.la/FreeContent/

FreeContent_China.htm
67		“张晓强副主任会见老挝新闻文化和旅游部长博森坎普·翁达拉”，

中国发改委网站，2012-2-29，http://zhangxiaoqiang.ndrc.gov.cn/zyhd/

t20120312_466390.htm

海外推广云南应用服务平台”支持把数字电视国标

推广纳入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项目。据悉，对其他

东盟国家如柬埔寨、缅甸等国，中国目前也考虑进

行推广 68。

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伦表示，老挝已经制定了

社会经济发展的“七五规划”，提出了未来五年每

年的 GDP 发展不低于 8% 的目标；到 2015 年，要

将贫困人口降低到 10%。希望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推

动老挝实现“七五规划”目标 69。

除了广电网络，东南亚的电信市场也是中国企

业可以大力进入的市场。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公司

就在 2011 年预计，由于东南亚区的移动运营商们

正将网络升级至 HSPA 和 LTE，东南亚区的业务将

会出现强劲增长。包括香港、澳门、台湾、菲律宾、

泰国、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和斯里兰卡在

内的 10 个市场，估计在 2011 年为该公司创造超过

13.9 亿美元的营收。2011 年，华为在东南亚区的营

收为 1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7%，占据该公司营

收总额的 8%-10%。此外，中国另一家通讯设备商

中兴通讯在东南亚市场也有不小的参与力度。

中国协助老挝建设数据广电网络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中国企业可以更加深入地介入老挝的数字广

电项目，并将成功经验和模式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复

制。

中国 - 东盟跨境旅游存在极大提升空间

Sunny Promotions Develop China-ASEAN Tourism

最近，中国 26 个省、市的百余家旅行社组团

考察广西北部湾及边境旅游线路。其中约 50 家旅

行社已至越南考察旅游线路，希望通过了解广西 -

68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一行考察调研老挝中国标准地面数字电视

项目”，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云南省广播电视局，2011-4-

19，http://xxgk.yn.gov.cn/canton_model17/newsview.aspx?id=746382
69		“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访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伦先生，

China	Daily，国际频道，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1-

08-25/content_3605271.html，201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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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边境旅游线路为进一步开辟中国 - 东盟旅游市

场作好准备。目前，日益通畅的跨境交通线路为开

拓中国与东盟旅游市场提供了便利。活动参与者之

一的北海新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军表

示，希望借此开辟东盟市场 70。

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海陆相连的区域，位居

中国 - 东盟经济圈，是中国对东盟合作的前沿地带

和重要门户。北部湾地区正努力打造中国 - 东盟自

由贸易区的交通枢纽，有利于加快中国 - 东盟自由

贸易区发展 71。

据广西旅游部门的统计数据，2011 年，广西共

接待游客逾 1.6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首次突破千亿

元人民币。其中，边关探秘游、北部湾休闲度假跨

国游等旅游线路深受各国游客青睐，东盟国家入境

旅游者达 84.94 万人次，占全部外国旅游者人数近

五成。

近年东盟旅游渐热，而且一度因故停航的“中

国北海 - 越南下龙湾”跨国海上旅游航线将于 2012 

年上半年复航，数小时内即可从广西北海乘船到达

越南，届时游客们可以实现当天往返的跨国旅行。

北部湾区位优越、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发展潜力

巨大，所以借助广西的北部湾及边境旅游线路，可

以使中国 - 东盟的双向旅游都受益。正如北京神舟

国际旅行社集团总经理石建忠表示的，希望能联合

将“北部湾风情之旅”推向全国，成为中国休闲旅

游新的热点。

除了广西，云南省也是中国与东盟跨境旅游的

重要省份。据统计，2011 年，在中国一类对外开放

口岸云南河口口岸，全年出入境旅客就达 3328423

人次，其中组团跨境游旅客 254996 人次，较 2010

年 同 期 增 幅 50%； 车 辆 通 关 157127 辆 次， 增 幅

24%；国际联运列车通关 343 列次。入境旅游人数

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分别为越南、日本、韩国，越南

70		“中国 50 家旅行社广西边境考察	欲开拓东盟旅游市场”，人民网，

2012-3-18，http://finance.people.com.cn/GB/70846/17419046.html
71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2008 年 1月发布）广西北部湾政府网，

http://www.bbw.gov.cn/

游旅客占入境游旅客总数达 98%。

随着中国 - 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整体推进，以商

务考察、求学、就医、跨境旅游为目的的出入境旅

客不断增加。不过，在大力发展中国 - 东盟旅游的

同时，中国政府也需要加强旅游风险管理。一般来

说，中国游客敢花钱，肯花钱，对旅游景点不挑剔，

对服务质量好坏也不计较。但这种特点也使得他们

在东盟旅游时容易遭受风险 72。因此，建议各级旅

游管理部门及旅行社，不但要在国家旅游局等发出

旅游风险警示的情况下及时做出反应 73，而且对中

国 - 东盟旅游线路一定要保持跟踪关注，以保障中

外游客安全。

经贸合作支撑中柬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Economic Cooperation Bolsters China-Cambo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s

今年以来，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下，中国与柬埔

寨经贸合作联系进一步加强。

2012 年 2 月 16 日和 22 日，中国驻柬大使潘广

学和柬埔寨副首相兼财经部长吉春在金边分别签署

了《中柬两国 2012 年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关

于购买 2 架新舟 60 飞机的立项换文》。柬埔寨政

府将使用中方无息贷款购买 2 架新舟 60 飞机。这

是新舟 60 飞机首次出口到柬埔寨，也是继 2011 年

8 月柬埔寨政府购买 12 架直 9 直升机后，又一次进

口中国的高科技航空产品 74。

3 月 31 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柬埔寨会见

洪森首相时提出了四点建议。在经贸关系方面提出，

两国要扩大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双赢，结合各自优

势和发展战略，统筹规划经贸合作，加强农业合作，

72		安邦集团信息研究分析系统，2012-3-19

73		“提醒赴印尼巴厘岛旅游的中国公民遵守当地宗教风俗”，2012-3-

16；“老挝安全提示”，2012-3-2；“赴泰国旅游有关问题的友情提示”，

2012-2-14，国家旅游局，http://www.cnta.com/
74			中柬两国签署 2012 年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购买新舟 60飞机的立项换

