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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东盟国家宪法内涵简析

与否已经成为有关国家对待政治、民主、外资及社

ASEAN Members’ Constitution Connotation
Analysis

会公平等态度的重要指向。

一、东盟国家宪法基本情况
泰国 5 月 20 日信息，泰国前总理他信·西那
瓦通过网络视频向支持者发表讲话称，希望修宪进
程可以继续下去，使泰国早日实现真正民主 1。今年
3 月份，缅甸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呼
吁修改宪法，以使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加速。另外，
今年 2 月份，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呼吁修改宪法，
以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对吸引外资的需要。那么，这
些国家有怎样的政宪体制及宪法指针状况呢？
东盟十国的政宪体制差异很大，因此宪法内涵

文莱
1959 年 9 月 29 日颁布第一部宪法。1971 年和
1984 年进行过重大修改。宪法规定，苏丹陛下为国
家元首和宗教领袖，拥有全部最高行政权力和颁布
法律的权力。设宗教委员会、继承与册封委员会、
枢密院、立法院和内阁部长会议协助苏丹理政。
2004 年 9 月，立法院第一届会议审议并通过宪法修
正案，内容涉及司法、宗教、民俗等多个方面，包
括赋予苏丹无须经立法院同意而自行颁布紧急法令
等法令的权利；制定选举法令，让人民参选从政；
增加立法院议员人数；伊斯兰教仍为国教，但人民
有宗教信仰自由；仍以马来语作为官方语言，英语

具有丰富而多样的特征。例如，既有君主专制政体， 可作为法庭办案语言等。
又有君主立宪制政体，还有共和制，以及立宪制与
传统文化结合的独特政宪制。东盟各国的宪法有非
常复杂的制宪背景和历史因素影响，因此，部分国
家存在着修宪与否之争。东盟十国的宪法以及修订

1

柬埔寨
柬埔寨现行宪法 1993 年 9 月 21 日经柬埔寨制
宪会议通过并施行， 由西哈努克国王于同年 9 月

“泰国红衫军在曼谷集会 他信称希望修宪进程继续”，2013-5-20，

http://news.163.com/13/0520/10/8VAGEQ840001121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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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签署生效。宪法规定，柬埔寨的国体是君主立

部权力属于人民，各族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

宪制，实行自由民主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立法、行政、 下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司法三权分立。
柬埔寨宪法规定，法案须经国会、参议院、宪
法理事会逐级审议通过后，最后呈国王签署生效。

老挝国会（原称最高人民议会，1992 年 8 月改
为现名）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负责制
定宪法和法律。

参议院主席礼宾顺序排在国王之后、国会主席和政
府首相之前，属国家第二号领导人，在国王因故不

马来西亚

能视事或不在国内时代理国家元首。

1957 年颁布马来亚宪法，1963 年马来西亚成
立后继续沿用，改名为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后多次

印尼

修订。宪法规定：最高元首为国家首脑、伊斯兰教

现行宪法为《“四五”宪法》。该宪法于 1945

领袖兼武装部队统帅，由统治者会议选举产生。最

年 8 月 18 日颁布实施，曾于 1949 年 12 月和 1950

高元首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最高权力，以及任

年 8 月被《印尼联邦共和国宪法》和《印尼共和国

命总理、拒绝解散国会等权力。

临时宪法》替代，1957 年 7 月 5 日恢复实行。1999
年 10 月至 2002 年 8 月间先后进行过四次修改。宪

马议会于 1993 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各

法规定，印尼为单一的共和制国家，“信仰神道、

州苏丹的法律豁免权等特权。1994 年修改的宪法

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公正”是建

规定最高元首必须接受并根据政府建议执行公务。

国五项基本原则（简称“潘查希拉”）2。实行总统制， 2005 年的议会修宪，决定将各州水供事务管理权和
文化遗产管理权移交中央政府。
总统为国家元首、行政首脑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老挝

缅甸

1991 年 8 月，老挝最高人民议会第二届六次会

1974 年缅甸制定了《缅甸社会主义联邦宪法》。

议通过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宪法明

1988 年军政府接管政权并废除宪法。1993 年缅甸

确规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国家，全

召开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2008 年 5 月，新宪法草

2

“印度尼西亚国家概况”，外交部网站，2012-8，http://www.fmprc.

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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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经全民公决通过，并于 2011 年 1 月 31 日正式生效。 规定：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政体；总统
拥有行政权，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 6 年，不
新宪法规定，联邦议会首开之日意味着这部新

得连选连任；总统无权实施戒严法，无权解散国会，
宪法正式生效。议会将选举产生国家总统、副总统， 不得任意拘捕反对派；禁止军人干预政治；保障人
由总统负责组建新政府 3。
权，取缔个人独裁统治；进行土地改革。
菲律宾

新加坡

现行宪法于 1987 年 2 月 2 日由全民投票通过，

1963 年 9 月，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后，颁布了

由阿基诺总统于同年 2 月 11 日宣布生效。该宪法

3

州宪法。1965 年 12 月，州宪法经修改成为新加坡

“缅甸新宪法正式生效 议会将选举产生总统”，2011-2-1，http://

news.sina.com.cn/w/2011-02-01/0150219068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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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宪法，并规定马来西亚宪法中的一些条文适

缅甸经历多次宪法和宪体的重大变更。2010 年

用于新加坡。宪法规定：实行议会共和制。总统为

2 月 19 日，完成新宪法草案起草工作。2010 年 5 月，

国家元首。1992 年国会颁布民选总统法案，规定从

缅甸举行新宪法草案全民公决，以 92.48% 的赞成

1993 年起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改为民选产生。总统

票通过新宪法草案。2011 年 1 月 31 日，缅甸联邦

委任议会多数党领袖为总理；总统和议会共同行使

议会召开首次会议，正式将国名改为“缅甸联邦共

立法权。

和国”，并启用新的国旗和国徽。

总统有权否决政府财政预算和公共部门职位的

由此可以看出，从《缅甸社会主义联邦宪法》

任命；可审查政府执行内部安全法令和宗教和谐法

到《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所经历的是缅甸民主制

令的情况；有权调查贪污案件。总统在行使主要公

度的重大变革。

务员任命等职权时，必须先征求总统顾问理事会的
意见。

老挝和越南宪法均强调“人民”。老挝宪法指
明老挝是人民民主国家，全部权力属于人民；越南

泰国
现行宪法于 2007 年 8 月 24 日经普密蓬国王御
准生效。主要内容如图 1 所示。
越南
越南现行宪法是于 1992 年 4 月 15 日国会通过
的第四部宪法，是 1946 年、1959 年、1980 年宪法
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越共“七大”提出的社会主
义目标与国家全面革新路线。宪法规定：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国家政权属于人民，越南共产党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指导思想。
二、各国宪法的特征和内涵
东盟各国的宪法都有其鲜明的特征和受历史背
景影响的深刻内涵。以如下国家为例。
文莱于 1984 年从英国的 96 年殖民中彻底独立
出来，国王苏丹宣布文莱将是主权、民主、独立的
马来穆斯林国家。

宪法则指明越南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越南共产党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指导思想。
菲律宾宪法的特征是强调实行行政、立法、司
法三权分立政体。总统虽然拥有行政权，但任期为
6 年后不得连选连任。这对涉及修宪问题来说，比
较敏感。政权的长期集中对于菲律宾的政治状况而
言，不利于根除腐败的顽疾。
三、各国宪法对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影响
宪法对国家政治制度及政体方式形成直接影
响。以如下几个国家为例，均是国家政治的特征也
是宪法的特征，也是国家对外交往方式的特征。
以缅甸为例，2008 年缅甸实行了新宪法，并于
2011 年 1 月生效。这部宪法规定中的两大争议点最
引人关注。一是总统候选人的父母、配偶不得为外
国人，这条规定是直接针对缅甸最大反对党及世界
著名的民主人士昂山素季的。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

文莱的特点是，采用了君主立宪制的外衣，但

联盟在 2012 年 4 月的议会补选中获得多数席位，

实行传统的王朝体系。文莱苏丹通过马来化和穆斯

这使得昂山素季向获得国家最重要政治领袖以及总

林政策，以及强化君权统治，使文莱成为世界上少

统位置更迈进一步。然而，昂山素季的已经去世的

有的、非常独特的完全有王室掌权的伊斯兰国家。

丈夫是英国人。因此，如果宪法不修改，她就难于

因此，成文宪法和伊斯兰君主传统结合构成了文莱

实现参选缅甸总统并领导国家的愿望。

政体的最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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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最引起争议的是关于军政权、军方的作

