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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2. 柬埔寨，为中南半岛古国，有两千年以上的

东盟国家简史及政治情况简析
Analysis of ASEAN Members’ National History &
Politics Situation

历史。建国于公元 1 世纪，在古代历经扶南、真腊
时期，其中 9 到 15 世纪初的吴哥王朝国力强盛，
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吴哥文明。16 世纪末开始，真腊

在目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东盟国家的重

走向衰落，到了 18 世纪末，柬埔寨基本上处于强

要政治事务不但对自身的发展进程发挥重要作用，

邻的控制之下，成为属国。17-18 世纪越南逐步吞

也进而对地区格局产生影响。4 月 3 日，马来西亚

并了下柬埔寨的全部领土，即今天的越南南方 2。

首相宣布解散国会，标志着大选时段的开始；4 月

1863 年后又沦为法国殖民地。1953 年 11 月 9 日，

18 日，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主席昂山素季示意将会

柬埔寨王国摆脱法国殖民统治宣告独立，这天被定

参选缅甸总统；印尼也将面临大选，而将要主办的

为柬埔寨国庆日，也是柬埔寨建军日。

APEC 会议，将会对该国政治留下重要遗产；越南
将在 2013 年秋天讨论修改宪法，改变国名，将“越
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胡志明时期确定的“越南
民主共和国”。其他东盟国家，例如泰国、菲律宾、
文莱、新加坡也在政治、宪法方面有所牵动。因此，
分析东盟国家的政治现况对于了解、认识东盟有重
要的作用。本文对这些国家成立的简史和目前政治
情况进行简析。
一、国家简史情况
东盟国家有的历史悠久，有的较为年轻。因此，
观察其历史差异有助于对其政治、宪法结构有基本
认识。
1. 文莱古称渤泥，14 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
建立苏丹国。16 世纪初国力最为强盛。16 世纪中
期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相继入侵。
1888 年成为英国殖民地。1941 年被日本占领。1946
年英国恢复对文莱控制。1971 年与英国签约，获得
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外的内部自治。1984 年 1 月 1 日
完全独立 1。

1

中国外交部网站，国别，亚洲，http://www.fmprc.gov.cn/mfa_chn/

gjhdq_603914/gj_603916/

3. 印度尼西亚，在 3-7 世纪建立了一些分散的
王朝。13 世纪末 14 世纪初爪哇出现强大的麻喏巴
歇（满者伯夷）封建帝国。15 世纪先后遭葡萄牙、
西班牙、英国入侵，1602 年荷兰在印尼成立具有政
府职能的“东印度公司”，开始长达 300 多年的殖
民统治。1942 年日本入侵，1945 年日本投降后爆
发争取民族独立的 8 月革命，于 8 月 17 日宣告独立，
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1945 年至 1950 年，先后
武装抵抗英国、荷兰的入侵，其间曾被迫改为印度
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并加入荷印联邦。1950 年 8 月重
新恢复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1954 年 8 月脱离荷印
联邦。
4. 老挝，于公元 1353 年建立澜沧王国，为老
挝历史鼎盛时期。1893 年成为法国殖民地。1940
年 9 月被日本占领。1945 年 10 月 12 日宣布独立。
1946 年法国再次入侵，1954 年 7 月签署恢复印度
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法国从老挝撤军，不久美
国取而代之。1962 年签订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
议。老挝成立以富马亲王为首相、苏发努冯亲王为
副首相的联合政府。1964 年，美国支持亲美势力对
2

柬埔寨历史，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F%AC%E5%9F%9

4%E5%AF%A8%E5%8E%86%E5%8F%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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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合政府。1973 年 2 月，老挝各方签署了关于在

甘、东吁和贡榜三个封建王朝。

老挝恢复和平与民族和睦的协定。1974 年 4 月成立
了以富马为首相的新联合政府和以苏发努冯为主席

7. 菲律宾，14 世纪前后，菲律宾出现了由土著

的政治联合委员会。1975 年 12 月宣布废除君主制，

部落和马来族移民构成的一些割据王国，其中最著

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名的是 14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苏禄王国。

5. 马来西亚，公元初马来半岛有羯荼、狼牙修

1521 年，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远征队到达菲律宾

等古国。15 世纪初马六甲王国统一了马来半岛的大

群岛。此后，西班牙逐步侵占菲律宾，并统治长达

部分。16 世纪开始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占领。 300 多年。1898 年 6 月 12 日，菲律宾宣告独立，
20 世纪初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沙捞越、沙巴历史 成立菲律宾共和国。同年，美国依据对西班牙战争
上属文莱，1888 年两地沦为英国殖民地。二战时马

后签订的《巴黎条约》占领菲律宾。1942 年，菲律

来亚、沙捞越、沙巴被日本占领。战后英国恢复殖

宾被日本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菲律宾再

民统治。1957 年 8 月 31 日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

次成为美国殖民地。1946 年 7 月 4 日，美国同意菲

1963 年 9 月 16 日，马来亚联合邦同新加坡、沙捞越、 律宾独立。菲律宾独立后，自由党和国民党轮流执
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退 政。1965 年国民党候选人马科斯当选二战后第六任
出）。

总统，并三次连任。1983 年 8 月，反对党领导人贝
尼尼奥·阿基诺被谋杀，导致政局动荡。1986 年 2

6. 缅甸，1044 年形成统一的国家后，经历了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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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贝尼尼奥·阿基诺的夫人科拉松·阿基诺

在民众、天主教会和军队的支持下出任总统。2001

邦，英保留国防、外交、修改宪法、宣布紧急状态

年 1 月，阿罗约出任任总统。2010 年 6 月，自由党

等权力。1963 年 9 月 16 日与马来亚、沙巴、沙捞

候选人阿基诺三世就任菲第 15 届总统。

越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1965 年 8 月 9 日脱离马
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同年 9 月成为联合国

8. 新加坡，古称淡马锡。8 世纪属室利佛逝王

成员国，10 月加入英联邦。

朝。18-19 世纪是马来柔佛王国的一部分。1819 年，
英国人与柔佛苏丹订约，开始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

9. 泰国，公元 1238 年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

1824 年，新沦为英国殖民地，成为英在远东的转口

先后经历素可泰王朝、大城王朝、吞武里王朝和曼

贸易商埠和在东南亚的主要军事基地。1942 年被日

谷王朝。原名暹罗。16 世纪，葡萄牙、荷兰、英国、

本占领。1945 年日本投降后，英国恢复殖民统治，

法国等殖民主义者先后入侵。1896 年英法签订条约，

次年划为直属殖民地。1959 年实现自治，成为自治

规定暹罗为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间的缓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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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成为东南亚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19 世

名泰国。

纪末，拉玛四世王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五世王借鉴
西方经验进行社会改革。1932 年 6 月，拉玛七世王

10. 越南，公元 968 年成为独立的封建国家。

时期，民党发动政变，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

1884 年沦为法国保护国。1945 年 9 月 2 日宣布独立，

1939 年更名泰国，后经几次更改，1949 年正式定

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同年 9 月法国再次入侵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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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进行了艰苦的抗法战争。1954 年 7 月，关于恢

印度尼西亚：1975 年政党法只允许三个政党存

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定签署，越南北方获得

在，即专业集团、建设团结党、印尼民主党。1998

解放，南方仍由法国（后成立由美国扶植的南越政

年 5 月解除党禁。1999 年 1 月 28 日新政党法规定，

权）统治。1961 年起越南开始进行抗美救国战争，

50 名以上年满 21 岁的公民只要遵循“不宣传共产

1973 年 1 月越美在巴黎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

主义，不接收外国资金援助，不向外国提供有损于

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军开始从南方撤走。1975 年 5

本国利益的情报，不从事有损于印尼友好国家的行

月南方全部解放，1976 年 4 月选出统一的国会，7

为”的原则，便可成立政党。

月宣布全国统一，定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印尼造成全面冲击后政
上述简史表明，东盟国家多从 16 世纪开始即

局开始动荡。1998 年 5 月，执政长达 32 年的苏哈

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后又多数受到英、法、日殖

托辞职，副总统哈比比接任总统。1999 年梅加瓦

民统治。其中泰国是东南亚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

蒂领导的民主斗争党赢得大选。2004 年 7 月，印尼

国家；柬埔寨则一再被邻国侵略；越南的抗美战争

举行历史上首次总统直选，原政治安全统筹部长苏

成为对美国、对地区甚至对世界都有重要影响的历

希洛胜选，10 月 20 日就任总统。2009 年 7 月，印

史事例。而越南南北统一时的名字“越南民主共和

尼举行第二次总统直选，苏希洛就任总统，任期至

国”至今仍成为越南国家希望恢复的国名。东盟国

2014 年。苏希洛为民主党主席。2013 年 4 月 1 日，

家的这些历史背景，对如今的政治、宗教、宪法、

苏西洛当选印尼执政党新一届主席。

体制等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二、政治状况
文莱，国王苏丹在独立时宣告文莱永远是一个

2005 年 8 月，印尼政府与“亚齐独立运动”分
离组织签署和平协议。2012 年 4 月，前“亚齐独立军”
领导人宰尼·阿卜杜拉和穆扎基尔·马纳夫当选省

享有“主权、民主和独立的马来伊斯兰君主制国家”。 长和副省长，任期至 2017 年。2006 年 7 月，印尼
独立以来，苏丹政府大力推行“马来化、伊斯兰化 国会通过新《国籍法》，取消部分带有种族歧视和
和君主制”政策，巩固王室统治，重点扶持马来族

性别歧视的内容。2008 年 10 月，印尼国会通过《消

等土著人的经济，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严格维

除种族歧视法》。2002 年至 2005 年，印尼连续发

护伊斯兰教义。文莱国内政局稳定，但近年来社会

生巴厘岛爆炸、雅加达万豪酒店爆炸、澳大利亚驻

治安问题有所增多。1956 年 9 月 29 日颁布第一部

雅加达使馆爆炸、第二次巴厘岛爆炸等重大恐怖袭

宪法。1971 年和 1984 年曾进行重要修改。宪法规定， 击事件。近年来，印尼政府采取措施打击恐怖主义
苏丹为国家元首，拥有全部最高行政权力和颁布法 使安全形势有所好转。
律的权力，同时也是宗教领袖。设宗教、枢密、内阁、
立法和世袭等 5 个委员会（1984 年独立后，立法委
员会停止运作，内阁委员会改为内阁政府），协助
苏丹理政。

老挝，目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老挝人民革命
党是老挝唯一政党。1991 年老挝党“五大”确定
“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和
社会主义方向等六项基本原则，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柬埔寨，2008 年 7 月，柬埔寨举行了第四届全

2001 年老挝党“七大”制定了至 2010 年基本消除

国大选，人民党再次赢得选举。9 月 24 日，柬埔寨

贫困，至 2020 年摆脱不发达状态的目标。2006 年

举行新一届国会首次会议。25 日，国会以一揽子表

老挝党“八大”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方向

决方式通过了国会领导和内阁成员名单，韩桑林连

和革新路线，重申落实“七大”制定的中长期经济

任国会主席，洪森蝉联首相。

社会发展目标。2011 年“九大”的主题是“加强全
民团结和党内统一，发扬党的领导作用和能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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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革新路线新突破，为 2020 年摆脱欠发达国家状

“和发委”颁布了《联邦选举委员会法》、《政党

态和继续向社会主义目标迈进奠定坚实基础”。当

注册法》、《人民院选举法》、《民族院选举法》

前，老挝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和《省 / 邦议会选举法》等五部法律，并成立了联
邦选举委员会。

马来西亚，实行君主立宪联邦制。因历史原因，
沙捞越州和沙巴州拥有较大自治权。以巫统为首的

菲律宾，1946 年独立后，实行总统制。总统是

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简称“国阵”）长期执政，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菲政局总

马来人主导政权，政局总体稳定。2003 年 10 月 31 日， 体稳定。自由党和国民党轮流执政。1965 年国民党
马哈蒂尔辞去党政职务，巴达维接任第五位总理及