文，中国驻柬埔寨使	馆经商处，2012-2-23，http://cb.mofcom.gov.cn/

aarticle/jmxw/xmpx/201202/20120207980073.html



 / CHINA-ASEAN WATCH /  2012.0420

中方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兴业，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合作，增加民航运力，促进旅游业发展，

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多边场合的沟通、

协调和配合等 75。

4 月 2 日，在中柬联合声明中，双方确定，从

战略高度重视和深化中柬经贸合作，本着“平等互

利、注重实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进

一步提升两国经贸合作规模、质量和水平。第一，

结合各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加强对双方务实合作

的统筹规划。推动 2017 年两国贸易额达到 50 亿美

元，比现有的25亿美元翻一番。第二，加强协调配合，

抓紧落实现有经贸合作项目。中方愿继续为柬埔寨

国家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根据平等互利

原则，支持柬埔寨交通、能源、通信、水利等基础

设施建设。第三，探索新型合作模式。中方积极支

持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农业、

工业、旅游和合作区建设等重点领域与柬方加强合

作。第四，双方还签署了《中柬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等合作文件 76。

在 4 月 4 日于金边举行的第二十届东盟峰会

上，柬埔寨首相洪森说，2011 年 11 月在印尼巴厘

岛举行的第十四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

政府在 2009 年承诺向东盟国家提供 150 亿美元信

贷的基础上，将再追加 100 亿美元信贷，其中包括

40 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柬埔寨也将从中受益。近

几年柬埔寨获得许多中国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

贷款补助，以发展建设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

农业灌溉系统、电力方面等重点领域。中国投资者

纷纷到柬埔寨投资，截止目前，共投资约 90 亿美

元 77。

洪森说，他曾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约定，到 2015

75		中柬两国领导人确定 2017年贸易目标，胡锦涛主席就发展中柬关系提

出四点建议，中国驻柬埔寨使馆经商处，2012-4-3，http://cb.mofcom.

gov.cn/zxhz/zxhz.html
76　中柬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2012-4-2，新华网，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2-04/2579211.html
77　柬埔寨首相称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新浪国际在线，2012-4-9，

http://www.sina.com.cn

年两国贸易额要实现 25 亿美元的目标，由于近年

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两国已提前 4 年实现了

这一目标。如今，柬埔寨出口中国的稻米、农产品

和其他产品产业也在稳步增长，两国又提出了新的

发展目标：“从 2010 年起，中国与柬埔寨的关系

已从好邻居、好朋友上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

今年，柬埔寨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又将主办东

盟 - 欧洲商贸会议，正在地缘政治中发挥日益重要

的作用。因此，中国与柬埔寨加速经贸关系更有其

重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是亚洲关心柬

埔寨的唯一地区大国，日本与柬埔寨也有相当深厚

的经贸联系，其多年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及其

积极地对柬经贸关系对柬埔寨的发展及社会认知有

很重要的影响。去年两国外长会谈强调柬日的友谊

和贸易活动日益活跃，仅 2011 年日本在柬埔寨的

投资达 1.2 亿美元，比 2010 年涨幅高达 400%78。日

本知名企业有雅马哈、矢崎总业、NTT 和松下等

都已进入柬埔寨开展业务 79。其他国家的政府开发

援助以及一些著名企业的进入，会与中国政府和中

国企业在柬埔寨的工作形成对照。但总体来看，中

国的经贸和投资支持对中柬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

了有力支撑。

78		柬埔寨去年获得日本投资总额达 1 亿 2 千万美元，柬埔寨星洲日报，

2012-3-16
79		日本企业掀起投资柬埔寨热潮，2011-5-24，http://www.mofcom.

gov.cn/aarticle/i/jyjl/j/201105/201105075483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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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东盟的重要性应得到提升

Chinese Investments Gaining Favor as Strategy in 
ASEAN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对外投资迅速增加。

以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为例，从 2007 年的 180 多

亿美元迅速增加到 2011 年的超过 600 亿美元。在

中国目前的对外投资格局中，虽然亚洲所占比例最

大，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投资香港，并不算严格意义

上的对外投资。

无论是从地缘还是从经济联系来看，中国都不

应该忽视对东盟的投资。东盟 - 中国中心秘书长马

明强说，“我们不是要夸大东盟对中国的重要性。

当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为什么不先到周边国家呢？”

在他看来，东盟国家应是中国企业国际扩展的顶级

投资目的地 80 。

的确，从地理位置来看，与中国距离相近的东

盟国家有近 470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约 5.76 亿人口，

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东盟是中国的劳

动密集型企业投资的良好目标。

中国企业应加强东盟投资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

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了鼓励更多的国内企业“走出

去”，中国政府已设立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主要用于基础设施、能源及资源领域的优秀企业和

项目。该基金总规模将为 100 亿美元。此外，东盟

国家也欢迎中国企业的投资。虽然某些东盟国家的

市场机制尚不健全，但这是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共同面临的问题，并不能成为影响东盟投资的重要

因素。

80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step	up	investment	in	ASEAN,	March	09,	

2012,	People's	Daily	Online,	http://www.people.com.cn/,	http://english.

people.com.cn/90778/7753719.html.

按照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 2011》资料，东盟

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地的情况很不同，如新加坡作为

世界金融中心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中心，接收了

整个 ASEAN 吸引外资的一半数额（2010 年为 390

亿美元）；而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则作为低成本产品

生产基地，特别是低端制造业基地；柬埔寨、印尼、

菲律宾开始对更多产业实施自由化；印尼还在改进

与吸引直接投资相关的管理程序；菲律宾则强化对

建立国有 - 民营伙伴关系的支持服务 81。

这些信息说明，在当前形势下加大投资东盟应

该成为策略选择。对中国企业来说应该注意，一是

在当前世界经济仍未真正复苏的环境下，投资具有

成长性的东盟国家应该提高优先度；二是东盟十国

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异，投资前应该仔细分析十国的

不同的产业及经济需求特征，做到投资对国家有针

对性、对产业有针对性。事实上，中国对东盟的投

资增速非常快，目前已达 130 亿美元，其中有一半

是 2008 年以后实现的。东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走

出去”的主要目的地。

81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	Non-Equity	Mode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pp.xiv	and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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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近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

数据来源：商务部，安邦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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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10 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存量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安邦咨询整理。

数据来源：商务部，安邦咨询整理。

图 4：201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地区构成

中国海外投资与东盟 / 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I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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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欢迎中国公司投资土瓦经济特区