用和席位问题。缅甸长期实行军事统治，在改为民

可能性有多大等都是这一地区发展的重大事项。

选总统后，军人的地位仍然保持强势是这个国家最
重要的政治特征之一。而这种军方强势的状态恰恰
是宪法赋予的。

东盟十国的制宪背景不同，宪法所赋予的政治
内涵及国家管理权力也不尽相同。而正是这些差异
性共同构成了东盟国家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文莱的宪法赋予文莱国王苏丹陛下最高权力，
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等全部权力合为一身，
因此，对于国家有全方位的影响。因此，这样的宪
法也给任何成文法提供了与传统文化结合的范例。

安邦集团的东盟研究一直全方位关注东盟的政
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状况。因此，对于东盟十国的
宪法及变化情况，我们也将给予持续关注和跟踪分
析分析。在《中国 - 东盟观察》第 014 期的 < 特别

新加坡的议会共和制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总

观察 > 中，我们已经简析了东盟国家简史及政治情

统可以委任议会多数党领袖为总理；总统和议会共

况，而与了解东盟的政体、政党的意义一样，对于

同行使立法权。而且总统有权否决政府财政预算和

周边国家来说，很好地了解东盟各成员国的宪法、

公共部门职位的任命权力。也可审查政府执行内部

隐含的特征以及对政治的影响，都将对促进与有关

安全法令和宗教和谐法令情况，以及有权调查贪污

国家的良好关系及各方面的合作有重要作用。

4

案件 。因此，这样的宪法赋予了总统对于国家的主
要行政权力，适合于集中对以政府财政预算为主的
公职部门进行管理。对于今天的新加坡来说，之所
以在秩序与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取得明显成就，与其
宪法所赋予的相关内涵不无关系。
与上述几国不同的是，菲律宾的宪法已经对经
济发展造成影响。菲律宾一直存在修宪的声音。如
现行宪法中规定，对外资拥有土地、公共事业以及
一些行业，限制外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 40% 等的规
定 5。因此，如果更有效地吸引外资可能对相关规定
进行修订。但是，菲律宾民众普遍担心公职官员可
能借修宪之名延长任期，因而反对修宪。这种情况
造成了菲律宾处在宪法、政治、经济是否协调和孰
轻孰重的选择纠结中。
四、小结
对于东盟十国即将在 2015 年实现政治 - 安全
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以及社会 - 文化一体化的紧迫
形势来说，各个成员国的宪法适用与否以及修宪的
4

“新加坡国家概况”，外交部网站，2012-8，http://www.fmprc.gov.

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786/
5

“ 菲 律 宾 前 总 统 呼 吁 修 宪 以 吸 引 更 多 外 资”，2013-2-26，http://

news.xinmin.cn/world/2013/02/26/188623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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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越南多元化果蔬生产的出口前景乐观

果蔬生产，所以果蔬行业拥有巨大的出口潜力。越

Positive Outlook on Vietnam’s Fruits and
Vegetables Export

南的果蔬产品远销售予到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中国和日本市场占出口成交总额的 40％。该国的

据越南统计总局 5 月 10 日的发布，该国首四
个月的水果和蔬菜出口营业额高达 1.65 亿美元，同
比增长 25％。全球水果和蔬菜的需求预计在未来几
年增加 3.5 致 5％ 6。因此，越南果蔬协会（Vinafruit）
宣布今年出口营业额将从去年的 829 万美元提升到
十亿美元 7。

主要果蔬出口产品包括罐头水果，果干，小黄瓜，
越南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允许该国多元化的

火龙果，龙眼，榴莲，柚子，新鲜和干 蔬菜。
越南大部分的生产都是热带水果，所以其保质

6

Fruit, vegetable exports rocket by 25% 2013-5-10 http://

vietnamnews.vn/print/199567/fruit-vegetable-exports-rocket-by-25.
htm

期比较短。如果其水果不经过生物物质保留或透过
许可物质保留，那么新鲜水果只能保持四五天。所

Fruit and vegetable exports drive healthy sector growth 2013-5-8

以近年来越南出口商使用先进的辐照保鲜方法，以

http://vietnamnews.vn/economy/239048/fruit-and-vegetable-exports-

满足苛刻的市场需求如日本和美国等。其国目前在

7

drive-healthy-sector-grow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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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平阳省和胡志明市各有一间辐照工厂。 但是政

从选举结束后的股汇市表现来看，马来西亚的

府计划在胡志明市和邻近的龙安省分别再令开一间

经济前景看似相当明朗。其中，令吉兑美元走势凌

食品辐照工厂。预计，这将帮助当地的果蔬出口商

厉，从早前的 1 美元兑 3.03 令吉的水平，上升至 2.96

降低生产成本及保留果蔬的新鲜度。

令吉的价位，并持续在 3.00 令吉以下的价位浮动。
而股市方面，自 5 月 6 日开盘后飙升 131 点并刷新

除此以外，欧盟确认即将在今年 6 月 30 日解
除对越南 5 种蔬菜 12 个月的禁令 8。随着禁令的解

盘中新高后，日均成交量维持在 20 亿股以上的水平，
反映投资者的信心已有所回流。更值得关注的是，

除，越南蔬菜今年的出口有望再继续提升。然而，

外资已连续第 22 周净买入马股，截至 5 月 10 日的

东盟警告越南若再违反条规的话将完全停止向越南

一周更是净买入 31 亿 1610 万令吉（约合 10.5 亿美

进口任何蔬菜 。一年前，欧盟停止颁发证书给越南

元），为 2008 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最高水平，

5 种蔬菜如罗勒，甜椒，芹菜，苦瓜，香菜因为未

并且是继台湾股市后最吸引外资的股市 10。

能满足欧盟严格的食品卫生和安全法规。
然而，上述股汇市的盛况却被 5 月 15 日公布
尽管越南果蔬行业拥有可观的增长，但也面对

的 2013 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表现给浇

不少的挑战，例如缺乏政府的支持，毕竟果蔬不是

了一盘冷水。根据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发布的数据，

越南主要的出口创汇行业；同时，该行业仍缺乏政

马来西亚首季只录得 4.1% 的经济成长，远低于市

策保护，例如农民优惠贷款及防止恶性竞争的政策

场平均预期的 5.2%，亦是自 2009 年末季以来的最

都未健全。因此，为了达到一亿美元出口的目标及

低速增长。

可持续的出口增长，越南需要把重点放在提高果蔬
的质量方面，并确保食品卫生与安全以及控制果蔬
的运输成本。

马来西亚首季经济成长表现低迷，主要在于首
季出口表现低迷，净出口需求按年下跌 36.4%，这
促使制造领域仅增长 0.3%，大幅低于过去两年平均
4.8% 的增长。同时，矿业领域取得 1.9% 负增长，

大选后的马来西亚经济期待下半年反弹？

也是拉低经济成长的因素。无论如何，在大型基建

Post-Election: Will Malaysian Economy Rebound
in Second Half?

