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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中国 - 东盟对话关系现状及问题

会议也拟定举办东盟 - 中国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庆

Facts of China-ASEAN Dialogue Relations

祝活动 1。

一、中国 - 东盟对话关系的基本框架

2003 年，在第 7 届中国 - 东盟首脑峰会上，
双方签署了和平繁荣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为继

自中国前外长钱其琛 1991 年参加第 24 届东盟

续深化东盟 - 中国战略伙伴关系并促进和平与繁

外长会议并代表中国表达与东盟开展互惠互利合作

荣，在第 13 届东盟 - 中国首脑会议上通过了 2011

的愿望以来，双方在多方面的对话关系都在加强。

年 -2015 年行动计划。东盟和中国已同意在 11 个

特别是 1996 年中国 - 东盟双方给予对方充分对话

优先合作领域开展合作：即农业、信息和通信技术、

伙伴地位，这种对话的实际工作及效果引人关注。

人力资源开发、湄公河流域开发、投资、能源、交通、

双方对话关系的发展情况、问题及解决途径都将是

文化、公共卫生、旅游和环境保护。为了进一步促

对双方合作发展的关键瓶颈。

进彼此的沟通和协调，2012 年 9 月，中国任命了第

2013 年 3 月 18 日，东盟 - 中国联合合作委员
会（ACJCC）第 14 次会议审查了东盟 - 中国对话
关系和合作，会议着重评估了 2012 年东盟 - 中国

一任常驻东盟大使。
二、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

联合合作项目和各项活动，涵盖内容包括东盟将于

在东盟于 2015 年将实现共同体的三项领域中，

2015 年实现三项一体化的领域，即政治安全、经济
和社会文化这三大发展支柱，以及第 15 届东盟 -

1

中国首脑会议的倡议和成果的后续执行情况。这次

March 2013, http://www.asean.org/news/item/asean-china-dialogue-

ASEAN-China Review dialogue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18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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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安全领域一体化是头等目标。东盟与中国都

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应用于第二届东盟 - 中国打

强调将继续加强政治上的密切战略伙伴关系和定期

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中国在 2011 年 -2012 年

进行对话与协商。在政治和安全合作方面的战略伙

实施行动计划中，已为东盟成员国提供一系列的培

伴关系，包括峰会、部长会议、高级官员和专家会议， 训和研讨会。在东盟 15 届东盟 - 中国首脑会议上，
以及广泛的东盟倡议的地区构架，例如，东盟地区

东盟领导人希望加强与中国合作，解决非法药物和

论坛（ARF），ASEAN+3(APT)，东亚峰会（EAS）

毒品贩运问题。

以及东盟防务扩大会议（ADMM Plus），以及更广
泛的东盟区域体系结构方面的安全合作。

三、经济合作领域
中国东盟的贸易和经济联系在过去的若干年增

中国是东盟在 2003 年 10 月的巴厘岛会议上确

长迅速，特别是 2002 年 11 月签署《全面经济合作

定的第一个对话伙伴。中国加入到该地区国家间的

框架协定》以建立东盟 - 中国自由贸易协议。在

对话，为建立国家间的对话关系做出贡献。中国虽

2010 年 1 月 1 日 ACFTA 生效前，按照全面经济合

然是这一地区的第一个核武器国家（NWS），但中

作框架协议，2004 年 11 月 29 日缔结货物贸易协定，

国表示打算加入东南亚无核区议定书。

2007 年 1 月 14 日签署服务贸易协议，2009 年 8 月

本着在南中国海促进和平、友好、和谐环境的
愿望，中国与东盟于 2012 年 11 月在金边签署了合

15 日签署投资协定。
在中国东盟签署 ACFTA 后，97% 的产品在东

作备忘录。经过一系列的讨论，东盟和中国通过了

盟中六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

相关准则和指导方针。

新加坡和泰国）与中国之间取消关税。其余国家将

关于非传统安全问题，2002 年东盟与中国签署

在 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

《东盟 - 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合作联合宣言》
，

在中国东盟实施自贸区协议中，东盟与中国在
2004 年签署《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2 年 4 月首次在南宁举行了 ACFTA 联合委员会
（MoU)。 在 2009 年 谅 解 备 忘 录 届 满 后，2009 年 （ACFTA-JC）会议。该工作包括监督、协调和审查
在暹粒又签署了 2010 年 -2014 年期间的新谅解备

协定执行情况。为 ACFTA-JC 提供一个常设法律机

忘录。执行谅解备忘录行动计划在 2011 年 10 月 12

制，2012 年 11 月在金边第 15 次东盟 - 中国峰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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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次首脑峰会上重申互联互通是第一优先选择，并
且在东盟和更广泛的区域范围，互联互通是发展的
根本。双方已经确定举行定期的互联互通协调会议
（ACCC）以及互联互通中国委员会，并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举行第一次会议以确定互联互通的关键领
域和合作优先项目。同时，协调技术和财政资源以
便调动双方对合作项目融资的支持。
6. 2011 年 11 月双方确定在北京成立中国 - 东
盟中心（ACC），ACC 为东盟和中国之间提供一
站式信息咨询服务，促进双方在贸易、投资、旅游、
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按照中国 - 东盟合作谅
解备忘录，ACC 负责确定双方活动的一般性政策。
东盟 - 中国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修订案。

2012 年 12 月，双方已经召开了联合理事会会议。

双方一些基本的经贸合作状况：
1. 双方已经建成了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
区。自从 2009 年起，中国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
伴。中国也保持了东盟第二大出口目的地的地位。
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贸易额从 2002 年
的 548 亿美元跃升至 2012 年的 4001 亿美元，年均
增长 20% 以上（见图 1）。投资额累计突破千亿美元。

7. 2012 年 9 月在广西南宁举行了中国 - 东盟先
进制造业发展论坛，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东盟国家
工业部门官员和企业代表共同探讨先进制造业合作
的途径与前景。副部长苏波表示，中国与东盟在机械
装备、船舶、有色冶金、电子信息、家用电器、食品
医药、纺织服装、造纸家具等领域具有较好的合作条
件和基础，加强制造业行业对接和合作，是实现自贸
区互利共赢的必然选择 3。中国与东盟已发展成为全

2.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从 2010 年的 27 亿美

球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和区域性市场，但大多数国家尚

元上升到 2011 年的 59 亿美元，上升幅度为 117%。

未完成工业化进程，各国制造业改造提升的任务十分
艰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和东盟各国面临着新一轮

3. 中国 - 东盟博览会（CAEXPO）自从 2004

产业技术革命兴起和全球化生产方式变革加快所带

年开始每年在中国南宁举行，主要是展示东盟和中

来的重大机遇。推进创新、绿色、智能发展，加快发

国的各项交易产品。其间，还举办中国 - 东盟商务

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资源节约型的先进制造业，

和投资峰会（CABIS），包括政府和私人部门参会， 已成为中国与东盟的共同目标。
并就影响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之间的事项交换意见。
在制造业合作上，东盟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
2012 年 9 月 21-25 日在南宁举办的博览会增加了科
学和技术为主题。

富，也是主要的橡胶种植和出口地区。在电子产品、
机械设备、汽车摩托车等产业中，双方在研发设计、

4. 每周往来于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航班达
1000 多架次 2。
5. 在互联互通领域，东盟与中国领导人在第
2

在雅加达举行第 14 次中国 - 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之前，杨秀萍大使

向中新社记者介绍相关情况时表示，2013-3-13

加工制造、市场营销等领域的加深合作。在纺织服
装、玩具、制鞋、日用品等领域，东盟已成为中国
企业投资海外的重要目的地。

3

“ 苏 波： 中 国 — 东 盟 制 造 业 合 作 前 景 广 阔”，2012-9-22，http://

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922/c70731-190802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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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文化领域合作
社会 - 文化一体化是东盟 2015 年要实现的目

国 - 东盟联合实验室”、“中国 - 东盟技术转移中
心”建设，在东盟各国合作建设北斗系统地面站网。

标之一。中国同样在这一领域也积极与东盟开展合

2012 年底，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提供区域服

作。在中国 - 东盟的社会文化合作的基本面方面，

务，北斗系统在继续保留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有

双方开展各种活动，包括公共卫生、科学和技术、

源定位、双向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务基础上，向亚

教育、文化、劳动和社会保障、地方政府、人民交流、 太大部分地区正式提供连续无源定位、导航、授时
5
环境、媒体、青年、社会发展和减少贫困等领域进 等服务 。
行广泛交流。2012 年双方人员往来超过 1500 万人
次，互派留学生人数达到 17 万 4。海上合作、科技、
环保、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合作都有新进展。
在公共卫生领域，东盟和中国卫生部长在 2012

东盟 - 中国环境合作日益强大。中国 - 东盟环
境合作中心（CAEC）2011 年 5 月在北京创办，随后，
《东盟 - 中国环境合作行动计划》与 2011 年最后
确定。

年 7 月 6 日的第四届东盟和中国卫生部长会议上签
署了健康合作谅解备忘录，以促进东盟成员国和中
国之间在卫生和医学科学领域的合作。
2012 年被指定为东盟 - 中国在科学和技术合作
年，双方在中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包括培训、讲习班
和会议的一系列活动。此外，东盟 - 中国科学和技
术伙伴关系规划也在 2012 年 9 月 22 日举行的南博
会上部长级会议期间正式发布。
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在 2013 年 1 月 19 日

第十一届东盟 - 中日韩（10+3）环境部长会议
于 2012 年 9 月 27 日在泰国曼谷召开，总结与展望
10+1 环境合作。各方将充分利用东盟 - 中日韩合
作平台，应对环境挑战。《中国 - 东盟环保合作行
动计划 2011-2013》正在执行，包括建立中国 - 东
盟环境合作官方联络点、举办中国 - 东盟环境合作
论坛、启动中国 - 东盟绿色使者计划、与东盟生物
多样性中心联合实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项目、
策划建立环境产业和技术交流平台、探讨共同开发
《中国 - 东盟环境展望报告》等 6。

举行的 2013 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表示，2013 年
将积极实施“中国东盟科技伙伴计划”，启动“中

5

6
4

同脚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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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在东盟各国合作建设北斗系统地面站网”，2013-1-20，

http://military.china.com/news/568/20130120/17642713.html
“第十一届东盟 - 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在泰国召开”，2012-9-28，

http://www.chinaaseanenv.org/dmhjhz/hzdt/273875.shtml

在 15 届东盟 - 中国峰会上，东盟领导人赞扬

往的东盟研究中曾多次建议，中国 - 东盟经贸往来

东盟 - 中国教育和培训中心在中国的六个省开展工

应该落实到产业合作层面，而产业合作不是简单的

作，促进了东亚区域的团结和发展以及协助东盟促

资金、设备以及围绕工程而前往的劳务人员，而是

进社会经济和人力资源发展方面的合作。

联合就具体项目共同研究全方位资源，共同推进。
多数东盟国家的外资法都明确欢迎与当地企业建立

五、结论

合资企业，这表明多数东盟国家尚处于外资利用的

综上所述，诚如中国常驻东盟的杨秀萍特命全

较低端阶段。较高端阶段才是参股、控股。因此，

权大使所说，中国 - 东盟关系全面发展：中国设立

中国企业在此方面绕过低端外资合作阶段直接控股

了驻东盟使团，双方建成中国 - 东盟中心，打造了

和急于独立运营都必然难于成功。

中国 - 东盟博览会、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银联体、
教育交流周等平台，为深入交流合作提供了机制保

同样，对于东盟国家大力鼓励的新能源合作，

障 7。因此，从中国东盟对话伙伴关系总体来看，各

中国企业存在误区，以为将某些产品和技术移往东

项交流与合作已经体现在多个环节和层面。

盟就能解决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事实上，类似于
垃圾处理技术等方面，中国的技术与日本和新加坡

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双方在深层次合作方面
仍存在几个问题。
1、首先是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未达到深入