Myanmar Welcomes Chinese Investments in 
Dawei Special Economic Zone

土瓦经济特区是缅甸的第一个实施的经济特区

项目，2010 年 11 月初，缅甸大选之际，泰国“意

泰发展公共有限公司”和缅甸交通部港务局签署《建

设土瓦深水港、工业区及通往泰国公路、铁路项目

框架协议》，土瓦经济特区项目正式确定。土瓦是

东临安曼达海，西与泰国接壤的港口城市，特区通

往泰国的公路现已开建，建成后将与中国、印度和

其他的东南亚国家衔接起来。

据意泰发展公共有限公司公布的文件，土瓦项

目的具体内容包括：建设土瓦深水港，同时可供 25

艘 2 万至 5 万吨轮船停靠，年处理货物 1 亿吨；规

划工业园区，建设钢厂、化肥厂、发电厂和其他服

务设施；修建土瓦通往缅泰边境的公路、铁路和输

油管道；建设住宅区、商业区以及一个旅游、观光、

休闲区。基础设施预计 2015 年完成 82。

缅甸土瓦经济特区的目标是中国的“深圳”。

事实上，缅甸政府首脑一直对中国的“深圳模式”

充满兴趣，缅甸领导人丹瑞 2010 年访华时，曾特

地访问了深圳，表示要向中国学习改革开放和经济

特区建设的经验。但是由于缅甸投资法律的滞后，

土瓦经济特区建设在吸引外资方面做的并不成功，

随着缅甸政府近期颁布的《土瓦经济特区法》，明

确了投资人享有的特殊待遇和在特区可以开展的行

业，为国外投资者提供了法律保障，加之缅甸政治

改革后，国内政治环境较为稳定，都有利于外资的

进入。

土瓦经济特区的负责人颂基表示，土瓦深水港

建成后，土瓦至曼谷的航程将缩短至 300 公里，一

日之内即可抵达。而且，土瓦深水港惠及的不仅是

缅泰两国，它也将消除亚洲，乃至中东、欧洲和非

82		“缅甸推进经济特区建设	颁布特别经济区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网，

2012-3-6，http://www.chinaaseantrade.com/news/42/UKJVY.html

洲国家的贸易障碍。与绕道马六甲海峡的漫长航线

相比，新的航程至少可缩短 2316 公里，节省 4 天

时间 83。特殊的地理优势，将使土瓦经济特区成为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重镇。缅甸工商协会秘书长凯凯

内表示，土瓦经济特区将成为缅甸对外的一个窗

口，使亚洲与欧洲、非洲的贸易不必绕道马六甲海

峡 84。 

作为“亚洲最丰富的资源库”，缅甸拥有丰富

的石油、天然气、金、银、珠宝、矿石及木材等资源，

随着新政府不断推出经济发展新政策，其未来的经

济潜力不可小视。土瓦经济特区作为缅甸政府的重

点项目，得到了政策性的支持。由于项目需要投入

的资金量巨大，缅甸政府在积极引进外资，希望中

国公司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其他投资。

印尼邀请中国投资印尼基础设施和重工业

Indonesia Invites China to Invest in Infrastructure 
and Heavy-Industry

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印尼总统苏西

洛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至 3 月 24 日访问中国。

苏西洛 2004 年上任以来，一直强调务实的风

格带领印尼强化国内政治稳定局面，推进经济改

革，实现经济增长。去年年底以来，国际评级机构

惠誉和穆迪先后宣布上调印尼的主权信用评级到

投资级，表明印尼的投资环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

定 85。此次苏西洛访华，中印双方就亚太地区合作，

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和中亚区域合作，包括中国和印

尼双边合作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签署了 15

个项目合作协议，投资意向总额逾 170 亿美元。其

83　“缅甸土瓦特区将使各国经济收益，欢迎中国公司前来投资”星岛

环 球 网，2012-3-15，http://news.stnn.cc/c6/2012/0315/4231265932.

html
84		“缅甸土瓦特区将使各国经济收益，欢迎中国公司前来投资”星岛

环 球 网，2012-3-15，http://news.stnn.cc/c6/2012/0315/4231265932.

html
85		“印尼总理苏西洛访华，将关注中印双边合作议题”，京华网，

2012-3-22，http://news.jinghua.cn/351/c/201203/22/n36644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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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铁建公司与印尼方面签署的开发巽他海峡

的合作协议最引人注目，协议金额达 120 亿美元。

15 份合作协议中还包括铁砂、镍矿、钢铁、汽车、

太阳能等领域的项目。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与印尼 Intraco Penta 公司签署了一份超过 1 亿美金

的合作协议，将在当地设立商用车工厂。被江西赛

维收购的天安太阳能科技公司（SPI）在去年与印

尼 Mega Urip Pesona 公司签署了一份在印尼推广太

阳能发电的项目。天安太阳能副总裁 Jeff Olyniec 表

示，印尼缺电，但当地有充足的光照，很适合推广

太阳能 86。

中资企业代表表示，他们看好印尼市场，因为

当前中印政治经济关系发展良好，两国经济有很好

的互补性。目前中国在印尼注册的企业约有 1000

多家，投资领域涉及矿产、一般贸易、通讯和金融

等多个领域。尽管印尼的经济发展迅速，但印尼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基础设施薄弱的瓶颈：印尼

没有足够的道路、港口和发电站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印尼的道路和港口现状非常糟糕，以至于商品在国

内的运输成本很高。

不过，这些不足正好是投资建设的市场空间。

2011 年， 印 尼 总 统 苏 西 洛 宣 布 了 15 年（2011—

2025）国民经济建设规划。在 15 年内，印尼将大

力建设基础设施，包括机场、高速公路和港口的建

设。中印两国曾成功修建了泗水—马都拉大桥，连

接了爪哇岛东部的泗水和马都拉。苏西诺表示，“我

们愿意继续与中国合作，在未来共建此类工程。印

尼国内有许多机会，在岛屿之间的航海、航空，甚

至是陆上交通，在未来五、十到十五年内必须继续

发展。”87

印尼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东南亚地区增

长最快的经济体。2012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Doing 

Business2012—Indonesia》报告中指出，在全球经济

86　“印尼总统访华签 175 亿美元大单，希望加入‘金砖国家’”，21

世纪经济报道，2012-3-26
87		“芮成钢专访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中国网络电视台，http://

jingji.cntv.cn/special/rcgzfsxl/shouye/index.shtml

放缓的大背景下，印尼 2009 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在

G-20 国家中排名第三，世行还预测印尼 2012 年的

经济发展速度将在 6.4% 左右。印尼工业部长希达

亚表示：“按照 15 年的发展规划，我们将在全国

各地发展很多项目，这将带来众多的机会，我们邀

请中国投资者来印尼投资”。从这些背景看，印尼

的基础建设市场的确有潜力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

发展的重要舞台。

未来中国企业投资菲律宾的风险在增大

Increasing Risks for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Philippines