候选人马科斯当选二战后第六任总统，并三次连任。

国阵、巫统主席，政权平稳过渡。2004 年 3 月 21 日， 1983 年 8 月，反对党领导人贝尼尼奥·阿基诺被谋杀，
马来西亚举行第 11 届全国大选，“国阵”赢得下

政局开始动荡。1986 年 2 月 7 日，菲提前举行总统

议院 90% 以上席位，继续执政。2008 年 3 月 8 日，

选举，贝尼尼奥·阿基诺的夫人科拉松·阿基诺在

马来西亚举行第 12 届全国大选，“国阵”赢得 222

民众、天主教会和军队的支持下出任总统。2010 年

个国会议席中 140 个，维持执政地位。马反对党伊

6 月，自由党候选人阿基诺三世就任菲第 15 届总统。

斯兰教党、民主行动党和人民公正党共夺得 82 个
国会议席，获得 5 个州执政权。巴达维蝉联总理。

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

2009 年 4 月，纳吉布接任国阵、巫统主席，并担任

地位稳固，历届大选均取得压倒性优势。李光耀自

马第六任总理。

新 1965 年独立后长期担任总理，1990 年吴作栋接
任。1993 年举行独立后首次总统全民选举，原副总

缅甸，2010 年举行全国多党大选，这是缅甸政

理、新加坡职工总会秘书长王鼎昌当选为首位民选

治改革中的一个里程碑。2 月 19 日，完成新宪法草

总统。2004 年 8 月，李显龙接替吴作栋出任总理。

案起草工作。5 月，缅甸举行新宪法草案全民公决，

2006 年 5 月连任总理。2011 年 5 月，人民行动党

以 92.48% 的赞成票通过新宪法草案。2010 年 3 月，

再次赢得大选，李显龙连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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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二战后军人集团长期把持政权，政府一
度更迭频繁。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军人逐渐淡出

目前在东盟十国中，各国情况极不均衡，执政体制
主要有四种。

政坛。2001 年，为泰党在全国大选中胜出，他信担
任总理，2005 年连任。2006 年 9 月发生军事政变，

一是文莱的情况，即国王苏丹拥有国家统治和

他信下台。2007 年举行全国大选，人民力量党获胜， 管理的全部权力，即国王苏丹为国家元首，拥有全
党首沙玛出任总理。2008 年 9 月，沙玛被判违宪下 部最高行政权力和颁布法律的权力，同时也是宗教
台，人民力量党推选颂猜接任总理。12 月，宪法法

领袖。这就意味着他所推行的“马来化、伊斯兰化

院判决人民力量党、泰国党和中庸民主党贿选罪名

和君主制”政策，将贯穿于这个国家的全部社会生活。

成立，予以解散，颂猜下台。12 月 15 日，民主党
党首阿披实当选总理，2011 年 5 月 7 月举行全国大
选，8 月 5 日，为泰党赢得国会选举。英拉当选总理。
越南，共产党是唯一政党，1930 年 2 月 3 日
成立，同年 10 月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1951 年
更名为越南劳动党，1976 年改用现名。现有党员
约 360 多 万 人， 基 层 组 织 近 5.4 万 个， 同 世 界 上
180 多个政党建有党际关系。2011 年 1 月召开的越
共十一大总结了革新 25 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国家建设纲领》实施 20 年、《2001-2010 年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落实 10 年来的理论和实践，提出
要继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发挥全民族的力量，全
面推进革新事业，为到 2020 年把越南基本建成迈
向现代化的工业国奠定基础。
三、小结
1. 从国家简史来看，东盟各国受殖民和列强劫

二是一党执政，如越南、老挝和新加坡，老挝
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老挝人民革命党是老挝唯一政
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多年的单一领导政党；越
南是单一政党，共产党是唯一政党。柬埔寨人民党
为目前执政党。这些国家当前的政治情况相对稳定，
没有大选的火药味和争斗声，也就在既有政策上保
持了相对连贯性。或是马来西亚的情况，即以巫统
为首的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简称“国阵”）长期
执政，但 5 月的大选将带来政党替换的巨大悬念。
三是主要两党轮流执政，如菲律宾为自由党和
国民党轮流执政，泰国的为泰党和人民力量党近些
年轮番执政。两党竞争执政机会的社会相较于单一
政党执政存在较大悬念，执政理念既要有明显差异，
又在某种角度向选民的意愿趋同。愈是如此，愈是
潜伏了较严峻的刀剑之影。
第四种情况是，多个政党竞争当政，如印尼；

掠以及争取独立的历史，反映了资源、民族、宗教、 缅甸 2010 年举行全国多党民主制大选，联邦巩固
政治等最终的差异化。独立之前，这些国家主要有 与发展党（简称“巩发党”）赢得大选。
两种类型，一是长期作为殖民地而同侵略国斗争，
争取国家和民族的自由和独立，二是受到邻国奴役

这一情况表明，各个东盟国家的政治环境多样，

和侵略，并为之长期斗争。因此，均带有两点重要

为各国政党的政治主张及交流合作创造了革新和改

特征，一个是与西方在文化、语言、宗教方面的联

进的基础；同时，多样化的政治结构所创造的政治

系纽带密切，例如菲律宾有西班牙留下的天主教信

生态也为国家的发展带来了竞争的氛围和环境。

仰，以及美国的政体、语言和文化方式。新马泰缅
等与英国在政体和宪法方面的联系等。多年受到邻
国越南侵略的柬埔寨至今也未在国际社会发出较强
的声音。文莱、印尼等伊斯兰教传入较早的国家，
至今形成的社会生态对国家政体、文化和社会环境
都有很深的影响。
2. 2015 年东盟将实现政治 - 安全共同体。而

3. 泰国、缅甸这样曾经由军政权统治的国家，
最终走向了民选，从而得以开发利用资源，发展经
济。但是在传统上，仍有争斗和冲突的痕迹，从而
给社会进步和发展带来风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此
方面的风险就弱得多，使社会得以在东盟地区较快
速发展。因此，国家历史遗留的痕迹给各个东盟成
员国造成的差异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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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泰铢大涨对国内出口商及中小企业者不利
Exporters and SMEs Suffer Lost from Baht
Appreciation

4 月 10 日泰铢创 16 年新高于 1 美元兑 28.88 泰
铢，导致出口商十分焦虑。 原因是出口占据泰国制
造业的 60％同时也是该国生产总值的 70％。此外，
需求疲软也导致制造业 2 月份的生产指数（MPI）

泰国工业联合会（FTI）在 4 月 11 日致函于政
3

府请求缓解泰铢升值的负面影响 。本地的制造商和
出口商正面临极大的压力，他们的生产成本随着今
年 1 月份最低日薪 300 铢（10 美元）正式实施后调高。
此外，泰铢升值也影响了中小型企业和出口的竞争
力和盈利，因为其产品和服务相对比邻国更昂贵。

创新 10 个月以来最低。泰铢兑美元汇率每上升一
个百分点将降低今年该国生产总值的 0.1％至 0.3％。
据 FTI 副总裁 Witanakorn 称，出口商不能进一
步提高他们的价格是因为主要进口国如美国、欧洲
和日本仍在经济复苏的道路上挣扎。第二季度的出
货令人担忧，因为泰国在 2 月份的出口下降 5.8％

Baht rise adds to woes of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2013-4-12,

至 179 亿美元，农产加工业出口下降 13.5％至 30.2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business/Baht-rise-adds-to-

亿美元，大米出货量拉底了 20.2％。其他下跌的出

3

woes-of-producers-exporters-302039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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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如冷冻和加工虾 22.2％、橡胶 11.8％、水果和蔬
4

菜 8.1％和冷冻肉类 6.5％ 。

文莱电信服务水平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Brunei Needs Stronger ICT Improvement Action

泰铢升值及对大米贸易的影响很大，这两个因
数推高了泰国大米的价格及削弱了它与邻国的竞争

最近的世界经济论坛（WEF）的信息显示，文

力。政府大米保护价政策政府的宗旨是提高泰国大

莱电信费率在东盟中是最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

米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的同时也重新分配农村贫困

在该区域有最快的网络连接速度。2013 版的全球信

人口的收入。然而，泰国三十年世界最高大米生产

息技术报告表明，对世界 144 个经济体的排名显示，

国的宝座也因如此在去年 7 月捧手让给印度， 因

文莱电讯服务的负担能力排在第 135 位 7。

后者解除了 4 年非巴斯马蒂香米品种的禁令。泰国
大米保护价政策延期一年将加重政府大米库存的负

在对其他 7 个东盟国家的研究中，在 144 个经

担。泰国预计今年的大米出口只有 6.5 万吨相比过

济体中，越南排在第 38 位，其电讯服务在东盟区

5

去每年超过 10 万吨的纪录 。
同时，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和服装制造商也面
临挑战。他们除了得克服泰铢升值的负面影响之外
也面临关键市场尤其是欧盟的需求疲软。泰国服装

域中费率最低；印度尼西亚在 39 位；泰国在第 45 位；
马来西亚在第 50 位；新加坡第 55 位；菲律宾第 82
位；柬埔寨第 122 位。这份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暂
未包括缅甸和老挝。

和纺织品去年出口到欧盟只 10.9 亿美元，呈现历年
来 25％的巨大跌幅。
泰国中央银行（BoT）预测，今年的出口将增
长 7.5％而不是之前在一月份预计的 9％ 6。原因是
泰铢强劲升值将进一步削减国家的出口。据泰国中
央银行，国内需求将继续成为增长重要因数因为出
口可能仅在 2013 年下半年才反弹。

在计算电讯服务的担负能力时，世界经济论坛
设置了几个评价因素，如手机费率、固定宽带互联
网费率和电话服务部门竞争指数等。文莱在手机和
固定宽带互联网关税方面在东盟中最糟糕，平均收
费为一分钟 0.45 美元，有线宽带互联网服务为每月
81.20 美元。相比之下，泰国在该地区国家中有最
便宜的手机价格，打电话每分钟的手机费用为 9 美
分；越南的有线宽带互联网服务为每月 81.20 美元，

根据前财政部长 Phuvanatnaranubala 先生所言，

在地区成员中最低。

削减回购利率以遏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将相对地导
致国内贷款扩张。只要美国、欧盟和日本继续以资

衡量互联网服务、国际长途电话和流动电话服

金流出来提高他们的经济，那么泰铢的强劲似乎会

务以判断互联网和电话服务部门的竞争指数，WEF

没有结束的迹象。尽管私营部门呼吁政府立即遏制

设置 0 到 2（最高为 2），文莱竞争指数排在最低，

外资流入和贬值货币，但是泰国央行可能不会太早

为 0.78。

干涉货币市场。
文 莱 有 三 家 电 信 提 供 商：Telekom Brunei
4

Firms likely to snip forecast,  2013-4-9

Berhad、DST 和 B-Mobile。

http://www.bangkokbusinessbrief.com/2013/04/09/firms-likely-to-

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在东盟中是竞争指

snip-forecast/
5

Government must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ruinous rice scheme,

2013-3-18 http://biz.thestar.com.my/news/story.asp?sec=business&fi

数排在前面的领先者。而这一地区中的其他国家电

le=/2013/4/13/business/12965044
6

Thailand raises growth but trims export forecast, 2013-4-

7

Brunei telco rates highest in ASEAN, Saturday, April 13, 2013, http://

13   http://biz.thestar.com.my/news/story.asp?file=/2013/4/13/

www.bt.com.bn/news-national/2013/04/13/brunei-telco-rates-

business/12965044&sec=business

highest-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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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竞争指数至少 1.79。由此可见，文莱的 0.78 是非