工程的陆续开跑下，建筑领域所取得的 14.7% 成长，
则是避免经济成长严重被拖低的因素。

期待已久的马来西亚第 13 届全国大选终于在 5

事实上，首季经济成长表现不佳，也反映了国

月 5 日举行，国民阵线（国阵，Barisan Nasional）

内市场的焦点更多于静观大选的消息，而导致经济

成功以 133 席的简单多数议席捍卫其独立以来的执

缓步而行。因此，无论是国家银行，还是市场分析

政权。然而，随后由反对阵线——人民联盟（Pakatan

师都相信，马来西亚经济将在下半年重新起飞，而

Rakyat）非议大选而推动的系列“黑潮集会”9，以

全年料能符合 5% 的增长目标。

及是否需要华社加入内阁等问题，依然考验着国阵
政府未来 5 年的执政权利与施政方针。

必须注意的是，尽管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依然缓
慢，或会对马来西亚的出口带来冲击，但更重要的
是，随着国阵政府再次获得委托，经济转型计划中

8

Vietnam To Resume Vegetable Exports To EU 2013-5-9   http://

www.vcbs.com.vn/en/News/Detail.aspx?id=78261
9

10

Fund Flow Report, Week May10_MIDF_130513, 2013-5-13,

“508 集会 8 万人形成黑潮”，2013-5-8，http://www.orientaldaily.

http://www.midf.com.my/images/pdf/research-Report/Malaysia-

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54561:508&Itemid

Equity-Strategy/2013/Fund%20Flow%20Report_Week%20May10_

=113

MIDF_1305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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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型基建项目将持续为内需提供增长的动力，同

它表明了一种现象。泰方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是最近

时，其所承诺的惠民措施，也将有助提升国内的消

两年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也同样面临的。

费能力。
早在今年三月份，香港贸易发展局代表团已意
此外，基于国阵政府仅以简单多数议席执政，

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如该机构的总裁林天福所说，

因而相信在短期间内都不会推行降低津贴与征收消

目前缅甸自由贸易和城市地区的高昂地价不利于外

费税等增加人民负担的举措。可以这么说，在国内

国业者在该国设立公司或工厂 12。由于缅甸还是初

投资与消费趋稳的趋势下，马来西亚内需的稳健增

期发展中国家、这样的现象是极为独特。举例来说，

长，将是扶持经济成长的关键；而大型计划得以持

在 2012 年到 2013 年期间，仰光城的地价已经飚升

续推展，也将是吸引外资的动力所在。

了 1.62 倍，从每公顷 266 万美元上升到每公顷 431
万美元。这只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除此之外，缅
甸另外一座城市武大伟的地价也在同一时期上涨了

缅甸地价上升将会是长期趋势
Rising Land Costs in Myanmar is Likely to be
Long-Term
2013 年 5 月 8 日，泰国商会旗下的国际贸易研
究中心（CITS）发表了它对投资缅甸的重要研究结
果。该中心的研究显示，目前在缅甸的泰国投资者
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仍是地价上升问题。如 CITS 的

1.12 倍，每公顷 336 万美元增加到每公顷 370 万美
元 13。
过去的一年，我们看到缅甸政府为了舒缓地价
飚升对投资者所带来的成本压力，施行了两项应对
措施。从那一年 8 月份开始，缅甸当局正式调高了
全国的房地产交易税率。相对于以往 15% 的税率，
所有 8 月份后的收入来源不明的买家都必须多付
22%（总共税率 37%）的交易税率 14。这种办法可以

信息，日益飚升的缅甸地价已增加了泰国业者在该
国的营业成本 11。虽然这仅仅是一个独立个案，但

12

Hong Kongers scared off by Myanmar property prices, Mizzima

News, 2013-3-11, http://www.mizzima.com/business/9032-hongkongers-scared-off-by-myanmar-property-prices.html
13

Investment in Myanmar to get more difficult for Thais post-AEC

The Nation, 2013-5-8,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business/

14

Myanmar seeks to ease land price-hike crisis, 新华网 , 2012-10-

Investment-in-Myanmar-to-get-more-difficult-for-Th-30205628.

13,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world/2012-10/13/c_131904518.

html

htm

11

Investment in Myanmar to get more difficult for Thais post-A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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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与越南强化证券交易合作
Laos-Vietnam Stock Exchange Cooperation is to
Enhance Investment Opportunity
老挝证券交易所于今年 5 月 10 日与越南两大
交易所—河内证券交易所与胡志明市证券交易所共
同签署一份关于信息分享的合作备忘录。三家证交
所表示，将加速促进交易信息与经验交流、人力资
源培训、信息技术与执行工作等方面的合作 17。同
时，这也标志着越南与老挝证券金融领域合作的重
要旅程碑，携手迈向东盟经济一体化与达致东盟交
易所连接的目标。
与此同时，老挝证交所也在该合作仪式上推介
被称为家中交易系统（HTS）的网络交易系统。老
减少投机者购买房地产的现象并有效地把地价控制

挝证交所指出，发展与推出该网络交易系统，主要

在稳定的水平之内。此外，缅甸当局也在仰光和曼

为了鼓励更多投资者参与交易与投资，并从而推高

德勒成立了地价控制委员会以便中央政府可以全面
地解决地价高昂的问题 15。由于这些措施的落实还
是刚开始（不到一年），所以，它们对房地产影响
的效果依然不算明显。
但是应该注意，从中期的角度来看，投资者不
应该对这个问题可以近期内得到妥善处理抱有很大
的希望。除了缅甸本国的前景，如拥有大市场和多
种商业机会，东盟 2015 年经济体目标必定会再进
一步促进缅甸的地价。东盟经济体的落实将带给缅
甸更多外资流入。因为有如此因素，缅甸地价将继
续地上升。
据泰国国际贸易研究中心所做的估计，缅甸未
来三年的地价将增加 200-300%16。然而，这也不代
表缅甸的前景会被地价高昂的问题抵消了。相反，
根据安邦马来西亚研究中心所搜集和整理的资料，
我们认为，缅甸基础设施的前景依然会带给外国投
资者相当高的利润。缅甸作为东盟的明日之星还会
继续发亮。
17

“ 越 南 与 老 挝 各 地 方 加 强 证 券 领 域 合 作”，2013-5-10，http://

15

同脚注 14。

cn.vietnamplus.vn/Home/ 越 南 与 老 挝 各 地 方 加 强 证 券 领 域 合 作

16

Investment in Myanmar to get more difficult for Thais post-AEC

/20135/23706.vn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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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流通量 18。这意味着，老挝证交所的证券投

才两年多的光景，却有着如此这般的雄心与毅力，

资者无需如过去般只能前往证交所进行交易，而可

确实值得赞赏。

选择透过网络进行交易。
然而，老挝证交所仍有许多需要致力的地方，
老挝证券交易所早在 2011 年 8 月就已委任特

其中就包括缺乏上市股项的选择，以及对外资参与

殊小组对该项网络交易系统进行可行性研究。经过

股市的限制。自 2011 年 1 月开始进行交易以来，

接近两年的测试后，该系统的准确度与速度皆取得

老挝证交所内依然仅有两家上市企业，而且都是国

良好的效果，因此推出市场后，料将不会面对太大

有企业，分别为老挝电力公司（EDL-Gen）与老挝

的问题。无论如何，该网络交易系统目前仍需等候

外贸银行（BCEL）。虽然过去曾传出将有多家公

老挝证券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才能正式推出市场。

司将在老挝证交所挂牌上市，但最终都只是子虚乌
有的消息。

与邻国越南开拓合作商机与交流经验，以及发
展网络交易系统，足以反映老挝证交所在迎合东盟

同时，根据证交所的条例，外资在参与投资过

经济一体化的努力。毕竟，成立于 2010 年 10 月，

程中也面对一定的限制。其中，外资无论是个体还

并在 2011 年 1 月才开始交易的老挝证交所，至今

是机构都不能投资老挝外贸银行，但目前已放宽至
外资可持有当中的 5% 股权。至于老挝电力公司，

18

Laos, Vietnam boost stock exchange cooperation，2013-5-10，

http://en.vietstock.vn/2013/05/laos-vietnam-boost-stock-exchangecooperation-35-1490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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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只是从最初的外资个体 3% 与外资机构 10% 的限

制，提升至外资可持有整体的 20% 股权 19。
根据老挝证交所截至 2012 年的年度报告，尽
管外资全年的交易量占 58.46%，但上述持股的限制
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资的投资意向。必须说明
的是，根据老挝政府的规划，未来 5 年的发展共需
150 亿美元，其中一半将来自于资本市场的资金募
集，这也是老挝政府设立证交所的目的 20。
随着证交所成立已有接近 3 年的时间，但前来
上市的业者却裹足不前，资本市场的资金募集速度
无疑已成为老挝政府的燃眉之急。因此，在这种趋
势下，老挝证交所除了要迅速推动与区域交易所合
作的进度，以及推出网络交易系统外，更重要的是，
如何吸引更多的企业前来上市，并有效率地改善外
资持股限制，以达致资金募集的效应。

