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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中国 - 东盟贸易投资及产业结构分析

判断未来几年东盟及中国的发展趋势和政策调节的

Analysis of China-ASEAN Trade,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方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东盟国家及中国基本经济状况

2012 年即将结束，在低迷的世界经济中，东盟

分析东盟和中国的基本经济状况和人口状况，

国家的经济表现却颇为抢眼。按照 11 月下旬日本

有助于了解相关国家的总体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大和证券的分析，东盟国家超过中国成为低成本产

本文考察的主要经济指标包括国土面积、人口、

品制造中心的趋势日渐明显，在未来五至十年内中

GDP、人均 GDP、区域内贸易比率、人口中位年龄

国很可能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因此，分析东

数等等。表 1 反映了东盟十国、中国、日本等国相

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及产业结构状况，对于

关指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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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数据，可将东盟十国的情况分成五组。

4、第四种情况是印尼，其国土面积占东盟总
面积四成多，而人口总数和 GDP 贡献率也占东盟

1、第一组是新加坡，其国土面积以东盟为 100
时，仅被标示为零，人口占 0.9%，接近 1%，但是

总数的约四成，这反映了印尼的基本经济状况比较
正常，既未超常发展，也并非落后。

GDP 的贡献率却为 11.8%。反映了新加坡几乎以微
不足道的国土面积和同样微小的人口比率却贡献了
东盟一成以上的 GDP。

5、在第五组中，柬埔寨、越南、老挝和缅甸
四国在东盟的国土面积比重和人口比重都较高，但
GDP 贡献率却较小，是东盟中经济状况较差的国家。

2、第二组首先是泰国，其以国土面积和人口

其中，越南的人口密度较大。

总数而言，均占东盟一成，GDP 贡献约占两成，表
明泰国的经济状况较好。同样较好情况的还有马来

目前国际上用年龄中位数指标作为划分人口年

西亚，人口占 4.7%，GDP 贡献 12.8%。文莱也属于

龄构成类型的标准。年龄中位数在 20 岁以下为年轻

这一发展程度范围。

型人口；年龄中位数在 20-30 岁之间为成年型人口；
年龄中位数在 30 岁以上为老年型人口。年龄中位数

3、第三种情况是菲律宾，以占东盟 6.8% 的国
土面积，超过一成半的人口， 对东盟 GDP 的贡献

向大变化的趋势反映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国人口中
位数 2010 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发展门户网站 1。

超过 10%。

1

“中国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2011-11-3，http://cn.chinagate.

cn/infocus/2011-11/03/content_238167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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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各国数据可见（图 1），年龄中位数在

猛增至 66%，这一方面反映了缅甸改革开放以后，

30 岁以上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有新加坡、泰国、中

继续大量进口物品用于生活和建设。柬埔寨、印尼、

国和日本。东盟国家中，新加坡的人口中位数值最

越南、泰国的进口增幅也很高。马来西亚和印尼的

高，反映的是其老龄化程度相对较重。人口中位数

进出口增幅基本持平，这反映了经济对进出口的依

最年轻的国家是老挝，但因为老挝人口占东盟比率

赖比较平衡。

又很低，所以表明了这些年轻人口对东盟劳动市场
的提供能力也必然较低。
二、东盟国家近年的贸易情况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分类方法，按主要商

2. 进出口目的地及来源地
以 2011 年情况为例，东盟国家出口和进口的
前五名国家 / 地区表现了一些明显的差异，见表 3。

品进出口大类别可分为农业产品、燃料和矿产品、

从表 3 可见，各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

制造业产品，并按照主要贸易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国

源地非常不同（除了老挝未有相关资料外），主要

再分为前五名情况。

有以下情况：

1. 出口和进口的年度百分数变化情况

（1）出口情况，文莱前两位的出口目的地是
日本和印尼。同样以日本作为第一个出口目的地的
还有印尼和菲律宾。以美国作为第一出口目的地的
是柬埔寨和越南。以中国作为第一出口目的地的是
马来西亚和泰国。以泰国作为第一出口目的地的则
是缅甸。新加坡的第一出口目的地是马来西亚。
（2）文莱进口的来源地主要是马来西亚、新
加坡、日本。以中国作为第一进口来源地的是柬埔
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和越南。新加坡
的第一进口来源地是欧盟。菲律宾和泰国则以日本
为第一进口来源地。
（3）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其五个主要出
口目的地，又是同样顺序的进口来源地是中国、新
加坡、日本、欧盟和美国，这明确表明这五国 / 地
区对马来西亚贸易的相对重要性和稳定性。类似情
况的还有菲律宾，既以日本为第一出口目的地和进
口来源地，又以美国为第二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
地，同时中国为第三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这

根据表 2 数据，2011 年出口的年度百分数变化
情况最大的是文莱、柬埔寨和越南；印尼、泰国和
马来西亚的情况也较好；缅甸和菲律宾 2011 年出
口与 2010 年相比均为大幅下降。尤其是菲律宾，
其出口收到灾害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出口增值为负
数。从进口看，缅甸在 2011 年时从 2010 年增值的 9%

表明菲律宾与这三个国家的经贸关系比较稳定。
（4）东盟国家中（暂无老挝数据）仅有缅甸
以印度作为主要的出口目的地之一，印度占其出口
的第三位。而其他东盟国家的前五位出口目的地和
进口来源地中均没有印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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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域内贸易

国这些世界级消费市场有关。

东盟的区域内贸易是以十国之间互相依存的经

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对区域内

贸关系来体现的（见图 2）。按照大和证券 - 大和

贸易的依存度比较相近。从老挝的最高与越南的最

总研的数据看，在东盟内对区域内贸易依存度最高

低区域内贸易依存度可见，同属湄公河流域国家和

的是老挝，超过六成，其次是柬埔寨的域内贸易比

较困难的国家，越南在产品走出去方面领先老挝很

率为五成，再其次是缅甸和马来西亚。越南的区域

多，老挝的产品出口显然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

内贸易比率最低，还不到两成，这与越南的低端制
造业产品主要出口至美国、欧盟、中国、日本、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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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倾向上看，以马来西亚为例，2012 年 2

月份，马来西亚工业和贸易部长穆斯塔法明确表示， 为例，东盟 10 国外资流量和存量的对比。
马来西亚对外经贸关系以紧密程度排序为：东盟、
“10+3”、“10+6”、TPP。即马来西亚经济发展
的立足点在于东盟。
三、东盟国家及中国引进外资情况

从图 4 可以看出，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外资
流入至东盟国家的前三位顺序都是新加坡、印尼和
马来西亚。这种规律表明这三个国家在吸引外资方
面一直是稳定增进的，这可从存量与流量上完全呼

东盟国家及中国近年都积极吸引外资，从流量

应的情况反映出来，必然也反映了相关国家支持引

上看，东盟从 1979 年引进外资 1698 万美元到 2011

入外资的政策相对有利于投资者。以印尼为例，今

年的 1165.39 亿美元。而中国从 1979 年刚改革开放

年春季新矿产草案出台，是一些利益已深深植于印

时吸引外资 8 万美元至 2011 年的 1239.85 亿美元流

尼的外国投资者紧张，然而新的矿产法草案尚未最

入额，反映了增加幅度非常明显。

后订立，而此之前，世界大型能源公司已布局于印
尼多年。

从 图 3 的 流 量 趋 势 可 以 看 出， 从 2008 年 至
2011 年，东盟 10 国中的文莱、老挝、缅甸和菲律

新加坡的外资存量也占至东盟的一半，说明世

宾的外资流入量较低，新加坡则吸引的外资最多，

界流入东盟的外资有一半停留在新加坡。泰国外资

例如 2011 年流入 640 亿美元居于首位，贡献了东

存量（1397 亿美元）不到越南（727 亿美元）的一倍，

盟流入外资的一半多。其次是印尼，2011 年外资流

而对东盟 GDP 的贡献（17.0%）则三倍于越南的 5.6%

入 189 亿美元，位居新加坡之后的第二位。马来西

（参见表 1）。从某种角度说，泰国利用外资用于

亚 119 亿美元位居第三位。图 4 反映了以 2011 年

经济发展的效率远高于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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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盟国家的产业状况
1. 主要产业情况

出口的两倍，说明对该产业的依赖也较大。
（3）柬埔寨的制造业产品占其出口比重高达

从进出口商品的角度看东盟国家的产业情况有

93.7%，该国的人口占东盟 2.5%，而 GDP 贡献占

两方面意义，一是进出口情况事实上反映一个国家

0.6%，反映了其出口并未给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大

的主要经济发展领域，二是与其他经济指标结合分

贡献，这说明出口制品必然是在低价值的制造业

析，也能反映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度和政策倾向。

链条上。

以 2011 年情况为例，东盟国家除了老挝之外，

（4）新加坡、泰国、越南均是以制造业产品

其出口和进口情况分为农业、燃料及矿产业和制造

为主要出口和进口领域的国家，而泰国和越南的农

业产品。

业出口也占据较大比重，其稻米出口居世界前列。
新加坡则是以能源领域产品居出口第二位，例如其

（1）文莱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时是燃料和矿产
品类，占了 2011 年出口值的 96.4%，而依靠进口的