在中菲南海问题日益激化的背景下，3 月 20 日，

菲律宾政府在外交部举行“中菲友好交流年”启动

仪式。

美国之音中文网评论，菲律宾和中国试图通过

未来两年内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来缓解两国间

由于海域争端引发的紧张关系。然而就在“中菲友

好交流年”启动后的第三天，法国媒体就报道，菲

律宾海军司令官巴玛表示，菲律宾海军将在今年 7

月前签署购买两艘多功能舰艇的合同，其价值超过

14 亿元人民币。此外，菲律宾海军今年年底前还将

购买三架直升机，以“捍卫菲律宾海洋主权”。菲

律宾海军增加军备并非是例行的设备更换，而是有

加强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抗衡的意图。

菲律宾之所以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多次正面冲

突，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菲律宾在南海的既得利益，

把所占岛屿合法化，在南海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菲律宾能源匮乏，国内发电主要依靠煤炭和石油，

因此石油需求量大，南海丰富的油气可以为菲律宾

提供稳定的能源供应。另一方面，菲律宾也希望借

美国“重回亚洲”的战略，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抗衡，

并牵制中国。美国的插手使得中菲南海争端复杂化。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利用其多方

面的军事能力，帮助菲律宾将其军事战略重点，从

中国海外投资与东盟 / 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I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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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国内威胁转移到应对外部危机”88。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面临与东南亚多国的纠纷，

从目前形势看，菲律宾是其中表现最激进的国家。

菲律宾媒体在 3 月 21 日报道称，菲律宾港务局与

菲律宾地方政府将进行合作，计划在一年内在南沙

的中业岛（该岛在 1971 年被菲律宾占领）修建码

头以及维修 1.3 公里长的飞机跑道，这在军事战略

上直接威胁到中国南沙群岛的军事安全。面对菲律

宾的挑衅，中国多次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但这一建议并未得到菲律宾方面的回应。

“中菲友好交流年”这一柔软的双边交流，并

不能缓解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冲突，两国

在南海的争端正越演越烈。我们甚至认为，中国在

南海问题上最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对手就是菲律

宾。这种局面对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风险，

中国投资者应该更加谨慎地考虑在菲律宾的投资。

如何评估缅甸开放电信业的机会与风险？

Perspectives of the Telecom Liberalization in 
Myanmar

缅甸通信部门高官前不久透露，缅甸政府正在

考虑向有实力的外国投资商发放投资经营执照 89。

缅甸通信产业司司长吴肯貌德说，目前尚未向外国

投资者发放在缅甸经营通信产业的营业执照。为了

能给国内外投资者发放 4 种通信营业执照，上个月

已起草了一部新的通信法规，提交缅甸最高检察院

审查，最后要经内阁呈报议会批准后实施。

目前，缅甸通信产业不发达，在 6000 万人口中，

2010 年有约 60 万人使用手机，目前有 200 － 300

万人在使用。缅甸人均电话拥有率为世界最低，互

联网普及率可能也在全球垫底，这些信息令世界上

88		“美欲再赠菲律宾战舰，中菲南海争端只多不少”，财讯，2012-2-

28，http://international.caixun.com/content/20120208/CX01v6p5.html
89		缅甸通信对外开放	中国运营海外新机遇？ C114 新闻，http://bbs.

c114.net/viewthread.php?tid=609022

一些电信和信息科技公司看好其市场机会 90。

如果缅甸通信业对外开放，对中国的电信运营

商和电信设备制造商来说，意味着一个潜力巨大的

市场。迄今，国内一些电信商已开始介入这个市场。

2009 年大唐移动在缅甸建网，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

限公司与缅甸飞世佳公司就缅甸 TD-SCDMA 项目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2011 年 1 月，中国联通与缅

甸邮政电信公司 (MPT) 在昆明签订了 GSM 国际漫

游业务协议，成为全球首家提供缅甸国际漫游服务

的运营商。

由于缅甸长期封闭及受西方经济制裁，迄今进

入缅甸的外资除了中国企业之外，仍是看的多做的

少。对中国企业而言，也需要关注可能遇到的风险

与竞争。有三方面值得注意：一是目前西方对缅甸

的制裁尚未解除。美国为了削弱中国对缅甸的影响

力，正在加大与缅甸的合作。缅甸为了尽快争取解

除制裁，也可能会希望与西方资金合作。二是目前

几家中国通信运营企业的海外运营之路并不理想，

在国际运营的资金运作、经营管理和技术能力等方

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三是缅甸基础还

很落后，很多地方仍然缺电缺油，这对期望进入的

电信商来说仍有很大的投资压力。因此，对中国企

业来说，缅甸的电信市场开放虽然提供了契机，但

如何准备及选择进入的时机，仍需企业慎重把握。

90		缅甸互联网和电信业投资机会惹人爱，http://wenku.baidu.com/view/

d9380bd549649b6648d747c7.html



 / CHINA-ASEAN WATCH /  2012.0426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凝聚共识，促进亚洲健康可持续发展
  —  李克强副总理在 2012 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的讲话（节选）

Asia: Coming Together for Soun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Keynote Speech by Vice-Premier Li Keqiang on 2012 
Boao Forum for Asia

当今时代，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调整

和变化。我们看到，虽然全球经济显露恢复的迹象，

一些国家出现好的增长兆头，但国际金融危机深层

次影响尚未消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在持续，实

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仍然是一个长期艰难曲折的过

程。同时，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一轮科

技变革与产业创新正在孕育，经济全球化、区域一

体化在曲折中推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调整，

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博鳌论坛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十多年来，