柬埔寨今年第一季度对日本贸易明显增长
Cambodia-Japan Trade Distinctly Increases in Q1

从 2012 年全年看，柬埔寨出口至日本的货物
总额为 4 亿多美元，而日本出口柬埔寨的货物总额

据日本对外贸易组织最近发表的一项报告显

为 2 亿 3 千多万美元。2011 年全年，柬埔寨出口至

示，今年 1 月份至 3 月份，柬埔寨出口至日本的货

日本的货物总额为 3 亿多美元，而日本出口至柬埔

物总额为 1.28 亿美元；而日本货物出口至柬埔寨的

寨的货物总额为 2 亿美元 22。

总额为 1.03 亿美元。报告指出，柬埔寨输往日本的
事实上，柬埔寨今年前三个月其他一些产品的

货物主要为农业产品和纺织品，如淡水鱼、大米和

杂货等；而日本输往柬埔寨的货物主要为交通工具、 贸易均在下降。据柬埔寨商业部统计，今年一季度，
机器和电子产品。
而据日本贸易振兴协会（JETRO）统计 21，今

柬埔寨出口木薯 24.5 万吨，同比下降 47.3%；出口
金额 1170 万美元，同比减少 69.7%；主要出口市场
为泰国、越南和中国。造成首季出口量减少的主要

年一季度，柬埔寨对日本出口同比增长 23%，主要

原因是今年初泰国对柬埔寨木薯实施了更为严格的

出口产品为服装、鞋类和电子零件等。日本已成为

进口标准。今年 4 月，在第四届柬 - 泰商业峰会

继美国、加拿大、欧盟之后柬埔寨最主要的出口市

上，泰国宣布取消自柬埔寨进口木薯和玉米的有关

场之一。

限制，此举将提高柬埔寨木薯出口量 23。
另据柬埔寨制衣厂商公会统计，今年 1-2 月，

19

http://www.lsx.com.la/market/trading/summary.do?lang=en

20

“老挝证交所只发两只股票 总市值近 20 亿美元”，2011-1-17，

http://gb.cri.cn/27824/2011/01/17/5311s3126033.htm
21

Japanese Trade and Investment Statistics, http://www.jetro.go.jp/

en/reports/statistics/

22

“前三月柬日贸易额增加”，2013-5-16，http://www.jpzhs.com/

portal.php?mod=view&aid=3218
23

“今年一季度柬埔寨木薯出口同比下降 47%”，2013-5-17，http://

cb.mofcom.gov.cn/article/jmxw/xmpx/201305/201305001307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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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成功控制通胀将促进菲律宾经济发展
The Central Bank’s Success on Inflation Control
Promotes Philippines Economy

根据菲律宾国家统计署近期报告，除了教育相
关成本，其他所有商品价格都下降，今年 4 月份的
通胀率创 13 个月来新高。报告显示，今年 4 月份
的通胀率为 2.6%，低于去年同期的 3.0%。这也低
于市场预期的 2.9% 和央行预测的 2.2% 至 3.1% 的中
点。而且，这个数字也是自 2012 年 3 月以来的最
低点 25。
菲律宾中央银行行长戴董戈自信的向记者表示
“今年的价格仍然是可控的”。根据新加坡金融杂
志《亚洲银行家》的显示，由于菲律宾央行成功的
控制了本国的通胀，被评为“最佳亚洲宏观经济监
管者”26。
柬 埔 寨 对 美 国 出 口 成 衣 3.05 亿 美 元， 同 比 下 降
15.7%；对欧盟出口 1.7 亿美元，同比下降 7.5%。
美欧经济持续低迷，需求不振，对柬埔寨成衣业影
响不容忽视。目前，柬埔寨成衣出口市场逐步多元
化，对日本和中国出口比重不断增长 24。
因此，相关信息表明了尽管柬埔寨今年前几个
月的木薯和对美欧成衣出口减少，反映了受到泰国
对木薯限制的影响和美欧经济复苏缓慢对成衣需求
的影响。然而，柬埔寨与日本贸易的状况良好。柬
埔寨对日本的主要出口产品是农产品、服装、鞋类、
电子零部件，而从日本进口电子成品和机械设备，
由此看出，贸易产品的良好互补性是柬埔寨与日本
贸易不减反增的主要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对菲律宾央行的
工作表示了肯定。IMF 表示，将保持对菲律宾今年
经济增长 6% 的预期。这种预测主要是由于海外菲
24

“今年 1-2 月柬埔寨对美成衣出口下降 15%”，2013-5-17，

http://cb.mofcom.gov.cn/article/jmxw/xmpx/201305/20130500130756.
shtml

12 / CHINA-ASEAN WATCH / 2013.05

25

《菲律宾商报》，2013-5-8

26

《菲律宾商报》，2013-4-24

律宾人对菲的现金汇款和低利率继续支持菲本国的
消费和投资。惠誉国际评级也升级菲律宾的信用评
级至投资评级。IMF 表示，尽管今年欧洲和美国经
济仍面临不利因素，但是今年亚洲国家将继续领先
全球经济增长。
受到国内外积极消息的刺激，菲律宾股市强劲
上涨，屡创新高。在 5 月 15 日，综合指数飙升至
7392.20 点，创下今年来第 31 次历史新高。而且市
场预期远不仅如此，有分析师表示，如果市场达到
了 7500 点，那 7800 点也并非遥不可及。
国际社会和国内投资者的双重认可，将促进菲
律宾经济在 2013 年有更大的发展。
提高至 44.5 万辆。

泰国将成为东方底特律
Thailand Will be Built as “East Detroit”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泰国不仅仅只是汽车制造
商组装产品的地方。大多数零件来自本地公司。市
场研究公司 IHS 称，在东南亚，泰国汽车业的国产

泰 国 汽 车 产 业 研 究 所（TAI） 副 主 席 朱 丽 腊

化率是最高的，达到 80% 以上。泰国还出口价值约

透露，泰国汽车产业有目标在今后 10 年里成为世

50 亿美元的零部件，这比其它东盟成员国的出口总

界汽车生产基地（Super Hub）要达到年产汽车总

额还多。而且，现在泰铢升值的情况下，泰国汽车

量 500 万辆的水平，今年汽车总产量将刷新 250 至

制造商已经加强进口有更高生产效率的机械设备，

260 万辆纪录，迈入世界第十大汽车生产国行列 27。

今年 1 月增加进口 1％至 2％，而 2012 年进口机械

在过去的 2012 年，泰国的汽车产量达到 245
万辆，其中有 100 万辆用于出口。这让泰国成为了

设备价值达 1280 亿铢，增长 60％。这将加速泰国
汽车制造产业的发展。

全球第七大汽车出口国。在同一年，泰国汽车市场
以 144 万的销量成功超越印度尼西亚成为东盟第一
大汽车市场，不足 1 万辆的库存也可以看出泰国汽
车市场的发展健康。

IT 产业发展带动印度尼西亚锡矿开采
IT Industry Drives Indonesian Tin Mining

泰国的“三巨头”制造商均是日本车商，丰田

美国颁布的多德 - 弗兰克法案本意是规范美

（Toyota）、 五 十 铃（Isuzu） 和 本 田（Honda）。

国金融行业，作为这个法案的一部分，美国证券交

它们大多在泰国只生产皮卡和小型汽车。但是，其

易委员会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必须披露其产品供

它品牌现在也跟随日本企业的脚步，将生产从澳大

应链中是否有来自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矿

利亚等劳动力成本高昂的地方转移到泰国。2012 年， 产”。虽然没有相应的制裁和处罚措施，但对于在
福特（Ford）在泰国增设了一个新厂旨在将年产量 美国上市的众多 IT 制造商来说，尽量避免从非洲
进口矿产是减少麻烦的最好措施。
27

《泰国世界日报》，201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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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焊接材料的 95% 成分

形容他的生意。而且，随着日益增长的世界市场需

是锡，一台 IPad 中就有大约近万个焊点。对锡的大

求，邦加岛的锡矿开采商也开始改进开采工艺，以

量需求带动了印度尼西亚邦加 - 勿里洞省的锡矿开

确保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此之前，传统的挖

采。

掘船将配有传送带的机械臂探入海底，连接在传送

带上的桶会舀起海底的矿砂，然后通过传送带运到
邦加岛位于南纬 1 度左右，离苏门答腊岛很近， 海面。整个过程十分缓慢而且效率低下。新型的挖
人口约 96 万。邦加岛数百年来都以产锡著称。早 掘船采用真空装置，而且船只的移动十分方便，因
在 1841 年荷兰殖民者控制这个岛的时候就对此有