液化石油天然气技术居亚洲领先地位，但同时国土
较小，也依赖于能源产品的进口。

79.3% 在制造业产品。文莱的情况反映了其对燃料
和矿产品出口的严重依赖程度。尽管相关政策正计

（5）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也是较依赖于制造业

划加强农业和制造业领域发展，不过截至目前依靠

产品出口的国家，但是菲律宾更依赖于制造业产品

能源的状况尚未改变。

出口和进口，而马来西亚能源产品出口占国家出口
的二成，农业产品的出口也较高，显示了产业分布

（2）缅甸的燃料和矿产品出口几乎是制造业

相对均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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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发展趋势

对于“世界工厂”的真正涵义，安邦咨询首席
研究员陈功强调，世界工厂是一个组合，“世界工

据大和证券公司 12 月上旬的分析，大和证券

厂 1.0 版”转移至东盟很正常。而中国要做的是“世

经济学家孙明春和 Christie Chien 认为，低端制造业

界工厂 2.0 版”，日本可做“世界工厂 3.0 版”，

会不断地从更先进的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这种

欧洲做“世界工厂 4.0 版”，美国做“世界工厂 5.0 版”

“雁行模式”理论早已讨论多年，但目前的情况看

等等。之所以强调组合的观点，主要在于东盟国家

东南亚国家因为成本低于中国，其成为低成本制造

仍然存在两个方面问题：1、投资环境不如中国；2、

中心的趋势未来几年可能会加速，并导致中国可能

经济体量小。两者对比，经济体量小的问题限制性

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 2。
报告认为，由于最近几年中国的工资水平经历
了快速增长，东盟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如今比中国低
得多。因此，制造业生产正在从中国转移到“东盟
七国”，即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老
挝、柬埔寨和缅甸。由于东盟七国的劳动力成本低、
人口结构更有优势，以及这些国家最近实施的经济
开放政策等，都使得正反馈循环开始。
然而，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认为，中国的

更严重，难于实现产业链的配套。例如，制造运动
鞋尚属较简单行业，但如果是复杂的配套，东盟的
经济规模较小国家就将显现出困难。
五、小结
通过分析东盟国家基本经济、贸易、投资和产
业情况，可以得出结论：东盟国家的经济较多元化，
差异巨大，新加坡已属于先进国家行列，但产业发
展仍然受国土狭小制约，并开始受到老龄化的影响。
文莱过于依赖石油产业，对地区的整体影响非常有

情况并不如此悲观，中国转移出去的生产制造环节， 限。越南、柬埔寨是被国际看好的低成本制造业国家，
大部分是非常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随着中国 但柬埔寨对地区经济的贡献仍然在最低水平之类，
的多种成本上升，这些行业肯定难于留在中国。但

与老挝相近，因此距离成为世界工厂相差较远。越

“世界工厂”包括更多的产业环节，在如下领域中

南和缅甸对地区的经济贡献好于柬埔寨和老挝，但

国仍可以有优势：1、需要一定技术的产业环节；2、 是越南的最大出口目的地是美国和欧盟，以及第三
需要大量产业配套的产业环节；3、需要贴近中国 位的中国，因此严重受制于世界经济的整体状况和
市场的产业环节。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

巨大消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情况，这使越南难于在 5

条上，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中国现在调结构、强

至 10 年内彻底改变该种状况而升级其产业链。而且

调创新，一定要提升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位置。中

不可忽视的是，越南的第一进口来源国是中国，来

国今后要发展为升级后的“世界工厂”。为此，中

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占达两成多（23.8%），这种依赖

国未来需要做好如下方面的事情：1、控制不恰当

性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限制了越南与中国在制造业

的发展模式导致的要素成本大幅上涨，如土地成本， 领域的竞争。缅甸的进口产品中，制造业制品占一
再不能任由“土地经济”模式大幅拉抬土地成本。 半多（52.2%），而且第一进口来源国也是中国，这
劳动力成本肯定会刚性增加。2、强化教育，尤其
是职业教育体系，要有能力培育一批有水平的技术
工人，为今后升级版的世界工厂提供较高质量的劳
动力供应。3、一定要鼓励和支持企业的创新和升级，
这方面可以配套较多的政策与财政资源支持。

说明该国在制造业的成长方面必然需要更长的时间。
因此，在政策调整方面，中国应该利用较普通
制造业还将至少有 3-5 年时间留在中国的时期，主
动升级制造业和主动转移低端制造业，两者同行。
这需要密切关注东盟国家和各地区的产业政策、产
业发展动态和其他社会经济形势，从而形成更准确

2

“劳工崛起给东南亚带来机遇和挑战”，2012-12-6，http://www.

cn.wsj.com/gb/20121206/bas120004.asp?source=Up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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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升级目标和部署。

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泰国结束“首车计划”对汽车市场的影响
有限
The End of Thailand “First-Car Tax Rebate
Scheme” Expected to Make Limited Impact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预期，2013 年仍将是泰国汽
车制造业的好年头，尤其是在出口方面。汽车生产
厂商将把集中产能供应出口订单，确保汽车出口实
现良好增长，出口量可望推高至 123 万辆至 129 万
辆的水平，增幅达 20% 至 26%，以弥补国内销售量

目前全球经济疲软，泰国汽车市场的需求放缓。 可能萎缩 2% 至 7%（销售量为 134 万辆至 141 万辆）
今年前 10 个月泰国汽车产量为 1975783 辆，同比
增长 48%，其中累积出口量为 840149 辆。该国去
年因遭受洪水袭击，汽车总产量仅为 1457795 辆，
其中 735627 辆用于出口。然而，泰国因 2012 年的
“首车计划”而快速成长的汽车市场在 2013 年预
计会萎缩 5-10%。12 月 4 日，泰国五十铃汽车公司
（ISUZU）负责人芭娜达表示，在“首车计划”政
策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后，2013 年泰国汽车
市场恐收缩 5-10%，但仍处于汽车商可接受的范围
内。此前马自达（MAZDA）、日产（NISSAN）和
雪弗兰（CHEVROLET）等几家汽车生厂商一致认
为 2013 年泰国汽车市场将略有缩水，2012 年是泰
国汽车业发展的黄金年份，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汽
车公司的员工奖金和年终分红均有所增加 3。
尽管 2013 年泰国汽车市场形势不如 2012 年，

的损失。由于将于首次购车优惠政策使一部分未来

但市场整体基础较好。经济形式不仅仅是 1 吨承重

需求提前到今年和明年上半年（该优惠政策今年底

货车和轿车，大型卡车的销量走势也很乐观，源自

到期结束，但今年内已付定金但明年交车也可享受

各类工业项目对大型卡车的需求增长速度快，目前

优惠），可能导致 2013 年下半年销售量出现萎缩，

公司大型卡车的订购量相当大。在分析 2013 年汽

而预期出口量的大幅增长可弥补国内销售萎缩的损

车销量上，不仅仅应该看“首车计划”是否到期，

失。因此，预计 2013 年汽车生产总量有机会再创

也应该看经济基本面上分析。泰国从 2012 年下半

新纪录，生产总量可望达到 250 万辆至 260 万辆水

年已经显示出经济向好的兆头，尤其是 2012 年第 4

平，同比增长 5% 至 9%。

季将出现比前 3 个季度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吉迪腊指出，泰国政府
只需完成计划内的税收增加目标已经足够，并且不
3

“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吉迪腊称景气好转不担心 2013 年税收”，

2012-12-5，
http://news.hexun.com/2012-12-05/148691047.html

应该制定过高的财税收入目标水平。因为如果征收
财税过重，会影响经济增长趋向萎缩，内阁已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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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宣布国家财政赤字政策水平，如果征收过多也

场。旅游、医疗、教育以及娱乐业逐渐成为印尼国

就与内阁施政目标不相符合。泰国政府在削弱个人

内新兴的支柱产业。同时，印尼人口结构的年轻化，

所得税的征收百分比的同时也在扩大税基，所以总

也是中产阶层数量激增的关键。在印尼 2.45 亿人口

体来说对财政收入影响不大，但实际上对刺激消费

中，35 岁以下年轻人的比例就占据了 60.8%。事实上，

也影响有限。吉迪腊表示，2012 财政年度法人所得

印尼中产阶层持续壮大引发的消费热潮引发了广泛

税减至 20% 所产生的影响，不会大于上个财政年度

关注。麦肯锡公司就预计，到 2030 年，印尼将成

法人所得税降至 23% 时的影响，因为本财政年度降

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目前，印尼的经济规模在全

低幅度仅 3 个百分点，而上个财政年度由 30% 降至

球排名第 16 位。看好印尼经济前景的人士甚至认

23%，降幅达 7 个百分点。因此，2012 个财政年度

为，印尼极有可能在未来取代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

法人所得税征收比率降低的影响作用小于上个财政

印度，成为金砖国家中代表英文首字母“I”的国家。

年度，而税务厅有效扩大了纳税户基础，所以不应
存在担心。

在坚挺的个人消费和投资拉动下，经济保持稳
健增长的东南亚各国出现了一股涨工资的热潮。在
出口占 GDP 达 70% 的泰国，让增长基础由出口转

印尼上调最低工资在东盟各国成为趋势

为内需是亟待解决的政策课题。印尼和泰国主要城

ASEAN Members Follow Indonisia to Raise the
Minimum Wage

市 2013 年的最低工资被提高同比 4 成还多，政府
想通过此举提高购买力、维持经济增长。与此同时，
越南政府也正在探讨 2013 年 1 月提高普通劳动者

截至 11 月 24 日，印尼各主要城市明年 1 月生

的最低工资。外资企业较多的首都河内市和胡志明

效的最低工资标准几乎已经全部出炉。雅加达较去

市最低工资有可能达每月 270 万盾（810 人民币），

年提高了 44%，为每月 220 万印尼盾（约等于 1320

提高 35%。马来西亚将从明年 1 月开始首次引入最

人民币）。在工业区聚集的西爪哇省，茂物 (BOGOR)