亚洲国家在应对风险中提高了自身免疫力，在调整

变革中促进了经济健康发展。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

亚洲经济率先复苏，呈现出比较好的基本面。目前，

亚洲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 30% 以上，亚洲经济增长

对世界的贡献率超过 30%。亚洲成为全球新兴经济

体最为集中的地区，后发优势和发展潜能进一步展

现。

当然，亚洲许多国家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区域

内各国发展差距仍然很大，资源环境制约日益加剧，

地区安全稳定存在挑战，发展的道路并非平坦，成

长中的烦恼也不少。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还面临

经济增长下行、物价上涨、就业压力加大等问题。

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对待。

在世界调整与变革的大势下，我们愿与亚洲各

国一道，凝聚共识，携手努力，应对挑战，战胜困难，

共同推动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一是立足内生增长。这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

展的独特优势，也是亚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亚洲人口约占全球的 45%，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

国家，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内需市场

潜力巨大。亚洲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人口，有

最大的工程师与科研人员队伍，人力资源优势明显。

在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着力

开拓内需市场；在保持投资适度增长、增加要素投

入的同时，充分发挥消费的作用，发挥科技进步和

劳动者素质提高的潜能，亚洲经济是能够实现强劲、

可持续、平衡增长的。

二是秉承开放包容。这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

展的必然要求。过去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在开放

中实现的，今后亚洲进一步发展仍需坚持开放，包

括向世界开放和各国相互开放。实行开放的地区政

策，在开放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对亚洲持久发

展意义重大。各国应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学习借鉴，

倡导包容性增长，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沟

通协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资源安全

等全球性挑战，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结构和国际金融

体系调整改革。同时，我们欢迎地区外国家参与亚

洲发展进程并发挥建设性作用。这有利于促进亚洲

繁荣，有利于促进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深化合

作，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参加本次年会

的嘉宾有 1/3 来自欧美国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亚洲更加开放。

三是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

展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亚洲国家之间各种务实合

作不断加深，东南亚、中亚、东北亚、南亚等区域

合作成果丰硕。目前，亚洲区域内贸易占全部贸易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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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已超过 50%，彼此在合作中获得了发展的红

利。新的形势下，需要各国继续加强磋商与合作，

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

的保护主义，提升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和网络化水平，深化区域及次区域合作，促

进亚洲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开放合作于人有利，

于己有利，是互利共赢之路。

四是促进团结和谐。这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

展的有力保障。亚洲各国体制和模式多样，民族和

文化多元，团结互助格外重要。建设一个和平、团

结、和谐的亚洲，需要继续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

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和经济风险挑战，共同克服

重大自然灾害的影响，共同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阶段

性难题；需要在经济发展中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正义，

更多帮助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促进各国人民共

享发展的成果。

五是坚持和平发展。这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基石。亚洲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发展成

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长期保持了总体和平稳定的

局面。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的国际体系中，各国和亚

洲的繁荣发展，应当也只能通过和平与合作来实现。

从战略高度考虑彼此关系，求同存异，寻求利益最

大交汇点，是各方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无论

是以往的遗留问题，还是现实的分歧和争端，只要

有关各方从维护相互友好关系和发展大局出发，尊

重历史，遵循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能够通过对

话协商与和平谈判解决的。这是亚洲之福、世界之

幸。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是亚洲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经济与亚洲经

济密不可分。中国坚持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科学发展之路，也将为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贡

献力量。近年来，中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

期方向发展，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民生不断

改善。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发展的态势没有

改变，有条件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我们也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

然突出，一些结构性矛盾凸显，需要逐步解决。当

前，我们将按照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要求，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既立足当前，

稳增长、控物价、促和谐；又着眼长远，在调结构、

惠民生、抓改革等方面取得新进展，继续促进中国

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型是关键。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十二五”发展的主

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转方式的主攻方向，扩

大内需是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城镇化是中国内需

最大的潜力所在。中国人口多，地域辽阔，正处于

工业化、城镇化持续发展的阶段。去年城镇人口比

率刚刚超过 50%，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就会有 1000

多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能够释放巨大的消费和

投资需求。同时，提升工业发展水平，促进服务业

加快发展并提升其比重，可以为扩大内需、增加就

业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

态环境、发展现代农业，可以为扩大内需奠定坚实

的物质基础。总之，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实行“三化”并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

由路径，也是转方式、调结构、扩内需的战略举措，

可以助推中国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保持

经济适度较快增长，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是根本。

我们加快转型、调整结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

民生。而保障和改善民生又有利于增加收入、刺激

消费、开拓市场，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相辅相成，

可以形成良性互动。中国正在进行的就业扶持、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全民医保等医改重点工作的推

进、集中连片扶贫攻坚等都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

重大发展工程。实施这些工程，致力于保障群众基

本生活，同时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都是调节收入

分配的重大措施。我们将着眼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和质量，构建社会保障的安全网，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鼓励就业创业，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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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国内需

求，使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使全体人民共享

成果、切实受益。

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创新是动力。

30 多年来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进入新世纪后现

代化建设迈出重大步伐，靠的是改革开放。面对世

情、国情的深刻变化，破除那些不利于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是要靠改革开放。中国

改革已进入攻坚时期。我们将深化财税、金融、价格、

收入分配、企业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实现新突破，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

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全面推进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注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内在活力。

中国扩大内需是在对外开放条件下进行的。我们坚

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实行出口和进口

并重、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有重点地扩大进

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努力提高开放型经济

发展水平。中国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致力于营

造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的市场和法治环境，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各类企业在创新转型

中共同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把扩大对亚洲开放作为对外开放的战略重

点。目前，中国是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是许多亚

洲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亚洲重要的投资来

源地，与亚洲国家各领域交往十分频繁。我们愿与

各有关国家一道，继续推进中国 - 东盟、上合组织、

中日韩、东盟和中日韩、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合作

机制建设，推进双边与多边自贸区建设，拓展在新

兴产业、基础设施、金融、科技等方面的合作；扩

大人文合作尤其是青年交流和民间往来，推进文化

交流与文明对话，增进各国人民友谊。

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营造一

个和平和谐的国际和周边环境，绝不谋求霸权。中

国的和平发展基于本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基于自身

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基于世界发展大势和客观规

律，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抉择。中国坚持实行睦

邻友好政策，永做亚洲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与

大家一起努力，共同促进亚洲和世界的繁荣发展与

和谐进步。

我们相信，广袤的亚洲大地一定能为各国发展

提供广阔的空间。面对变革的世界，亚洲人民完全

有能力把握机遇、携手前行，实现亚洲健康与可持

续发展，共建人类美好未来！

中国高增长抑制东盟发展的说法毫无道理
Does China Grow Rapidly with Threat to ASEAN?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在 3