而能够迅速找到锡矿丰富的地点进行挖掘。

所记载，一篇文章曾经这样描述，岛上的锡金属太
过丰富，以致当地居民都中了毒，直到这些倒霉的
可怜人无可避免的逝去。

虽然锡矿开采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但是由此带来对环境的影响却不能忽视。由于对海面
以下的锡矿进行开采，开采过程中形成的沉淀物覆盖

随着 IT 产业的发展，这些影响当地居民健康

了海底表面，严重影响了海生植物的生长，从而使得

的元素逐渐成为了当地致富的手段。“这简直就是

当地渔业几乎绝产。虽然当地政府规定了禁止开采的

印钞机”，当地一名用挖掘船开采锡矿的矿主这么

区域，但是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使得不法开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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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绝禁。而且岛上遍布四处的小矿和私人小矿也使得

分之三左右。而这也正是新加坡政府引以为傲的地

开采过程中的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矿难时有发生。这

方，因为这已经帮助它在全球经济衰退期间分散了

些都是影响当地矿业健康发展的因素。

风险，使得新加坡在经济危机时成为少数能“独善
其身”的发达国家。

与制造业渐行渐远的新加坡
Singapore Fades Away from Manufactory
作为东盟十国中经济最为发达的新加坡，不是
仅靠金融业和服务业支撑起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新
加坡的制造业和工业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0% 左
右，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英国和法国都
在 12% 左右，美国也不到 10%。而且，与香港不同，

然而，这种模式在现在却饱受质疑。过去几年，
当其它东南亚国家的增长速度都令人印象深刻、甚
至连破记录之时，新加坡却一直步履蹒跚。该国
2012 年的经济增长仅为 1.3%。今年也可能只有轻
微的改善——在第一季度，其经济与去年同期相比
甚至还缩水了 0.6%。这一现象与新加坡制造商的竞
争力持续减弱有很大关系。
成本上涨，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是新加坡

新加坡不仅仅是跨国公司的集中地，中小企业也是

中小制造业企业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为了保证新加

新加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比例已经达到了五

坡国民的福利，新加坡政府对外籍工人征税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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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项政策的初衷是重组新加坡经济，逐步让该

文莱坚持绿色发展道路

国摆脱对低技能、低工资移民的依赖，从而提高生

Brunei Insists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产率。但重组经济绝非一日之功，短时期内成本的
上升必然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削弱出口竞争力。值
得一提的是，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有着更低工
资的国家不断蚕食着新加坡的制造业市场。
除了限制外籍劳工，新加坡政府支持向新的更
高生产率经济过渡，为此出台了“生产力和创新信
贷”等种种计划，试图尽快的向高端制造业转移，
但效果并不明显。尤其是在美国正在努力鼓励制造
业回流的情况下，新加坡制造业如何能在内部成本
和外部竞争的双重压力下顺利转型升级将关系到新
加坡未来几年里的经济走势。

文莱虽然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文莱政府却依
然努力走绿色节能发展的道路。
文莱绿色建筑委员会在今年 3 月 6 日成功注册，
并获得文莱注册局的认可，成为国内评估组织。该
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在于促成文莱绿色建筑评估系统
的产生。此评估系统此后将作为绘测师、建筑师、
政府机构、建筑物业主、发展商等，在建筑物兴建
与发展上的指标，并促使各建筑领域业者，透过绿
色建筑的建设改善环境问题。并且努力采取务实的
措施、吸纳各类绿色技术，以达到减少文莱国内二
氧化碳的排放量及废料的产生并进而降低环境污染
程度的目的。
文莱发展部长丕显拿督斯里苏尤强调，文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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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非常清楚地了解，和其他世界各国一样，文莱无

电子政府计划之后，国家印刷局业务呈直线下降的

法回避气候变化与环境素质恶化所带来的挑战；因

趋势。2012 年该局印刷量大幅度滑落 500 万印次，

此，在国际舞台上，文莱同样必须根据国际组织的

相等于失去了 3.2 万令吉特的收入（约合 2.35 万美

28

法则及准则，履行环保应尽的义务 。文莱将面对

元）。在 2013 年，印刷量可能继续下滑，国家印

如何在全力推行工业发展与城市化中取得利益，同

刷局的初步估计显示，该局过去为各个相关政府部

时也要确保这些举动不会破坏现有的资源基础与环

门所印制的表格占 75%，如今全都不在印制订单内。

境，让未来一代也能享受到优质的自然生态。
政府的努力使得文莱拥有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
不仅如此，文莱政府十分重视发展节能减排等

境，而这些自然生态也是文莱巨大资产。工业暨主

相关技术。文莱是东盟利用光伏发电国家普及程度

要资源部常任秘书哈嘉诺玛最近表示，在文莱国内

最高的国家。文莱政府还花费 1200 万令吉特（约

多元的自然生态下，估计隐藏着可透过生物工业的

合 882.35 万美元）改造国内电网在全国各地推行电

开发、创造出高经济价值的微生物资源 29。她还指

供设施升级工程。此举旨在提高国家电供效率，确

出，文莱和国际生物应用科学中心签订了合作谅解

保全民获得更好的电供服务。在推广了近 10 年的

备忘录，希望藉此提升文莱在这方面的能力建构。

28

29

《联合早报》，2012-5-13

《联合早报》，201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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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缅甸旅游业的前景（1）
Prospects of Myanmar’s Tourism Sector (Part 1)
5 月 1 日、根据缅甸宾馆旅游部长吴丁山所透
露的消息、缅甸政府将大力推动至缅甸游客的人数、
并设立 300 万游客作为 2015 年的最终目标。按照
2012 年缅甸游客人数的对比、该政府距离 2015 年
所要达到的目标还有 200 万人左右。此外、缅甸当
局也将会在下个月的世界经济论坛公开它草拟已久
的旅游总体规划 30。

由于缅甸还是在开放的阶段、要大幅度地发展
它的旅游业仍需要很多有利的条件。如缅甸宾馆旅
游部长吴丁山在二月份的演说，为了促进缅政府的
旅游计划、外国投资者、商业伙伴、组织单位和技
术人士的协助是非常关键的。从供应的角度来说、
目前缅甸各地的酒店和旅游营业者已不能承担继续
增加的外国游客人数。从 2012 年缅甸旅游统计来

30

Myanmar targets 3 million tourists by 2015, 2013-05-01, http://

news.xinhuanet.com/english/business/2013-05/01/c_1323525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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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缅甸全国只有 17 家合资旅游公司、88 辆巴士、

至缅甸游客人大量的暴涨。比以往不同，去年的游

22 艘摩托艇和 3353 名的持牌导游（其中、中国导

客人数已增加了 29.7% 或 242,626 人。也在这一年，

游占了 139 人）。同时，有名旅游景点地区如抹谷城、 来缅甸的外国游客第一次突破了 100 万关口。这样
葡萄、彬马那、娘乌丹瑞与武大伟都是只有 1 到 2

的趋势也证明了缅甸已赶上旅游业快速发展之路。

31

家酒店或旅馆 。这也表明了缅甸目前仍需要大量
的旅游设施以便该国可以容纳更多的外来游客。而

整体来说、缅甸政府希望外国商业人士或公司

对外国投资者而言，这些旅游设施比较落后的景点

可以协助该国的旅游业方针。为了避免外国投资者

都能成为他们投资及经贸活动的入口点。

不能有商业拥有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缅甸宾馆旅
游部长吴丁山部长也鼓励外国投资者利用目前原有

从需求的方面来看，缅甸旅游地点也非常有吸

的租赁体系或合作伙伴框架（与本地公司）来经营

引力。从雪山到沙滩，这些景点都是吸引游客来缅

他们的业务 32。虽非中国与缅甸在采矿和基础设施

甸的有利因素。就因为有这样的前景，外国旅游业

领域拥有很深入和很庞大的合作关系，中国在缅甸

的投资者、企业、组织和人士可以来缅甸发展他们

的旅游业投资还是非常少的。安邦咨询认为中国旅

的业务并取得更多的盈利。同样，从数据上而言，

游业者应该认识到缅甸政府对旅游业的长期方针并

该国的总游客人数在 2012 年有很明显增加。要是

与缅甸当地的企业或人士合作提供各种优良旅游设

我们从 2008 年到 2011 年来计算，至缅甸外国游客

施，以便更有利于中国旅游业者进一步打入缅甸的

人数只维持在 3% 到 4% 增长左右。但是在 2012 年， 庞大旅游业市场。
31

缅甸旅游统计 2012 （Myanmar Tourism Statistics 2012），http://www.