相比有很大差距。因此，应该改变转移低端产能的
短视做法。在服装业、机电设备业、农业等领域的
合作也应避免相同问题。

的状态。在政治领域方面的合作，因为目前尚少政

4、在社会文化领域，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

党之间的交流，因此，对于各个待大选的东盟国家

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合作已经取得较大发展，还可加

而言，都存在一项政权变更后如何处理东盟 - 中国

强双方社会文化知识的普及交流活动。例如，利用

关系的担忧。中国与柬埔寨等国之间从政府层面的

城市公共设施，如图书馆、会馆、少年宫等设施举

合作默契较多，而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默契较弱。

办联谊交流活动，促进人民之间的了解和沟通。这

2、在安全合作领域，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
安全领域的合作方式不同。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

些方面可以学习借鉴日本等国家的做法，以广泛的
民间交流弥补其他很多方面暂时的不足。

在传统安全领域几乎没有合作空间，这点与美国、
日本与东盟的联合军演、武器交易相比差距很大。
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双方相互合作的空间比较广
阔。今后仍可扩大继续合作的方面包括，联合打击
非法物品贩运、走私、毒品交易、贩卖人口，以及
反恐等。不过，与东盟已经与美国、欧盟建立的边
境警务培训、技术设备交流等合作相比，东盟 - 中
国之间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也有相当大距离。
3、经济领域的合作，中国 - 东盟在经贸投资
领域，除了贸易往来和基建投资比较繁荣外，其他
方面的深层经贸合作明显有待发展。安邦咨询在以
7

“ 杨 秀 萍： 中 国 — 东 盟 关 系 总 体 保 持 良 好 势 头”， 2013-3-13，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13/c_1244532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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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越南政府重新起草指导电信业外资的计划
Vietnam Redrafts Foreign Investment Plan in
Telecom Industry
2013 年以来，如果人们注意到一些外国电信

达了希望成为电信集团战略伙伴的意愿。
英国电信的东南亚区主任 Paul G Migliorini 与
越南信息通信部副部长 Le Nam Thang 会面，讨论
了在越南市场上的机会和挑战。

集团在越南呆一段时间后又离开，就会认为越南不

这意味着英国电信公司已经正式表示进入越南

是一个适合外资电信公司运营的地方。然而，还是

市场的意愿。英国公司在会面时表示，越南是其重

有越来越多的外资电信运营商继续计划进入这个市

要的市场之一，并且希望了解更多投资政策。而目

场 8。

一些信息表明，越南政府已经被敦促处理好电
信运营网络 MobiFone 的事项，它是越南三个最大
的电信网络之一。目前，已经有 5-6 个电信企业表
8

前越南政府正起草指导相关投资的计划。这已经不

是这家英国电信企业第一次表现出对越南市场的兴
趣。自 2003 年以来，英国电信在越南一直运营着
一家代表处。
然而，英国公司尤其最关心的是外资在与越南

Vietnam not fertile land for foreign telecom groups, 2013-3-

14,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science-it/68558/vietnam-notfertile-land-for-foreign-telecom-grou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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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建立的合资企业里占有比例方面的规则。

而英国电信公司计划进入越南市场的消息就提出了
这样的问题：外国投资者在越南究竟能找到怎样的
机会。还有一点不明确的是，英国电信进入越南市
场后的目标是什么。
越方认为外国投资者可以与越南电信企业合
作，例如，通过直接投资的模式与 VNPT 和 Viettel
公司合作，或者是向合资企业提供资金，或者是买
越南电信公司的股份。
非常明显的是，越南的电信市场在最近几年一
直强势增长，也许这就是英国电信一直想进入越南
市场的重要原因。然而，人们恐怕也会注意到，一
些大型外国电信企业在越南投资失败以后，还是离
开了越南市场。
当然，英国电信不是唯一一家把眼睛盯在越南
市场的外国公司，最近媒体还提到一个新的名字 来自泰国的 True Corporation。因此，上述越南电
信部长认为，今后的 1-2 年内越南的电信产业将会
迎来外国直接投资的强波。

菲律宾国家经济和发展管理局（NEDA）表示，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NEDA 一直与其他政府机构共
同努力，以确定能够提供今后可持续增长并利用所
谓“人口甜蜜点”的领域 / 部门，这一折点在菲律
宾将持续到 2016 年。这是基于占庞大人口组成的
年轻人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形势 10。目前问题不再
是国家是否经济能够增长，而是是否能可持续增长。

菲律宾 2013 年将继续推动政府投资政策

即使有一个真正快速增长的经济，但是菲律宾将面
临怎样迎接相关挑战。

Philippines Will Continue the Govt Investment
Policy in 2013

在 3 月 16 日第 27 届亚洲 - 太平洋商会和行业
联合会（CACCI）的会议期间，总统阿基诺三世说“政

菲律宾在 2012 年经济增长表现超出预期水平，
泰国智库开泰研究中心日前发布报告指出，菲律宾

府已宣布，菲律宾现在是在新管理模式下运营商业。
国家也收到良好的信用评级”。

2013 年可成为东南亚新兴投资目的地，经济增长可
从现在已制定的总额达 2.006 万亿比索（约合

保持在 6% 以上，目前作为新兴投资目的地的潜力

490 亿美元）财政预算来看，预算额高于去年的 1.82

已经凸显。

万亿比索。公用事业和社会服务方面的预算，包括

如图 2 所示，2012 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

发展教育、卫生，以及基础设施是主要增加项目。

长最快，达到 6.8％，而全年增长达 6.6％，超过政

由此表明，菲律宾政府 2013 年将会继续推动政府

9

府了预期的 5-6％ 。开泰研究中心分析表明，增长

投资政策。

的主要动力来自国内消费增加、政府建设项目投资
增加和出口形势好转。

10

Agriculture, tourism identified as key towards sustainable growth ,

March 15, 2013,
http://www.bworldonline.com/content.php?section=Economy&titl
9

“ 菲 经 济 增 长 料 达 6% 以 上”，2013-3-17，http://www.zaobao.

com/yx/yx130317_009.shtml

e=Agriculture,-tourism-identified-as-key-towards-sustainablegrowth&id=67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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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菲律宾一项顽疾是高失业率，2012 年为

西亚在整体金融系统中的达标情况非常好，“符合

6.8％。不过开泰研究中心认为，但菲律宾国内经济

和基本符合”标准达到 100%，但是发放新牌照的

潜力较好，对外资有一定吸引力，比较有潜力的投

透明度成为 IMF 的主要担忧。

资领域也包括房地产、食品加工业、消费品生产和
旅游服务业等。

报告认为，马来西亚中央银行的风险管理流程
的日趋复杂，以及较复杂的监管办法很可能导致没
有足够专业化的风险管理人员以应对金融风险的预

马来西亚中央银行监管透明度问题提上议程

警。因此，估计容易导致提出增加工作人员等要求

Bank Negara Malaysia Calls for Transparency of
New Banking Licences

以及加强执行成本等情况。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IMF） 和 世 界 银 行 曾 于
2012 年在马来西亚共同进行了金融系统状况评估，
据 2013 年 3 月 19 日的消息显示，在这项针对众多
领域而制定的 30 个最重要评估指标中，马来西亚
的金融状况是 15 项“符合标准”，另外 15 项是在“很
大程度上符合”水平。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金融部门评估方
案的标准，以及对马来西亚中央银行的“详细评估
巴塞尔核心原则的有效银行监管”现况，马来西亚
的中央银行（BNM）采用的新银行牌照的发放标准
缺乏透明度，这是 IMF 建议的应该广泛地向公众咨
询政策措施中的一项结论 11。也即表明，尽管马来

1959 年 1 月 26 日马来西亚根据 1958 年的马来
西亚中央银行法（CBA 1958）正式成立中央银行。
而 2009 年 11 月 25 日废除了 1958 年的中央银行法，
新的法律开始生效后未做更多风险监管方面的加强
性工作。尽管在这一法案中对金融监管一项的要求
是“发展、加强和实施有效的监测框架，以确保安
全和稳健的金融机构，并强制实施健全的措施 / 办
法”，但新银行设立的加速带来大量管理问题。
按照 BNM 中央银行法 2009 年版的“新的商业
银行许可”标准，申请新银行的项目计划书主要包
括如下内容（见表 6）。
因此，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也意识到随着银行海
外建立附属机构的增多，监管机制容易产生疏漏。

11

MALAYSIA PRESS-IMF: Bank Negara lacks transparency

特别是在如何控制和监视风险方面容易出现问题，

criteria-Malaysian Reserve, 2013-3-19, http://finance.yahoo.

因此，新银行设立的授权、签发等审批流程日益复

com/news/malaysia-press-imf-bank-negara-012343880.html;_

杂和随之的流程上的繁复工作，都会导致风险管理

ylt=AwrNUbFQ6UdRSmYA0_fQt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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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减弱。由此，马来西亚银行系统监管透明度问

提高生产力，当局也推出新的机械化奖励推荐项目

题将会被推上更加迫切的杜绝金融风险的高度。

（Mechanical Referral Program），凡是成功引荐二
手承包商申请机械使用奖励计划的承包商，可获得
2 万元额外补助。此外，当局也会通过进一步培训

新加坡政府实施一系列政策提高经济竞争力

外劳与吸引更多新加坡人加入建筑业，提升建筑劳

Singapore Govt Implements Measures to Boost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动队伍的技能水平。
考虑到新加坡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下滑，主要是

根 据 新 加 坡 贸 工 部 2013 年 1 月 2 日 公 布 的

由于技能不匹配导致的效率低下，3 月 11 日新加坡

2012 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预估数据，虽然新加

贸易工业部部长林勋强表示，至到 2020 年，该国

坡去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季比增长 1.8％，但

经济将以年均 3-4% 的速度增长，仅将为 2003 年至

制造业和建筑业的第四季度环比都出现萎缩，只有

2013 年均经济增速的一半。林勋强指出，考虑到疲

服务业出现增长，为整体经济提供支持。也许正因

弱的外部环境以及紧张的国内就业形势，预计 2013

为这样，新加坡才需要大力刺激建筑行业。

年全年新加坡经济将温和增长 3%。政府新成立的
全国生产力与延续教育理事会将为不同的企业和行

新加坡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李

业领域量身定制提升生产力的方案，以协助本地企

奕贤宣布，未来三年是新加坡建筑业的重要转型

业和工人提升生产力及向高端产业进军，并使企业

期，政府将采取“大胆步骤”协助建筑业提高生产

享有更高的效率和效益，工人又能通过增强技能，

力。包括将建筑生产力与产能基金（Construction

赚取更高的工资。

Productivity and Capability Fund， 简 称 CPCF） 的
补贴从 50% 增加至 70%，协助建筑业者投资高科

其中，关于创新型企业的政策值得关注。企业

技 机 械， 以 及 调 高 易 建 指 数（Buildability Score）

已可借助标新局现有的一系列技能开发计划，包括

与可施工性指数（Constructability Score）各 5 个百

科技与人力资源开发、设计和品牌建立等，以探讨

分点，促使建筑业者从项目一开始，就把提高生产

提升生产力的方案。鉴于中小企业感到只有大公司

力纳入规划、设计到施工的全过程。此外，建筑业

才能享有相关计划的税额扣减和现金补助，财政

者在易建指数与可施工性指数上拥有良好记录，在

部新设的生产力及创新优惠计划（Productivity and

竞标公共项目时将会更有优势。为鼓励二手承包商

Innovation Credit）也将能够协助中小企业，确保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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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业，无论规模大小都能得到补助。每项申请如