月 29 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分析了中

国的高增长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影响。

他说，西方曾像着了魔似的追问中国经济的崛

起将对它造成怎样的影响。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

题显然较少被问及：中国的高增长对其他亚洲国家

意味着什么。在过去的 10 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已

经变化。90 年代晚期亚洲刚刚摆脱金融危机之际，

普遍看法是把中国当成威胁。韩国和泰国等亚洲增

长引擎的经济遭受重挫，无法与毫发无损的中国抗

衡。但随着这些国家恢复过来，整个地区逐渐认识

到，大家都可受益于中国对专用零部件和初级产品

的需求 91。

今天的中国对于很多邻国来说又一次构成了挑

战。地区生产形态的升级对投资比重和工资趋势的

影响，损害了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挫伤了

它们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想。问题在于，东南亚

的自然资源和劳动技能与中国相仿，而不是补充。

如，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有廉价劳动力却没有先进技

术。该地区在 90 年代后期对中国保持贸易逆差，

数年之后变为顺差，现在再次走软。这意味着中国

91		中国高增长压制东南亚腾飞，YUKON	HUANG，2012-3-29，http://

cn.wsj.com/gb/20120329/opn075735.asp?source=mostpop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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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南亚的增长贡献减少，中国的工业化使菲律宾

和马来西亚缓和贫富分化、提高生产率的努力变得

更加复杂。

对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

家来说，一个充满政治意味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如

何影响了工资水平。中国的高投资率使中国的科技

能力得到升级，其基础设施得以加强，劳动者的工

作技能也得到提高，中国的实际工资水平大幅上升。

而中国不断下降的单位劳动成本给泰国、菲律宾、

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些没有投入足够资金以提高劳动

生产率的国家造成了压力，迫使其限制工资水平的

提高以维持竞争力。

黄育川分析说，多数观察人士起初认为东南亚

各国在经济上遭遇困境有其自己的原因，但其实真

正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在全球生产链上与中国的相

对位置比是低的。跨国公司在决定将生产业务设置

在哪里时，会综合考虑劳动者的相对生产率及其工

资成本，还会考虑物流条件。而在这些方面中国全

都占优势。中国有可能从东南亚地区吸引走更多生

产业务，这要归因于能源价格的不断飙升以及供应

链分散化所造成的经营复杂性。中国已经有了些研

发设施，并由于华为等科技公司的全球扩张，它还

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据有一席之地。中国过去是一

个其他国家可以向其出口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国家，

这些零部件和原材料在中国被加工成制成品，然后

再被重新出口。而在过去 10 年中，与加工贸易有

关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额的比重已经从 40% 下降到

30%，与加工贸易有关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

重则从 55% 下降到 40%。

在中国发展对东盟国家的影响方面，作者的看

法悲观。他认为，中国的增长的确抑制了东南亚的

发展，主要是从基础设施条件、工资水平、技术成

长能力、在全球生产链中的地位等等方面做出分析。

因此，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可能是以东南亚国家的

经济困境为代价的。

要指出的是，安邦研究团队并不认同黄育川的

看法，但在中国与东南亚多国围绕南海问题的敏感

关系，以及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之下，中国

增长抑制东南亚的观点将为国外批评中国提供口

实，其影响力不容小视。

中国开发西沙旅游只是宣示主权的开始

Develop Paracel Islands Tourism: China Declares 
Sovereignty

4 月 9 日上午，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旗

下的“椰香公主”轮安全抵达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

局三亚基地码头，顺利完成从 4 月 6 日晚上 10 点

开始的三亚至西沙北礁实验性航行。海南省交通厅

官员表示，南海有非常丰富的海洋资源、观光资源、

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但一直没有得到开发，非常

可惜，这次西沙航线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

尝试。

北礁位于永兴岛北面，风景非常秀美，海水湛

蓝。永兴岛是西沙群岛中较大的一个岛屿。西沙群

岛自宋代起即划入中国的版图。1932 年，西沙群岛

被法国管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中华民国政府接

管；1946 年，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开始驻防永兴岛，

1950 年 5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海南岛，从此永兴

岛一直由中国海军驻防 92。永兴岛在行政上属于海

南省文昌市。但是近年来，越南政府宣称对西沙群

岛拥有主权，将西沙群岛划为岘港市黄沙岛县。

在我们看来，这次航行不仅是中国开发西沙旅

游的有益尝试，而且对中国更好地利用南海的资源、

体现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增加在南海地区的商业存

在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开

通西沙群岛旅游会使得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变得

更为敏感，因为此举显然有助于中国在南海地区宣

示主权 93。

92		维基百科　

93　“中国开通西沙群岛旅游意在宣示主权”，安邦《每日经济》研究简报，

20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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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挑战姿态日益明