低工资制度。首都吉隆坡所在地马来半岛的最低月

市的最低工资也比去年上涨了 7 成以上，丰田汽车

工资为 900 令吉（约等于 1800 人民币）。由此看来，

等厂商的主力工厂所在地卡拉旺市的最低工资也上

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各国将在未来迎来以内需为动

涨了近 6 成。引人关注的是，目前印尼通货膨胀率

力的新一轮经济增长。

很低，消费物价指数同比涨幅仅为 4% 左右。此时，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有效拉动印尼的内需。在印
尼，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5%。在全
球经济减速导致资源出口缩小的局势中，坚挺的消
费是印尼 6% ～ 7% 经济增长率的驱动力。为了维
持就业，拥有 2.4 亿人口的印尼也必须刺激消费，
确保 6% 以上的经济增长率。
近 5 年来，印尼人均消费支出以每年 4.7% 的速
度递增。支撑这一消费增速的主要动力，正是印尼
国内中产阶层数量的急剧扩大。2006 年，印尼国内
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1 万美元的只有 660 万户，
而去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达 1370 万户。这一
消费群体的出现，正在不断改变印尼国内的消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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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经济短期难改过度依赖石油产业的局面

提升了 45 位和 2 位。而施工许可证获得批准的排

Brunei’s Economy Cannot be Diversified Away
from Oil in the Short Term

名大幅提升的原因主要是文莱政府新实施的系统。
这个新的系统主要焦点在风险管理。文莱政府的建
筑和施工主管部门（Authority for Building Control

为确保油气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到 2035 年实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ABCI) 主 要 对 有 资 格 递

现日产油 80 万桶的目标，文莱政府决定推出石油

交建筑施工规划的法人（Qualified Persons,QP）进

增产计划并加大投入，在陆地和海上进行一系列油

行风险评估。其中，QP 的责任除了保证图纸的准

气勘探，开发新油区，加强油气资源开发。其中，

确性和可行性，还要监督施工过程和安全防范 。由

文莱壳牌石油公司明年计划启动总额约合 22 亿美

此可见，文莱政府在发展国内经济上想进行多元化，

元的系列开发计划，法国道达尔、马来西亚国家石

并且也为此做出不少行政审批改革，但目前看来效

油公司等也将分别投入数亿文元推行相关计划。文

果一般。

莱是东南亚第四大产油国，也是世界第四大天然气
生产国，石油和天然气是其经济的两大支柱，工业
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左右，同时也是文莱出

柬埔寨投资短期仍有风险，但长期看好

口创汇的最主要来源，石油天然气出口额占总出口

Investing in Cambodia: Short Term Risks, Long
Term Prosperity

额的 90%。
据文莱《婆罗洲公报》12 月 11 日报道，文莱
昨日发布 2012 年经济情况预测，认为文莱 2012 年
经济增速将为 1.6%，略低于去年的 2.2%。增速放
缓的主因是作为文莱经济支柱的油气产业小幅减
产，同比降低 1.2%，油气开采和天然气液化加工产
出分别同比降低 1.2% 和 1.5%。同时，文莱目前大
力推行的经济多元化并未对其非油气产业带来显著
提升，仅实现 4% 的非油气产值增长。尽管政府服
务和民众消费有所增长，但服装制造业和林业产出
持续降低。今年 10 月，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分别将今年文莱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 1.5%
和 2.7%4。
为了使文莱经济在短期内达成多元化转变，文
莱政府推动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其成果也可从
2013 年世界银行对文莱开展业务的排名上看出来。
在创业容易度、税收管理效率、施工许可证获得批
准和跨边境贸易便利度等类别中，虽然其他的类别
的排名都有不同程度的小幅下降，但文莱在施工许
可证获得批准和创业容易度相比 2012 年排名分别

日前亚洲各国领袖云集柬埔寨出席东亚及东盟
峰会，令柬埔寨这个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的国家，
成为全球的焦点。其实，柬埔寨对东盟以至东南
亚的经济贡献，自 1999 年加入东盟及 2004 年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一直持续增长。柬埔
寨过去十五年的本土经济平均增长更达 8%，虽然
2009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导致收缩，但经济已于
2010 年恢复至 6% 的增长，2011 年更达 6.9% 的增长。
亚洲发展银行预期 2012 及 2013 年的柬埔寨经济增
长分别为 6.4% 及 6.8%，分别高于区内 5.2% 及 5.5%
的增长。此外，柬埔寨还有巨大的投资潜力。柬埔
寨拥有石油、金、铁、铝土等多种矿产资源，但均
未进入实质开采阶段；拥有丰富水力和旅游资源，
但有效利用不足。
目前，中国企业在柬埔寨也有较多业务。中国
和柬埔寨于 2006 年宣布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2010 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于柬埔
寨的文化习惯与中国相似，中国与柬埔寨间的经贸
投资活动频繁。柬埔寨投资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从
2006 年到 2012 年 8 月，中国企业在柬埔寨的投资

4

“文莱 2012 年经济预计增长 1.6%”，2012-12-11， http://www.

超过 82 亿美元，远超过韩国的 38 亿美元和美国企

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12/201212084761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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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 9.24 亿美元。中国已成为柬埔寨的重要贸易伙

总金额达到 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1%。据越南计

伴，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步伐亦直接影响柬埔寨的

划投资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越南对柬埔寨的投资项

发展进度。1994 年至 2011 年，于外国投资的 246

目已从 2009 年的 56 个迅速增加到 2012 年前半年

亿美元中，中国已占超过三分一，约达 89 亿美元。

的 112 个，总投资额累计达到 23.6 亿美元。柬埔寨

2011 年，中柬双边贸易额 24.9 亿美元，较去年大

在越南对外投资的 60 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二位。

幅增长 73.5%。

此外，马来西亚、印尼、科威特等国在柬埔寨均有
投资项目。有分析认为，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柬
埔寨经济建设将在 2015 年达到新高 5。
此外，柬埔寨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也做了
不少努力。为了吸引投资，促进发展，柬埔寨政府
于 1994 年颁布《投资法》，2003 年又通过《投资
法修正法》，新的《投资法》对保护外国人赴柬埔
寨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投资法》，柬埔寨
政府鼓励投资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和高科技产业、
旅游业、农业、工业及加工业、基础设施及能源等；
投资优惠政策则包括免征全部或部分关税和赋税。
同时，美、欧、日等都给予了柬埔寨普惠制待遇。
对于柬埔寨的服装纺织产品，美国给予较宽松的配
额和减免增收进口关税，欧盟不设限，加拿大给予
免征进口关税等。这些优惠的措施一推出，无疑为
中国企业走进柬埔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投资平台。

然而，投资柬埔寨仍然有不小的风险。标普于
2011 年 11 月下调了柬埔寨的长期主权评级至 B（仍
然维持于垃圾评级类别），主要因为标普对柬埔寨

国际资本等待一个更成熟的时机投资缅甸

的财政状况仍感担忧。国民收入低（人均收入是全

Foreign Capital is Waiting for a More Mature
Moment to Invest in Myanmar

亚洲第二低的国家）及过分依重美元（以美元为主
要的流通货币），令国家于经济逆境时的应变能力
大减。尽管风险犹存，柬埔寨的经济发展潜力不容
忽视。
从 2005 年起，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大
企业也纷纷涌进柬埔寨建厂。外资的注入使柬埔寨
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经过几年的发展，柬埔寨国
民经济取得较大发展，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都得到
了较好的改善。2011 年柬埔寨共批准了 164 个投资
项目，投资总额达 70.1 亿美元，同比猛增 170%；
其中外国直接投资 5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72.6%。
2012 年 1 至 7 月，柬埔寨共批准 75 个投资项目，

2011 年行事诡秘的军政府下台之后，缅甸刚刚
向西方投资者开放。50 年军事统治期间，在其他亚
洲国家快速发展之际，缅甸的医疗、地产等行业极
度缺乏资金，因此私募公司从中看到了巨大的机遇。
但还有很多公司按兵不动，比如 KKR 和黑石集团
等知名品牌。对投资缅甸持相反两个阵营意见的外
国资金对缅甸的未来有重要意义。缅甸在军政府统
治期间筹资困难，而目前在改革了一年多之后，利
用国外资金的渠道仍然有限。西方国家过去 20 年
5

“ 赴 柬 投 资 热 潮 高 涨 ”，2012-12-14，http://www.people.com.

cn/24hour/n/2012/1214/c25408-19893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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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改革的进度很少像投资者希
望的那样快。缅甸以前也出现过私募投资失败的案
例。
仰光一处接近完工的房地产项目前，一名人力
车夫在等待顾客。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设有办
事机构、专注于房地产的投资公司 Yishan Capital
Partners 的执行合伙人 John Van Oost 说，缅甸地价
已经太高，而且当地的哪些合作伙伴可靠也还不清
楚。KKR 东南亚地区负责人路明说，很多人都在
涌向缅甸，而我们认为这个市场还没有做好准备。
诚然，缅甸国内外商界领袖都普遍预计，如果改革
继续进行，缅甸将成为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但如果企业不能从境外投资者手中获得资金，经济
为惩罚所谓缅甸侵犯人权而施加的制裁措施，大部