将使泰国和邻国之间的运输更加便利。泰国运输部

果成功，可获得最高 30 万元的税额扣减。现金有

长差察·西迪汶说，高铁项目将于今年 9 月进行国

限或尚未赚取足够盈利以达到税务减免额的中小企

际招标，中国、日本、韩国和法国都有竞标意向。

业，则可申请高达 2.1 万元的现金补助。

目前泰方有意邀请中国帮助泰国修建两条高铁，一
条是横贯南北约 600 公里的曼谷至清迈高铁，另一

综上所述，新加坡在提升竞争力，并决定在建
筑行业和提高工人素质上入手，效果如何还有待观
察 12。

条是连接泰国东西 450 公里长的曼谷至廊开府高铁。
曼谷到清迈的高铁票价将定为 1200-1500 铢（约合
40-50 美元）。中国铁路专家目前已经对曼谷 - 清
迈线进行了考察。这条高铁线路全长 677 公里，沿

泰国将建成高铁网络并与中国相通
Thailand’s High-speed Railway Network Will
Connect with China
泰 国 运 输 部 官 员 3 月 11 日 表 示， 泰 国 将 在

途可分为 11 站，需要修建 164 座桥梁和 24 条隧道。
高铁建成运营后，时速将为 255 公里／小时，这样
从曼谷到清迈只需 2.5-3 小时。目前，从曼谷到清
迈每天 5 趟火车，最快的一列需要 12 小时，最慢
的则需要 16 小时之久。

2020 年前扩充和完善泰国全国的交通网络，并建成

由此可见，泰国的基础设施在不断完善中，这

高速铁路等现代化交通设施。泰国政府已经于 2013

不仅将给泰国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还为以后中国

年 1 月 22 日宣布了一项总额为 2.2 万亿泰铢（约合

和东南亚大陆之间的高铁网打下基础。此外，中国

738.26 亿美元）的投资方案，促进铁路等交通系统

企业的积极参与除了将中国的高铁技术带出国门以

建设。根据新规划，泰国将修建 4 条连通整个泰国

外，还将为今后在泰国发展打下扎实的共同合作的

南北的高铁线路，即曼谷至中部罗勇府，曼谷至北

基础。因此，泰国建设高铁的意义非同一般 13。

部城市清迈，曼谷至东北的廊开府，以及曼谷到南
部泰马边境城镇巴当勿刹。其中后 3 条线路将分别
延伸至缅甸、老挝、马来西亚等邻国，打通泰国与

印尼努力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包括银行在内

邻邦的交通。其中，向北延伸到老挝首都万象的高

的诸行业

铁，与计划从中国昆明通往万象的高铁相连。

Indonesia Will Open Up More Industries to Foreign
Investors

泰国运输部运输和交通规划办公室主任朱拉
说，泰国政府已经计划讨论一项 2 万亿泰铢（约合
673 亿美元）的贷款项目。如果这项计划通过法律
批准，贷款将在今后七年的时间里逐步兑现，用于
建设全国的交通设施。这项贷款中的 80% 以上将被
分配给铁路项目。高铁建成后，政府将鼓励民众乘
坐高铁，公路用车数量将大大减少，从而每年将节
约 1000 亿铢（约合 34 亿美元）燃料费用。
高铁项目不仅将改善泰国国内的物流系统，还

印尼投资协调机构（BKPM）日前宣布，他们
正在对“限制投资名单”（DNI）进行修改，计划
放宽目前对外国投资受限制的领域。预计投资名单
的修改将于今年第三季度完成。目前在印尼外国投
资受限制领域包括制药业、酒精制品、制糖业、矿业、
传统纺织品和服装、木器制造等行业。据印尼投资
协调机构透露，最新的调整是为了进一步改善印尼
的投资环境，树立印尼“投资友好型国家”的新形象。
与此同时，印尼经济协调部部长 Hatta Rajasa 也在

12

“ 政 府 将 协 助 建 筑 业 提 高 生 产 力”,2013-3-11, http://realtime.

zaobao.com/2013/03/js130311_0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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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泰 国 将 于 2020 年 建 成 高 铁 系 统 ”, 2013-3-11, http://world.

people.com.cn/n/2013/0311/c157278-20752764.html

动员由 19 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促进出口和投资

低工资从 34.8 万基普（约合 34 美元）提高到 62.6

小组发挥更大作用，与投资协调委员会推动投资领

万基普（约合 62 美元）。但经过调查，在过去的

域的改革。

2012 年里，很多工作场所称已经被告知要提高最低

工资，但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规定。更糟糕的是，
目前印尼还在对银行业进行自由化改革。目前， 很多工厂并不知道有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
外国投资者只能拥有印尼银行最多 40% 的股权。然
而，印尼央行在 3 月 11 日宣布，外国投资者可以

而且，就算在已经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工厂，

拥有印尼银行超过 40% 的股份，但必须承诺有助于

也存在着克扣或不予执行的现象。一些雇主名义上

推动印尼经济的发展。该承诺包括外国投资者提交

增加了工资，但通过削减福利津贴等其它方式来降

一份书面申请，写明将优先发展的经济领域以及区

低成本。总体来说，最低工资法案的执行效果并不

域，同时还要提交未来 5 年的发展计划，详细说明

显著。在最低工资法案中规定，工会将负责代表员

贷款发放领域和区域。生产性贷款的金额必须符合

工与他们所在的工作场所签订集体劳动协议。但是，

央行相关规定。此外，投资者还必须获得所在国监

通过走访调查，许多企业并没有工会组织，也不存

管当局推荐书。该规定将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后

在着集体劳动协议。据统计，在 1.8 万多家老挝企

生效。

业中，仅有 252 个企业与员工签订了集体劳动协议。

印尼经济发展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来自于外国投

老挝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在该地区的其它国家相

资。印尼去年吸收外国投资创下新高，达到 324 亿

比还是比较低的，仅为泰国的 1/3 左右，但依然难

美元，比前一年增长 26.7%。印尼已经将 2013 年吸

以推广执行。有分析者指出，最低工资和集体劳动

引外国投资的目标额设定为 404 亿美元。印尼投资

协议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涉及的行业很

协调委员会预计印尼在 2013 年将实现外国直接投

多没有履行其职责，没有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

资 23.3% 的增长。中国对印尼的投资也在不断增长。 和公告。老挝经济在最近几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2012 年 1-7 月，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 3.4 亿美元，

就，经济高速增长。为了改善劳动者的劳动和生存

同比增长 341%。综上所述，印尼在多方面的改革

条件，推动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升值，以便在未来更

14

有望给这个东南亚国家带来新的经济发展机会 。

好的进行产业升级，老挝政府未雨绸缪的推行了最
低工资标准的改革。但此举有可能引发雇主生产积
极性的降低，导致摇摆在工农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更

老挝最低工资法案或会缓行

倾向于回到农业生产领域，造成不利于工业发展的

Laos Minimum Wage Bill Might be Put on Hold

情况。所以，老挝政府应当从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着
手促进经济发展，并适当的对工业企业进行税收优

老挝政府为了保护雇员利益，曾在 2011 年颁

惠以提高雇主的生产积极性。

布过最低工资法案。该法案在 2012 年 1 月 1 日起
开始执行，但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表明，雇主很难完
全执行该法案，就算执行，也会发生变相克扣等现

柬埔寨政府联合法国电视台推广国内旅游业

象。

Govt of Cambodia Joints French Television to
Promote Domestic Tourism

在政府公布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中，将每月的最
柬埔寨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由于酒店机场等
14

“印尼拟放宽外资限制：投资名单修改三季度完成”,2013-3-15,

http://news.hexun.com/2013-03-15/152093261.html

技术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一直难以得到开发。随着
近几年柬埔寨经济逐渐步入正轨，基础设施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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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将开放更多的油气田供海外投标
Myanmar Will Open up More Oil and Gas Fields
for Overseas Bidding
缅甸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可是大部分都供出口，
国内需求长期不足。缅甸今年 1 月已经宣布开放 18
个岸外油区供招标，预计之后还会开放另外 50 多
个岸外油区用于向外国投资者招标，同时引进外资
和专业技术，整顿国家的油气资源管理。
不仅是石油资源，缅甸的天然气资源也异常丰
富，但由于国内需求不足以及技术匮乏，缅甸的天
然气产能绝大部分都输出了国外。据统计，缅甸天
然气的日产量最高能达到近 4 千万立方米。但由于
问题得到了很大改观。柬埔寨政府也开始着手开发

之前军统政府的协议，其中 80% 都输出给了泰国，

境内的旅游资源。

进而造成了缅甸境内的燃料短缺，剩余的 20% 仅能

在一项名为“2013 年计划书”的报告中，为
了促进柬埔寨的海滨旅游，柬埔寨旅游部和法国电
视台 TF1 签署了一项推广协议。该协议由柬埔寨

够满足缅甸国内一般的需求。而且随着缅甸经济发
展，未来的需求可能会更加旺盛。预计在未来的一
年里，缅甸每天的天然气需求将高达 2600 万立方米。

旅游部长 Thong Khon 和法国电视台探险制作公司
（ALP）总裁 Frank Firmin Guion 共同签署。根据协议，
法国电视台将负责在海滩旅游资源不丰富的英国最
先推广柬埔寨的海滩旅游项目。在这份三页的计划
行动书中，制定了探险公司制作有关柬埔寨海岸线
宣传片计划。该宣传片将主要包括 7 到 10 分钟的
电影和 3 分钟左右的商业广告。ALP 公司将负责宣
传片播放以及相应的图片展示。主要展示城市除伦
敦外还包括米兰和柏林。
柬埔寨政府也将配合和推广行动，旅游部将设
立柬埔寨旅游推广网站以及与 ALP 公司合作出版有
关柬埔寨旅游的书籍，并通过 ALP 与国际旅行社进
行合作。

缅甸政府此次的对外公开招标油气开发行动是
为了不使能源匮乏成为缅甸经济未来发展的瓶颈。

柬埔寨旅游协会旅行社总裁 Ang Kim Eang 表

在现任总统吴登盛上台后，一系列改革逐渐向西方

示，希望欧洲旅游市场可以更好的了解柬埔寨的岛

打开了缅甸的大门。欧盟 2012 年 4 月解除了对缅

屿和沿海景观。在配合 ALP 公司做好相应的宣传工

甸除了武器禁运外所有的制裁，美国也已经解除了

作后，将会有更多来自欧盟的游客来到柬埔寨。

对缅甸的贸易和投资禁令。外国投资者逐渐开始密
切关注起缅甸的投资机会，而缅甸也逐渐开始按照

12 / CHINA-ASEAN WATCH / 2013.03

规则进行对外经济活动。缅甸能源部官员昨天在仰

根据新计划，在新建公司的不同启动阶段，

光举行的研讨会上，向与会的多家外国石油公司代

BEDB 会有不同的资助方式，从种子资金、风险投

表说，整个招标过程将按照国际标准来进行。该部

资资金，到“天使”基金等。新计划对于境内申请

门的助理主任翁觉托说：“透明度是最重要的，所

人的限制相当宽松，年满 18 岁的文莱居民，或者

以政府启动了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程序”。 拥有永久居民资格的个人，都可以通过一份有效的
这项计划的目的是要保证国家和人民整体受益于自

商业计划书进行申请。除了经济援助之外，申请人

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缅甸能源部长丹泰承诺，缅甸

在成功获得援助资格后也可以通过 BEDB 与其它机

人民将“直接从我们对天然资源的有效管理中受

构进行经济业务的协调和沟通，便于公司的成长。

惠”。

由此可见，BEDE 提供的不仅仅是资金援助，其目
标是鼓励那些有一个伟大想法的人去将想法投入运

早在 2007 年初的时候，中国公司就已经进入

营并建立企业。

了缅甸的石油开采市场。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
公司在 2007 年与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签订合同，

在新方案公布之后，BEDB 将举办一系列路演

获得了缅甸 3 个深水区块的石油天然气开采权，这

和市场推广活动。申请程序将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

三个深水区块都位于缅甸若开邦近海，总面积约为

正式开始。

1 万平方公里。随着项目的进展，包括中石化、中
石油和中海油的中国三大石油开采商在缅甸的石油
项目已经全面展开。据统计，中缅石油勘探开发项
目区块总面积已经超过渤海。借助着项目里中缅石
油管道的建设完工，中国公司在缅甸石油开发市场
将会有更大的作为。