109.2 人，但 WEF 报告显示该国的电信市场有大的

常之低。

发展空间。

世界经济论坛研究也显示，文莱互联网的高费

报告显示有 56% 的文莱人是互联网用户，低于

率并不能转化为更快的网络连通。文莱每个网路使

新加坡的 71％、马来西亚的 61%。文莱平均每 100 人，

用者的国际互联网带宽是 22 kb/s，新加坡是 343.7

只有 6.3 人是移动宽带互联网用户，与区域领先者

kb/s，其间相差很远。

新加坡的 114.1、印度尼西亚的 22.2、越南的 18 和
马来西亚的 12.3 相比，都是很低的。

然而，文莱的宽带速度并不是这一地区最差
的，这个 40 万人的国家仅是稍微落在泰国宽带速

在固定宽带网络方面，文莱每 100 人中有 5.7

度 24.6 kb/s 之后，又比柬埔寨的 13.5 kb/s、菲律宾

个订购者，新加坡 25.6 个，马来西亚是 7.4 个。根

的 12.4 kb/s、马来西亚的 10.7 kb/s、越南的 10 kb/s

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评估，65% 的文莱家庭有互联网，

和印度尼西亚的 7.2 kb/s 要好。

而 79.6% 的个人拥有计算机。这个数字在东盟地区
仅次于新加坡。新加坡是 86.1% 的家庭有互联网，

这项世界经济论坛研究还表明，文莱人对虚拟

而同样百分数的个人拥有计算机。软件安装中的盗

社交网络，例如 Facebook、Twitter 和 LinkedI 等互

版率为 67%，排在新加坡的 33% 和马来西亚的 55%

联网的精通程度，在这一地区仅排在新加坡之后。

之前，为这一地区较大的软件盗版国家。

虽然在文莱有更多的手机用户，100 人中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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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没有表明文莱的移动网络的覆盖率情

互联网方面（分为 1 至 7 的分值），文莱得分 5.3，

况，或是手机网络信号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数。文莱

在地区中排在第二位，位于新加坡之后。在整体网

是这个区域唯一未知网络覆盖水平的国家。

络化装备方面，文莱在 144 个经济体重排名第 57 位，
从 2012 年的排名 53 位，降低了三个名次。

关于监管指标，在评估其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法律方面设定的分值范围 0 到 7，文莱得分 4.1，排

上述情况表明，文莱作为东盟中移动电话和互

在新加坡的 5.8、马来西亚（5.2）、印度尼西亚（4.2） 联网应用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很多应用指标方面，
之后。在该区域中，文莱在该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

排名比较靠前，多项指标仅次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方面，排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后，排名第三。

但费率搞得问题，也反映了这些电信服务在这个富

足的国家仍然未达到为所有公民便利使用的程度。
全球平均水平的国家竞争方面（分值为 1 至 7）， 2012 年时，文莱希望建设国际 ICT 中转港，因此，
文莱得分较低，为 4.8，而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 只有降低了相关服务费率才能在这一地区发挥重要
菲律宾和泰国竞争被认为是更强烈的。

的 ICT 服务效果。

文莱在这一地区的国家中，其开始商业活动的
手续和所花的时间也都是落在后面的，分别为 15
个步骤和花费 101 天。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一指标
上则排在前面。新加坡仅需要三步和三天来办手续，
以开始一项商业运行。菲律宾虽然比文莱需要的步
骤还多，为 16 步，但是时间上则较快，为 36 天。
在信息通信技术用于基础服务方面，其社会作
用分为 1 至 7 的分值，全球平均值 4.3，文莱得分为 5.1
（也是排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之后）。在学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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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缅甸新财年计划反映发展步入正轨

自从民选政府执政以来，缅甸注意建立廉洁高效的

Myanmar Govt Releases 2013-2014 Financial
Planning

政府，尽力避免和减低困扰着很多东盟国家的贪污
腐败的毒素，因此将建立廉洁高效政府的目标放入
本财年目标中。

多种信息表明，缅甸自从开始民选政府以来，
社会经济多项活动正在逐步步入正轨。根据《缅甸
新光报》信息，缅甸总统吴登盛近期已经签署公布

了缅甸联邦议会通过的 2013-2014 财年国家计划 8。
主 要 指 标 表 现 在 如 下 几 个 方 面：1. 物 价；2.

同时，因为缅甸将于 2014 年成为东盟轮值主
席国，因此，缅甸的发展目标就尤其值得我们密切
关注。

老挝政府月度会议审批经济计划
Lao Govt. Monthly Meeting Approves the
Economic Plan

GDP；3. 工农业生产及服务业发展；4. 贸易；5. 投
老挝政府在 3 月 19-21 日的月度政府会议讨论

资；6. 人均收入。

批准了有关加快国家发展步伐以面对日益增长的区
从上述计划内容可以看出，缅甸此项财年计划
把目标放在促进农业发展、建立工业化国家的综合

域一体化挑战的计划。在此次政府会议上主要讨论
了以下几个议题 9：

规划上。另外，在区域发展方面，通过促进各省邦
平衡发展缩小地区差异。通过加强贸易和投资，提

首先是解决外国员工在老挝劳动和社会福利保

高人民福祉，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缩小贫富差距、全

障等问题，目的是确保更好的管理在老挝工作的外

面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目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籍员工。总理 Thongsing Thanmmavong 表示，在区

8

“ 缅 甸 政 府 颁 布 财 年 国 家 计 划”，2013-4-9，http://mm.mofcom.

gov.cn/article/jmxw/201304/201304000823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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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ovt approves fundamental issues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Vientiane Times》，2013-3-24

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海外员工的引进是不可

柬埔寨将在欧盟帮助下加速摆脱贫困

避免的，重要的是根据老挝的相关法律规范予以保

EU Helps Cambodia out of Poverty

护和管理。
其次，会议还对国家财产和资本等问题进行了
批复。批复中要求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对国
有财产进行有效利用。这将有助于减少国有财产的

欧盟一直对柬埔寨有援助项目以帮助柬埔寨降
低贫困并建设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最近实施的价值
450 万欧元的对柬埔寨援助将主要用于四个项目 10：

不当流失，例如租赁和特许授权项目中的资金挪用
和流失问题。
此次政府月度会议还批准了一份关于老挝首都
万象政府的搬迁事宜。
因 为 在 过 去 的 20 年 中， 万 象 城 市 规 模 和 人
口数量都大幅度增长，造成了交通拥堵等众多问
题。除了万象搬迁计划，会议还审批并原则通过了
Xieng Khuang 省的两个建设项目，以及在该省举行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等相关设施建设项目。针对有
关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会议讨论了在 Huaphan 和
Attapeu 省的建设国际机场计划。
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基础设施和外来人力资
源管理是老挝政府 2013 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议题。

1．改善司法，2. 开发保护自然资源，3. 土地
使用权管理，4. 执政当局能力建设等。有 28 项项
目提案，欧盟优先选择上述四个项目。欧盟代表
Jean Cautain 向柬埔寨政府表示，欧盟希望通过努力
以促进柬埔寨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建立一个具有包容
性的社会。
IBJ 在两年里提供了 75.43 万美元作为培训基层
司法官员、军队、警察以及提供司法援助的费用。
CCFD 和 ADhoc 在三年里提供约 130 万美元用于法
律改革和地方事务的治理。英国乐施会在三年里利
用 100 万美元支持在柬埔寨 Kampong Thom、Preah
Vihear、Kratie 和 StungTreng 四个省里缺少土地或
者没有土地的穷人、妇女和土著居民的生活。
宣传和政策研究所将在三年里利用大约 130
万 美 元 帮 助 Kampong Thom、Kampong Speu、
10

EU fund of over $4.5 mln in Cambodia，《The Cambodia Herald》，

201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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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pong Chhnang、Kratie 和 Banteay Meanchey 五
个省的公共组织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提高获取和共
享信息的能力。
从这些项目可以看到，欧盟主要在柬埔寨的社
会发展能力方面提供援助。因此，柬埔寨的社会发
展水平提高后，必然为公民生活带来促进作用，从
而减少贫困。欧盟在柬埔寨的援助重点放在社会生
活改善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

前预期，达到了 4.5%，创下了 21 个月以来的新低，
经济学家将此归咎于出口导向型企业因为新年假期
而降低产能，并看好 3 月之后工业生产将回复增长
态势 11。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由制造业，采矿
业和发电业组合而成的月度工业生产指数滑落了
4.5%。是 2011 年 5 月以来的最大跌幅。按行业比较，
金属领域下跌 10.1%；电子电器下跌 6.5%；矿业和
发电指数下跌 3%；原油指数下跌 5.4%；唯一增长

马来西亚 2013 年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Malaysia Keeps Good Momentum of 2013
Economic Development

的是天然气指数，上升了 1.7%；有经济学家认为，
出口导向型工业产能降低之际，和内需相关的生产
领域将会显现活力。所以工业生产表现并不能说明
马来西亚经济开始衰退。
马来西亚股市的强劲表现也印证了这个论点，

马来西亚 2013 年 2 月的工业生产萎缩超出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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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2 月工业生产萎缩 4.5%”，《星洲日报》，2013-4-12

在 4 月 10 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投票日期两天后，

新加坡削减海运税费刺激经济增长

马 来 西 亚 股 指 冲 上 1700 的 历 史 新 高 点， 盘 中 报

Singapore Maritime Cuts Taxes to Stimulate
Growth

1710.35 点，收盘 1707 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
投资人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信心。

新加坡位于世界主要的海运和贸易航线交汇
处。作为通往亚洲的门径，新加坡为全球海事产业

菲律宾本土汽车制造业将得到发展空间

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如今，新加坡既是一个世界

Philippines Car Makers Will Se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级的港口枢纽也是首要的国际海事中心。新加坡拥
有全球 40% 以上的海运吨位，并且逐步发展成为区
域的海事仲裁中心。

根据东盟汽车联合会（AAF）的数据显示，今
年 1 月至 2 月，菲律宾生产了 11551 辆汽车，较去

受到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新加坡第一季度的

年同期的 11064 辆增长了 4.4%。但相比东盟的其它

经济意外萎缩，各大企业均遭遇劳工短缺的问题，

国家，菲律宾的汽车生产数量仍然偏低 12。

出口也因全球经济不景气而出现了下滑。根据新加
坡官方数据，2013 年第一季度的 GDP 较 2012 年最

2013 年的前两个月，在东盟国家里，泰国生产

后一个季度下滑 1.4%13。

了 465229 辆，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50.7%。印尼排在
第二位，生产了 198146 辆，较 2012 年同期增长了

在出口方面，新加坡 3 月的非石油出口下滑

21.2%。马来西亚，排在第三位，生产了 97017 辆，

了 4.8%，仅为 148 亿新元，其中电子产品出口下滑

较高于上一年的 95352 辆。菲律宾汽车的生产数量

17.9%，药品出口增长了约 2.9%；医疗设备的出口

仅比越南的 11053 辆略高。

上涨 30%；印刷品出口则激增 316%。由此可见，
新加坡的制造业复苏节奏不一，制药业出现改善，

在汽车销售方面，菲律宾也并不出彩。在今年

但电子加工业却依旧低迷。

前两个月里，泰国汽车销量达到了 255727 辆，同
比增长 51.9%。印尼 199974 辆，增长 22.7%；马来

为了稳固新加坡海运中转站的地位，以及通过

西亚 100042 辆，增长 17.8%。菲律宾仅有 26588 辆， 出口刺激经济发展，新加坡交通部将调整港口税收
但增长幅度却高达 40.1%。
结构。在新的结构下，绝大多数的靠岸船只缴付较
汽车产量和销量之间的差额由进口车的销售弥
补。根据菲律宾汽车进口商和分销商协会（AVID）
的统计，3 月份菲律宾进口汽车销售同比增长 8%。
其中，轻型商用车增长了 23%，而乘用车则下降了
2%。有行业人士分析，菲律宾强大的经济基础，积
极的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政府基建项目加快发展，

低的港口税，约 10% 的船只的港口税不变，很少部
分的船只的港口税将有可能提高。据新加坡海事及
港务管理局估计，在新港口税结构下，每年可以为
海运行业节省约 1100 万新元的开支，再加上 2012
年 10 月 开 始 执 行 的 海 事 福 利 费， 一 共 能 节 省 约
1800 万新元的费用。

以及预期的新增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是推动菲
律宾汽车销量上升的重要原因。而且，由于国际评
级机构上调了菲律宾的信用评级，在未来的一段时
间里，菲律宾本土汽车制造商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12