增长就有可能遇到阻碍。在我们看来，投资缅甸还

分已经取消。但在通用电气和百事等跨国公司到缅

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外资还在等待缅甸政府给出一

甸寻找机会之际，很多公司主要侧重于在缅甸销售

些明确的、可以落实的政策措施 6。

产品，而不是投资建厂或投资于其他资产。更糟的
是，当地银行仍然没有建立起为很多重要企业扩张
活动提供资金的贷款体系。

越南的金融改革迫在眉睫
Vietnam is Impelled to Initiate Financial Reform

投资公司 Silk Road Finance 最近在仰光开了一
家办事处。该公司说，目前为止它已经从私人投

11 月 24 日，越南政府公布经济数据，2012 年

资者手中筹集资金 2500 万美元。在伦敦和香港都

11 月越南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增长 7.08%，增

有办事机构、管理资产 13 亿美元的投资公司 Cube

幅高于 10 月份的 7%，创过去半年最高增速。数据

Capital，最近投资了缅甸的两笔房地产生意，价值

还显示，11 月越南 CPI 环比上升 0.47%。但与此想

逾 2000 万美元。该公司打算筹集最多 2 亿美元的

对应的却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之前几年的经济增

资金用来投资亚洲的多个新兴市场，约四分之一的

长率曾经保持在 7% 以上，但是今年却只有 4.8%，

资金以缅甸为目标。但部分投资者担心缅甸的政治

离 5.2% 的既定目标差距不小 7。屋漏偏逢连夜雨的

经济风险依然太大，并担心资产价格已被哄抬至不

是，越南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越南是全亚洲房

合理的水平。另一些投资者则认为，要投资的话，

租下跌最快的国家，河内 B 级写字楼的租金最近 3
投资规模实在太小。对外国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如何， 年下跌了近四成，但出租率却依然不足 80%。
以及即使投资业绩不错，基金公司能不能退出，这
越南现在经济困境是由“信贷驱动型”经济和
些都是投资者心中悬而未决的疑问。缅甸缺乏有一
定分量的公司债券市场或股票市场，只有一个不成

国内糟糕的金融体系共同作用的结局。越南的最近

熟的银行系统，所以投资者很难通过当地市场将其
投资套现。此外，持有更加怀疑态度的亚洲私募投
资者说，他们从过去某些国家开放市场（特别是 90
年代的越南）的过程中领教到，先行者未必挣钱。

6

“ 缅 甸 是 金 矿 还 是 陷 阱 ”，2012-11-29，http://cn.wsj.com/

gb/20121129/bas084252.asp?source=UpFeature
7

“ 越 南 11 月 通 胀 率 升 至 7.08%”，2012-11-25，http://news.

hexun.com/2012-11-25/1483263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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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的信贷增长率高的惊人，几乎每年都达到了

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特区吸引投资效果显著

50% 以上。越南政府不得以在最近几年调高利率来

Malaysia Iskandar Has Shown Impressive
Attraction on Investment

压制信贷暴增，但效果不明显。而且，绝大多数的
贷款最终都流向了房地产领域。据统计，越南的房
地产贷款达到了 GDP 的 10%。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
银行的坏账成为了让人头疼的问题，虽然官方公布
的数字（6.6%）仍在容忍范围内，但国际评级公司
则给出了几乎三倍于官方的数字。
越南政府希望加快国内金融改革的速度来避免
泡沫破裂伤及实体经济，同时促进国内经济增长。
越南总理阮晋勇在 11 月 27 日河内举行的东亚金融

12 月 11 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依斯干达
经济特区发展大会上表示，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已经累计吸引投资约 337 亿
美元 9，其中 120 亿美元是外来投资，约占总投资
额的 36%。依斯干达经济特区的热点投资领域主要
集中在工业和制造业，两者的投资额分别为 351 亿
林吉特 ( 约合 112.5 亿美元 ) 和 339 亿林吉特 ( 约合
108.6 亿美元 )，分别占总投资的 33.4% 和 32.2%。

稳定与监管国际会议上表示 8，当前的国际金融危

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经济特区成立于 2006 年 7
月 30 日。根据规划，该经济特区将成为马来西亚
南部最重要的经济区域。
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特区是一个独特的经济特
区，坐落在马来西亚半岛最南端的柔佛州，与新加
坡仅一水之隔。特区占地 2217 平方公里，相当于
新加坡的三倍，拥有三个世界级的海港以及两个
国际机场，铁路和高速公路顺利的链接新加坡与马
来西亚内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依斯干
达特区有着很强的成本竞争力，其首府新山的重要
地点的办公楼租金还不到数公里外新家坡的五分之

机、全球经济放缓和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市场使东
亚金融体系面临许多风险，东亚各国领导人、决策
者以及金融监管者需要继续加强政策协调和监管合
作，通过对金融市场更有效的管理来建设更加安全
和稳定的东亚金融体系。对于国内的金融改革，他
表示，当前越南的金融市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重组
银行系统，改革金融体制，保持金融稳定和建立符
合国际标准的监管机制，从而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和
宏观经济稳定。

8

“越南总理：经济和房地产泡沫已经将金融拖得撑不下去了”，

2012-11-28，http://news.hexun.com/2012-11-28/1484287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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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来西亚经济特区累计吸引投资 337 亿美元”，2012-12-11，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2/11/c_113991196.htm

一。而且，作为马来西亚政府指定的主要发展枢纽，
除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提到的工业和制造业外，
教育，金融服务，医疗保健，物流等服务业也是特
区政府着重推介的投资领域。在 12 月 4 日北京召
开的第四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上，马来西亚
的依斯干达特区的展台向外界展示了当地的电力电
子，食品与农产品加工，金融服务和物流等众多投
资项目。

老挝大力推介磨丁经济开发区
Laos Strongly Promotes Boten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12 月 20 日，老挝投资说明会在北京召开。老
挝驻华大使宋迪·本库出席并致辞，会议主要推介
了老挝磨丁经济开发区。
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地处亚洲中南
半岛的东部。丰富的矿产资源的盛产柚木、紫萱、
红木等珍贵木材是老挝引以为傲的财富。由于地理
原因，陆路运输是老挝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老挝
磨丁与中国的磨憨口岸接壤，是中国通向老挝唯一
的国家级口岸和通往东南亚最便捷的陆路通道。在
中国 - 老挝跨境经济合作框架下，一个落实老挝革
新开发战略，“建设国门型、综合性的新兴自由港、
世界级免税天堂、东南亚旅游胜地的经济特区”的
老挝磨丁经济开发区正在蓬勃发展中。于老挝磨丁
接壤的中国磨憨与磨丁共同组成了磨憨 - 磨丁经济

开发区，该开发区在云南省政府与老挝政府合作下
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目前 GMS（湄公河次区域）和中国 - 东盟自
由贸易区建设都面临新增长点不足的挑战，而磨憨 磨丁跨境经济区可以成为促进这两大合作体共有的
增长点。

15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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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调低 2013 年经济增长预期
Singapore Lowered 2013 Economic Growth
Expectations
12 月 12 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金
管局）发布了基于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的季度调查
报告。该报告显示，新加坡 2012 年全年经济增速
预期由 9 月份公布的 2.4% 调低至 1.5%，通胀水平
的预测由 9 月份的中值 4.4% 调高至 4.7%。在分析
原因时，金管局的报告将主要原因归咎于新加坡的
外向型行业受累于全球的需求下降和持续的市场未
恢复状况，所以与贸易有关以及受影响较大的金融
行业都显示出显著的下降的趋势。而诸如旅游，教
育等相对稳定的行业则受影响不大。
在这份报告中还提及，亚洲（日本除外）的经
济增长很可能已经触及谷底，不少国家的已经出现
了适度的回升。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活动已经趋于稳
定，最新的数据表明中国在 2012 年第四季度的经
济情况好于第三季度。

长了 6.2% 和 5.2%。这主要是受惠于当地的固定资
产投资和私人消费支出缓解了出口放缓的负作用，

在对 2013 年经济前景展望上，该报告持乐观

并伴随着宽松的货币条件，健康的就业带动的低收

态度。并且还着重说明了东盟几个较大的经济体的

入家庭的私人消费。东盟四大经济体（马来西亚，

出现的强劲增长：印尼和马来西亚第三季度分别增

印尼，泰国，新加坡）在 2012 年的总体增长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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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4%，2013 年的预测增长率约为 5.2%。详细对
比见表 9。

亚洲开发银行表示，预计到 2015 年，菲律宾
的城镇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再加上菲律宾的高人
口自然增长率的作用，所以将有可能面临农业生产

由此可见，新加坡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依旧持有
乐观态度。

不足的情况。菲律宾政府现在就要加大农业投入，
尤其是在科技、交通以及农场至市场的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按照全球标准，农业投入应当占到一个国

菲律宾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
Philippines Boosts Foreign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家 GDP 的 2%，而菲律宾仅为 0.5%。
在此次洽谈会上菲律宾农业部主要推介了 7 个
投资项目：