文莱新计划扶助新建公司
Brunei Launches New Plan to Backup New
Companies
文莱经济发展局（BEDB）于 3 月 14 日推出了
新的资助计划以帮助当地的新建公司发展 15。
根据此项方案，文莱境内新建的公司可以申
请高达 5 万美元的启动资金，还有额外的 3 万美
元针对外来投资的企业。在 3 月 14 日的资助计划
启动仪式上，BEDB 的行政副总裁 Abdul Manaf Hj
Metussin 博士表示，该计划用以支持当地创业，目
的是提供支持启动资金，鼓励更多的创新企业在文
莱投资，吸引高潜力的海外企业和跨国公司。

15

BEDB starts new grant for startups, 2013-3-15

13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3.03

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 ASEAN-CHINA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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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挖掘缅甸作为大米出口国的潜力

短。在这一点上，国外公司和其他投资者将扮演关

Tapping Myanmar’s Potential as a Top Rice
Exporter

键性的角色。
以菲律宾 SL Agritech Corporation、缅甸 IBTC

根据 Oryza 大米网络 2013 年 3 月所发布的消息， Group 和泰国 Capital Rice Company Limited 合作模
缅甸政府将大量推动该国大米产业的提升。缅甸农 式为先例，中国投资者或企业可以先与其他东盟公
业综合企业国立公司（Myanmar Agribusiness Public

司和缅甸机构建立一个相关于杂交水稻技术的合作

Corporation， MAPCO）代表透露，随着该国的开

模式。由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具有东南亚地区的热

放政策，大米出口已经变成其中一个可以带领缅甸

带杂交种子和相关的技术，中国投资者可以善用这

走向东南亚大国复兴之路的机遇 16。

两个国家的优势建立一个共赢的合作模式。

从缅甸媒体的最新消息，中国已经成为该国大

中国投资者可以借这个机会提供资金给马来西

米的最大买家，占了大约 80% 的缅甸大米总出口

亚或菲律宾的杂交水稻研发公司以便它们扩张它们

量，也带动这个东盟国创造 46 年来的该农业品出

的研究设备和市场。同时，在中国或东盟的营销公

口新高 17。此外，在 2013 年 1 月，韩国某一间公司

司也可以把研发出来的大米产品推广去海外也包括

有意购买来自缅甸的 7 万吨大米，估计缅甸大米生

中国。对中国而言，这种模式可以把该国的大米来

产伙伴将在 3 月开始输送 1 万吨给韩国作为双方交

源多元化而不仅仅依赖越南的大米供应（直到 2012

易的条件之一 18。 除了韩国，日本三井集团（Mitsui

年，越南大米占了中国大米总进口的 66.7%）20。

Corporation）在 3 月 10 日已与 MAPCO 达成另外

2011 年泰国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大米匮乏的教训表

一项协议；从 5 月开始，缅方将会提供 5 千吨优质

明，过分依赖某一个国家的大米出口具有极大的风

大米给日方 19。

险。

从上述针对日韩的两个例子来看，缅甸发展成

可以说，中国投资者与东盟国家合作大米项目

为世界大米主要出口国只是时间的问题。但缅甸政

也符合中国对东盟加强经贸合作的整体外交方向。

府可以通过大米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把该时间缩

通过这类合作模式，中国可以进一步建立更加深入
的双边经济合作形式和多项领域。作为中国非常

16

Burma Eyes Top Rice Exporter Status Again, Oryza, 2013-03-07,

http://oryza.com/content/burma-eyes-top-rice-exporter-status-again

重要的伙伴之一，加强对缅甸的多方面合作必定
是未来重要的国家事务之一。中国亚洲特使王英凡

Four Fifth of Myanmar’s Rice Export Destined for China, Eleven,

的任命已经显示出希望与缅甸建立多方面的伙伴关

2013-03-10, http://www.elevenmyanmar.com/business/2736-four-

系的趋向。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说，王

17

fifth-of-myanmar-s-rice-export-destined-for-china
18

South Korea Traders Seek 70,000 Tons Burma Rice in 2013, Oryza,

特使的重点工作还是处理中缅的所有事务和合作关

2013-01-22, http://oryza.com/content/south-korea-traders-seek70000-tons-burma-rice-2013
19

Japanese Mitsui Starts Purchasing Myanmar Rice after Test, Eleven,

20

China’s Rice Imports Won’t Endanger World Food Security:

2013-03-10, http://elevenmyanmar.com/business/2740-japanese-

Ministry, Xinhuanet, 2013-01-25, http://www.chinadaily.com.cn/

mitsui-starts-purchasing-myanmar-rice-after-tests

china/2013-01/26/content_161769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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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21。 所以在未来的几年，随着这个趋势和缅甸当

府在 3 月 1 日公布四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其总价

局的开放政策，中缅的合作商机就会变得越来越多。 值为 80 亿马币（约合 26 亿美元）。该项目包括修
建新的海底隧道（连接槟岛和马来西亚大陆）和在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东盟各国和农业企业（缅

岛上增加三条公路。最值得注意的是这四项工程将

甸在内）目前最需要的是大量的资金。从整个杂交

由 北 京 城 建 集 团（BUCG）、Zenith Construction

水稻技术合作模式来看，中国投资者可以输入资金

Sdn. Bhd.-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协助该地区的国家和企业发展它们的业务。而且，

Limited、Sri Tinggi Sdn. Bhd. 和 Juteras Sdn. Bhd. 所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研究机构可以与东盟

组成的马中合资公司，并有马来西亚 Consortium

有关单位建立更广泛的杂交水稻联合研发项目。这

Zenith BUCG Sdn. Bhd. 公司负责建设 22。 在 2006

也包括研发新杂交种子，并使其赋有更强的疾病抵

年联邦政府的槟城第二大桥计划后，这几项新工程

抗力和对恶劣气候的适应力。因此，缅甸的大米出

由槟州政府首次批准给马中合资公司来进行。除了

口潜力为该地区的杂交水稻技术合作提供了一个良

表示该州政府对中国企业的设施技术给予一定肯定

好机会。

之外，这个举动也显示了槟州政府有意与中国建立
更深入合作关系的迹象。

马中在马来西亚槟城的两大待合作领域
Two Potential Cooperation Areas in Penang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然而，这一信息也同时证明了中国在槟城的投
资项目依然集中在“传统”的基础设施领域。作为
一个迈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经济支柱的地区，
槟城其实可以提供更加多的合作机会给中国投资者

为了减少严重的交通堵塞，马来西亚槟城州政

和业者，以及省或市政府。从目前和未来槟城的发

22
21

“中国首位亚洲特使主抓缅甸”，2013-03-12, http://www.dfdaily.

com/html/51/2013/3/12/959580.shtml

Penang Awards RM8bil Project to Malaysia-China Firm, The Star,

2013-03-01, http://www.starproperty.my/index.php/property-news/
consortium-members-have-rm4-5bil-paid-up-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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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来看，马来西亚和中国可以探索两大可合作
领域：
1. 由于槟城州政府和马来西亚联邦政府极力把
槟城／马来西亚品牌推至国外，中国很自然的成为
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新销售市场。就这个方面来说，
本地中小型企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以现在槟城
中小型企业与西方跨国公司策略性的伙伴关系为
例，中国跨国企业也一样可以与当地公司建立相同
的关系；而从双赢的角度来说，中国企业可以利用
这个机会进入马来西亚市场。同时，槟城中小型企
业也得到庞大的市场可以出售槟城品牌。再说，基
于中国某一些企业是高端跨国公司，与它们合作也
可以提升目前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最需要的技术研
发和人才升级。截至目前，智能手机和太阳能利用
是槟城最近几年开始发展的两大行业 23。
2. 自从马来西亚乔治市（Georgetown）在 2008
年 7 月被授予联合国世界遗产后，槟城已经成为许
多文化艺术的活动中心。目前一年一度的乔治市艺
术节（Georgetown Festival）已经被公认为一个有水
准的国际艺术节，集合了东西方文化及艺术人士的
作品和节目。再者，作为多文化的结合地，槟城具
有丰富的亚欧文物古迹。从这个方面来说，每年的
游客都是被槟城独特的遗产所吸引，也促进了文物
旅游行业。
除此之外，滨州医疗旅游的前景也是乐观的。
根据槟城研究所的最新报道，由该州各医院组成的
槟城医疗协会（Penang Health Association）组织了
相关活动，但目前槟城的医疗游客最主要还是来自
于邻国，例如印尼等 24。然而，这里有比新加坡更
低的医疗费且具有同样的技术水平和设备，槟城作
BlackBerry, Made in Malaysia, Malaysian Wireless, 2011-

为继狮城之后的另外一个东盟地区医疗旅游目的地

07-14, http://www.malaysianwireless.com/2011/07/blackberry-

已经成熟。像其他医疗业者一样，槟城和马来西亚

23

manufacturing-in-malaysia/; Bosch Committed to Solar Plant
Investment in Malaysia, Asian Power, 2012-02-08, http://asian-power.

政府大力推动向中国方面建立双边合作关系。这也

com/power-utility/news/bosch-committed-solar-plant-investment-

包括建立中马医疗机构、旅游业者、航空公司和省

in-malaysia
24

Penang: Hospital of the Orient, Penang Monthly, February 2013,

http://penangmonthly.com/penang-hospital-for-the-orient-rightplace-right-time-part-1/view-all/

16 / CHINA-ASEAN WATCH / 2013.03

或市政府等一系列的伙伴关系。因中国游客的市场
含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该领域对双方所创造的

投资和商业机会必定是多方面的。

的经济发展与收入结构。

从上述两个方面看，无论是槟州或联邦政府推

文莱和美国能源部在 3 月 16 日宣布，将成立

动的项目，槟城的未来发展方向仍然会围绕着该州

一个由两国联合为首的多国再生能源特别工作小

所赋有的两个关键性因素：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组，并注资 60 亿美元的资金，作为东亚国家绿色

技术与人才。因此，中小企业和高端旅游业等都将

能源市场的供应与支援 25。此外，文莱政府也在 3

是马来西亚槟城能与中国企业共同合作的领域。

月 12 日宣布，将进行公开招标活动，以在特里塞
（Telisai）双溪巴古（Sungai Paku）垃圾处理场，
设立一座利用垃圾生产再生能源的发电厂 26。

文莱垃圾发电厂合约带来绿色能源商机
Brunei’s Waste-to-energy Plant Project: Will Light
up Green-tech Opportunity

根据文莱政府的预测，该项再生能源发展项目
料能生产 24 兆瓦的能源，除了能减少当地的环境
污染外，也能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同时，该

随着国际石油与天然气价格的持续攀升，加上

计划将以公私联营伙伴的方式进行。

两者皆非永续性能源，因此，全球能源市场开始踏

上寻求永续性与绿色能源的拓展步伐。当中，过去
数十年来高度依赖石油与天然气生产的东盟成员国
文莱，亦宣布要开拓再生能源业务，以多元化该国

另一方面，文莱政府也强调，政府设立多家官

25

“ 注 入 60 亿 美 元 发 展， 汶 美 设 再 生 能 源 小 组”，2013-3-17，

http://www.eunited.com.my/?q=node/22227
26

Waste-to-energy plant up for bidding, The Brunei Times, 2013-

3-13，http://www.bt.com.bn/business-national/2013/03/13/wasteenergy-plant-bi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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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占对外贸易总额的 97.8%，以及占财政总收
入的 90%。基于石油与天然气皆为非永续性能源，
因此文莱政府确实已有必要多元化能源发展项目，
除了作为替代石油与天然气能源的使用，更重要的
是，多元化国家的收入来源。
事实上，垃圾再生能源焚烧技术将存在非常
庞大的发展潜能。国际咨询机构 Frost & Sullivan 在
2010 年公布一系列关于国际垃圾再生能源市场的研
究报告中就曾提出，亚太区域在垃圾再生能源的发
展自 2007 年以来保持着 10% 的增长，并预计中国
将在垃圾再生能源的技术发展上发挥着相当重要的
推动效应。
因此，随着文莱当前进行垃圾发电厂的公开招
标，中国企业或许可以参与其中，不论是独立竞标，
或是以联营合作方式竞标。这对于中国与东盟投资
与经贸合作上，尤其是绿色能源项目方面，将会是
一大突破。同时，倘若与文莱的合作成形，势必也
将带动整个东盟区域正视垃圾发电的业务，从而改
变目前过渡依赖非永续性能源使用的现象。