32

Myanmar tourism industry ‘cannot do it alone’, Mizzima, 2013-

myanmartourism.org/journals/Myanmar%20Tourism%20Statistics%20

02-27, http://www.mizzima.com/business/8972-myanmar-tourism-

2012%281%29.pdf

industry-cannot-do-it-alo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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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生物能源潜力有待转为投资契机
The Untapped Opportunity of Biomass-Fuelled
Energy in Cambodia
柬埔寨电力公司（EDC）主管 Keo Ratanak 先
生 5 月 10 日表示，柬埔寨电力公司和政府一直非
常努力地吸引投资者投资水力发电、燃煤电厂和生
物质电厂，以及继续进口电力以满足国内的能源
需求 33。目前，柬埔寨只能提供大约 790 兆瓦的电
力，而当中 45% 的能源都是向邻国进口。其国的电
力来源主要由当地水力发电厂和石油燃料发电厂所
提供，其余分别向越南进口 196 兆瓦、泰国进口 95
兆瓦和老挝进口 2 兆瓦。
柬埔寨的电费是众多国家中最昂贵的，因为柴
油燃料成本高又缺乏全国性的电网系统，此外还面
临电力需求不断提升的困扰。虽然柬埔寨许多省份

的百万国民带来负面影响。原因是，它将会降低湄

和落后地区仍然没电网系统的连接，但是未来 15

公河 9.3％的总鱼产量，相当于每年 20 万吨 35。整

年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加高达 500％。估计其国在

体而言，它对鱼类生物多样性、粮食安全和国民收

2050 年的电力需求将高达 3000 兆瓦。

入不利。

中国一直都在柬埔寨的水力发电站积极投资，

无可否认，柬埔寨急需扩大电力生产、传输和

目前已投资的 3 个水力发电站分别是 12 兆瓦生产

分配以应付其国的电力需求和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

量的 Kirirom I 、18 兆瓦生产量的 Kirirom III 和 193

投资。然而，柬埔寨也需要确保本国的可再生能源

兆瓦的 Kamchay 水力发电站。此外 , 中国投资的另

可以更多元化及避免高度依赖水力发电。举例来说，

外 3 个水力发电站各拥有 120、246 和 338 兆瓦生

旱季枯水期将限制电力生产，而电力密集型的酒店

34

产量，预计将于 2015 年完成 。

和餐饮业将被迫依靠昂贵的私人柴油发电机以持续
营业。

柬埔寨最大的水坝（Se San 2）已经在近期开
始建设，这个耗资约 8 亿美元的水坝预计需要 5 年

其实，柬埔寨具有发展生物质燃料能源及将它

才能完工。该水坝是由柬埔寨、中国和越南合资建

发展成为该国第二大电力来源的潜力。目前工业部

造， 生产力可高达 400 兆瓦。某些反对其建设的专

的能源需求迅速增长，而当地正好拥有丰富的资源

业人士认为，频密的水坝建设将为依靠湄公河生存

（农产品和农业废弃物），可以有效开发利用为
发电原料。虽然 EDC 意识到生物质能量的潜力，
但却缺乏先进技术、资金和设施以执行该项计划。

33

Power cuts just a transitional problem, 2013-5-10, http://www.

phnompenhpost.com/2013051065532/Business/power-cuts-just-a-

基本上，柬埔寨大量的稻壳、木薯皮及其它农产

transitional-problem.html
34

Third China-invested hydropower dam begins operation in

35

Work Begins on Controversial Cambodian Dam, 2013-5-7,

Southwestern Cambodia, 2013-2-23,http://news.xinhuanet.com/

http://www.voanews.com/content/work-begins-on-controversial-

english/world/2013-02/23/c_132187633.htm

hydropower-dam/1656035.html

20 / CHINA-ASEAN WATCH / 2013.05

品废弃物可以再进一步开发及充分利用生产沼气

该报告给政府内阁 36。莫哈末诺补充说，该委员会

（biogas）并再转换成电能。最近，一些小规模的

的研究主要涉及交通需求与条件等层面，至于融资

稻壳发电机在农村开始使用并且深受农民的欢迎。

层面的问题，则是需要由政府来做决定。

因为它是廉宜且可靠的绿色能源，而且农村米厂的
同时，金务大（Gamuda）董事经理林云琳在与

日常运作也不会受到频繁停电的干扰。

马来亚银行金英证券行分析员会谈时也表示，在可
总的来说，依赖小型生物质发电机以满足特定

行性研究报告提呈后，预计政府最快将在 7 月份批

区域或农村电力需求的趋势，是解决不了柬埔寨电

准捷运第二路线的工程计划。由于第一路线的土方

力供应短缺根本问题的。该国仍需要大规模的生物

工程料将在 2015 年中全面完成，为了能紧接着进

质发电机和高效的全国性电网以实现可持续的电流

行第二路线的土方工程开展，林云琳认为，政府尽

供应。由此可见，柬埔寨依然需要国外的资金和技

快批准该项计划是必要的。这主要在于，根据第一

术支持来应付未来 3000 兆瓦电力的需求。

路线的经验，获取公众回馈、收购与征用土地，以
及公开招标等事项料将耗时接近两年 37。金务大是

中国的投资者不妨也考虑投资水力发电站以外
的可再生能源，如建设相关的基础设施、成为发电

捷运第一路线的公共传递伙伴（PDP）合约获得者
之一。

厂商或是参与电网系统建设工程。毕竟，绿色能源
事实上，自捷运第一路线在 2011 年宣布以来，

是未来重要的资源，而柬埔寨极度缺乏能源供应来
驱动行业及经济突破性的增长。

其所路经的地段都呈现了土地价格飙涨，以及产业
销售活跃的趋势。因此，在第二路线即将获批之际，
相信涉及的地段也将呈现相同的房产炽热格局。相

马来西亚捷运计划第二阶段带动巴生谷产

较第一路线，第二路线料将获得更大的市场回响，

业投资

这主要在于该路线除了路经人口密集的地区，如

Malaysia MRT II Project Spurs Klang Valley’s
Property Investment

甲洞（Kepong）、班登（Kg. Pandan）与沙登等之
外，也将路经政府积极发展的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
（TRX）与行政中心布城等。此外，捷运第二路线

随着马来西亚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SPAD）表

还有一个关键的特点，即路经之地段也包括了政府

示将在第二季之内呈交捷运计划（MRT）第二路线

积极推动的“一个马来西亚房屋计划”（PRIMA）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结果于内阁后，市场预计第二路

可负担房屋的兴建地区。

线的捷运工程预计将在今年结束前确定，并着手进
可想而知，一旦捷运第二路线的计划正式敲定，

行公开招标活动。同时，由于第二路线涉及的路段
与人口稠密度较第一路线来的更广泛，相信这将有

马来西亚吉隆坡与巴生谷一带的房地产发展与投资

助带动吉隆坡与巴生谷一带的产业发展和投资项目。

将掀起另一股热潮。除了受惠于捷运项目外，马来
西亚境内强势稳定的资金流动、适中的货币政策、

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首席执行员莫哈末诺卡马
尔在出席 2013 年可持续性城市交通座谈会时接受
媒体访问时指出，该委员会已完成捷运计划剩余两
条路线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将在第二季之内提呈

36

Another LRT extension in Klang Valley?, 2013-5-

2, http://biz.thestar.com.my/news/story.asp?file=/2013/5/2/
business/13047414&sec=business
37

KVMRT II- A Bigger Hit than KVMRT I, 2013-5-14, http://research.

maybank-ib.com/pdf/document/Construction_&_Property_20130513_
MIB_42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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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逐步释出发展地段等等，也都将推动马来西亚
的房地产投资活动。
其 中 值 得 关 注 的 个 案 是， 今 年 4 月 25 日，
国内房产上市业者—MK 置地的独资子公司便宣
布 以 8354 万 8080 令 吉 脱 售 一 块 位 于 白 沙 罗 达 迈
（Damansara Damai）的 9.59 英亩地段给 JayaMegah
建设与工程私人有限公司 38。根据产业评估机构亨
利行（Henry Butcher）在去年 6 月的估价，该地段
每平方尺值 125 令吉，而 MK 置地的售价却达 200
令吉，让该公司获利 3133 万令吉，而售价也远高
于 1996 年向政府收购的 611 万令吉。必须点出的是，
白沙罗达迈将是捷运第二路线中经过的一个地段。
这并非是一个单独的个案。在多项大型基建工
程陆续推出以来，马来西亚尤其吉隆坡、巴生谷、
柔佛依斯干达等的土地价格都有显著的飙升。部分
房地产商乘机脱售与基建工程毗邻的地段，以释放
其投资价值与取得资金发展其他产业项目；而另有
38