此外，为了鼓励航运公司采用更环保的航运技
术，海事局也进一步扩大 2011 年推出的新加坡绿
化海事运动的涵盖范围，包括批准采用更环保科技
的新加坡注册船只享有更高的注册费回扣及年吨位

“菲律宾三月份进口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8％”，《菲律宾商报》，

2013-4-16

13

“新加坡 3 月出口意外復甦”，《星洲日报》，201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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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回扣。政府希望通过这一系列刺激政策来稳固新

口，2012 年煤气的出口量几乎与国内需求持平。

加坡东南亚海运枢纽的地位。

2012 年国内的煤气使用比率，既用于工业的达到
33%、用于生产电力的达到 27%、用于生产肥料的
达到 19%、用于石油生产达到 10%、液化石油气的

印尼通过开发地热资源缓解能源压力
Indonesia Develops Geothermal Resources to
Response Energy Issues

达到 8%，以及液化天然气的达到 3%。
在 2006 年，印尼政府为了减轻对石油资源的
依赖，大力发展煤炭开采。印尼拥有丰富的煤炭资

印度尼西亚是亚太地区唯一的欧佩克石油生产

源，估计足以开采 150 年。据印尼煤炭开采协会称，

国，石油和天然气是印度尼西亚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印尼已证实和估计的煤炭储量共有 580 亿吨，其中

业，占政府收入的 24%，油气出口收入占印度尼西

60% 以上为发热量在 5000kcal/kg 以下的劣质煤。

亚出口总收入的 15％。随着印尼国内工业的迅速发

优质煤尽管目前只有 70 亿吨可以开采，但储量达

展，对油气资源的需求也逐日增加。印尼油气特别

190 亿吨。在国际煤炭高价格的刺激下，印尼的煤

工作机构（SKK Migas）预测，2014 年印度尼西亚

炭产量和出口量都得到增长，但是煤炭产量要达到

国内需求的天然气分配量将增高至每日 4560 亿英

政府提出的目标，仍面临巨大的挑战。而且，在印

热单位（BBTUD）。主要原因是许多陶器制造业、

尼煤炭产量中，绝大部分都用于出口。从 2005 年起，

14

玻璃工厂、瓦厂、以及造纸厂的需求提升 。

印尼煤炭出口就占其总产量的 70% 左右。由于煤炭
是不可再生资源，印尼对煤炭资源大量开采并出口

2003 年， 印 尼 国 内 煤 气 分 配 量 为

也引发了印尼政府的担忧。印尼能源与矿物资源部

1480BBTUD，而到了 2012 年达到了 3550BBTUD。

官员近日表示，政府将对近几年来不断上升的煤炭

迅速增长的国内需求使得印尼减少了煤气的对外出

出口量加以限制，以保护不可再生能源。能源与矿
物资源部副部长苏斯洛对媒体表示，限制煤炭出口

14

“印尼页岩油配额比去年低 今年存量或供不应求”，《印度尼西亚商

报》，201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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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为了保留更多煤炭储备，为未来一代作更长久

打算。苏斯洛表示，若不限制出口，煤炭能源可能

民居无定所。如何规范越南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

在 15 年内耗尽。但苏斯洛并未透露限制出口的具

越南政府的当务之急。越南建设部部长郑廷勇表示，

体时间表，“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将尽快实施”，

房地产市场会直接影响到许多行业及领域，尤其是

苏斯洛称。

金融市场和建筑材料市场，甚至越南 2020 年基本
建成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的目标都受到影响。所以，

化石能源的限制使用使得印尼陷入了能源困

越南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不仅影响到其他生产行

境。为解决国内的能源困境，印尼政府加快了地热

业，而且还会影响到居民收入和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能源开发的步伐。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的萨鲁拉

使得经济增长大幅下降。

地热资源非常丰富。印尼副总统布迪约诺要求苏北
省萨鲁拉（Sarulla）地热能发电工程集团加速该工

为化解房地产市场供需失衡，越南政府提出了

程的建设，以弥补现今国内的电力供应短缺。投资

总额约为 30 万亿越南盾一揽子贷款计划以帮助低

总额约 15 亿美元的萨鲁拉地热能发电站是加速建

收入者购房或者租赁。这项措施即可以缓解房地产

设 1 万兆瓦发电站第二阶段计划中的最大的地热能

商的困局并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保障越南广大人

发电站。

民群众的福利。而且，通过这 30 万亿的贷款计划，
还可以盘活银行等金融系统 , 用以缓解由于房地产

印尼的地热发电潜力预计达到近 3 万兆瓦，而

市场泡沫造成的银行坏账等问题。

开发了并投入发电运行的容量仅为 1341 兆瓦，排
在美国和菲律宾之后，位列世界第三。依靠地热能
源的开发，印尼可以突破能源对经济发展的限制。

在涉及到有关外籍人士购房问题时，建设部
部 长 郑 延 勇 强 调， 越 南 国 会 通 过 并 已 经 实 施 的
19/2008 号决议已经明确规定准许外国人在越南购
买住房，不过目前仅有 121 个外国人在越南拥有房

越南政府重金梳理房地产市场

屋所有权。数量之所以如此稀少是因为 19/2008 号

Vietnam Govt Spares No Money to Sort out the
Real Estate Market

决议中对购房价格的规定较为严格，而越南政府也
决定放宽对外籍人士购房的限制，有关放松限制的
相关细节将会提交给越南议会进行讨论表决。这些

2012 年，越南房地产市场就已经开始陷入困

政策选择将最终影响越南的经济发展走向。

境，房地产领域的库存量和坏账不仅严重阻碍了越
南的经济发展，还造成了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进
入 2013 年之后，如何整顿越南的房地产市场和控
制通胀成为了越南政府的当务之急。越南国家金融
监管委员会近日发布报告称，预计越南 2013 年的
通胀率将控制在 7% 的范围内。与此同时，国内生
产总值的增长将会达到 5.3%。这些经济目标的达成
与否，部分取决于越南政府能否成功化解房地产市
场的“内忧外患”15。
越南的房地产市场存在着极大的发展不平衡，
高端房产存在着巨大的泡沫，但同时依然有很多平
15

“ 越 南 著 重 化 解 房 地 產 市 場 的‘ 內 憂 外 患’”，《 今 日 越 南》，

201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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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惧全国大选 马来西亚房地产成投资新去向

布的数据，今年 2 月份房地产贷款的申请额为 134

General Election is not an Obstacle for the
Investment of Malaysia Property Market

亿 4340 万令吉（约合 44 亿 3677 万美元），虽然较
去年 2 月份的 149 亿 6020 万令吉（约合 49 亿 3736
万美元）来得低，但这主要受农历新年的佳节因素

马来西亚房地产发展商会（REDHA）总秘书

所影响。无论如何，今年 2 月份房地产贷款的批准

拿督慕斯达扎表示，根据过去 40 年的房地产发展

额却达 68 亿零 220 万令吉（约合 22 亿 4495 万美元），

经验与趋势，全国大选后在产业领域所面对的政治

同比稍微高出 170 万令吉（约合 56 万美元）17。

因素将会趋稳，因而不必对房地产发展趋势过于情

绪化与担忧，也无需担忧投资者的购买兴趣 16。
同时，根据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在 3 月 29 日公
16

“马来西亚房地产展览放眼 10 亿销售 大选不冲击产业领域”，

申请额同比滑落，但批准额增长，反映出马来
西亚 2012 年 1 月份开始落实的信贷责任指南，以
及更早前实行的第 3 间房屋贷款顶限等“打房”措施，
17

“ 马 来 西 亚 国 家 银 行 2013 年 2 月 份 月 度 数 据 报 告 ”，http://

2013-4-17，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

www.bnm.gov.my/index.php?ch=en_publication_catalogue&pg=en_

k2&view=item&id=50892:10&Itemid=198

publication_msb&mth=2&yr=2013&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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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逐步被银行业者与投资者所消化。而自去年中旬

这种与海外联营的产业发展项目，乃近期房地

以来，贷款批准对申请额的比重，已经重回 50% 或

产发展的新趋向，尤其在柔佛州依斯干达特区或毗

以上的水平，这不仅显示着马来西亚人民依然拥有

邻的多项房地产发展项目上，都可发现其踪迹，但

良好的信贷条件，也证明了马来西亚的产业市场并

更多的依然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业者的合作。至

没有出现过热的投资趋向。

于中国业者方面，中国十强房地产之一的碧桂园
（Country Garden）已在 2012 年进军马来西亚的产

除了大选因素与国人的房产投资心态外，马来

业市场。截至目前，该集团在马来西亚已开展 5 项

西亚的房地产发展项目将持续受惠于海外的庞大投

房地产发展项目，其中一项就位于依斯干达特区的

资市场。必须注意的是，全球经济的持续疲软，加

黄金地段—金海湾，即在面积 55 英亩的地段上开

上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持续推行宽松措施，许多

发价值达 180 亿令吉（约合 59.4 亿美元）的综合产

的资金与热钱皆涌入东南亚为主的新兴市场，而房

业项目 18。

地产投资正好就是其中最受瞩目的领域之一。
事实上，自马来西亚开始推出经济转型计划后，
此外，相对于邻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 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的互动变得比往常更加的密
乃至于菲律宾与越南等，马来西亚的房地产价格增 切，加上马中关丹产业园与中马钦州产业园这姐妹
幅，实际上仍远低于上述国家。这自然让更多的海

城双双动土下，两国之间投资与贸易往来无疑将更
外资金持续投入马来西亚的房地产市场。与此同时， 加深入。在这种趋势下，中国房地产业者前来马来
在新加坡等邻国开始实行打压房地产价格等措施 西亚发展与投资，将有助于让双方的合作推向另一
下，对产业市场采取相对宽松态度的马来西亚，无

高峰。因此，有意开拓东南亚，尤其马来西亚房地

疑将成为海外资金流入的绝佳对象。

产市场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可以考虑效仿碧桂园，

从投资的角度而言，如果外资流入仅仅在于购

前来马来西亚分产业市场的一杯羹。

买马来西亚的房地产项目，这实际上并不会直接带
动国内的经济发展，尤其当这些资金投资在二手房
产上，而这也无异于投机活动，仅寻求迅速的资本
升值。同时，庞大的外资持续涌入市场，也将会让
马来西亚的产业价格走向极端，甚至出现泡沫化的

缅甸通讯执照投标：价值链机会在哪里？
Value Chain Opportunities in Myanmar’s Mobile
Licenses Bid

趋势，让央行在调控方面疲于奔命。
因此，相对健康的投资方式，应该是欢迎海外

随着缅甸的经济开放，缅甸已成为东盟地区的
新经济之星。也由于缅甸是个极度需要大量的建设、

的房地产开发商，前来马来西亚与国内发展商进行

产品、技术和资源协助的国家，各种行业的业者已

联营、合作或承包计划等，这足以让马来西亚的经

看准这个机遇开始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建立投资项

济与社会发展在至少 3 大层面上真正受惠。其一，

目。而最近在缅甸所公布（4 月 4 日信息）的通讯

国内与海外发展商合作，将能结合两者的品牌效应， 执照投标（为期 15 年）就是一个好例子。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前来购置产业，达至利润双赢的
目标；其二，这将能带动国家的外来直接投资（FDI）
的增长，而非纯粹热钱的流入；其三，结合海外发
展商相对庞大的资金，亦能带动国内建筑与建材相

为了更大程度上放宽缅甸较为疲弱的通讯行
业，缅甸政府破天荒地进行公开招标。以目前的资
料显示，该项目已吸引了很多大企业投入到这场

关领域的成长，并增加国内的就业与收入机会。
18

“ 碧 桂 园 加 码 投 资 马 来 西 亚 市 场 100 亿 人 民 币”，2013-3-5，

http://www.redtomato.com.my/news/economic/95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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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通讯业里面，设备供应商将第一个得到最
大的收益。国际通讯设备供应商可以利用这个机遇
将有关的设备提供给最终的中标的网络经营公司。
网络设置、维修和器材提供者也都将成为收益的一
方。此外，手机进口和分销业者也一样受惠。另一
方面，通话时间服务经营者，无论是买家或批发商，
也同时获得很好的回酬。
2. 服务业例如广告、会计和咨询领域都是通讯
网络运营商在缅甸所需要的。由于目前缅甸没有这
方面的技术，外国公司可以借这个机会建立它们的
业务及服务。这也使得通讯业得到更加好地支援以
便该行业在缅甸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再者，这些行
业也得到提升，尤其是对通讯业者的服务。