生物柴油在东南亚市场的潜力有待挖掘
Biodiesel Potential and the Untapped Business
Opportunity in Southeast Asia
棕榈油市场的最新情况表明，棕榈生物柴油的
需求将上升 28。根据棕榈油新闻网 3 月 6 日的报导，
联公司与投资臂膀，目的并非与民争利，反而将在

目前棕榈生物柴油与原油的价格对比占有优势。

于协助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以推动国家经济多元化， 为削减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庞大的棕榈油库
29
以及致力于国家经济的永续性发展目标 27。这意味 存 ，生物柴油正被视为可行的选择。
着，政府在进行公开招标时，将会确保政府机构的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

中立性，并将以经济发展的利益为大前提。
石油与天然气是文莱目前最关键的经济支柱，
该 能 源 领 域 共 占 文 莱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 的

28

Demand for Palm-Biodiesel May Rise on Discount to Crude Oil

-Analyst Fry, 2013-3-6 http://www.palmoilhq.com/PalmOilNews/
demand-for-palm-biodiesel-may-rise-on-discount-to-crude-oilanalyst-fry-2/
29

27

“以国家经济发展为目标，官联公司不与民争利”，2013-3-13，

http://www.uniteddaily.com.my/?q=node/2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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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iesel Able To Reduce Palm Oil Stockpile, 2013-3-7, http://

www.theedgemalaysia.com/business-news/232384-biodiesel-ableto-reduce-palm-oil-stockpile.html

生产国，两国的生产率占了全球 85％以上。马来西

来了新的出口 30。棕榈生物柴油的需求将上升，原

亚棕榈油库存自 2012 年 10 月以来达到创纪录的水

因是它不仅比原油便宜也是大豆油（美国主要的生

平（250 万吨），政府分别在一月和二月份把出口

物柴油基地）衍生燃料的廉价替代品。

关税从 23% 减至免税，而三月及四月份的出口关税
相比于周边国家即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马来西

则定为 4.5%。印度尼西亚则把毛棕榈油（CPO）和

加工棕榈油的出口关税从 25% 分别减至 13％和 9％。 亚尽管具有巨大的棕榈油库存但却是最小的生物柴
油生产国。显然，马来西亚的棕榈生物柴油生产表
棕榈油价格的下降（由于供过于求和补贴出口

现不佳，缺乏设备和技术。马来西亚总共有 29 间生

税）间接提升了使用棕榈油用生产生物柴油的吸引

物柴油厂，但只有 10 间正积极运营。相对的，泰国

力。目前基本情况是，如果原棕油价格低于北海布

的棕榈油生产量只有全球的 2%31，但它的生物柴油

伦特原油，即使没有任何政府补贴， 它也变得仍然

生产设施及能力却不比马来西亚差， 它甚至是东南

有利可图。其中原因是棕榈甲基酯（PME）可以作

亚生物燃料的消费和生产中心。印度尼西亚是东南

为石化柴油燃料的直接替代者。

亚生物柴油出口最高的国家，它在 2010 和 2011 年分
别出口了 5.63 亿升和 12.25 亿升的生物柴油。

无可否认，PME 的生产发展在东南亚有巨大的
机会，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国

由此可见，这三国在生物柴油生产方面具有很

家的棕榈油出口税将进一步压低价格和提高使用生

大的潜能和商机。毕竟它对可持续发展及以可再生能

物柴油国家的盈利。以针对美国市场为例，两国所
生产的棕榈生物柴油在过去的 2011 和 2012 年都未

30

成功进入美国，部分原因是热带雨林的砍伐和不符

http://www.themalaysianinsider.com/business/article/se-asian-palm-

合温室气体减排标准。然而，混合替代燃料的税收

oil-producers-target-us-biofuel-market

抵免已重新打开了棕榈生物柴油通往美国的机会，
同时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创纪录棕榈油库存带

31

SE Asian palm oil producers target US biofuel market, 2013-3-4,

Palm Oil as Biofuel: The Case of Malaysia, 2013-1-24, http://www.

iom.edu/~/media/Files/Activity%20Files/Environment/EnvironmentalHe
althRT/2013-01-24/Palm%20oil%20as%20biofuel-The%20case%20
of%20Malaysia%20%28230113%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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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既替代社会对原油的依赖关系重大。所以，先进国

的领先地位，新加坡将大幅提高石油的炼制能力，

家正在把生物柴油燃料列为提供能源安全的范围。

其中包括大幅增加清洁能源生物燃料的产量。

再分析新加坡生物燃油的情况，由于拥有电子

全球能源市场中一个令人关注的趋势就是生物

产品、工程技术和化学产品的巨大生产能力，为

燃油得到认可。持续的高油价已经使生物燃油作为

生物燃油等新能源提供基本原料，新加坡政府提

交通运输替代燃料的吸引力大大增强。虽然生物燃

出，他们的目标是到 2015 年，将可再生能源领域

料在能源需求总量中所占比重只有百分之几，但是

在 GDP 中的份额提高至 13.6 亿美元，就业人员达

其潜力不可低估。

7000 人。
就生物燃料而言，新加坡努力使生物燃料与石
作为新加坡的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

油行业融为一体。在过去几年中，新加坡在著名的

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地，棕榈油是生物燃油的主

化工基地裕廊岛上开始了生物柴油方面的生产，因

要原料，由此可以预计，新加坡将成为亚洲多元

此，新加坡的生物柴油年产量将可望在 2015 年达

化石油产品的中心。芬兰的 Neste 石油公司，其在

到 300 万吨。

Tuas 工业园区的生物柴油工厂的产值达 12 亿美元，
已经成为第二大生物燃油生产商，它将推动新加坡

新加坡发展生物能源的情况表明，在获得马来

成为其运营中心之一。Neste 石油新加坡分公司管

西亚与印尼的棕榈油作为生物燃料方面，新加坡比

理总监 Petri Jokinen 说：“新加坡成熟的炼油市场

中国更有地理上的便利，而且在技术能力方面也存

是吸引我们落户的原因。我们的增长预期来自可再

在巨大竞争。但从棕榈油需求的角度看，中国是全

生石油业务，其增长点主要在两个地区：一是位于

球第二大棕榈油消费国，并且依赖来自印度尼西亚

欧洲鹿特丹，另一个就是新加坡。我们将以此作为

和马来西亚进口以满足国内的需求。虽然生物柴油

全球的基地”。

的需求在中国逐渐增长，不过生产规模较小而且应
用并不广泛。但无论如何，目前棕榈油价格下滑是

早在 2007 年，新加坡就计划大幅提高生物燃

中国东盟合作生产生物柴油的良好时机，而且马来

油产量。新加坡贸工部表示，由于地区能源市场的

西亚 - 中国可以借此机会共同合作，研究开发适宜

竞争日趋激烈，为了保持和扩大新加坡在石油行业

生产技术，以便为未来的能源安全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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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恒逸石化文莱精炼厂已成为文莱最大
外资项目
China Zhejiang Hengyi Group Invests in Brunei
Refinery Project
2012 年第 3 期《中国东盟观察》曾关注了中国
民企恒逸集团在文莱大手笔投资的石化项目，而恒
逸集团自 2012 年与文莱签署石化项目以来，其精
炼油厂一体化工程不仅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海外
投资项目，而且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外资项目。文
莱财政部第二部长 3 月 11 日表示，中国浙江恒逸
石化公司（Zhejiang Hengyi Group）投资的炼油厂
项目预计于 2013 年中期完成。这项联合精炼石化

拿督斯里阿卜杜勒·拉赫曼说炼油项目设置为
能容纳阿曼苏丹的第一家芳烃生产工程，目前基本
设计与工程阶段进展顺利 33。
在文莱第九届州立法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能源
议题。能源部门提出应增加该国的石油化工生产的
最新发展的相关立法。财政部长说中国浙江恒逸公
司是在文莱致力从事炼油项目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公
司之一。从这项精炼油项目第一阶段将花费的资金
（40 亿美元）上看，作为文莱最大的外国投资项目，
它也将为当地承建商创建更多的附带产品项目以及
至少向 800 人提供就业机会。“一旦开始运行，此
项目每年将为文莱的国内生产总值创造 20 亿美元
价值”。

厂综合体项目造价达 4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70
亿元，是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规模最大的资
金额 32。

今年 2 月份时浙江恒逸集团已得到中国监管部
门的批准，使其可以在文莱建设炼油厂的计划得以

33
32

“ 中 国 民 企 境 外 投 资 规 模 最 大 项 目 获 批”，2013-2-26，http://

www.hengyi.com/cn/news_info.asp?id=615

Hengyi engineering plans to be finalised by mid-year, 2012-3-12,

http://www.bt.com.bn/business-national/2013/03/12/hengyiengineering-plans-be-finalised-mid-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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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成行。项目的主要指标见表。
近一段时间以来，文莱积极探索与外国公司的

济开发区已经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称为
“广西 -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34。

广泛合作。例如，与缅甸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探寻签

广西 -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南宁市北部，

订石油勘探合同；与国有的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共

距市区 30 公里，于 2004 年 3 月成立，最初是国家

同实施液化天然气和上游石油投资项目；文莱政府

发改委第一批通过审核公告的省级开发区。主要活

也在探寻在越南和卡达尔等国的海外投资机会。

动是作为中国 - 东盟博览会的重要载体。辖区面积

从这些方面看，文莱的石化项目有较好的发展
前景和机会。而恒逸石化公司也从上述的一体化精
炼油项目中解决了自身现有产品原料来源的瓶颈。
同时，公司原有的产业链将延伸至上游原材料行业，
即可强化公司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中国

180 平方公里，人口 6 万人。1960 年为华侨农场，
2005 年成为国务院侨办重点联系单位。目前聚居有
归侨侨眷 7300 多人，是广西“东南亚归侨文化”
保存最完好的区域，与世界 29 个国家和地区保持
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企业在东盟的投资项目以这样的双赢方式开展将是
一个方向。

而按照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标准，其主要
位点基本位于各省 / 市 / 自治区的省会等中心城市，
在其开放城市划定专门区域，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

广西 - 东盟经济开发区成为国家级经贸投资
综合体
Guangxi-ASEAN Economic Zone Upgrades to
National Level
广西正在发挥为中国与东盟十国经贸与投资往
来的桥头堡作用。据 3 月 14 日信息，经国务院正

投资环境，包括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吸收利用外
资、重视建立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现代工业结构，
并力争成为所在城市及周围地区发展对外经贸投资
的重点区域，并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当一个
地方开发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后，开发区成为地市
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享受同级人民政府的
审批权限。

式批准，广西 - 东盟经济开发区，暨南宁 - 东盟经

升级后的广西 - 东盟经济开发区将实行国家级

34

“ 广 西 - 东 盟 经 济 开 发 区 升 级 为 国 家 级 开 发 区”，2013-3-14，

http://kfq.people.com.cn/n/2013/0314/c54918-207853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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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各项政策，向以产业为主导的多