在 12 月 4 日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对外投资

其中即有普通的农业灌溉设施更新建业，也包

合作洽谈会上，菲律宾代表团大力推介了当地农业

括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甚至还涉及到了高科

及农业设施建设的投资机会。

技的有机食品实验室的筹建。由此可见菲律宾政府
对振兴本国农业的决心。

农业是菲律宾的主要经济部门，其产值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 22%。在菲律宾 3000 万平方公里的国
土面积中，约 47% 是农业用地，农业潜力较大。但
由于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资金匮乏，以及过去农
业政策不合理等原因，严重制约了菲律宾农业的发
展。近些年来，农业产量略有提高，但因人口的增长，
人均农业产量并未增加。由于菲律宾的水稻生产和
产后环节技术比较落后，全国每年要进口 200 多万
吨大米。因此，菲律宾政府一直把增加水稻单产和
减少产后损失作为解决粮食安全的重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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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中国东盟经贸往来

CHINA-ASEAN ECONOMIC & TRADE COOPERATION
中国和泰国等国在粮食安全上进行合作
China Cooperated with Thailand on Food
Security
于 12 月 3 日至 4 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
对外投资洽谈会上，泰国的展台展示了该国丰富的
农产品。安邦的研究人员与泰国展台的工作人员交
谈之后了解到，泰国非常希望中国企业来投资其农
产品。无独有偶，中国总理温家宝近日访问泰国不
仅仅关系到安全、基础设施和投资问题，双方还做
成了一笔帮助解决其大米问题的交易。中国对进口
大米的需求飙升，今年大米进口量几乎增长了三倍。
泰国则面临着大米过剩的问题。储存大米的地方已
经放不下了，新一季的收获马上又要进入粮仓，储
藏的成本和相关补贴对预算造成了沉重压力。在温
家宝访问泰国期间，四家泰国出口商与中国买家签
订了涉及 30 万吨大米的初步交易，其中包括价格
较高的泰国香米。泰国商业部外贸厅副厅长提坎蒙
(Tikhumporn Natvaratat) 说，中泰签署的八份谅解备
忘录包括泰国香米、精白米和糯米，平均价格为每
吨 800 美元，总价值 2.4 亿美元。
瑞信 (Credit Suisse) 驻新加坡分析师沙迪拉泰
(Santitarn Sathirathai) 说，与中国的谅解备忘录显示
出，泰国政府本身成了大米贸易商，随着泰国政府
试图清空储藏空间，未来我们还将看到与其他国家
的更多这类举措，但泰国将会承受损失，因为进口
商不会以高于市场价格购买。与此同时，日前从广
西检验检疫局获悉，南宁保税物流中心近日受理了
一批来自柬埔寨的进口香米。这是自国家质检总局
《关于柬埔寨精米输华的公告》发布以来，南宁辖
区进口的首批柬埔寨香米。业内人士认为，这意味
着中国居民对大米的消费口味呈现出“升级换代”
的需求。
巴基斯坦卡拉奇的贸易公司 Rice Tex 的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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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长 Abdul Aziz Ghaffar 说，泰国贸易公司正向老
客户供应巴基斯坦大米，因为这种大米更便宜。交
易商说，泰国要想推动出口、出清过剩大米，就需
要在价格上具有竞争力。一些人质疑这次的政府间
大米协议缺乏数量或价格等具体细节。泰国稻米出
口商协会 (Thai Rice Exporters Association) 荣誉主席
Chookiat Ophaswongse 就是质疑者之一，不过他认
为协议也有一些可取之处。Chookiat Ophaswongse
说，谅解备忘录对双方都有好处，因为它显示出泰
国在努力解决大米过剩的问题，而中国无需真正购
买大米就获得了紧急情况下的供应保证。
粮食自足在中国是个敏感话题，但近年来，大
米和玉米的进口量有所上升。中国国家粮油信息中
心高级分析师胡文忠说，中国大米进口量增加是由
于国内价格上涨，预计 2012 年进口量将超过 200
万吨，较去年的 57.8 万吨出现剧增。中国进口的大
米大多采购自价格更低的越南和巴基斯坦。目前，
中国 70% 的进口大米来自越南。

中国参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有哪些合作空
间？
What Is the Room of Cooperation for China’s
Involvement in GMS?
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的启动是从 1992
年开始，由亚洲开发银行在其总部所在地菲律宾马
尼拉举行了首次大湄公河次区域六国首次部长级会
议。如今进入第十八次部长会议。于 12 月 12 日在
南宁举行的这届会议进一步讨论成立区域电力协调
中心（RPCC）、成立 GMS 铁路联盟、制定区域
投资框架等议题，并审议《GMS 人力资源战略框
架及行动计划（2013 － 2017 年）》、《实施降低
GMS 地区流动人口感染艾滋病风险备忘录的行动

计划》等成果文件 10。
湄公河次区域地区合作的核心在于促进各个方
面的全面发展。目前，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范围包括
中国（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柬埔寨、老挝、
缅甸、泰国、越南，总面积 256.86 万平方公里，总
人口约 3.26 亿。中国参与的 GMS 的合作领域非常
广泛，主要有交通、电力、信息通信、农业、环境、
卫生、旅游、人力资源开发、贸易与投资、禁毒与
替代种植、科技这十一项领域。截至 2011 年底中
国参与的 GMS 主要合作领域见 20 页表 11。

上互联互通合作，集思广益。伴随着中国—东盟自
贸区的建成与发展，“零关税”政策的普遍推行、
各国市场和投资的开放，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往
来更趋频繁。航空、陆路、海运等对接东盟的立体
化交通网络逐步建立，拉近了中国与东盟空间上的
距离 。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2 年 7 月发布的《世
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2 年和 2013 年中国仍
将保持 8% 和 8.5% 的高速增长，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东盟国家也将保持 5.4%

从新的电力协议、区域电力协调中心、GMS
铁路联盟、区域投资框架、人力资源战略框架及行
动计划（2013 － 2017 年）、降低 GMS 地区流动人
口感染艾滋病风险备忘录的行动计划等方面可以看
出，中国参与的 GMS 发展计划已进入到各项合作
逐步进一步深入开展的阶段。涉及的领域又是如此
广泛，反映了湄公河次区域流域国家已经将该地区
的全面发展作为合作的核心目标。

和 6.1% 的较高增长速度。2012 年年底，“10+1”

《中国 - 东盟观察》一直关注湄公河次区域的
发展合作情况，主要在于这一地区涵盖了东盟十国
中的一半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又都是东盟中相对落
后的国家。因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有更多进一

领域的先行者。去年以来，欧元区外围经济体的金

步与其开展合作的领域。

其竞争与合作进入新的阶段。

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或将迎来一位新成员。本
月即将召开的东盟峰会将作出是否接受中国香港加
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决定。此前，中国和东盟经
贸部长就香港加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问题进行讨
论，东盟各国表达了积极意愿。作为中国第一个自
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可以说是中国自贸区建设
的领头羊，也是中国探索与其他国家签订自贸协定
融市场和主权债务压力不断升级，中国与东盟经贸
合作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以中国香港加入自贸区
为新起点，中国与东盟两大经济体“牵手”十年后，

有数据显示，中国对东盟月度累计出口同比

中国东盟自贸区面临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中

增速从 6 月份的 16.8% 连续 3 个月降至 15.4%，出

发展

口同比增速则从 5 月份的 4.2% 连续 4 个月下降至

China ASEAN Free Trade Area Faces Serious
External Condition

0.9%。同时，中国对东盟单月出口额也出现连续四
个月的环比下滑：从 5 月份的 188.39 亿美元逐月降
至 8 月份的 158.88 亿美元。有经济学家预计，未来

中国—东盟海上互联互通战略研讨会近日在广

两年世界经济将继续减速，预计 2012 年全球增速

西钦州市举行。来自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

将降至 3.5%，2013 年为 3.9%，全球经济所面临的

尼西亚、菲律宾、柬埔寨、文莱、缅甸、泰国、新

下行风险仍然很大，这将使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自贸

加坡等国政要、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中国—东盟海

区建设面临较为严峻的外部环境。

10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将在南宁举行”，2012-12-

5，http://gb.cri.cn/27824/2012/12/05/6611s3949356.htm
11

“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国家报告”，2011-12-17，

http://www.gov.cn/jrzg/2011-12/17/content_20226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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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东盟贸易额年均增长 20% 以上，
2015 有望达到 5000 亿美元
China-ASEAN Trade Volume is to be $500 Bn in
2015 with 20% Annual Growth Rate
当前，东南亚国家多数保持着经济较快增长的
态势，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在欧盟、
美国、东盟、日本这前四位中国最大的国际贸易伙
伴当中，近几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向投资增幅最
快。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从建立对话关系之初的
70 亿美元跃升到 2011 年的 3628 亿美元，年均增长
20% 以上。据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常务副
秘书长许宁宁透露，2012 年，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
额将首次突破 4000 亿美元。中国相关官员表示，
希望 2015 年时实现双方贸易额达 5000 亿美元。
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结构竞争性和互补性共
存，目前的趋势是竞争性下降，互补性有所上升。
海关信息网数据显示，2012 年 1-7 月，中国自东盟
进出口的前 10 大商品中，有 5 大类商品相同，分
别是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农产品、成品油、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相同的进出口商品说明中
国与东盟的贸易存在竞争性，双边贸易较多的是产