显，不断的测试中国的底线。近日越南派遣6名僧侣，

进驻岛上废弃寺庙，彰显对南沙群岛所谓“主权”，

引起中国不满；中国之后扣留了到西沙海域捕鱼的

21 名越南籍船员和两艘渔船，两国外交摩擦升级。

此外，越南继拉拢印度到南海采油后，又同世界上

最大的能源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签署了开

采南海两个大型天然气田的协议。越南试图在南海

引入国际势力来制衡中国。

越南目前的海军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南海

主权和中国。据悉，越南近期斥资 18 亿美元，从

俄罗斯采购的 6 艘柴油动力的“基洛级潜艇”，这

些潜艇给越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巡航能力，可以部

署在南海地区，首艘基洛级潜艇预计将在 2013 年

交付，到 2018 年之前每年还将再交付一艘 94。越南

大规模的军购和激进的海军建设动作，毫无疑问将

给中国在南海宣示主权造成一定威胁。

维护主权并非只有军事手段，事实上，军事手

段只是最后的手段，更多的时候，主权要靠外交、

商业存在等非军事方式来体现。中国开发西沙群岛

旅游是宣示中国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的象征性手

段，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估计在此次西沙旅

游开发成熟之后，中国还会对其他南海地区尝试开

发更多旅游项目。

西方国家开始放宽对缅甸的制裁

The West Wants an Ease of Sanctions on 
Myanmar

在缅甸 4 月初的议会补选中，昂山素季所属的

全国民主联盟（民盟）大胜，获得了 45 个议席中

的 43 个，民盟领导人昂山素季当选联邦议会人民

院议员 95。此次选举被西方世界视为缅甸民主转型

路上的重要一步。

94		“菲律宾越南加剧南海困局，中国力求破解之道”，凤凰网，2012-

4-10
95		缅甸议会补选	民盟赢得 45 个议席中的 43 个，2012-4-4，	http://

world.huanqiu.com/roll/2012-04/2582200.html　

西方国家纷纷调整对缅政策。奥巴马政府表

示，将放松对缅甸的部分旅行和金融限制 96；美国

还在 22 年来首次任命驻缅甸大使，提名曾任国防

部常务助理部长的德里克·米切尔作为美国驻缅甸

大使 97。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美国将

继续力促缅甸政府进一步改革，包括以可核实的方

式切断缅甸和朝鲜之间的军事联系，释放所有的政

治犯，结束与少数民族持续数十年的冲突。在放松

对金融服务出口限制的同时，对缅甸境内企图阻挠

民主进程的人和机构的制裁仍将保留”98。

由于美国对缅制裁是多方面的，解除制裁将需

要时间，尤其是解除投资、金融交易、进口限制等

制裁方面，政府需要获得国会的批准。由于美国总

统大选和参众两院选举临近，解除对缅制裁可能面

临阻力 99。

日本、德国等国也表示要放宽对缅制裁政策。

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工藤年博指出，“缅甸是东

盟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合作谈判的瓶

颈，如果解除制裁，整个地区经济将活跃起来”100。

考虑到缅甸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地缘政治意

义，缅甸改革必将吸引大量外资。

我们认为，美国未来对缅甸的政策将会保留“两

手”：一方面，为了继续推动缅甸的改革，切断缅

甸与朝鲜的军事联系，美国会保留一定的筹码；另

一方面，美国也会加强与缅甸的经贸往来，放宽对

缅甸的经济制裁。对中国来说，缅甸内外政策的变

化必将对中国的利益产生影响。虽然缅甸曾表示要

维护中缅两国的传统关系，但中国在缅甸的经济影

响力已经面临其他国家的竞争和挑战，中国投资者

需要根据变化来调整投资策略。

96　“美国宣布放宽对缅甸制裁”，《参考消息》，2012-4-6

97	 	 US	 names	 first	Myanmar	 ambassador	 in	 22	 years,	 April	 6,	

2012,	 http://www.ft.com/cms/s/0/cffda25e-8000-11e1-b4a8-

00144feab49a.html#axzz1rYOsHJ2n.
98　“美国宣布放宽对缅甸制裁”，《参考消息》，2012-4-6

99　“全面解禁仍需时日”，《日本经济新闻》，2012-4-5

100　“各国纷纷准备投资”，《日本经济新闻》，2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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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CAF)

安邦咨询 (ANBOUND)
联合主办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简介（一）

Introduction of <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2010 年召开的第 17 届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通过

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这是东盟为在 2015 年建

成东盟共同体而实施的重大举措。

一、《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的内容

东盟国家互联互通是指实体的、机构的以及民

间的合作纽带。这些纽带包括了东盟旨在实现经济

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基础

支持和促进手段。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不

仅是实现东盟总体互联互通性的战略文件，更是需

要紧迫执行的行动计划。规划的目标是在 2011 至

2015 期间“通过提高基础设施发展（关于自然物理

的互联互通），有效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体制互联

互通）以及赋予人民的权利（人对人的互联互通），

使所有的东盟国家从中受益。”101

关于自然的互联互通，需要解决该地区面临的

挑战，包括质量差的道路和不完整的道路网络，缺

少铁路连接，缺乏海港和港口基础设施，包括无水

港、内陆水道和航空设施、扩大的数字化差距以及

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

关于体制的互联互通，东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包括跨越国界车辆、货物、服务和技术劳工等的

障碍。为此，东盟必须继续解决非关税贸易壁垒以

使东盟内部贸易和投资更加便利化，统一标准，使

评价程序一致，实施关键交通便利化协议，包括东

101　《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http://www.aseansec.

org/documents/MPAC.pdf

盟货物过境便利化框架协议 (AFAFGIT)、东盟国家

间运输便利化框架协议（AFAFIST）和东盟多式联

运框架协议（AFAMT）。以减少跨界移动货物的

成本。

关于人民对人民的互联互通，制订两种策略，

通过社区建设和人员流动促进东盟内部的更深层次

的社会和文化的互动和理解；通过逐步放宽签证规

定和发展相互承认 (MRAs) ，共同努力促进协作、

交流、推广和宣传计划，以协助增加东盟各国人民

之间的相互作用。

实现总计划的关键是财政资源和技术援助，认

识到可用的资源相对匮乏，东盟将探索创新方法包

括，建立东盟基金发展基础设施、公共和私营部门

的伙伴关系（PPP），发展地方和区域金融和资本

市场，东盟将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与外部合作伙伴，

包括伙伴对话、多边开发银行、国际组织和其他有

效实施。

二、实现《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的迫切性和意义

提升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的迫切性体现在多个

方面。东盟是一个包括 6 亿人口及 1.5 万亿美元年

国民生产总值的区域。在东盟地区，互联互通对于

加快东盟各国一体化、提升东盟共同体的建设进程、

加强东盟在本地区发挥核心作用，均有着不可或缺

的价值。东盟国家间更紧密的联系体系是实现提升

东盟经济竞争力、经济的集约化与一体化生产网络、

促进区域间贸易、招商引资、密切东盟各国民众间

的关系，以及培养文化历史认同感的必要手段。

加强东盟区域内的互联互通和东盟与其他区域

之间的互联互通，将会促进贸易、投资、旅游和发展，

使所有的东盟成员国受益。由于所有的陆上交通都

V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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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通过东南亚的中心国家：柬埔寨、老挝、越南

和缅甸，这些国家从基础建设中的获利最大，此外，

基础道路建设会推动偏远欠发达地区的对外开放，

所有这些努力将显著的缩小东盟内部的发展差距。

东盟内部互联互通所带来的远不止可见的经济

利益，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互联互通所创建的联

系，将会增强和巩固建设东盟共同体的努力。这不

仅体现在加强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方面，还体现

在人与人的交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东盟互联

互通的概念会辅助正在进行的区域合作的努力，以

在 2015 年实现，以人为本，有共同文化和历史联

系感的东盟共同体。

图 6：东盟互联互通和东盟共同体之间的互动

资料来源：由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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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CAF)