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或进行商务咨询获取利益。最近

功能综合性区域转变，充分发挥面向东盟的窗口、

兴起的一种投资活动是与越南政府相关部门签署商

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业合作项目，最常见的是 BOT 项目合作。相关资
料显示，前三种投资方式在中越投资过程中具有一

从目前的情况看，产业结构尚处于普通地方性

定历史，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操作起来比

的开发区水平，而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后，中国和

较稳妥。最后一种投资活动近年来才起步，主要集

东盟国家的企业应该在此重点落户，集中力量发展

中在教育、基础设施、能源等行业，这类投资属于

中国 - 东盟经贸与投资合作。因此，对于至对方开

长期投资，短时间内的收益并不可观。

始投资和经贸活动的中国和东盟企业来说，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都值得期待和关注。

虽然困难和不和谐因素不可避免，但中国企业
呼吁两国有关部门通过沟通协调，采取更加有效的
措施来化解企业遇到的困难。毕竟，中越经贸交往

众多因素导致中国投资越南速度放缓

的活跃为两国百姓带来了实惠，也夯实了两国关系

China Investment in Vietnam has Slowed for Reasons

发展的基础 35。

近 3 年，中国对越南的投资发展特别快，特别
是在农业和矿业方面。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和中小

投资柬埔寨农业领域的前景巨大

企业已经到越南进行投资，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

Investment on Cambodia’s Agriculture Shows A
Bright Future

而且也带动了越南的相关产业提升和产品品种的发
展。总的来说，贸易和投资对于双方来说都带来了
利益。截至 2012 年 9 月 20 日，中国在越共有 869

据报道，柬埔寨商务部顾问兼贸促会会长将代

个投资项目，协议投资总额 45.28 亿美元，法定资

表柬埔寨国家商务部及贸促会出席 7 月底在上海举

金 22.84 亿美元，在对越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

办的 2013 年中国国际米业博览会，同时双方就中

第 14 位。虽然，中兴、华为、TCL、美的等企业

柬大米的合作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沟通。

早已在越南扎根，但是近些年来，中国企业在越南

同时也期待更多地中柬经贸往来合作，欢迎各类中

投资开展业务的确碰到了困难。

国企业到柬埔寨进行考察和投资。

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企业不了解越南

在柬埔寨，农业是经济第一大支柱产业。统计

的投资环境，缺乏市场调查。由于越南投资相关法

显示，柬埔寨农业人口达到人口总数的 85%，占全

律并未完善，许多法律法规都在不断调整和更新，

国劳动力的 78%。可耕地面积 630 万公顷，其中可

这使得中国企业在越南仍处在不熟悉状况的状态。

灌溉面积为 37.4 万公顷，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18%。

例如，中国企业在越南找不到理想的合作伙伴也为

除种植业外，水产业、畜禽养殖业以及橡胶业等的

在越南发展增添了很多困难。这种情况是受到两国

产值在柬埔寨农业中亦占一定比例。尽管柬埔寨自

政治以及商业信心的影响，也导致中国企业在越南

然条件优越，农业发展潜力巨大，但近年来其农业、

投资能力及信心相对趋于薄弱。

种植业发展一直较为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生产
力水平低下，耕作方式基本处于粗放式、广种薄收

越南专家称，中国投资者参与较多的投资活动

和“靠天吃饭”的阶段，使用机械耕作的土地仅占

是在越南建厂，雇用当地人生产商品；或者投资一
家现存的华人企业，年底按比例分红；还有一些商
会、协会等在云南设立分支和代表机构，通过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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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企 投 资 越 南 愈 加 吃 力 ”，2013-3-13，http://news.hexun.

com/2013-03-13/152000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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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耕种面积的 10% 左右。为此，赴柬埔寨投资从

寨农业经济的发展 36。

“务农”入手前景广阔。

图11：柬埔寨行政区划分

首先，水稻种植和碾米加工业前景看好。在柬
埔寨，大米被喻为“白金”，品质并不亚于泰国、
越南大米，被视为柬埔寨农业发展的龙头产业，但
其种植面积、产量都不大，大米碾米加工业也比较
落后。据最近的数据统计，柬埔寨全国有近 3 万家
碾米厂，绝大部分规模较小，加工能力和技术滞后，
真正能够加工符合国际标准的碾米厂不足 10 家，
目前仅少量出口欧洲。2010 年，中柬两国签署了关
于柬埔寨大米输华的检验检疫议定书，扫清了柬埔
寨大米直接出口中国的最大障碍。目前，已有多家
中国企业至柬埔寨考察，探讨大米贸易和投资机会。
每年，除本国自用米外，柬埔寨多余的稻谷几乎全
被越南和泰国米商买走，加工成泰国、越南香米出
口至其他国家。据柬埔寨商业部统计，2012 年 1-7
月，柬埔寨出口大米 8.9 万吨，这距离柬埔寨政府
提出的“力争实现 2015 年出口 100 万吨大米”的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目标相距甚远。可见，在柬埔寨投资水稻种植和碾
米加工厂的市场前景和合作空间都很大。
其次，橡胶业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橡胶

中国长城汽车计划斥资在马来西亚建厂

业是柬埔寨农业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为增加橡胶产

Great Wall Automobile Will Build Factories in
Malaysia

量和扩大种植面积，柬埔寨在全国实施红土质区域
种植橡胶树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计划，由原来的集
中在东部地区种植，逐渐向东北和西北推广。橡胶

中国长城汽车公司近期计划在马来西亚建立一

业不仅是柬埔寨农业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

座整车厂，耗资将在人民币 40 亿元左右。有关人

带动其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为促进橡胶业发展，

士表示，长城公司将为马来西亚吉打州新工厂投资

柬埔寨政府大力推动实施家庭种植橡胶树工程，成

大约 20 亿马来西亚林吉特（约合人民币 40 亿元），

立橡胶种植户合作社，通过提供贷款鼓励农民种植

该 厂 投 产 节 能 型 汽 车（Energy-Efficient Vehicles，

橡胶树。据柬埔寨农林渔业部的数据显示，柬埔寨

EEV），预计初期产能为 8 万辆 / 年。据马来西亚

橡胶种植面积年增长达 20%，预计到 2020 年将增

媒体上个月消息，中国长城汽车计划在马来西亚建

至 30 万公顷，橡胶年收成将达 29 万吨。

立一座整车厂，耗资将在人民币 40 亿元左右。

最后，面对中国企业的机会还有畜禽养殖业。

在进度方面，长城汽车已经同马来西亚政府

柬埔寨气候条件好，具有发展畜禽养殖的良好天然

进入谈判最后阶段。有消息表明：长城汽车已经

条件，这也是其农业尚待开发的领域。如果在该领
域实施农、工、商产业化合作，规模开发，柬埔寨
畜禽养殖业会得到较快发展，从而促进和带动柬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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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 柬 投 资 可 从‘ 务 农’ 入 手”，2013-1-5，http://news.hexun.

com/2013-01-05/149778855.html

20 辆长城汽车，包括 3 台哈弗 SUV 和 17 台风骏皮
卡，主要用于马来西亚高速公路建设等基础设施项
目上。2013 年长城汽车将发布 13 款新车，包括哈
弗 H2、 哈 弗 H8、2013 款 长 城 C50 和 风 骏 6 等，
销量目标为 70 万辆。预计长城汽车今年出口量将
再创一个较高水平 37。
在马来西亚之前，长城公司早就开始在东盟汽
车市场布局。长城公司位于菲律宾的组装厂已于
2011 年 1 月投入生产。长城公司成为了菲律宾以
KD（半散装）形式进军当地汽车市场的首个中国
汽车制造商。而其它中国汽车品牌，类似奇瑞、福
田和力帆也已经成功进军菲律宾市场。但是，他们
递交了建议书，并且完成了同有关部门的会面协

均是整车进口，而非当地生产组装制造。

商。不过长城汽车仍需要获得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
工 业 部（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nistry，
ITIM） 以 及 投 资 发 展 机 构（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MIDA） 的 批 准， 因 此 预
计 将 在 2013 年 4 月 发 布 建 厂 公 告。 马 来 西 亚 政
府 将 公 布 修 订 版 的《 全 国 汽 车 政 策》（National
Automotive Policy），新政策将为汽车制造商在马

除了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之外，长城汽车在东盟
其它国家也有 KD 组装厂。在老挝、柬埔寨、缅甸
和文莱也开始销售整车。此外，长城汽车公司还将
继续寻求主动且可靠的方法，逐步进入东盟市场。
根据该公司的计划，到 2015 年底，在东盟国家的
生产制造基地将达到五个。

投产节能型汽车敞开大门。而长城在马来西亚设厂
的计划正是受到这一背景的推动。
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市场具有重要地位。2012 年
该国新车总销量为 62.78 万辆。而长城汽车从 2011
年第 3 季度开始进入马来西亚市场。根据大马车业
公 会（Malaysian Automotive Association，MAA）的
数据，2011 年长城汽车在马来西亚市场销售了 87
辆商用车，去年则进一步提升为 173 辆。媒体认为，
倘若中国长城汽车在马来西亚建厂投产，则在当地
乃至东南亚市场销量将大幅增加。
长城汽车 2012 年销量达到 62 万辆，同比攀升
28.3%，其中出口销量 9.65 万辆；净利润达到人民
币 57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62.6%。此前，2012 年
12 月，长城汽车成功获得马来西亚马友乃德建筑公
司 20 辆汽车的政府采购订单，成为第一个获得马
来西亚政府采购订单的中国汽车品牌。此次采购的

37

“长城汽车计划斥资 40 亿元在马来西亚建厂”，2013-3-20，http://

www.chinadaily.com.cn/hqcj/zxqxb/2013-03-20/content_8542926.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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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有待时日

兵变发生了 7 次，而到了阿罗约时代，更是各类兵

Philippines Need Time to Escape from the
"Middle-income Trap”

变高达 200 次之多。时至今日，菲律宾政府仍然无
法完全控制国内各派林立的武装势力。棉兰老岛几
乎已经独立；境内武装势力甚至入侵了马来西亚的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的
一个国家，韩国刚从战火中走出，菲律宾则被看作

沙巴州，而菲律宾政府竟然对此无能为力，只能通
过媒体喊话来平息。

是继日本之后亚洲的新兴经济增长点，这种看法在
当时不无道理：美国人给菲律宾留下了英语的主导

政局混乱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腐败问题。

地位和对西方文化的成功融合。菲律宾自己也在努

马科斯和埃斯特拉达的倒台都是腐败所致，但继

力复制着美国的成功道路，三权分立和总统制在当

任者们似乎并没有能够跳出这个怪圈，依旧一个

时的东南亚可谓是最先进的政体。但一个甲子过去

接着一个的因腐败问题落马。现任总统阿基诺三

了，新加坡，韩国和日本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马

世上任后，前总统阿罗约、前首席大法官科罗纳、

来西亚和泰国也日渐辉煌，甚至越南经济都已经受

前检察长古铁雷斯和前国防部长雷耶斯等人便纷

到众多赞扬，而唯独曾被人们寄予厚望的菲律宾，

纷落马，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继任者的清白。腐

却成为了“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最好案例。

败问题严重阻碍了菲律宾的工业化进程，甚至市
场化程度都受到影响。

菲律宾之所以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踟蹰，主
要原因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无法

不稳定的时局使得整个菲律宾国内都陷入深深

完成工业化。菲律宾在刚独立的时候和东南亚其他

的不安，这导致了国家储蓄率常年低于 20%，在亚

国家类似，是一个农业国家，国民教育良好。但是， 洲经济体中常年垫底。而马科斯和埃斯特拉达留给
菲律宾没有借助良好的国民素质进行工业化转型， 菲律宾的遗产仅有高额的债务利息，这使得政府投
反而受累于国内的高人力成本，更无法在与其它东