MK Land sells Sg. Buloh Land for 84m , 2013-4-26, http://www.

theedgemalaysia.com/in-the-financial-daily/237222-mk-land-sellssg-buloh-land-for-rm84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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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商则积极求购土地，以求其房产项目能顺应
时势取得更高的销售价格与赚幅。

在第 2013 中国 - 东盟矿业合作论坛暨推介展
示会上，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表示，2013 年以来，
中国矿产企业纷纷加大对东盟的投资力度。1-4 月

因此，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商、

中国在东盟各国投资矿产合作项目 76 个，遍布缅甸、

建筑商，乃至于基建工程业者，将需更为关注马来

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越南、印尼、

西亚大型基建项目的发展，试图从这股发展潮流中

泰国等国。

分市场一杯羹。可以肯定的是，尽管马来西亚的产
继在澳大利亚及一些拉美国家之后，中国下一

业价格已有所高企，但相对其他东盟国家，马来西
亚的价格仍在适中水平，并有着更大的成长潜能。

个矿产投资目标将很快转向东盟。作为投资重地，
东盟已成为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贸易额约 10-15%。中国与东盟国家实行矿产品出

东盟国家矿产资源和政策有利于中国企业
前去发展
ASEAN Mineral Resources and Policy Favors
China’s Investment

口低关税或零关税，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国内有能
力、有信誉的企业扩大对东盟国家矿业投资 39。
中国与东盟各国资源互补性强，矿业是中国和
东盟许多国家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双方传统投资
的重要领域。2012 年，中国的矿产品进出口贸易较

近年来，东盟国家无论是资源开本利用和政策

为活跃，其中铁矿石进口 7.4 亿吨，同比增长 8.4%。

扶持程度等方面均为该地区的矿业发展提供了良好
环境和便利条件。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的东盟国家中，

在此次中国 - 东盟矿业高峰论坛上，多家央企

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矿产资源有待

表示看好东盟矿产市场，希望与东盟国家合作找矿。

开发，而且各个国家的开放程度等方面，都已经适

多数东盟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例如，拥有丰富的石

合矿业领域的投资和商务合作。

油、天然气、煤、铁、铝、锡、钨、钾盐、稀土等

39

“中国矿业脚步迈向东盟”，2013-5-14，http://www.chinamineral.

cn/news/show.php?itemid=1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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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品。同时，中国广西是对接东盟的桥头堡，有

（PanNature）、越南外资企业协会（VAFIE）、越

色金属矿产资源储量也非常丰富。目前，有色金属

南 - 老挝 - 柬埔寨经济合作发展协会（Vilacaed）、

40

已经成为广西的千亿元产业 。近年来中国部分矿

森林趋势组织（Forest Trends）和外国投资杂志联

企开始积极进入广西，期望借助广西对接东盟的平

合举行了题为“湄公河资源 - 湄公河次区域投资合

台，扩大与东盟的合作市场。

作与可持续发展”论坛 42。

以越南为例，据 2013 年 4 月下旬越南资源与

这次的论坛主题中涵盖了几项主要信息。一是

环境部地质矿产总局发布的信息，越南已探明矿藏

湄公河资源，包括的信息为湄公河流域涉及的六个
和矿点逾 5000 个。通过基本调查、勘探和最新发现， 国家和其可开发利用的资源；二是湄公河次区域投
目前在越南的 5000 多个矿藏和矿点中，储量较大 资合作；三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由此，资源和产业
的矿产是：石油和天然气（12-17 亿 m3）、煤炭（2400

发展必将成为投资合作的重要契机。

亿吨）、钛（6 亿吨）、铝土矿（100 亿吨）、稀土（1100
万吨）41。
然而，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如何能够在这些矿产
开发利用的机会中发挥作用呢？越南国际矿产公司
副总经理梨功明表示，没有中国的参与，越南很难
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

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项目自 1992
年起开始实施，经过初期规划、项目选择，现已进
入项目实施阶段。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
作范围，包括湄公河流域老挝、缅甸、柬埔寨、泰
国、越南五国和中国云南省，涉及 7 个合作领域，即：
交通、能源、电讯、环境、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以

而中国的企业如何在这些新兴市场中进行开发

及贸易与投资。该合作机制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

和投资？中铝矿业国际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彭怀生

部长级会议，自 1992 年起每年一次，至今已举行

表示，开发对象的资源量、品位、品质、可综合利

过 10 次。其二是司局级高官会议和各领域的论坛（交

用程度、开发建设条件是资源项目的核心所在。而

通、能源、电讯）和工作组会议（环境、旅游、贸

项目所在地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文化融合度、

易与投资），每年分别举行会议，并向部长级会议

宗教因素等构成了可否成功开发的关键因素。

报告。
在 1995 年 4 月，湄公河下游泰国、老挝、柬

因此，上述相关信息表明，中国 - 东盟深入开
展矿业合作蕴涵着重要契机。

埔寨和越南四国在泰国清莱即签署了《湄公河流域
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承认“湄公河流域和相关
的自然资源及环境，是沿岸所有国家争取经济和社

湄公河次区域资源和产业发展成为投资重

会富足以及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具有巨大价值

要契机

的自然资产”。四个国家决定在湄公河流域开发和

Mekong Development Bring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管理的一切领域，包括河流资源、河上航运、洪水
控制、渔业、农业、发电及环境保护等所有可能产

最 近， 越 南 永 福 省， 越 南 人 类 与 自 然 中 心
42

40

“借力广西 央企抢滩东盟矿业市场”，2013-5-14，http://news.

xinhuanet.com/energy/2013-05/14/c_124708140.htm
41

“越南已探明矿藏和矿点逾 5000 个”，2013-4-26，http://www.

mlr.gov.cn/xwdt/mtsy/qtmt/201304/t20130426_12068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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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湄 公 河 次 区 域 各 国 加 强 投 资 促 进 可 持 续 发 展”，2013-5-13，

http://cn.vietnamplus.vn/Home/%E6%B9%84%E5%85%AC%E6%B2
%B3%E6%AC%A1%E5%8C%BA%E5%9F%9F%E5%90%84%E5%
9B%BD%E5%8A%A0%E5%BC%BA%E6%8A%95%E8%B5%84%E
4%BF%83%E8%BF%9B%E5%8F%AF%E6%8C%81%E7%BB%AD
%E5%8F%91%E5%B1%95/20135/23768.vnplus

早在生跨越国界影响的领域进行合作 43。

航运、洪水控制、环境保护合作、电讯产业等等均
带来贸易和投资的良好机会。除了产业合作契机以

以越南为例，湄公河次区域是越南最大的投资
市场。越南在海外投资产业结构中，水电开发，采矿，
经济作物，林业开采等有关自然资源的领域占较大
比重。越南计划投资海外国投资局透的信息表明，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越南计划投资部已向越

外，科学技术和研究领域的合作也有重大机会。例
如，水电行业发展的社会影响分析、有关国家资源
开发优势及竞争力分析、各种项目的综合评价等。
中国有关机构和企业可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内与流域
国家开展深入合作。

南各家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签发 719 份许可证，注册
投资总额为 292.3 亿美元。其中，越南投资商的注
册投资金额为 128.7 亿美元。
“湄公河资源 - 湄公河次区域投资合作与可持
续发展”论坛就越南在湄公河流域水电开发个项目的
参与，Sesan、Srepok 和 Sekong 的“3S”流域水电开
发对社会的影响；湄公河次区域资源开发竞争；在数
据分析的基础上对越南在柬埔寨的自然资源领域中
的投资现状等都进行评价和对相关问题做了讨论。
由此可见，湄公河次区域的河流资源、渔业资
源、农业资源、旅游资源、矿业资源等为水电投资、
渔业捕捞、农业合作、旅游业和矿产业合作、河上