招标竞赛中。除了中国移动通信与英国 Vodafone
联合投标之外，总共有其他 11 个投标方成功进入
最后阶段。这包括以索罗斯资金机构合资的三间
企 业（ 新 加 坡 Quantum Strategic Partners， 牙 买 加
Digicel Yoma Strategic Holdings Limited 和 缅 甸 First
Myanmar Investments Company）与新加坡 SingTel，
日 本 住 友 株 式 会 社（Sumitomo Corporation）， 日
本 KDDI Corporation 与挪威 Telenor ASA 各自领导
的财团等等。除此之外，马来西亚 Axiata Group，
越南 Viettel Group，卡塔尔 Telecom QSC 与卢森堡
Milicom International Cellular 也同时单独加入这场
竞赛 19。
对缅甸政府而言，招标举动和此种应标状况其
实是一个好兆头。以缅甸当局所要达成的目标来看，
这么多大企业参与这一次网络经营招标也使得价值

3. 其他有关行业经营者比如办公室，家具和运

链运营商关注这个项目。这也符合该国政府开放国

输等也将受到同样的效应。如同服务业，这几个行

内通讯行业的长期政策。同样的，对价值链运营商

业也一样得到提升和发展。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

来说，其项目的连锁效应就是它们的商机。而这种

这样的“倍增效应”也取得间接性作用，再对缅甸

商机涵盖了各种行业，例如包括：

经济增加了 40% 的收入。而且，这额外收入是建立
在通讯和有关行业的直接收入之上 20。

19

Myanmar Shortlists 12 Bidders for Telecom Tender, Wall Street

20

The Potential Economic Impact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in

Journal Online, 2013-04-11,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

Myanmar, Ericsson & Deloitte, 2012-11-13, http://www.ericsson.com/

127887323741004578416591809048544.html#printMode

res/docs/2012/myanmar-report-2012-13nov.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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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说，安邦集团分析认为外国通讯价值链
运营商应该抓准这个难得的机遇。目前距离投标结
果出炉还剩下不到三个月时间，有关行业的业者可
以继续关注最新的消息和认识潜在的合作机会。以
目前缅甸 10% 的国内通讯拥有率和缅甸政府所设定
在 2016 年以前达到 80% 的拥有率的目标来看 21，该
国的通讯行业市场规模是乐观的。所以，其行业的
价值链业者将面对很大的市场空间可以挖掘。

泰国能源发展潜力有待转化为投资契机
The Potential and Opportunity of Power/Energy
Development in Thailand
泰国逐渐开放其能源领域于外国投资者，以减
少对能源和化石燃料进口的依赖。泰国在 4 月 11
日刚结束了竞标构建 6 个天然煤气发电厂的公开投

用电源计划 23，危机才能化险为夷。

资项目。此外，一家英国公司 Waste2Tricity（废物
转化为能源）在 4 月 16 日宣布有意在泰国投资 4

天然煤气占泰国发电燃料的 70％，其国每天平

亿美元，建设 2 间天然气发电厂。该发电厂平均每

均消耗 4.4 亿立方英尺的能源。然而，泰国是东南

22

年的转化量可高达 450,000 吨废物 。

亚第二大石油净进口国，仅次于新加坡。泰国主要
从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进口原油，煤炭则

泰国正积极寻求措施，以试图增加能源储备的

从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进口，天然气是从缅甸和

同时克服对能源和化石燃料进口的依赖。原因是该

马来西亚进口 24。在过去的 10 年，泰国的能源消耗

国的能源储备只有区区的 30 天， 远远超乎理想的

上涨了约 47％。将来随着全球天然气储备逐渐耗尽，

储备量。最近，泰国从缅甸的 Yadana 和 Yetagun 天

泰国也将遭受缺乏天然煤气供应的危机。

然煤气厂供应中断事件，领悟到了其国的能源储备
是不足以应付能源危机。缅甸的天然煤气厂碰巧在

可再生能源是未来重要的资源，泰国也一直高

泼水节长假期间进行年度维修。结果，泰国在 4 月

度投资太阳能，因为其国处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且

份天气非常炎热和电力需求高峰的时候，面临 25％

比邻国接收到更大量的太阳能。如今，泰国是东南

天然煤气供应的短缺。侥幸国民和私营高度配合省

亚最大的太阳能生产国。然而，其天然气供应中断
事件显示了泰国的能源生产力还有较大待进步的空
间。因此，泰国的能源生产有必要更多元化，以防

21

Mobile Giants Join Forces to Bid for Myanmar License, Dow

止能源危机削薄该国成为未来东盟枢纽的发展机会。

Jones Newswire, 2013-04-04, http://www.foxbusiness.com/
technology/2013/04/04/mobile-giants-join-forces-to-bid-formyanmar-license/
22

Waste2Tricity to invest $400m on 2 Thai waste-to-energy plants,

2013-4-16, http://www.newenergyworldnetwork.com/investornews/renewable-energy-news/by-technology/biofuel-biomass/

23

Power play draws flak from experts, 2013-4-14, http://www.

bangkokpost.com/news/investigation/345344/energy-crisis-orpolitical-ploy

waste2tricity-to-invest-400m-on-2-thai-waste-to-energy-plants.

24

html

www.koreatimes.co.kr/www/news/nation/2013/03/176_130655.html

Thai energy sector invites Korean companies, 2013-3-17,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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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府在 2012 年 3 月更新了其绿色能源的

东盟共同体总体计划（政治 - 安全一体化、经济一

“2012-2021 年替代能源发展规划”。该计划指出，

体化、社会 - 文化一体化），尤其是在东盟经济共

能源消费总量的 25％将来自替代能源，并订立目

同体建设中所取得的积极进展。

标将在 2021 年达到 2GW 的太阳能发电量，1.2GW
风能发量和 3.63GW 的生物质能。

关于东盟对外关系，苏丹陛下强调，东盟须
继续扩大与各伙伴的合作关系，发挥东盟在东盟

为了促进达成绿色能源的目标，泰国投资委员

10+1、东盟 10+3、东亚峰会（EAS）、东盟地区论

会（BOI）提供节能和替代能源投资、环保材料和

坛（ARF）、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等合

对生产商提供显著的激励。其激励包括税收减免，

作机制的主导作用。

免征进口关税，放宽工作许可规则，甚至有可能对
外国公司放宽土地所有权 25。
由此可见，泰国能源相关的投资项目为外界开
启了一扇大门。泰国的能源消耗量将随着 2 兆铢庞
大的基建工程而逐渐提升。泰国即将建设的四条高
铁路线如北线、南线、东北线和西线，不仅连接曼

在经济问题上，东盟各国领导人愿意就达成议
案进行磋商，包括：有助于双方互惠互利的东盟 香港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东盟货币与金融一体化计
划、加强互联互通、促进服务和人力资源的自由流
动、推进东盟统一签证制度等，也共同讨论东盟经
济共同体蓝图评估报告等。

谷与周边城市，而且也连接曼谷和邻国。在这些发

目前，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所规定必须采取的

展机遇中，中国的投资者不妨考虑在泰国建设能源

措施中，已经完成了 259 项，为经济共同体蓝图计

相关的基础设施或成为发电厂商，或是参与伴随而

划的 77.5%，还有约两层规划蓝图有待进一步开发

来的建设工程。毕竟泰国的庞大投资计划将为所有

实施。其中货物关税减免取得显著进展，较发达的

建设参与者和投资者带来机遇，并随着泰国迈向

东盟 6 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

2015 年的东盟经济共同体而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更大

马来西亚和文莱）取消了 99.65% 的货物进口关税，

的回酬。

而较不发达的东盟 4 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
将 98.86% 的货物进口关税税率降至 5% 以下。

东盟完成共同体蓝图 77.5% 为伙伴国带来
更多机遇
ASEAN Has Realized 77.5% of Community Blueprint

在经贸契机方面，东盟决定对外加快东盟倡导
的可能成为世界最大自贸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协定（RCEP）》谈判。RCEP 涵盖约 35 亿人口、
覆盖 16 国、GDP 总和将占全球总量的 1 ／ 3。

在 4 月 24-25 日的第二十二届东盟峰会上，峰

因此，这次东盟峰会传出的信息表明，中国 -

会主席文莱国王苏丹陛下在峰会落幕后发表主席声

东盟合作的契机在于在东盟 10+1 的总体框架下，

明，强调东盟将致力推动东盟共同体的建设；目前， 努力推动有助于东盟实现一体化的项目；在东盟 东盟已经完成了经济共同体蓝图计划的 77.5%。国 香港自由贸易协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计划、加强
王苏丹陛下说，东盟将加快推进地区互联互通、加

互联互通等领域开展更多更具体的合作；同时，在

强对外关系，以提高东盟的核心作用。

促进服务和人力资源自由流动方面，中国 - 东盟也

东盟成员国领导人高度评价由三大支柱组成的
25

Dems seek urgent energy steps, 2013-2-17, http://www.

bangkokpost.com/news/local/336381/dems-urge-urgent-energycrisis-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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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好的合作机会；东盟推进统一签证制度对发展
旅游业也有重要意义；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评估报
告等也值得我们认真关注，以找到中国与东盟之间
更多的合作契机。

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云南省在七大领域加速与东盟交流合作

明举行的首届中国 - 南亚博览会。云南地缘优势

Yunnan-ASEAN Speeds up Cooperation in Seven
Key Fields

明显，资源丰富，在旅游、贸易、新型能源等方面
与东盟各国互补性强，拓展合作的潜力大。东盟秘
书长黎良明建议云南省进一步加大与东盟的贸易规

云南作为中国与东盟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边境
地区，近来加速开展与东盟的交流活动以及落实具
体的经贸投资项目。3 月 27 日到 4 月 5 日，云南省
派出省长李纪恒带队的政府经贸代表团赴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开展合作交流活动 26。
此次云南代表团与新马印尼签署的经贸文化协
议价值 52 亿美元，而且在城市规划、旅游发展等
方面学习了东盟国家的成功经验。云南代表团会晤
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3 国的 20 位重
要官员，会见 13 位世界著名大企业、大财团的负
责人，举行 3 场大型综合推介会和旅游、金融、文
化共 5 场产业专题推介会、两场知名华商商会座谈
会。并邀请各国政府和企业参与 2013 年 6 月在昆

模，提升合作水平。
云南省代表团在涉及能源、采矿、旅游、文化、
环保、生物科技、院校合作 7 个领域与新加坡、马
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个国家充分交流。与各相关
企业、机构共签订合作项目 34 个签约金额 52.63 亿
美元。
在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加速发展的大背
景下，关注云南与东盟合作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可以
看出，云南与东盟的合作已经跨越省份交流的层次，
而是直接面向东盟，在东盟的国家层次开始发挥作
用。以 2012 年为例，云南与马来西亚双边贸易额
达 10.23 亿美元，与印度尼西亚贸易额达 11.42 亿

美元；在滇马、滇印、滇新的旅游、文化、教育等
26

“云南省长走访新马印尼三国 感言要‘博采众长’”，2013-4-7，

领域的合作也非常广泛；目前云南与马来西亚、印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4-07/47082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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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互为重要的海外游客来源地。 者 27。
由此，我们建议定期开展巡回式中国 - 东盟边境省
区合作交流会，例如在广西、云南、广东和福建等

印尼大使易慕龙给予福建省港口区、经济和贸

省区先行展开，全面快速推进中国省区与东盟国家

易合作区开发计划以高度评价，并认为其与 2010 年

的合作步伐。

东盟成员国通过的“东盟连通性总体规划”相契合。
易慕龙还认为，通过这种合作关系可望进一步

印度尼西亚加强与福建港口区及经贸区交
流合作

增加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也使印度尼
西亚成为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有利
加速增加两国的双向投资流动。