资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吸引外资，不仅政局不稳，

南亚国家贸易中获得比较优势。而在与发达国家的

常年的境内军事冲突就足以让国外投资者的对菲投

贸易中，低下的生产率仍然让菲律宾毫无优势可言。 资止步。
困境中发展了若干年后，农业依旧是菲律宾的支柱
产业和对外贸易的主力军。

虽然 2010 年上任的阿基诺三世采取了针对性
的做法促进经济发展：与境内分裂势力和谈，反腐

虽然复制了美国的三权分立和总统制，但菲律

败，增加政府投资等，这些措施也颇见成效：2012

宾却很难复制美国稳定的政治环境。纵观菲律宾的

年菲律宾的 GDP 增长高达 6.6%。但这并不说明菲

历史，每一任菲律宾总统都无法根除腐败和动荡的

律宾正在爬出“中等收入陷阱”。前人挖的坑实在

时局。虽然军方的“人民力量运动”推翻了马科斯

很大，再加上常年累月的积累，短时间很难彻底解

的独裁和埃斯特拉达的腐败，但同时导致了菲律宾

决这些问题。

政府陷入了长期受到军队影响的阴影中。每一任总
统都历经大大小小无数的兵变。在阿基诺夫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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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衣带水”的人才

的新加坡政府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教育质量的追求。

困境

新加坡教育部是仅次于国防部的第二大财政开支部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he Two Neigbours
Suffer Different HR Challenge

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为新加坡的经
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后盾。不仅是大力发
展国内的普及性教育，仅有三百余万人的新加坡依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除新加坡之外经济表现最好

靠着技术移民填补了国内技术人才的缺口。目前，

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起步甚至早于东亚的韩国。在

新加坡有近 10 万名国际学生，已然成为亚洲教育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马来西亚利用其国内廉价的

中心。有着教育提供的人才储备，新加坡能够迅速

劳动力资源和国际化的教育程度吸引外资和技术用

的进行产业升级。反观马来西亚，虽然马来西亚政

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推广工业化。在

府一直推行惠商政策，比如压低劳工与其他生产成

1977 年的时候，马来西亚与韩国的人均 GDP 难分

本（石油津贴），但这种所谓的“惠商”使得马来

伯仲，都徘徊在 1000 美元左右，而到了 1995 年，

西亚的商家在长期享受高利润的同时没有动力去进

马来西亚的人均 GDP 仅为 4287 美元，同一时期的

行产业升级和研发。2009 年马来西亚的研发费用仅

韩国则成功的跨越了一万美元大关，顺利的度过了

有 11 亿美元，占 GDP 的比重不到 0.7%。同年，马

“中等收入陷阱”。

来西亚获得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专利仅有 181 件，
同期新加坡和韩国则分别为 493 件和 9566 件。而且，

有学者认为，马来西亚严重的人力资本赤字是

长期压低劳工和生产成本也使得国民收入长期停留

造成马来西亚无法跨域“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

在中低水平，这也造成了消费市场的持续萎缩，人

因。马来西亚在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

才外流，形成了恶性循环从而使得经济失去活力。

级中遇到了科研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虽然马来西
亚有着很高的教育普及程度，但对高科技人才、研

改善这种由于人才匮乏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

发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培训严重不足。此外，没有对

对马来西亚来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和企

专业人才的优惠政策也使得马来西亚人才流失严重。 业的配合。人才培养不是一日之功，马来西亚政府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1 年居住和工作在马来西 需要通过经济转型摆脱过度依赖低劳工成本的产业。
亚境外的马来西亚人约有 150 万，占马来西亚总人
口的 5.3%。而且不同于菲律宾的“菲佣”劳务输出，
生活在境外的马来西亚人绝大多数都是接受过高等

东盟 +N 和 TPP 争夺区域贸易规则制定主

教育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这也导致了马来西亚

导权

中小型企业面临着工程师和技术员的严重短缺。

ASEAN+N v.s. TPP, Regional FTAs are Competing
on Rule-Setting

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人力资源培养的重
要性。对此，政府现在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
鼓励国民修博士研究课程以及理科课程。
反观与马来西亚一水之隔的新加坡，却倚仗人
才优势顺利的迈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成功的跻
身了发达国家的行列，2012 年的人均 GDP 突破了
5 万美元。
回顾新加坡整个发展历程，从 1965 年独立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3 月 15 日宣布日本将加入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TPP）
谈判。预计经先期谈判国家同意后，日本将于 7 月
正式加入谈判。此举将吹风已久的 TPP 拉回区域贸
易日益活跃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根据 WTO 统计，
截至 2013 年 1 月 10 日，涵盖商品与劳务的区域贸
易协议共有 546 宗，另有不计其数的区域或双边贸
易协议正进行谈判或尚未正式通报，其中以亚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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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最为活跃，TPP 与“东盟 +N”即是显例。

学法学院副院长 MERCURIO Bryan 教授也有类似
看法，实际上，最重要的 TPP 成员都已与美国之间

与中国所极力主张的“东盟 +3”及“东盟 +6”
（含

有了自由贸易协议（FTA）。美国不过在用 TPP 加

以上）模式不同，TPP 偏重于新议题的规则问题，

强亚太领导者的角色，同时还可以重塑国际贸易规

而“东盟 (10)+N”还是以传统的削减关税为主。

则，不用说最终还可能将由 TPP 谈判诞生的新规则

不过两者都包含着各种区域建制或愿景。一方面，

搬到其他 FTA，甚至 WTO 平台上。 而对美国而言，

由于开议已近十年的 WTO 多哈回合迟迟未决，多

最好的结果就是尽快结束 TPP 谈判，哪怕给小部分

边谈判体系与最惠国待遇（MFN）原则严重受挫，

成员让步，现在参与 TPP 谈判的东盟诸国将会觉得

另一方面由于 TPP 和“东盟 (10)+N”形式的区域

东盟 +3 或东盟 +6 是个更有用的平台。

主义的经贸结盟隐含排他性，所以远比其他（如
WTO）经贸自由化的方法更富有多重意义。

对于东盟各国来说，不管是加入 TPP 谈判还是
东盟 +N，在美国和中国各自为战的国际贸易体系

东盟 10 国中已有新加坡、文莱、越南和马来

建立的过程中两不相碍，两边得利无疑是最佳方案。

西亚四国加入了 TPP 谈判，它们对日本参与表示欢

与此同时，面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规则优势”，

迎。此外，泰国去年 11 月宣布将讨论参与谈判，

中国也必须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步伐，积极应对

菲律宾也正在考虑当中。东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

美国等国家的新规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

始追赶先行加入的四国。不过，由于 TPP 原则上只

资等领域，适当提高自由化标准，倒逼中国的市场

接纳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因此尚未

壁垒，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竞争带动产业尽快升

加入 APEC 的缅甸、柬埔寨和老挝担心被落下。产

级。一场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博弈与竞争已经拉开大

业竞争力较弱的印尼现阶段也对加入 TPP 持消极态

幕 38。

度。韩国政府对安倍首相宣布加入 TPP 谈判不以为
意。韩国政府人士 15 日表示：“不认为韩国的出
口产业会立即受到波及”。
美国显然有浓厚的兴趣来推动 TPP，中国现在
不是 TPP 协商伙伴，甚至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复
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宋国友认为，“中国都很
难申请加入 TPP”。主要是由于 TPP 内容具广泛性
与高质量，按照中国现有的经济水平，其中一些条
款根本不可能同意，比如国有企业行为、免责条款
以及知识产权。
然而，TPP 并不见得必然对中国产生很多不利
的影响——除非韩国与日本最终决定加入。宋国友
教授认为，商品本质上是流动的，不会因为少许的
关税降低，或其他优惠而改变商品在市场层面的流
向。无论是 TPP 与东盟 +N 之间是否交叉联网，商
品本身在区域之内的流动是联网的。因此值得注意
的是，TPP 的意义不在于经济利益层面，而在于地
缘政治力量及多边贸易规则制定层面。香港中文大

38

“日报 : 日本加入 TPP 谈判 美“对华包围圈”前进一步”, 2013-3-

17, http://news.zynews.com/2013-03/17/content_42821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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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东盟财长会议
ASEAN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AFMM)
2010 年 4 月，在越南芽庄举行了第 14 次东盟财
长会议。会议肯定了东盟国家金融合作对东盟成员国
的经济从全球就经济危机中恢复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参会的部长们承诺将进一步促进东盟地区的金融稳
定。尽管该地区有着很高的经济活力，稳健的金融体

东盟货币金融一体化路线图：
东盟货币金融一体化路线图是由东盟财长会议
在 2003 年与马尼拉发起的。主要步骤、指标和时
间表涉及到四个方面的活动：1. 资本市场的发展。2.
金融服务自由化。3. 资本账户自由化。4. 东盟货币
整合。争取在 2015 年，达到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最
终目标。

系和经济框架，但部长们同意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不
确定性保持警觉。部长们承诺保持地区经济增长的势
头，并建立稳定、高效和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并同
时重申了他们的相关承诺：落实各项政策，加强可持
续增长的步伐；拉动内需，提高工作效率，增强东盟

缅甸：经济改革的政治学
—— 国际危机组织 亚洲报告 No.231（1）
Myanma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1)

市场的整合。其主要的工作有两个：东盟监督进程和
东盟货币金融一体化路线图 39。

一、摘要
缅甸着手实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全面改革计划，

东盟监督进程（ASP）：
东盟监督进程从 1999 年开始，作为同行审查
期经济发展政策问题在东盟高级官员和财政部长之
间交换意见的机制。对东盟区域内经济起到监测和
监督的作用。
东盟监督进程迄今取得的主要成就包括：建立
了一个专门对金融活动进行区域监督和促进的机制，
建立了国家检测单位（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柬
埔寨、老挝、菲律宾、泰国和越南），以协助监控
相关的能力建设和培训计划的实施情况。其中，亚
洲开发银行（ADB）配合东盟监督进程，开展了技
术研究和金融政策问题的解决等多项工程（例如：
财政的可持续性，银行和企业重组，资本流动检测等）

以结束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实现与全球经济的一
体化。经济改革和政治巨变是紧密相连的，结束长
期以来西方的制裁有助于经济重建。如果改革进展
顺利，将惠及大多数的缅甸人民，但是，那些从旧
体制的限制和特权中获益最多的人将丧失获取意外
之财的机会以及有保障的垄断地位。裙带商人、军
队和政党精英仍会发展得不错，但他们需要遵守新
的游戏规则，面临来自国内外的竞争压力，甚至需
要缴税。他们或许意识到，一个快速发展地区的经
济更具活力的话，将会给所有人带来机会，因此并
未阻挠经济改革，反而尝试去适应新的经济。本届
政府需要兼顾多方面的改革，虽然政府经验不足，
要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数不胜数，但是它并不能抵制
被压抑的、渴求变革的政治压力——它其实已经发
动这种变革了。
如果经济改革具有合理的公平性且进行得较为

39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finance, http://www.asean.org/communities/

谨慎，会造就许多赢家。任何成功的改革都必须保

asean-economic-community/category/overview-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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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认可改革之后经济状况变