出去”和人民币贸易结算两方面上。
近日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九届中国 - 东盟博览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截至 2012
年 6 月末，中国各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
结算业务量 3.8 万亿元。其中广西累计办理跨境人
民币结算 800 多亿元，服务于东盟的结算量占比为
88%。潘功胜认为，2009 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
点开启以来，东盟成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重点地
区，双边银行结算网络不断完善，中国工商银行中
国 - 东盟人民币跨境清算中心、广西北部湾银行中
国 - 东盟跨境货币业务中心等相继挂牌开业，跨境
人民币业务发展迅速，人民币与东盟国家货币直接
挂牌交易进入了实质性探索，推动了双方贸易投资
便利化。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10+3”合作框架下，共同
参与设立了总规模为 2400 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
储备库，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泰国等东盟国家央行签署了累计达 5000
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对于提升双边贸
易投资便利化、解决流动性与国际收支平衡、维护
区域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业内贸易，是源于双方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同一层次，
在国际产业转移处于同一阶段。
另一方面，双边贸易中同类进出口商品竞争
性下降，互补性有所提升。海关信息网数据显示，
2012 年 1-7 月，中国与东盟进出口的前 10 大商品中，
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 2 类商品进口额的同比增
长率低于 3%，保持低速增长 ; 出口的 2 类商品的同
比增长率超过 10% 保持快速增长。中国自东盟进口
和出口许多农产品并不直接竞争，进出口的农产品
存在较高的互补性。东盟国家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
的进入到中国市场，中国的温带水果也逐渐进入东
盟市场。
除了贸易额度的增长，中国和东盟在金融领域
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化，并主要体现在中国的银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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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中国海外投资与东盟

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IN ASEAN
中国投资柬埔寨水电项目面临更多挑战
China Faces More Challenges of Investment in
Cambodian Hydro Project
柬埔寨斯登沃代水电站由中国大唐集团海外投
资公司与柬埔寨政府合作投建，设计为上下游两级
电站共 6 台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120 兆瓦，已处
于在建最后阶段。2012 年 12 月 1 日，该水电站一
级电站发生开裂事故 12，对中柬电站项目产生影响。
柬埔寨是东盟中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都较落
后的国家，而且与老挝不同的是，中国投资柬埔寨
的水电项目相对较少，一方面是柬埔寨处于湄公河
流域的下游地区，水力发电条件与老挝相比较弱，
二是产业政策原因，电站建设的项目较少，与中国
开展电站合作的项目不多。

斯登沃代水电站投资金额为 3.6 亿美元，已成为现
今中国在柬埔寨投资建设的最大工程项目 13。

因此，柬埔寨斯登沃代水电站的情况更加引人
注目。按照中柬双方约定，斯登沃代水电站工程将
于 2013 年 11 月 10 日竣工并投入使用。事故发生
在当地时间 12 月 1 日下午，斯登沃代水电站一级
电站冲沙底孔左侧边墙及部分顶板突然开裂，裂口

因此，大型水电站建设不仅对柬埔寨的经济发
展来说意义重大，而且对中柬的深入经济合作也有
重要意义。发电工期拖后、质量问题、技术问题以
及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等都有可能影响中

国在柬埔寨的投资，进而使中国对东盟的各项投资
长约 23 米，高约 13 米，高速水流淹没部分道路设施， 也面临更复杂的形势和更多的挑战。
并使 3 名柬方工人失踪。中方认为，事故对斯登沃
代水电工程进度的直接影响是：上游一级电站大坝
蓄水外泄，导致一级电站水位不能达到发电高度，
预计 2 号机组将推迟 3 个月才能投入试运行，而且
原定这座大坝 2012 年年底进行验收，但由于发生

华为对菲律宾电信市场及合作前景的判断
Huawei Eyes on Expanding Telecom Market
Share in Philippines

开裂需要修补，验收时间也将延迟。
2009 年中国水电集团曾在柬埔寨投建甘再水电
站项目，金额为 2.83 亿美元，是当时中国企业在柬

华为作为电信运营商一直重视东盟市场。按照
菲律宾商报的消息，在外部经济形势尚未好转的情

投资经营的最大项目。而目前中国大唐集团投建的
13
12

“柬埔寨斯登沃代水电站二级电站工程施工照常进行”，2012-12-

5，http://news.xinhuanet.com/energy/2012-12/05/c_1240526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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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集团投资建设的柬埔寨斯登沃代水电站暨金边—马德望电

网 工 程 开 工 ”，2008-5-30，http://news.sina.com.cn/o/2009-0601/215415716092s.shtml

况下，华为菲律宾公司 12 月 11 日表示，它正摆脱

略是，与环球电信公司、菲律宾长途电话公司及其

外部影响，努力扩大其市场份额，成为菲律宾电信

附属公司 Smart 通信公司合作，建立自己的销售网

14

行业的五大电信设备供货商 。

络，扩大我们的分销渠道。目前来自东南亚地区的
收入增长约 10% 至 12%，希望公司能保持增长，因

华为认为，菲律宾有庞大的人口（2011 年达到

为东南亚地区是公司的一个重要地区”。

9580 万人）和建设电信基础设施的需求，因此把菲
律宾看作一个重要的市场，并预计公司 2012 年的

2012 年年初，华为获得由中国—东盟商务理事

能在当地实现营业收入的 100% 增长，从 6500 万美

会主办的“走进东盟成功企业奖”，成为中国企业

元，增加至 1.3 亿美元。

成功走进东南亚的 10 大公司之一。

目前在菲律宾，华为的市场份额并不大，因此

从华为在东盟国家的一直以来的良好业务和与

继续在当地扩大市场份额仍有巨大的潜力。该公司

菲律宾公司的合作看 15，华为在菲律宾增加市场份

希望未来能占据目前市场份额的三倍，即约 10% 到

额的计划有比较好的基础。不过，各国在面对整个

15% 的市场份额。

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并未全面复苏的情况下，菲律
宾的电信业发展也必将受到影响，加之中国与菲律

对于华为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华为菲律宾公
司首席执行官 Charles Liwei 表示，“我们的部分策
14

宾关系的其他因素，因此，华为在菲律宾的发展还
将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 华 为 菲 律 宾 公 司 目 标： 占 据 电 信 设 备 15 ％ 的 市 场 份

额 ”，2012-12-12，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

15

j/201212/20121208478255.html

http://www.gx.xinhuanet.com/dm/2008-07/17/content_13839338.htm

“中国华为公司牵手菲律宾通讯巨头 BAYAN 公司”，200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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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长期投资中国是成功入股平安的重要
原因
CP Group’s Holding of Pingan Shares Attributes to
Long-term Investment in China
最近，国内外财经界都在关注一项事实，即泰
国正大集团达成了一笔 94 亿美元的交易，购入汇
丰银行 (HSBC) 持有的中国第二大保险公司——平
安保险 15.6% 的股权。12 月初的各方报道表明，正
大旗下公司无数，包括已上市的正大食品，但这次
是未上市的正大集团的大手笔交易。

泰国正大集团在中国以外称“卜蜂集团”，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谢国民在泰国国内家喻户晓，这

这项交易的规模在今年亚洲仅次于排名第一的
中海油的 180 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的交易而排
名第二。不过，这是泰国企业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
之一。
谢国民一直关注中国。从 1979 年开始，他先
是作为第一家进军中国农业领域的跨国公司，在中
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领先作用，其自身也因
此收益丰厚，同时正大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密切关系。
正大集团在中国投资额近 60 亿美元，设立企业 200
多家，遍及除青海、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

区，员工人数超过 8 万人，年销售额超过 500 亿人
民币 16。

次交易后，其在海外名气寥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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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集团简介”，http://www.cpgroup.cn/About.aspx?catID=2&subcatID=8

据报道，正大目前是中国农业用地最大外国承
租商，至少有 20 万公顷的土地用于动物饲料、畜

由中国东方电气和成达工程公司联合承建的越南沿
海 3 号电厂项目正式动工 18。

牧业生产以及其他农业活动。中国占正大农业利
越南政府副总理黄忠海在越南茶荣省沿海县民

润的逾一半。另外，该集团还拥有 75 家易初莲花
（LOTUS）超市。

成乡沿海电力中心正式宣布这一电厂动工信息。

然而，正大的发展历程也经历过挫折。1997 年

这项名为“沿海 3 号电厂”的项目已经被越南

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出现的泰铢暴跌，给正大

定位为“2011-2020 年和面向 2030 阶段越南国家电

集团造成巨大亏损，最沉重的一击正是来自汇丰，

力发展规划中至关重要的项目”。黄忠海表示，该

汇丰在 1998 年收回了价值 4 亿美元的贷款。谢国

项目不仅能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而

民为此出售了部分非核心业务并削减了成本。谢国

且可为当地吸引外国投资提供前提条件，并可为越

民曾说，“我那时准备好利用一切办法确保我们的

南茶荣省和九龙江平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

存活，这感觉很糟，但我总是认为，明天我们就会

作出贡献。但他强调：为了确保项目按进度和质量

夺回一切”17。

施工，要求越南电力集团（EVN）紧密配合承包商
联合体按现行规定和合同中的承诺展开工作；EVN

正大对于进军金融服务业已早有准备。在过去
一年，因长期坚持在中国投资和与中国领导层建立

要投资建设配套的电网系统并将电厂并入国家电力
系统；确保配套建设好煤炭中转港等工程。

起来的关系使正大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可以参
然而，继中国近来在柬埔寨、老挝、缅甸投资