Indonesia-Fujian Energizes Harbour and ETA
Cooperation

而福州市工商局总司长蔡福永代表福建省政府
表示，福建省港口区、经济和贸易合作区开发计划，

自 2010 年以来，随着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正

是大型的海港，使该地区发展为中国向亚洲特别是

式建成，福建与东盟贸易往来取得重要发展，东盟

东盟地区商品和服务以及投资流动的主要门户，反

已成为福建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印尼也成为福

之亦然。从经济价值角度而言，海港处于中国东南

建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在这样良好经贸关系的

沿海地区的战略地位，并直接面向东盟地区，具有

背景下，4 月 12 日，印度尼西亚驻中国与蒙古国大

与其他世界级的海港竞争的巨大潜力。

使易慕龙受福建省和福建省亚洲事务研究所邀请，
出席福建省港口区、经济和贸易合作区发展和建设
研讨会。这项研讨的与会者包括福建省政府、福州
市政府及福清市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各个行业投资

者，以及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专家和学者，
以及福州大学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的有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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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 2002 年中国 - 东盟自贸区（CAFTA）
建设进程启动以来，福建对东盟贸易进入快车道，
双方贸易额不断攀升，比重逐步提升，成为福建外
贸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除了印尼之外，2011 年之

27

“印度尼西亚邀中企建设经济区以进一步增加双边贸易额”， 2013-

4-16，印度尼西亚星洲日报。

前，马来西亚一直稳居福建在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总额为 36.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9%；完成营业额
在 2011 年首季福建与马来西亚出口有所放缓后，

23.7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0.6%。 截 至 2012 年 底，

随着印尼经济持续向好以及其国内需求旺盛、贸易

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累计签订承包工程合同总额为

环境的不断优化，印尼对福建贸易得以迅猛发展。

169.6 亿美元 30。

同时，随着 2007 年 1 月越南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
目前，由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承建的大型工程

员国，越南不断调低进口关税，贸易秩序不断规范，
福建对越南贸易增长加快。

项目有槟城二桥、巴贡水电站、沐胶燃煤电站、姆
鲁水电站以及槟城明光水坝等。

由此可见，福建省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沿海省份
从马来西亚吸引外资的概况看，马来西亚政府

之一，具有与东盟全面发展经贸合作关系的巨大优
势，因此，港口经济将为福建和东盟合作带来更多

一直欢迎外商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上世纪 70 年代，

商机。

推行出口导向型政策后，欧美和日本部分制造加工
业转移到马来西亚。近年，外商投资已经成为推动
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动力。外商投资主要集

中国 - 马来西亚经贸投资合作有待加速

中在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化工、石化产品、电子电器、

China-Malaysia Should Accelerate the Economic
& Trade Cooperation

基本金属制品。2012 年中国紧随日本、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之后，是马来西亚制造业领域的主要外资来
源国 31。

3 月下旬，一则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作为投资非洲最大规模者的地位已经让位于马来西
亚。这意味着马来西亚在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FDI）
中规模首次领先于中国，且差距正在扩大 28。

MIDA 信息表明，2012 年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外
商投资中，有 64% 是来自亚洲，而在前五名对马投
资最多的亚洲国家中，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投资额仅
多于韩国。因此，加强对马来西亚投资的空间仍然

这种情况表明，中马双方都有较大潜力开展对

很大。对比 2012 年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的新签承

外投资和各项经贸活动。那么，中马之间的投资贸

包工程合同总额 36.1 亿美元，制造业投资的 6.54

易活动将如何进一步加强呢？

亿美元显然太低。而与中国从马来西亚进口 583.0
亿美元、出口 365.2 亿美元相比差距就更大。因此，

2000 年以来，中马双边贸易额年平均增长率达
29

面对多次提及的中马贸易与投资严重不均衡的问

20％以上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 年，双边贸易

题，安邦集团的东盟研究团队再次建议只有加强中

额达 94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其中，中国进

国 - 马来西亚的投资交流，才能把握中国及马来西

口 583.0 亿美元，同比下降 6.2%；中国出口 365.2

亚双边的发展机会。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0%。
从工程承包领域看，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南亚
的重要承包工程市场之一。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2012 年，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新签承包工程合同

28

“马来西亚在非洲投资规模超过中国 且差距正扩大”，2013-3-26，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IntlBizNews/idCNCNE92P03M20130326
29

“中马贸易概况”，2013-3-21，http://my.mofcom.gov.cn/article/

zxhz/hzjj/201303/20130300062984.shtml

30

“我在马承包工程合作”，2013-3-21，http://my.mofcom.gov.cn/

article/zxhz/hzjj/201303/20130300062988.shtml
31

“马来西亚吸收外国投资情况”，2013-3-21，http://my.mofcom.

gov.cn/article/ddgk/zwdili/201303/201303000629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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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中缅油气管道再遭抗议值得警惕

这个工程所引起的负面问题，包括爆炸事故，环境

The New Round of Sino-Burmese Oil & Gas
Pipelines Protests in Myanmar

污染，农地损失，供水短缺和缅军干预 33。虽然这
一次的示威不算大规模，但它背后显示了缅甸目前
和未来的大环境。换句话说，这一次的示威不是一

中缅油气管道虽然计划今年完成管道铺设，但
它遭遇的麻烦可能才刚刚开始。4 月 5 日，一群缅

件孤立事件。相反，它代表了缅甸自开放以来的新
趋势， 那就是新一轮极为活跃的民众运动。

甸北掸农民委员会的代表呈上一份请愿书给掸邦首
席部长，并要求其政府停止所有中缅油气管道的工
作 32。声称代表超过一万人的掸邦农民，该委员会
所提出的反对原因涵盖了当地居民的安全，经济，
社会和政治议题。
根据他们所发表的信息，本地的居民非常担忧

如掸族妇女行动网络所声称，从他们对当地居
民的访问和意识推广，他们发现掸邦民众已变得较
为团结。这使得各非政府组织更加有信心统一操作
以便他们在未来的日子发动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抗议
运动 34。要是再加上去年 12 月 21 日的马德岛居民
示威 35，我们可以意识到新一轮的反中缅石油管道
运动也很有可能在近期内爆发。对中国而言，这样
的趋势是当局值得警惕的。
由于中缅油气管道对中国油气供应的重要性，
中国政府理应采取新措施来应对这方面的风险。基
于该工程将在五月完成，如何确保这两个管道被当
地民众所接受并可以长期地持续下去是中国政府更
需要思考的难题。目前，最有效的措施仍然是加速
成立一种双边应对机制。自上一次密松水坝被叫停
的教训，建立应对新机制已经是一个必需的措施。
同时，这一机制不应停留在磋商的层面，反过来，
33

Press Release by Shan Community-Based Organisations:

Northern Shan Farmers Call for Chinese Pipelines to be Removed
from their Lands, Shan CBO, 2013-04-05, http://shanland.org/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341:northern-shanfarmers-call-for-chinese-pipelines-to-be-removed-from-their-land
s&catid=102:mailbox&Itemid=279
34

Shan Farmers Urge Gas Pipeline Project to be Moved, Mizzima

News, 2013-04-08, http://www.mizzima.com/business/naturalresources/9207-shan-farmers-urge-gas-pipeline-project-to-be32

Shan Farmers Call for Halt to Shwe Gas Pipeline Project, Shan

moved.html

Herald Agency, 2013-04-09, http://www.bnionline.net/index.php/

35

news/shan/15098-shan-farmers-call-for-halt-to-shwe-gas-

21, http://www.mizzima.com/news/inside-burma/8607-locals-plan-

pipeline-project.html

shwe-gas-pipeline-protest.html

Locals Plan Shwe Gas Pipeline Protest, Mizzima News,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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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定要深化到危机处理和风险防范的两个阶段。

日本宽松措施使东南亚市场“短乐长痛”

也只有这样的平台，中缅的种种问题才可以全面地

Japan’s QE: South East Asia “Short-term Gain,
Long-term Pain”

探讨和解决。
同样的，缅甸的民主化过程也显得越来越激
烈。在这个方面，有两种情况是值得关注的。第
一、缅甸各民众运动是很广泛的。以成为外国媒体
重点地的昂山素季所领导的国家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运动只不过是缅甸其中一种

随着日本央行在 4 月 4 日宣布进行大规模的宽
松政策，以实现 2% 的长期通货膨胀目标后，日圆
兑美元汇率随后大幅走低，甚至跌至接近 100 日圆
兑 1 美元的水平，创下自 2009 年 4 月的新低 36。

民众运动。而恰恰这种全国性运动显然与各个地方

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持续宽松措施，加上

团体所倡导的理念和课题不一定完全一致。这个情

日圆近期的大幅贬值，让国际金融市场的热钱，迅

况也造成缅甸政府不容易控制它们所引发出来的局

速涌入东南亚地区，促使东南亚主要国家的货币持

面。第二，随之该国继续保持开放政策，外来因素

续攀升。其中，泰国的泰铢汇率就在 4 月 9 日写在

如社会媒体和国际新闻，也成为缅甸各团体的有利

28.91 泰铢兑 1 美元的水平，创 1997 年亚洲金融危

工具。相阿拉伯之春的那样，它们所造成的影响是

机以来的新高。截至 4 月 17 日，泰铢兑美元持续

非常严重的。如同各地民众运动一样，这种情况有

试探新高，一度写在 28.80 泰铢的水平。

利于各团体发动大规模的运动，也导致缅甸政府的
应对措施较为棘手。所以，未来的中国对缅甸政策

日本惊人的宽松措施，让日圆大幅贬值之余，

必须要容纳这两种情况，以便更稳定地发展两国未

也让资本市场的热钱失去一个可靠的“避风港”，

来的伙伴关系。

而这为数庞大的资金，无疑将流入经济成长相对稳
定的东南亚市场。这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其所产

安邦集团一直关注中缅经贸关系以及中缅油气
管道的建设发展，并多次分析有关形势和问题解决

生的利弊多寡，将是东南亚政府与央行决策者，乃
至于中国方面的决策者必须关注与考虑的问题。

对策。因此，我们认为以目前的形势来说，中国对
双边油气管道的参与时机已经到了。有关该工程的

事实上，虽然日本的宽松措施导致东南亚主要

磋商、危机处理和风险防范极为需要中国政府的积

货币相对升值，但截至目前为止，东南亚各央行并

极参与和监督。通过这种模式，中国石油（该工程

未对其货币汇率进行干预，而是采取静观其变的态

的中国伙伴）也可以更好地配合中国的国家大战略。 度。还须注意的是，基于东南亚各别国家对于日本
更何况，其方法也有效地解决本地居民对该工程所

的贸易与投资的依赖程度不一，因此，各别国家的

引发的人们对安全、环境、农地和水源等问题的担

应对方式与措施也将有所不一。

忧。除了建立双边机制以外，现在的阶段也足以让
中国进一步地完善其对缅甸的长期政策。

首先，应当关注日圆贬值对东南亚国家主要经
济支柱，即制造领域活动的影响。当中，作为日本
汽车领域主要生产国的泰国，就对日圆走软的趋势
采取相对乐观的态度。泰国央行行长张旭州在 4 月
9 日就曾表示，当局已对泰铢升值速度过快做好应
对的准备，并密切关注外资会否乘机投资泰国股市

36

“日货币宽松措施刺激 8 日美元对日元继续上涨”，2013-4-9，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4/09/c_1245541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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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利的现象；但他却同时间也相信，由于泰国业者