特事特办，尚未建立起一个精心设计的总体规划基

好了。这意味着改革需要包括一些能立竿见影地给

础。几十年的孤立状态造成了政治方面一种难以抵

人们生活带来“看得见、摸得着”影响的措施，如

挡的渴求改革的紧迫感，因而在改革速度和改革成

改善电力供给、改革土地法、改进公共交通、降低

效之间保持平衡将会成为一个挑战。尽管有周详的

通讯资费、减少一些妨碍人们获得卫生和教育服务

计划，但是某个政策领域发生的变化常常会要求另

的非正规收费等。三个主要的输家分别是旧体制下

一领域作出迅速或计划之外的调整。每一项政策和

的裙带商人、军队以及与统治集团缅甸联邦团结

新的法律都会带来大量的调控和管理工作，而政府

与 发 展 党（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

机构在这方面的处理能力有限。

USDP）有关系的政客。垄断体制以及对获得执照、
许可证和合约的特权正在被废除。军队所有的两家

缅甸的政治转型和经济重建是紧密结合在一起

大型公司现在必须要缴税。USDP 及与之相关的人

的。想在一个方面取得成功取决于同时在两方面取

员已经靠边站，正在丧失政治和经济权力。

得成功。民族和平进程也与边境地区的政治经济密
切相关。既然实现了停火，新的压力随之产生，那

尽管对旧体制的主要支持者而言情势发生了逆

就是要在这些边远但资源丰富的地区取得和平红

转，但他们并没有做出什么大的举动来破坏改革。

利。除非政府能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不断提高人

各方都强烈意识到政治风向已经改变，彻底的经济

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否则很难想象能够实现政治的

改革无可避免。以前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在上届政

成功转型，正如没有政治的稳定和不断摆脱过去的

府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们，他们同样意识到他们在

独裁主义的话，也无法想象能够成功实现经济改革。

这个复苏的、发展的经济中仍处于有利地位，可以
从中获利。军队意识到，其庞大的商业利益如果不

在 2015 年下一次大选之前的准备阶段，无法

具备竞争力的话，可能会导致其预算的流失而非补

预见的经济冲击、社会动荡或是政治的不确定性都

充。现任政府支持全国各地对外开放经济建设，过

是改革进程的潜在风险。但是，在结束几十年的孤

去享有优惠政策的商人和财力雄厚的政客似乎意识

立局面之后，改革可能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因此

到，挑战经济改革的政治风险或许会超过从改革中

缅甸不该再犹豫不决。缅甸地处一个充满活力的地

获取的收益。裙带商人别无选择，只能努力远离他

区的中心地带，融入该地区将使它有机会赶上邻国

们阴暗的过去，把自己重新塑造为新兴经济的贡献

的经济发展，并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者，并且是有价值的贡献者。在前进途中，他们希
望避免招致人们对于他们如何获得个人财富和资金

二、概述
2011 年 3 月，以总统吴登盛为首的半平民化新

的注意力，而正是这些个人财富和资金让他们目前
抢占了先机。

政府上台执政，缅甸开始实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全面
改革计划，以结束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实现与全

最近几个月中，副总统吴丁昂敏乌的辞职是迄

球经济的一体化。新政府继承了一个功能失常的经

今为止新政府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对经济也

济，这是几十年来管理不善和西方世界经济制裁的

造成了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吴丁昂敏乌是旧商业精

结果 40。糟糕透顶的经济政策导致白白错失许多机

英的庇护人、是关键性改革的阻挠者，他的离职可

会，使得缅甸几乎完全与世界经济脱节，其出口量

能会使决策过程变得更容易，也为吴登盛总统推行

仅为与其国土面积相似的邻国泰国出口量的二十五

其经济议程铺平了道路。
经济改革进程未必不会出现冲突，成功也并非

40

关于背景材料，参见国际危机组织亚洲简报 136 号：《缅甸的改革：

一年之后》，2012 年 4 月 11 日；亚洲简报 127 号：《缅甸：重大改革进

很有保障。政府的决策能力有限，在面对庞大的经

行中》，2011 年 9 月 22 日；亚洲简报 118 号：《缅甸大选后的政治格局》，

济改革任务时可能会觉得力不从心。目前的决策是

2011 年 3 月 7 日；亚洲简报 105 号：《缅甸大选》，201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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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亚洲报告 177 号：《缅甸：大选将至》，2009 年 8 月 20 日。

分之一。这种不平衡状况的起因可以追溯到缅甸获

阻碍了稳健的决策过程。

得独立的 1948 年，那时它还被称作 Burma。缅甸在
二战中受损严重，之后的共产主义和民族暴乱又让

1988 年之后，出于对政治权力状况和人权状

它深受其害，因此独立之后的缅甸几乎“遍体鳞伤”。 况的关切，许多国家（多数是西方国家）中止了与
经济的两大支柱——自然资源开采和大米生产急剧 缅甸的双边发展项目，开始对缅实施制裁，并限
下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缅甸作为英属印度的一

制与缅甸在双边和多边场合的接触。在 1990 年的

部分接受英国的统治，在这段殖民统治期间它未能

选举中，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建立起强有力的执政机构，而 20 世纪 50 年代接掌

Democracy）虽然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却未能

政权的年轻政客们在执政方面的经验也几乎为零。

按照选举结果接掌政权。这之后，缅甸遭受制裁的
状况加剧。它越来越孤立于西方世界和全球经济，

这个国家是在经济和政治危机中获得独立的，
但它从未彻底从这些危机中复原过。政治危机引发

对外经济和政治关系开始向中国和该地区的其他国
家倾斜。

了 1962 年的军事政变，以吴奈温将军为首的“革
命委员会”成立并接掌政权。独立宪法被废除，所

2011 年新政府上台时，缅甸正挣扎于深度的经

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都集中到吴奈温手里。

济不景气中，主要特点有正规经济中的工业化水平

为了建立一个不受外界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

和就业率低下，财政部门功能失调，以及严重的扭

制定了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其中一条是将除农

曲和效率低下。

业外的其他所有产业国有化。缅甸的经济受到了灾
难性打击。1987 年缅甸被联合国给予最不发达国家

三、经济

（Least Developed Country, LDC）地位。经济不景

1. 工业化水平低下

气引发了大范围的政治暴动导火索是 1987 年政府

一直以来农业都是缅甸的经济支柱。1938 财

在没有事前通知以及不提供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废除

年，农业对 GDP 的贡献是 48%，到 2007 财年这个

流通最大面值的货币，致使四分之三的货币成为废

数字估计是在 43% 左右。出口结构也证明了这一

纸，数百万存款人间蒸发。

点：1938 财年，大米、矿产、木材和其他农产品这
4 种商品几乎占了总出口额的四分之三。1990-1999

社会主义经济的尝试以失败告终，1988 年上台

年 10 年中的情况类似，这 4 种商品的出口额超过

的军事政权结束了这种尝试，表示将向市场经济转

总出口额的 70%（其中包括边境贸易）。1999 年

变。政府开始彻底改变大量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之后，服装成为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占总出口额的

但是由于缺乏远见，同时也不具备技术学派的能力， 30%），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03 年，其时美国开
因此没能让缅甸成功赶上该地区内其他一些正在快

始对缅甸的服装出口实施制裁，从而导致服装出口

速发展的、经济自由的独裁国家。私营部门的确在

量大幅下降。近期的另一个显著变化与天然气有关。

扩张，也有一些外国投资进入，但为数众多的当权

天然气成为 2011 财年最主要的出口商品，近年来

者仍在继续推行自力更生而非国际参与。他们的心

天然气出口占到总出口额的 40%。缅甸工业发展水

态仍停留在吴奈温时代，对现代化的执政治国毫无

平极低，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附加值少的可怜，就

经验。当权者觉得很难摆脱计划经济的习惯性思维。 业率也不高。
如果国内大米价格上升，他们会暂停大米出口；

2. 银行业孱弱

在处理黑市汇率波动时，他们往往会拘留外汇兑换

2003 年，缅甸遭遇了一个重大的银行业危机。

商或者采取不甚高明的干涉措施，从而导致非官方

由于当时缺乏透明度，危机的起因多多少少有点说

汇率毫无预警地大幅变动。丹瑞大将这种独裁而反

不清。部分原因似乎是一些贸易公司的倒闭，这些

复无常的领导风格扼杀了讨论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公司一直扮演着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角色，为公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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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存款业务（这是违法行为）并给予很高的回报率。

这种扭曲的体制破坏了经济。官方和市场汇率
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贸易的不透明性，为腐败和寻

这些公司从事高度投机的投资活动，一些人认

租行为提供了有利可图的机会。扭曲的汇率为公共

为他们进行的是一种非法传销。当这些公司开始倒

部门的进口提供了巨额隐性补贴，却未必给公众提

闭时，由 20 家本地私营银行和少数几家国有银行

供了便宜的商品。这种高额补贴的确鼓励了国有企

占主导地位的正规银行系统很快受到传染。由于缺

业严重的效率低下和浪费行为，导致成本上升。技

乏中央银行及时而有效的干涉，这些银行都发生了

术分析显示，这种体制是拖累国民经济的主要因素

挤兑现象。政府即刻下令限制取款并限制贷款回收

之一，限制了贸易和 GDP 的增长。不稳定的、不

和抵押召回。

可预期的市场汇率削弱了人们的信心，并导致经营

这次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巨大，私营银行也遭

成本上升。

受重创。公众对银行系统丧失了信心，至今都未能

据称缅甸是世界上创业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

完全重拾信心。目前，缅甸的信贷获取水平居世界

这反映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政府的严格管制——

倒数第二，仅高于朝鲜。这就造成在缅甸创立和发

这是造成扭曲和效率低下的罪魁祸首，阻碍了经济

展企业会面临诸多困难，对农民而言，他们也很难

的增长。法律法规要不就是颇为复杂要不就是模棱

在原料和提高机械化程度方面进行投资。银行与其

两可，执行起来也前后不一致并且极为不透明。要

说是为其顾客服务，不如说是为其所有者的狭隘利

获得从事大量进出口业务所需的许可证很困难并且

益而服务，这使得“银行业成为了一个采掘工业”。 很昂贵。这些障碍为寻租行为提供了机会，也往往
被用作提供赞助的一种方式。
对金融部门进行改革是这个国家的当务之急。
3. 扭曲和效率低下

前任政府为享有特权的公司发放执照和许可证

经济中的主要扭曲之一是复汇率制，目前这种

的行为，要么严重限制了多个领域中的竞争，要么

体制已被废除。公共部门的对外贸易（如进出口）

造就了获利颇丰的垄断企业。少数的裙带企业控制

以及会计记账使用的都是缅元官方汇率。长期以来， 了经济中的大型领域，致使消费者和企业承受高额
缅元官方汇率一直盯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成本。直至最近缅甸国内的汽车和手机价格还一直
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缅甸的官方汇

高居不下：一辆在多数市场上都会报废的车况很差

率是 1 美元兑 5 点多缅元。近年来的市场汇率是 1

的汽车，在这里甚至能以数万美元的价格转手，在

美元兑换 800-1000 缅元，官方汇率几乎是市场汇

邻国只卖几美元一张的 SIM 卡在这里要卖到 1000

率的 150 倍。公共部门出口业务所换回的外汇——

美元甚至更多。

这是外汇供给的来源——有限，而在一个被严重高
估的官方汇率下进口需求又很巨大，政府就根据由
金融和税收部制定的外汇预算来对公共部门的进口
进行配给。
对私营企业而言，其进口业务所需的外汇，唯
一的合法来源就是他们自己的出口收入。这就导
致本来没有出口业务的公司需要购买一些本地商
品——例如大豆和干豆——并将之出口，从而换取
他们进口业务所需的外汇。在许多情况下，进口商
和出口商利用非正规的（从技术层面而言也是非法
的）市场来平衡外汇的供给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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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因素也为不利的经商环境的形成推波
助澜，包括：法治薄弱，难以保障合约的实施；腐
败现象普遍；资本设备进口成本高昂，妨碍了生产；
落后的基础设施、昂贵的过路费和破旧的汽车导致
运输费用奇高；以及电力供应短缺和不稳定——这
对大多数行业而言至关重要。
缅甸还有一个复杂且过时的税收机制，加之征
税能力不强，导致税收筹划率极低。比起收入税、
经营税或是销售税来说，政府优先考虑的是一些管
理更直接但造成了更大扭曲的税种如出口税和进口
税等。

附录一：中国－东盟中心
APPENDI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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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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介绍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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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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安邦咨询简介
APPENDI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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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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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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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及信息时之作为或不作为某项行动而产生的（无论是直接、间接或随之而来的其他事项）任何责任。
如果需要征求具体建议或希望获取本报告所提及内容的更多信息，请您按本报告封底所示的联系方式直接咨询服务。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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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