与金融交易；同时，中国保险行业大有希望的前景，
也是谢国民投资平安保险的关键原因。

的项目出现一些问题后，中国在越南的投资也面临
挑战。例如，日本在中国的收益减少后，正加速进

谢国民也建议其他泰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他一

入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而且快速布局当地政府

直看好中国经济和发展前景，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

和政策支持的工业园区。以住友商事为例，住友商

既能够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又能迅速扩展并

事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工业园区形成了劳务对策建

增值企业利润，不过正大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完全与

议、翻译以及与当地政府沟通等业务的一系列工作，

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使其建立了在中国发展业务

使设厂相关咨询急剧增加，工业用地供不应求，而

的最好基础。这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树立了榜样， 且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越南和泰国的工业园区。
即无论当地政府怎样换届，企业要真正将自身的成
与之比较，中国较大企业主要投资在工程承包

长维系于所在国家社会的发展。

领域，较少落足工业园区，比较具有局限性；而日
本的大型综合商社在制造、服务的全产业链条方面

中国企业投资越南仍反映出局限性

更有优势。因此，如果中国企业在承包工程的进度、

Chinese Companies’ Investment in Vietnam is
Restricted in Many Ways

环保、劳务法律法规、工程质量等方面出现问题，
那么在大型工程建设方面有很多世界级企业的日本
或其他国家企业可能更易进入越南等东盟市场，从

在越南努力复苏经济的过程中，对基础设施和
电力工程更加重视。中国企业仍积极在越南的这些

而形成对工业园区和工程市场两方面的优势，这是
中国投资应注意的。

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据越南媒体 12 月 10 日报道，
18
17

“分析：泰国富豪入股平安的秘诀”，2012-12-12，http://www.

ftchinese.com/story/001047973#s=d

“ 中 国 企 业 承 建 的 越 沿 海 3 号 电 厂 正 式 动 工”，2012-12-10，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12/2012120847435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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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S ON ASEAN

中国 - 东盟中心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方资源
ASEAN-China Centre Uses Its Own Advantages
to Integrate Various Resources
中国 - 东盟中心（ACC）于 2011 年 11 月开始
运营，在今年 12 月 5 日举行的其成立一周年纪念
会上，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表示，一年来，ACC 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政府和非政府的资源，积极
从事多样化、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的活动。而且，中
国和东盟成员国都已作出承诺，对中国 - 东盟中心
的工作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使该中心能更好地为东
盟和中国的美好未来做出贡献 19。
仅成立了第一年，该中心就已经成功组织实施
了 31 项合作活动，包括贸易和投资、文化、教育
和旅游等。除此之外，活动包括由东盟成员国驻中
国大使做的一系列讲座，以及在浙江省义乌市设立
东盟产品展览及贸易中心等。
东盟 - 泰国总干事 Arthayudh Srisamoot 阁下认
为，中国 - 东盟中心开展的各项活动有助于全面推
动区域一体化和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整个进程，并相
信该中心能够实现其工作目标，即作为促进中国 东盟相互理解和促进紧密关系的有效渠道发挥作
用。东盟成员国驻中国大使、中国 - 东盟联合理事
会和各国政府外交官员以及相关企事业机构也参加
了纪念会。
同时，由东盟成员国中国和东盟秘书处的代表
组成的中国 - 东盟中心联合理事会讨论和通过了
2012 年中国 - 东盟中心年度报告，审议了 2013 年
运营计划和工作方案以及预算等。会议讨论了《中
国 - 东盟行动计划》和《实现和平和繁荣 - 中国 -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2011 年 -2015 年）》。
在文化活动交流方面，中国 - 东盟中心还举办
了首届东盟留学生新年联欢会。12 月 26 日晚，中
国 - 东盟中心秘书长马明强、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
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泰国驻华大使伟文、北京语
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出席活动并致辞。马明强秘
书长在致辞中表示，中国 - 东盟中心是中国政府和
东南亚十个国家政府共同成立的唯一的政府间国际
组织，因此，中国 - 东盟中心也是所有来自东盟国
家的留学生的共同的家，愿同学们能够关注、支持
中国 - 东盟关系的发展，能够为此尽一份力量。另
外，推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是中国－东盟中心的
主要职责之一。因此，中国－东盟中心近期也举办
了“留学东盟”座谈会，邀请印度尼西亚、老挝和
越南驻华使馆教育官员介绍本国高等教育情况，探
讨推动与中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途径，推动更
多中国学生留学东盟。

ASEAN-China Centre in Beijing Turns One, 07 December 2012，

因此，中国 - 东盟中心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尽

http://www.asean.org/news/asean-secretariat-news/item/asean-

力整合了政府和各界的有效资源，积极组织贸易、

19

china-centre-in-beijing-turns-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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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旅游、教育、文化等各项相关活动，这一方
面表明中国政府和东盟各国政府希望加强联系和合
作的愿望，也反映了各方通过合作才能促进共同发

修订《条例》要求公安边防机关可依法采取登临、
检查、扣押、驱逐、令其停航、改航、返航等措施
予以处置。

展的实际形势。
在此后的各方反应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对于
中国将对非法进入南中国海海南管辖海域的外国船

新加坡对南海新规的反应值得关注

舶进行登船或临近检查，新加坡外交部表示，“新

Singapore’s Reaction to China’s New Rul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Worth Noting

加坡关切此事的近期发展”。 新加坡政府在一份声
明中称“我们敦促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所有涉及方避
免挑衅行为”。

海南省四届人大常委会 35 次会议 2012 年 11 月
27 日审议通过新修订的《海南省沿海边防治安管理
条例》，明确界定外国船舶及其人员进入海南管辖
海域不得违反沿海边防治安管理的六项行为。

其他国家的解读不同，以日本为例，则比较过
度解读。日本《产经新闻》以题为“妨碍航行自由
将使局势一触即发”发表文章，并称：中国海南省
新修订的条例，可以说其主要内容就是伴随行使武

对此，菲律宾政府及媒体连续表达抗议 20，新
加坡则是继菲律宾之后对该事项作出反应的第二个
国家 21。
对于非法进入海南省管辖海域的外国船舶，新

力和强制力的“随时检查”。如果其适用范围包括
整个南海海域，那必将妨碍各国船舶的航行自由，
从而助长出现突发事态的危险性。因此，它不仅对
东南亚各国，而且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都是
一个重大威胁。 如果中国要在整个南海海域实施这
种无视国际法的、所谓捍卫主权的措施，那必将加

20

“菲律宾抗议中国海南新法 指责中方令南海局势升级”，2012-12-

4，http://news.hainan.net/newshtml08/2012w12r4/916354f0.htm
21

“中国检查非法进入海南海域外国船舶 新加坡表关切”，2012-12-

4，http://hk.finance.yahoo.com/news/ 中国检查非法进入海南海域外国

剧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船舶冲突方面的危险。
目前，南海船运活动量已经占全世界船运总量

船舶 - 新加坡表关切 -0755091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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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分之一，新加坡认为该地区引发的纠纷正进入

东盟秘书处的信息，东盟和日本政府和主要大学的

一个新的、更为紧张的阶段。

代表在泰国曼谷聚会，签署《东盟大学网络 / 东南

对于中国南海的声索国目前有中国和东南亚国
家中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而新
加坡目前尚不是声索国，因此新加坡成为第二个对

亚工程师教育开发网络合作框架》（AUN/SEEDNet）。签字纪念会由第七届东盟高级教育官员会
议组织 22。

中国海南管辖海域修订计划公开表达关切的东南亚

从 2013 年 3 月开始，这一计划将在未来 5 年

国家则应该引起我们重视。这种姿态已经表明新加

内实现。整个 AUN/SEED-Net 计划框架已经为未

坡的立场是与其他东盟国家中对南海有声索要求的

来打开了新的一页。AUN/SEED-Net 网络合作计

国家是一致的。

划主要有三个使命（见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产业界与学术界的结合方

日本加强与东盟教育及研究领域全面合作

面，这一框架在于通过大学 - 产业协作活动促进东

的启示

盟地区各项行业的发展；在建立合作研究及举办会

Learns from Japan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ooperation with ASEAN

议方面，东盟和日本将通过联合开展研究项目和共

22

“Cooperative Framework of the AUN/SEED-Net Turns a New

日本为加强与东盟的广泛合作，积极在教育与

Page of Cooperation, 07 December 2012, http://www.asean.org/

研究领域与东盟相关机构建立联系。据 12 月 7 日

news/asean-secretariat-news/item/cooperative-framework-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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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举办教育 / 研究会议以力求及时应对共同面对的

流网络。

地区问题；在强化教育 / 研究能力方面，双方各个
成员机构将通过 AUN/SEED-Net 网络进行合作，继

所有这些大学间、各个机构间的联系，都是双

续提高教育和研究能力，培育高素质的教师和工作

方在学术网络和东盟产业间建立合作的重要途径。

人员，同时能加强东盟地区与日本的研究人员和学

日本和东盟各国政府都对此给予很高期望，并将此

生的更多流动，也鼓励双方联合开发国际合作项目。

作为对倡导东盟精神和建立高质量的东盟共同体所
做出的重要贡献。

大约每年颁发给东盟学生和教职员工 90 份奖
学金和大笔研究赠款；每年将有来自日本的 80 位

上述关于日本与东盟建立教育 / 研究 / 产业结

教授被派遣到东盟地区传授知识。到目前为止，

合的种种方面，非常值得中国政府和企业学习，即

AUN/SEED-Net 计划已经对超过 800 名的学生和

努力扩宽对东盟的合作途径。

年轻教师队伍提供了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奖学
金，该项目加强了东盟方的教师资格质量和学术能
力。该项目还产生了大量东盟成员机构和日本支助
的大学之间的合作研究项目、加强了联系和伙伴关
系，并在东盟和日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工程专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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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正式启动灾害应急物流系统的多重意义