因此，在中国与马来西亚等经济体有意走向产

普遍依赖日本进口零件，日圆走软实际有利于泰国

业链高端以及自创品牌的路途上，却面对着日圆贬

37

的经济成长 。

值的趋势，实际从品质与价格两者而言，都将面对
严峻的冲击。长期而言，为了应对日圆的持续贬值，

必须注意的是，由于东南亚中的新兴经济体如

以及提升高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东南亚与中国会

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仍是日本大型企业包

否采取恶性的货币贬值战，将是市场必须关注的焦

括丰田、本田、佳能、尼康、索尼等的主要代工生

点。由此可见，日圆贬值对于东南亚，乃至于中国

产地；日圆的贬值实际上将是变相补贴这些国家的
代工企业。也就是说，普遍上从事下游与劳动密集

的制造业发展，实际上为“短期快乐，长期阵痛”。

型制造业务的东南亚企业，除了在进口日本零件上
将能降低其采购成本，更能在日本企业出口活动增

日本宽松措施加剧东南亚热钱风险

强之余，获得更多来自于日本企业的新制造订单。

Japan’s QE Arouses the Risk of “Hot Money”
Inflows to South East Asia

就制造领域与经济成长的前景而言，日圆的贬值将
为利多于弊。
无论如何，日圆的贬值虽有利于代工企业的利
润成长，但从长期的发展趋势而言，这种趋势会阻
碍东南亚国家成长的趋势，甚至会让部分国家陷入
长期性的中等收入陷阱，尤其马来西亚这个有意在
2020 年之际转型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体。马来西
亚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起，依靠引进大量的外劳来

自美国推出其三轮的量化宽松以来，全球资本
市场流动性相应泛滥的趋势已成型，同时造成热钱
大量涌入东南亚，推动股汇债市的升值。随着日本
央行在 4 月初宣布无限量扩大其宽松规模，日圆大
幅贬值更是推高东南亚市场热钱流入的趋势，这无
疑将引发新一轮的货币与资金风险。

解决其劳动密集型工业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但在

根据数据供应商 EPFR Global 的数据，在日本

泰国、越南与印度尼西亚等拥有庞大人口国家的前

央行宣布宽松计划后的一周内，以美元和其他主要
后崛起下，已在低成本制造领域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货币计价的新兴市场债券投资额新增约 4.38 亿美
所以，马来西亚确实需要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 元，创下今年 1 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38。这反映出
转向高端科技的制造业务发展，才能摆脱已维持接

投资者在日本国债收益率预期进一步下滑之际，已

近 20 年的中等收入陷阱与困境。

纷纷展开投资新兴市场的步伐，以寻求更高的回报。

同样的情况也将在中国上演。虽然说日圆贬值

同时，东南亚债券市场发展最迅速的越南，则

有利于中国以更低价格进口日本产品与消费品，但

因为拥有较高的日圆计价债券，而得以在日圆贬值

目前已处在产业升级关键时期的中国，也将会承受

的趋势下，变相享有较低的债务负担成本。根据亚

日圆贬值下，来自日本高端产品竞争的庞大压力。

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截至 2012 年末季，越南本币

不能否认的一点是，日圆贬值后，韩国当前的知名

的债券市场总额高达 250 亿美元，当中约 240 亿美

品牌，无论是汽车还是电子产品，皆因与日本产品

元为政府债券，同比增长 54.6%39。但这或许只是各

有所相近，而面对强大的价格竞争压力。

别的个案，因东南亚国家债券普遍上都是以本国货

37

“日圆冲击百算 泰国反叫好”，2013-4-10，http://hk.news.yahoo.

com/%E6%97%A5%E5%9C%93%E8%A1%9D%E6%93%8A%E7%

38

“日本央行新政推动投资资金涌入新兴市场”，2013-4-15，http://

cn.wsj.com/gb/20130415/bas095937.asp

99%BE%E7%AE%97-%E6%B3%B0%E5%9C%8B%E5%8F%8D%

39

E5%8F%AB%E5%A5%BD-220739889--finance.html

com.my/node/7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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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越南债市亚洲发展最快”，2013-3-20，http://biz.sinchew.

币或美元计价，对于低债务成本负担的受惠并不大。 一轮的资产投资过热与通胀趋势。
与此同时，日本宽松政策一旦在 5 月开跑，无

同时，从近期黄金与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挫的

疑将会出现更多的资金流向东南亚市场，这不仅会

趋势看来，过去 5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推出的量化宽

影响债市与股市的投机现象，甚至会让东南亚的房

松措施，实际上已开始出现副作用，全球经济成长

地产等不动产投资，乃至于石油、棕榈油、橡胶等

将显然会偏向收缩的一方，而经济危机的风险也将

大宗商品出现投资过热的现象。毕竟，日本此番的

持续维持下去。

宽松规模远较美国来的庞大，除了引发日圆大幅贬
值之余，会否让 2011 年全球通胀的趋势重新上演，
则是个潜在的风险。

总而言之，东南亚国家对于日本的宽松措施，
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大的动作，仅维持谨慎与观望的
态度；但为了防御热钱随后大幅流入，而引发投资

回到现实的层面，从美国、英国与欧洲的量化

过热的趋势，相信政府与央行决策者将会有所后续

宽松措施来看，几乎最终都没有达到振兴国家经济

行动。终究，日本宽松措施对于东南亚的长期经济

的目标，反而在更大程度上却推高了新兴市场与大

发展而言，还是利弊参半，甚至稍微偏向弊的一方；

宗商品的投资与价值，引发恶性的通货膨胀。因此， 同时，这也会深度地考验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
有理由相信，日本此轮的宽松措施，实际并无法推

易与投资往来。

动其国内的通胀水平，反之将让日圆持续贬值，最
终或许引发全球新一轮的货币战争，抑或触动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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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思考
Thinking about the Singapore's Political System
东南亚的弹丸之地新加坡在全世界有着不同凡
响的地位，这个小小的城市国家面积仅有 670 平方
公里，仅是中国城市上海的十分之一左右，人口约
530 万人，但仅有 300 万是新加坡公民。新加坡的
2012 年的人均 GDP 达到了 5 万美元，位居世界三
甲之列。作为世界贸易，金融服务和运输中心之一，
新加坡的成功举世瞩目。在被马来西亚抛弃之后，
新加坡政府仅用了 30 余年就将一个“弃儿”变成
了东南亚的皇冠上的明珠。其独特的政治体制一直
被视为经济成功的关键，虽然曾有外界声音称其是
“亚洲的专制独裁国家”。但他的经济成功以及极
低的犯罪率依然可以让人对其侧目。
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一直吸引着中国改革者的目
光。其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新加坡是个发展成
功的华人国家。这点让中国的改革者们充满遐想，

第一是一切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以取得
实际业绩为第一要务，为此目的采取一切务实手段，
包括去意识形态化。在建国之初，开国之父李光耀
认为，政府必须彻底务实，抛弃一切意识形态的羁
绊，执政政策的宗旨是使新加坡“比本区域其他国
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以提
供条件让外国投资者在新加坡为基地经营牟利，为
新加坡提供税收和就业。在去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
指导下，行动党政府对外资全面开放，大力促进对
外贸易，将贸易招商团都派到非洲，最终将新加坡
发展成一个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
第二是新加坡举世闻名的铁腕反腐，增强人民
的信任。
第三是新加坡公民个人都有一定财产，但又压
低工资，保持出口竞争力。李光耀深信人民拥有财
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新加坡的保障房建设可以写
入所有执政党的教科书中。

认为这种模式可以在中国复制。第二，对某些人来

第四是政府慷慨的公共支出。新加坡经济高速

说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成功据说是基于一种“威

发展若干年后，政府积累了巨量财富，却不像某些

权发展模式”，是在一个还有些专制但有效的政府

亚洲国家政府那样奉行守财奴的理政方式，丝毫不

主导之下实现的。尽管自由主义者一直对新加坡的

肯与人民分享而任由权贵分赃。政府将新加坡建成

政治模式吹毛求疵，但其经济成功和稳定的社会却

了一个花园城市，而且还大力投资教育，南洋理工，

证明了自己的成功。

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均是政府大力投入教育最好的

仔细观察新加坡政体，会发现其中有很多中国

证明。

无法复制的基本元素。作为英联邦成员和英国的前

第五，行动党大力招揽人才，使得反对党一直

殖民地，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在形式上奉行英国传统

无法发展壮大。行动党政府通过自己掌握的行政和

的威斯敏斯特议会民主制（Westminster system)，具

经济资源，几乎垄断了新加坡的人才培养和遴选渠

有名义上的议会主权、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特征。

道，并以“精英主义”为号召，将绝大多数人才纳

尽管行动党长期一党独大，但是该国的议员是从直

入到体制内。

选制度选举得出。新加坡国会的议员确实是全国选
民根据选区划分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属于货真价实

但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也不是毫无瑕疵，有些新

的直选，鲜有舞弊现象，开票计票过程公正，有反

加坡公民认为，政府包揽了几乎一切，导致人民思

对党人和媒体在场监督。其次，新加坡国会议员和

维不活跃。一个社会的创造力被扼杀，人们过于循

人民有着密切的、定期的直接接触，议员非常亲民。 规蹈矩，按部就班。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
缺乏创新精神。新加坡在学术方面非常落后，虽然
综合分析，行动党的“一党执政”有着以下几 国家投入了大笔资金，但是在科技上一直没有什么
点必不可少的要素。

竞争力。这一点让新加坡的知识分子非常忧虑，他
们觉得，新加坡这样下去，将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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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经济改革的政治学

国家将会面临一系列的重大挑战。

—— 国际危机组织 亚洲报告 No.231（2）

1. 特殊决策过程

Myanma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2)

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推进速度和政府有限的决策
能力意味着需要做出特殊而非谨慎计划的决定。推

四、经济重建与政治改革

动改革的人们没有时间后退一步来做出战略性的决

缅甸进行的变革包括经济重建和政治改革的同

定或制定出任何的总体规划。尽管一些人脉甚广的

时进行。要并行地在两个领域建立起新的机构是一

人士说，在总统吴登盛、联邦议会人民院议长吴瑞

个主要挑战。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经历往往是在没有

曼和其他一些改革的关键人物中有一种“本能的愿

真正民主化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改革（如中国和越

望”要摒弃旧的行事方式，但是新的经济政策究竟

南），或者是在经济改革之后再进行民主化（如

应该是怎么样的？政府对此并没有清晰的概念。总

韩国和泰国）。这些国家利用强有力的（如果是非

统与潜在的外国投资者会面时，阐明了他的投资首

民主化的）政治机构，要么把它作为经济改革的基

选领域，如能源、通讯、与邻国的交通，以及劳动

础来推动民主化，要么把它作为经济增长和诞生中

力密集型的行业。这些目标有待于转化为具体的、

40

产阶级的基础来推动民主化 。尽管会遇到挑战，

有正确激励机制的政策框架 42。

但是这样同时进行的改革也可能会带来诸多好处。
更大的言论自由，更独立的媒体，以及结社和集会
自由，都意味着更容易让公众的声音传到决策者的
耳中。这对改革的推动尤为重要，能促进更公平地
分配利益、暴露腐败、保证对基本政治和经济权利
的更大尊重。立法机构建立起相对较强的地位，这
也有助于确保对经济决策过程实施监管。比较分析
显示，最有可能发生具有广泛基础的发展和经济增
长的国家，是拥有兼收并蓄的政治和经济部门的国
家 41。当前的改革进程为缅甸建立一个正确的部门
框架提供了一个罕有的机会。正在进行的涉及广泛
领域的政治改革，也为缅甸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基本

对经济缺乏详细的战略性远见会导致严重后
果。例如，据说决策者们在做出暂停密松水电站项
目的决定之后，有意对政权移交之前政府签订的
主要合约进行一次彻底的重新审查 43。对这些项目
的评估要根据国民经济计划和一系列经济优先项
来进行，在欠缺上述两项材料的情况下，任何彻
底的重新审查都很困难。缅甸还表示正在考虑加入
《 采 掘 业 透 明 度 行 动 计 划》（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这项计划旨在提高使用石
油、天然气和矿产开采领域的收入的透明度。缅甸
政府没能为经济改革制定一个清晰的路线图，这将

经济策略提供了足够的开放性。在前进途中，这个
42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著名的缅甸政治分析家，仰光，2012 年 5 月。

43

36 亿美元的密松水电站大型工程项目位于克钦邦，由一家中国公司

40

印尼的情况是实行了民主化，但没有显著的经济改革。

承建。该项目在克钦邦及缅甸其他地区都遭到了广泛的民众抗议。2011

41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发展经济学家和当地一个 NGO 组织的负责人，仰

年 9 月 30 日，吴登盛总统出人意料地宣布暂停该项目。这项决定——实

光，2012 年 5 月。特别要参见达隆·阿斯莫古鲁（Daron Acemoglu）和

际上是一项撤销指令——是在联邦议会民族院和人民院宣读的一封信函

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的《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