安邦咨询 (ANBOUND)
联合主办

东盟一体化各项构想

Ideas on ASEAN Integration

东盟一体化是东盟各国多年来努力追求的目

标，也是《东盟宪章》中规定的内容。2003 年 10

月召开的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首次就东盟共同体

作出决定，通过了《东盟第二协约宣言》，宣布至

2020 年将东盟建设成为政治 - 安全、经济和社会 -

文化的共同体。但在 2007 年东盟国家决定加快东

盟建设进程，规划于 2015 年建成东盟共同体的目标，

提出在东盟创造一个单一市场与生产基地，实现人

口的自由流通，并确保本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前进

方向 102。

虽然东盟各国在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加快东

盟共同体建设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不过，外界

普遍认为，距离既定目标 2015 年仅剩不到 3 年时

间，东盟各国要想在这个期间实现东盟共同体并非

易事，在推动一体化进程中会遇到诸多困难和问题。

东盟各国代表也都认为，摆在各国眼前的首要难题

是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差距过大的问

题。 

这三项共同体构想都已制订出一体化蓝图，即：

东盟政治 - 安全共同体蓝图、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

东盟社会 - 文化共同体蓝图。这三项共同体构想的

主要内容如下 103：

1、东盟政治 - 安全共同体 (APSC)

经过多年对区域内的政治 - 安全的构造，东盟

领导人已经同意建立东盟政治 - 安全共同体。该共

同体旨在确保该地区国家生活在一个和平、公正、

民主、和谐的环境中。因为从根本上各国是在相连

的地理位置上，有共同愿景和目标。各成员承诺依

靠该一体化进程，减小区域内差异，注意地区安全。

102
 东盟各国均表示有信心在 2015 年实现共同体建设目标，国际在线专

稿，2012-4-4，	http://gb.cri.cn/27824/2012/04/04/2225s3628056_1.

htm
103			http://www.aseansec.org/

它具有以下部分： 政治发展；塑造和分享的准则；

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冲突后建设和平实施机制。

1）东盟政治 - 安全共同体（APSC）蓝图

蓝图设想东盟是一个基于规则的共同体，拥有

共同的价值观和规范；团结、和平、稳定和强大适

应性的地区，共同负责全面的安全；同时在一个日

益整合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东盟是动态和对外开

放的区域。

由《东盟宪章》引导，蓝图承载了东盟发展的

宗旨和指导原则，提供了路线图和时间表，规定到

2015 年建立起政治 - 安全共同体。本蓝图在 2009

年 3 月 1 日于泰国 Cha-am/Hua Hin 的第十四届东

盟首脑峰会上通过。

2）东盟部长会议（AMM）

1993 年 7 月 23-25 日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二十六

届东盟部长级会议，各方同意建立东盟地区论坛 

(ARF)。1994 年 7 月 25 日在曼谷举行了首次东盟地

区论坛。

3）东盟国防部长会议（ADMM）

东盟国防部长会议（ADMM）是东盟框架内最

高的防御机制。每年 ADMM 促进东盟国防部长讨

论，就该地区面临的挑战和当前国防和安全问题交

换意见。ADMM 旨在通过更多地了解国防和安全

方面的挑战，以及增强开放透明度，促进相互信任

和信心。

4）东盟法律部长会议（ALAWMM）

东盟法律部长会议成立于 1986 年，每三年召

开一次会议。

5）东盟关于跨国犯罪的部长级会议（AMMTC）

该部长会议成立于 1997 年，每两年召开一次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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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盟经济共同体 (AEC)

东盟经济共同体将 2015 年达到区域经济一体

化作为目标，AEC 设想下列关键特性：（a）一个

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b）一个高度竞争的经济

区域、（c）区域的公平经济发展和（d）区域充分

融入全球经济。

AEC 领域的合作包括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

设；承认专业资格；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的政策更紧

密的协商；贸易融资措施；加强基础设施和通讯连

接；电子化；通过电子交易的发展，对行业进行整

合及促进跨区域采购；加强私营部门参与建设。简

而言之，AEC 会将东盟转换成为货物、服务、投资、

技术工人的自由移动以及资本自由流动的地区。

东盟经济共同体（AEC）蓝图

2007 年 11 月 20 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 13 届东

盟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东盟总体计划和经济蓝图，

定于 2015 年建立起东盟经济共同体。

东盟经济共同体包括如下领域：

东盟经济部长会议（AEM）、AEM 职权范围

下的部门机构、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

理事会）、能源（AMEM）、食品、农业和林业

（AMAF）、金融（AFMM）、投资（友邦保险局）、

矿产（AMMIN）、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MBDC）、

科学与技术（AMMST）、电信科技和 IT（TELMIN）、

旅游（M-ATM）、交通运输（ATM）。

3、东盟社会 - 文化共同体 (ASCC)

建立东盟社会 - 文化共同体的目的是以人为本

并对社会负责，以期实现拥有持久团结和统一的东

盟成员国各国人民的东盟共同体，并为此作出贡献。

它旨在打造一个共同的认知，并建立起关怀与分享，

具有包容性，增强福祉、民生和人民福利的社会。

在一个和谐和以人为本的东盟中，东盟社会 - 文化

共同体将把重点放在建立人、文化和自然资源的可

持续发展。

东盟社会 - 文化共同体蓝图则代表以人为本的

东盟。坚持承诺解决该地区问题、提高人民生活质

量的愿望。目标是履行以人为中心和对社会负责的

具体和富有成效的作用。合作行动基于东盟共同体

的三大支柱：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一体化，

这些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这些关联对确保互

补和目标一致是必要的。该蓝图于 2009 年 3 月 1

日在泰国的第 14 届东盟首脑会议上提出。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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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CAF)

安邦咨询 (ANBOUND)
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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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国内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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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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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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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2009-11/01/c_13430926.htm

附录一：中国进出口银行

APPENDIX A  ABOUT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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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CAF)

安邦咨询 (ANBOUND)
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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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总监王水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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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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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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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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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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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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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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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108		中投网，http://www.china-in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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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CAF)

安邦咨询 (ANBOUND)
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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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安邦咨询简介

APPENDIX C  ABOUT ANBOUND CONSULTING (AN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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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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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