部长，参议员 A. Kohilan Pillay 先生解释了为什么马

Official Initiation of ASEAN Disaster Emergency
Logistics System is Meaningful

来西亚作为这项人道救援的物流枢纽，他认为，马
来西亚在东盟的中心和战略地位和相对隔离的地理
位置，使它能幸免于地震和火山爆发等重大灾害。

在东盟灾害管理人道救援协调中心（AHA）成

这使马来西亚具有作为首选的东盟人道主义救援物

立一周年之际，东盟正式启动了灾害应急物流系统。 流中心的优势。
12 月 7 日在马来西亚位于 Subang 的皇家空军基地，
东盟举行了这一物流系统的运行揭幕仪式 23。

由此可见，东盟启动灾害应急物流系统的具有
多重意义，首先是进一步发挥了人道救援的作用；

灾害应急物流系统的建立由日本政府通过日

二是应急物流中心明显具有协同机制和协调功能；

本 - 东盟一体化基金支持的。而日本驻东盟大使石

三是马来西亚空军基地也用于救援行动说明政府参

兼公博象征性地递交了东盟大家庭成套装备则正式

与东盟共同行动的积极意愿；四是反映东盟加强团

标志着灾害应急系统的全面启动。

结和协作的宽阔领域；五是此灾害应急物流系统由
日本政府通过日本 - 东盟一体化基金进行支持，这

当 2011 年 11 月 17 日成立 AHA 中心时，设于
印尼雅加达的 AHA 中心一直发挥着灾害风险监控
的功能，为东盟各国的国家灾害管理组织（NDMOs）
收集和分享信息。在灾害发生后，AHA 中心部署
相关团队，进行快速评估，并向受影响东盟成员国
提供援助。
此次发起的主题是：“建设做好充分准备的东
盟亚地区：目前和之后”。这表明改善该地区的灾
害管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副
秘书长 Alicia Dela Rosa Bala 阁下指出，我们现在有
一个运行的 AHA 中心，如果一项行动有必要，该
中心即能辅助各国政府进行地区灾害应对协调，同
时也能见证东盟领袖们对赈灾合作的承诺。
东盟灾害管理人道救援协调中心执行主任费萨
尔说：“AHA 中心不只是一个灾害应对机构，也反
映了东盟的团结和东盟作为一个关怀社会的理念。
当有其他成员国需要支持的时候，该中心代表着各
成员国互相关爱的大家庭”。
另外，关于这个物流系统，马来西亚外交部副

23

“A DISASTER EMERGENCY LOGISTIC SYSTEM FOR ASEAN IS

OFFICIALLY LAUNCHED, 10 December 2012, http://www.asean.org/
news/asean-secretariat-news/item/a-disaster-emergency-logisticsytem-for-asean-is-officially-laun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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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相应行动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东盟的经济崛起带给中国的挑战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已经启动了东盟证券交易所的对

China's New Challenge: ASEAN's Economic
Booming

接工作 ，而且泰国也有望在今年内加入进来。这三
国交易所占东盟十国交易所市值的三分之二，如果
再加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三国，其总市值

受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亚洲的传统经济强国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均大幅度放缓，日本甚

接近两万亿美元，而日本和香港交易所的总市值也
才 3.79 万亿美元和 3.11 万亿美元。

至有陷入衰退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东南亚地区确
是另外一番景象：东盟十个成员国近些年来的经济

中国作为东盟的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已经成为

增长率一直没有低于最近六年的平均水平。如果除

东盟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由于中国在南

去经济结构趋于稳定的新加坡和泰国，其余东盟核

海问题上与东盟近半数的国家都存在争议，随着经

心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经

贸往来的频繁，这个问题经常被搁置，但偶尔也会

济增速则明显高于最近六年的平均水平。

成为不谐之音。东盟跟中国也有很大的经济互补性，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之前所提到的东盟次区域

由于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将

薄弱的基础设施被认为是增长短板，而中国则存在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出口和投资转向依靠国内的

着产能过剩和过度重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担忧。

居民消费。而且在全球量化宽松的大环境下，宁可

所以，如果配置合理，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可以得到

承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不愿开启“印钞机”。而

共同发展。

相比之下，东盟诸国的经济环境则可以认为是相对
优越，其主要原因有可能是它们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的政策和措施并不需要那么激进，美国的四次量化
宽松都没有在东盟成员国内产生较为强烈的反响。
东盟成员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经济增长的韧性尤
为突出，两者的国际信用评级都得到了提升，而且
印度尼西亚甚至取得了投资级的信用评级，这在全
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显得尤为特别。
有着经济发展作为后盾，东盟已经开始广泛宣
传将于 2015 年实现经济全面一体化，而留给他们
的时间已经不到三年，而且东盟次区域成员国（缅
甸、老挝和柬埔寨）的经济依旧没有快速改变。但
这个目标已经让东盟显得备受瞩目，尤其是在欧盟
各国之间正在勾心斗角的前车之鉴下显得更为突
出。东盟的目标是打造一个让全东盟区域内货物、
服务、投资、资本、和劳动力能够自由流通的一体
化市场和生产制造基地及物流中心。不同于欧盟地
区有统一的货币（虽然现在看功过难以定论），东
盟十国境内流通着十种货币使用着十种官方语言。
如此种种给东盟国家间的交流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但东盟成员国正在努力克服这些困难：今年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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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东盟一体化倡议（IAI）和缩小发展差距

召开，主要目的是征求对东盟一体化工作的意见，

（NDG）

并制定了 2009 年至 2015 年的工作计划。

Initiative for ASEAN Integration and Narrowing the
Development Gap
东盟一体化倡议是东盟国家首脑在 2000 年东
盟峰会上提出，其目标是缩小发展差距，加快推进
当时新加入东盟的成员国，即柬埔寨、老挝、缅甸
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水平 24。
东盟一体化工作简介
缩小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努力主要是由
IAI 工作计划所推动。六年一期的 IAI 工作计划处

第三次东盟一体化合作论坛于 2010 年在雅加
达举行，论坛主要内容是探索缩小发展差距（NGD）
的工作支持计划。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次区
域四成员国的概念在此次论坛首次提出。
在 2012 年召开的第四次东盟一体化合作论坛
的主题是：东盟一体化进程回顾：建立一个稳定且
公平的东盟。在意识到东盟一体化进程的第二个计
划已经进行过半，东盟次区域四成员国分享了之前
的经验并且继续在其余六国中寻找支持资金以便尽
快弥补经济差距。

于协助东盟次区域，即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
四国发展当地经济加速区域发展水平。第一个六年

2、东盟一体化特别工作组

计划从 2002 年到 2008 年。现在执行的工作计划也

东盟一体化特别工作组负责在重点领域提供政

就是第二个六年计划主要涵盖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策指导，包括东盟一体化工作计划的方向和建议。

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以及东盟

他们将确保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协助，以及制定

社会文化共同体。

实施和设计东盟一体化工作计划，并在寻求资金等

1、东盟一体化合作论坛（IDCF）

方面与东盟对话伙伴国，发展机构和其他合作伙伴
金敏合作。该小组的专职成员常驻地为雅加达。

为了加快实施东盟一体化进程，东盟一体化合
作论坛建立，其主要目的是在为东盟一体化成员国
以及其他投资者提供一个集体对话的空间。自从
2002 年以来，已经举办了四次。
第一次东盟一体化合作论坛于 2002 年在雅加
达召开，其主要目的是吸引赞助商对东盟一体化的
兴趣
第二次东盟一体化合作论坛于 2007 年在河内
24

http://www.asean.org/communities/asean-economic-community/

category/initiative-for-asean-integration-and-narrowing-thedevelopment-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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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盟秘书处 -IAI 和 NDG 分部
东盟秘书处，主要是通过 IAI 和 NDG 工作，
支持 IAI 工作计划和其它次区域内的框架活动。这
包括提供会议服务，协助制定，实施，监测和报告
项目，资源动员和整体运营工作以及 IAI 各机构之
间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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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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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5

中国进出口银行网站，http://www.eximbank.gov.cn/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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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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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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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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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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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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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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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总监王水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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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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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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ASEAN-CHINA CENTRE (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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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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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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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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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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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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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每周以邮件形式出版的战略分析报告《战略观察》；每个月以印刷形式定期出版的《策略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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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注于经济分析和评估领域，安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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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东盟中心·中国东盟投资基金的东盟研究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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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来始终保持了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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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吉隆坡拥
有 8 家分公司和法人实体。安邦咨询目前正在积极推动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 2012 年，安邦在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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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建立了安邦集团东盟研究中心，未来还有可能在非洲、英国和美国派驻研究团队或研究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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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DISCLAIMER
本刊物信息均来源于联合主办方认为可信的市场公开资料，但联合主办方对所引用信息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明示或
暗示的承诺或保证。本刊物的内容、观点、分析和结论仅供参考，不代表任何政治倾向，联合主办方不承担任何第三方因使用本刊
物及信息时之作为或不作为某项行动而产生的（无论是直接、间接、随之而来或附带者）任何责任。
如果需要征求具体建议或希望获取本刊物所提及内容的更多信息，请您按本刊物封底所示的联系方式直接咨询服务。
© 2012 中国 - 东盟中心、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安邦咨询。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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