中传达的。总统在信中引用了“公众的担忧”作为他做此决定的原因。

贫穷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更多细节请见国际危机组织亚洲报告 214 号：《缅甸：和平新倡议》，

Poverty）（伦敦，2012 年）。  

2011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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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商业带来不确定因素，从而打击投资的积极性。

经走到了尽头。过去的经济受到一个执照和许可证
系统的严格控制，执照和许可证的发放是由极少数

同时这也意味着，人们并不总是能预见到特别
的政策决定，例如汽车进口限令的放松 44。汽车经

几个军队的高层官员在不透明的情况下来做决定。
要获得执照和许可证，不但需要金钱，还需要有跟

销商被这项决定的宣布时机打了个措手不及，导致

实权人物的良好关系。这就造成两个管制最严 —

二手车价格降幅超过 50%，让许多经销商蒙受了重

也最赚钱 — 的部门由两大集团所控制：一个是由

大损失，这些损失还包括了正从日本运往缅甸途中

少数几个裙带商人组成的集团，另一个则是军队控

的汽车。这次决定之所以不透明，部分原因在于放

制的控股公司缅甸联邦经济控股有限公司（Union

宽对汽车进口的限制是一个敏感话题，因为对于有

of Myanmar Economic Holdings Limited） 和 缅 甸 经

权有势的人物而言，严格的管制是他们进行经济寻

济公司（Myanmar Economic Corporation）（见下文

租的一项资源。由于害怕招致那些利益将会受到负

第四点）。

面影响的人们的反对，当权者不愿把他们的意图提
前公之于众 45。不管这种解释是否正确，这都提出

政治开放的新气象意味着决策过程会更加透

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关于这种经济改革阻力

明。政府合同进行公开招标，过去控制许可证分配

的程度和严重性的问题（见下文第四点）。

的贸易政策委员会已经被解散。目前，更可能出现
的情况是由技术官僚基于事物本身情况来做决定，

在政府内部，反对改革者越来越销声匿迹，一
位著名的缅甸政治分析家认为要区分的应该是“强

而不是由将军们来做决定，并且很有希望出现一个
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硬派”和“保守派”的观点。“强硬派”寻求保留
旧的政治体制，鉴于目前改革的本质和广度以及改

虽然目标很明确 — 即对外开放经济、废除限

革引发的趋势，多数人认为这个观点站不住脚。“保

制性的执照和许可证体制，但是实现这些目标所必

守派”寻求保留旧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为一

需的改革还未能进行。与此同时，许多商务活动仍

小撮人提供了众多经济寻租机会和垄断优势。持有

需要政治方面的许可。要保证申请得到及时批准并

“保守派”观点的官员包括离任的吴丁昂敏乌副总

绕过政府部委官僚机构的层层关卡，人际关系仍不

统和他的一些内阁同僚（见下文第五点）。

可或缺。要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
决于你认识谁。

2. 人际关系依然重要
在新的政治结构中，决策和权力会更加分散。

3. 速度 VS . 成效

旧体制中是由少数几个将军— 最终是唯一的一个人

如果要让普通民众感受到改革进程的影响，那

（吴奈温）— 来做所有的重大决定，这种旧体制已

么提高他们的福利至关重要。这要求进行关键的经
济改革。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改变，政府迫不及待想

44

2012 年 5 月 7 日，商务部宣布允许持有外汇账户的公民在没有许可

要一一进行，大众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复杂且相互

证的情况下进口一辆车龄不超过 5 年的汽车。见《汽车进口监管委员会

关联的问题，有可能出现如下情况，那就是决策上

召开会议》（Car Import Supervisory Committee meets），《缅甸新光报》

的错误对民生、经济增长和经济格局造成严重的后

（New Light of Myanmar），2012 年 5 月 8 日。国际危机组织采访缅甸
工商总会成员，仰光，2012 年 5 月；也见《规则变更后汽车价格下跌》
（Car

果。对改革者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经济改革

prices dive after rule change），《 缅 甸 时 代》（Myanmar Times），

和经济成效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不管改革政策如

2012 年 5 月 14-20 日。
45

作如是解读的一项原因是，之前几次采取放宽汽车进口管制的措施时，

何精心策划，进程过于缓慢就会导致见效太晚。但

有证据显示在决定宣布之前出现了投机行为，表明内部人士提前知晓了

是，改革进展太快又有可能导致改革政策失效或者

政策即将发生变化。而这一次在决定宣布之前没有出现投机行为。国际

适得其反。决策者明白这一点，也知道他们的步子

危机组织采访缅甸工商总会成员，仰光，2012 年 5 月；采访记者，仰光，
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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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迈得太快。但是，这里面也存在着瀑布效应：

各项改革紧密交织在一起，改革经济体制的某一方

附加值的工业领域以及能创造就业机会的其他领

面往往需要其他一些方面同时进行改革。

域；发展人力资源，让流失的熟练工人回归；提高
发电能力；升级以出口为导向的交通基础设施；增

从 4 月 1 日起，缅元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

强税收筹划，通过全面税收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

率制，这是在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有能力对外汇市

改造银行业部门，进行更广泛的金融部门改革。以

场进行有效干预的中央银行之前实施的权宜之策。

上只是从需要进行的改革措施中挑选出来的部分项

目前的缅甸中央银行既不持有国家的外汇储备，也

目，这些项目对任何政府而言都是一个重大任务。

没有必要的报警系统来提供实时信息从而指导相关

另外还有许多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包括：确保汇

方采取及时的应对行动。当务之急是要纠正这种状

率维持稳定状态，但也不要使汇率被高估，以保护

况。一位高级经济决策者说他觉得“我们正仓促进

和推动制造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打击腐败；防止可

入一个我们还不甚了解的领域”。政府可以获取有

能出现的通胀；处理猖獗的土地投机行为和可能发

关机构的建议，包括布雷顿森林会议创建的机构（指

生的土地兼并；以及确保新的土地法规不会造成小

世界银行和 IMF）的建议，但是人们觉得，某些情

土地所有者以及拥有传统土地所有权的人们的土地

况下政府需要在得到建议之前更快地采取行动。

遭到流失。

经济重建的任务相当庞大，也使得向前推进政

如此仓促地进行改革有时必然会导致政府做出

治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吴登盛总统表示他最优先考

糟糕的政策决定。几个新颁布的法律后来证明都存

虑要进行的关键经济改革是农村地区的发展和平衡

在缺陷。过去当权者不愿承认错误或者在做出决定

增长。只有被纳入一个对经济治理进行全面重新配

之后不愿再重新考虑，现在与过去不同的是政府有

置的进程当中，这些首要任务才有意义。为了完成

更大的意愿来重新思考政策并修正决定。2011 年新

这些任务，不仅需要有对任务的清楚表述，而且要

政府上台后不久颁布了《缅甸经济特区法》，仅仅

同包括建立激励机制等在内的特殊改革的轻重缓急

在一年之后，这部法律就进行了彻底的修订 47。不

和先后顺序联系起来。虽然缅甸已经起草了一个农

久之后，一个新的法案将被提交给议会。虽然经济

村地区全面发展的总体规划，但是还没有制定更广

重建任务的规模令人咋舌，但是决策者还是保持着

泛的改革计划。

一定的乐观心态，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位政府高

政府已经开始处理一些关键问题，例如：实行

级官员说：“这是缅甸完成经济重建的绝佳机会”。

缅元浮动汇率制，以废除复汇率制及其所造成的
扭曲情况；打破垄断（如食用油、燃油和汽车领
域，以及可能即将涉及的通讯领域）；推动外国投
资 46，并宣布要把重点放在能为缅甸的原材料增加

46

东盟科技部长会议
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MMST)
科 学、 技 术 和 创 新 是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重 要 因

本届议会将批准一个新的外国直接投资法。这个法令将使缅甸对外国

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尽管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具体的实施条令。这个新法
令将更新现行的 1988 年颁布的外国投资法；允许全外资企业进入缅甸（这

48

素 。这个观点在东盟领导人之间已经得到了共识。

在现行外国投资法中也是允许的）；创造新的税收优惠；允许外国人租

为维持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祉和促进东盟一体化，

用商业用地；以及保护投资，防止国有化（这条也存在于现行外国投资

东盟领导人计划，到 2020 年，东盟将在科技战略

法中）。新法律中会颁布一个新要求，即所有的非熟练工人必须是缅甸
本国人，此外，一定比例的熟练工人也必须是缅甸本国人——企业经营
时间越长，这个比例越高（5 年后是 25%，10 年后是 50%，15 年后是

47

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第 8/2011 号法律，2012 年 1 月 27 日

甸起草新的外国投资法规》（Myanmar drafts new foreign investment

48

http://www.asean.org/communities/asean-socio-cultural-

rules），路透社，2012 年 3 月 16 日）。

community/category/overview-36

75%（国际危机组织采访总统经济顾问，仰光，2012 年 5 月；也见《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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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高素质人力资源、强大的科技机构和卓越中

经建立了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欧盟和俄罗

心网络等众多领域具备强大的科学技术竞争力。

斯等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工作交流和对话工作，并在
当地成立的常设机构，召开定期会议以促进相互合

要推进科技进步，在东盟建立一个强大的科技

作。此外，东盟科技部长会议还建立了与国际组织

基地，并确保东盟保持全球竞争力，东盟成员国必

之间密切合作的关系，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

须在技术层面和重点领域提高技术创新的能力。然

界气象组织等。

而，这个任务，对一个发展及其不平衡的东盟 10
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东盟各国还必须提高其国民

东盟科技部长会议组织结构和相关机构

的科学技术素质和对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认识，

ABAPAST: 东盟科技咨询机构

并提供创新的方法和手段。另外，还必须促进东盟

ABASF: 东盟科学发展基金

共同体国家之间，尤其是在技术研究、技术开发和

AMMST: 东盟科技部长会议

商业化开发之间的整合。

ASEAN-China JSTC: 中国 - 东盟联合科学技

自从东盟科学和技术部长会议委员会 1978 年
建立以来，为了确保东盟的科技合作，一系列科技
行动计划已经在执行进程中。近年的主要计划包括：
行动科技计划（APAST）2007-2011，该行动计划
于 2007 年 2 月得到了东盟各部长的赞同。该计划
是由东盟领导人、科技部长、科学和技术委员会共
同制定实施。该计划确定了 6 个重点和 24 个配套
行动，以实现更好的协调和合作并加速东盟国家间
的科技发展。
目前的东盟科学技术合作主要在 9 个领域，即

术委员会
ASEAN-India WGST: 东盟 - 印度科技工作组
ASEAN-Russia WGST: 东盟 - 俄罗斯科技工作组
ASEAN-EC JCCSCST: 东盟 - 欧盟联合科技合
作委员会
ASEAN COST+3: 东盟 10+3 科技合作委员会
COST: 科学技术委员会
SCB: 生物科技委员会
SCFST: 食品科技委员会
SCIRD: 能源和基础设施委员会
SCMG: 气象和地球物理委员会

（一）食品科学与技术（二）生物技术，（三）气

SCMIT: 微电子和信息技术委员会

象和地球物理，（四）海洋科学和技术，（五）非

SCMSAT: 海洋科技委员会

传统能源的研究，
（六）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
（七）

SCMST: 材料科技委员会

材料科学与技术，（八）空间技术和应用，及（九）

SCNCER: 非传统能源研究委员会

科学技术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科学技术小组委

SCOSA: 空间技术应用委员会

员会负责协调和实施在各领域的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东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
候，为了能给东盟国家提供更好的气象学和地震学
等领域的公共服务，由东盟科技部长会议讨论并成
立了东盟气象中心（ASMC）和东盟国家地震信息
中心（AEIC）。这两个机构在东盟突发气候变化和
地震海啸预警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东盟科技部长会议，不仅仅促进了东盟国家之
间的科技交流工作，还积极寻求对外合作。东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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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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