43

“ 澜 沧 江 - 湄 公 河 次 区 域 国 际 合 作 概 况”，2005-1-23， http://

www.caexpo.org/gb/news/special/GMS/background/t20050123_30925.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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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印尼轻工业发展前景吸引中国企业前去投资
Indonesia’s Light Industry Attracts China’s
Investment
目前在东盟国家中，印度尼西亚属于发展较快，
投资前景较好的国家之一。中国企业正开始关注印
尼的投资机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机会。
自 2011 年是以来，印度尼西亚制造业开始复苏，
已较本世纪初增长了 6.2%，加工产品出口超过 1 千
多亿美元，增长比例已经达到 24.6%44。

待进口。
对于生产轻工业制品的机具及相关产品来说，
例如，模具、电机、电子、金属与塑料加工产业，
印尼的基本工业水平仍属落后。以纺织成衣为例，
生产设备已经老旧，生产原料、零配件及模具等均
依赖进口。
因此，中国企业开始瞄准印度尼西亚的轻工业
以及农业。未来 2-5 年中国投资者在印度尼西亚的
投资将逐渐扩大，也将进一步推动印度尼西亚的经
济快速增长。例如，中国企业投资印度尼西亚的食

从地区角度而言，印度尼西亚轻工业比较发达， 品、金属和电子行业等增多。

大部分民众生活用品均为印度尼西亚本国生产，食
品、家用品、纺织成衣等产业均具备外销能力。但
是，印尼有 2.3 亿人口，拥有东盟市场 40% 的消费者，
国内需求市场巨大，本国产品并不能完全满足民众
对现代社会生活用品的全部需求，大量民生用品有

据南博网信息，中国投资者之所以开始重视投
资印度尼西亚的轻工业，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轻工业
产品价格竞争力和生产成本上正加速上升。在国际
市场上，印尼的价格优势开始显现。同时，印尼政
府也注重吸引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投资，
例如：逐步放宽外商投资的控制、取消限制措施、

44

“ 印 度 尼 西 亚 轻 工 业 均 具 外 销 能 力 ”，2012-12-29，http://

www.10s1.com/html/201212/985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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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外商投资申请的批准手续等 45。

的 13 台 TR60 重型非公路矿用自卸汽车合格，并
顺利发往缅甸。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2013 年印度尼西亚轻工业
在增长中也面临着国内挑战，其中也涉及成本问题，
例如电价和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开始上涨等。

据中国工程机械商贸网信息，此次发往缅甸的
13 台 TR60 重型非公路矿用自卸汽车是某公司代理
出口贸易合同的一部分。2012 年 4 月份以来，北方

另外，据《印度尼西亚商报》2013 年 2 月 14

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日信息，印尼工业部长希达悦在出席工业部工作会
议时称，为面对 2015 年东盟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

与缅甸共签订了 50 台 TR60 重型非公路矿用

竞争，印尼政府将优先发展九个工业部门，包括农

自卸汽车出口代理合同，目前此项合同已经全部履

业用具、渔业加工、纺织、制鞋和皮革、家具、饮食、 约 46。
化肥和石化、机械、金属和钢铁业。一方面，印尼
缅甸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高端装备

在这些领域对其他东盟国家有相对优势，另一方面，
发展上述产业也能为减轻来自其他东盟国家同类产

工程设备的需求也逐渐加大，逐渐改善的投资环境

品的影响。因此，中国企业开展相关领域的投资对

和优惠政策也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提供了很大的发

双方企业来说均有很好的发展机会。

展机会。
缅甸的矿产资源丰富，近年从两方面角度，非

缅甸工业和基础建设发展为中国机车出口
带来机会
Myanmar Industrial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ccelerate China’s Vehicle Export

公路矿用自卸车的需求量增大，一是随着东盟实现
一体化的日期逐渐临近，对矿产需求的增长也更加
迅速，二是缅甸的工业基础落后，机车生产能力非
常弱，因此，中国的相关机车生产形势前景较好。
目前，很多非公路矿用自卸车针对特定工况设

2013 年 5 月 ，经内蒙古包头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验，由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45

“ 中 国 企 业 转 向 印 尼 投 资 轻 工 业 ”，2013-05-10 http://www.

caexpo.com/news/info/original/2013/05/10/3593725.html

计制造，适应性和可靠性好，运营效率较高，同时，
其易损零配件大都选购重卡车零配件，价格较低，

46

“中国北重自卸车出口形势喜人 缅甸成为掘金圣地”，2013-5-

11，http://www.gcqzj.com/news/207816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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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方便。

1640 万美元；进口水果总计 4290 万美元，其中从
中国进口价值 2530 万美元。

首先从产品性能角度看发展潜力，据中国工程
机械商贸网分析，根据实际运营数据，同工况条件

据中国质量新闻网的数据显示，由于受配额限

下，同功率的非公路矿用自卸车比公路自卸车承载

制的影响，截至到 2013 年 2 月底，印尼从中国进

能力提高 30%，油耗降低 15%。因此，随着非公路

口的柑橘有近千个货柜滞留在码头，因为得不到配

矿用自卸车逐渐被市场认同，必将逐步替代现有的

额而不能提货，每天每个柜需交纳码头费、滞箱费、

大部分公路自卸车。根据预测，这种替代量每年将

接电费等约 180 美元。其中有一家水果公司的 70

超过万台。再者，对缅甸的需求而言，中国相关产

个柜柑橘在港口足足滞留 45 天。到 4 月初，虽然

品的出口也非常有利。

这些货柜中大部分已经通关，但仍有 300 余个柜滞
留在码头，其中涉及厦门口岸出口的有 100 余货柜，
已有部分印尼进口商选择弃货，但多数货物会退运

印尼进口果蔬配额将影响中国果蔬出口

或退运后再出口印尼 49。    

Indonesia Quotas of Vegetables and Fruits
Impacts on China’s Export

据报道，2012 年印尼进口水果的 50% 以上来
自中国，其中 80% 以上柑橘从中国进口，因此，限

印尼贸易部于 2012 年即指定了 113 家企业为
注册进口商，其中 76 家企业申请了 1319 个果蔬进
口许可证，印尼方面共批准进口配额 25.9 万吨。
由于印尼政府对水果同时采取关税及非关税壁垒，

制果蔬进口政策对中国水果特别是柑橘出口至印尼
造成巨大影响。根据有关规定，印尼果蔬进口商于
2013 年 1 月 17 ～ 25 日到农业部进行注册，然后到
贸易部办理进口许可证后再启动进口程序。

即收紧水果的进口配额，并征收更高进口税，使印

由于果蔬产品进口许可证办理缓慢，由此严重

尼大城市的水果市场和仓库的进口水果价格上涨一

影响了 2013 年上半年印尼的果蔬产品进口，间接

倍 47。
目前，中国对印尼的果蔬出口在印尼的果蔬进
口中占据重要位置。以 2013 年 2 月数据为例，中
国向印尼出口的果蔬数量以及价值，均在印尼果蔬
总进口量及总价值中占比超过 50%。
从印尼 2013 年 2 月进口果蔬总量和来自中国
数量的数据可以看出，印尼进口蔬菜 3.8 万吨，其
中从中国进口的蔬菜为 2.3 万吨；进口水果 3.7 万吨，
其中从中国进口 2.5 万吨 48。
再从价值方面看，2013 年 2 月，印尼进口蔬菜

影响到中国福建海沧柑橘产品的出口。另据海沧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的监测数据显示，2013 年年第一季
度，该局共检疫监管出口印尼柑橘 76 批次，同比
去年下降了 82.5%，柑橘重量 6162 吨，同比下降了
63.8%，货值 707.6 万美元，同比下降了 58.9%。
上述信息反映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果蔬成为
印尼果蔬进口的最大来源，二是印尼加紧非关税壁
垒贸易措施，如进口配额限制了中国部分果蔬对其
的出口，三是印尼相关政策紧与其市场需求大之间
的差距能为我们提出一些思考，例如采取其他合作
方式的可能性。

总额达 2600 万美元，其中从中国进口蔬菜价值约

47

“ 印 尼 进 口 果 蔬 半 数 来 自 中 国 ”，2013-5-6，http://economy.

jschina.com.cn/system/2013/05/06/017144885.shtml
48

“ 中 国 继 续 保 持 印 尼 最 大 果 蔬 进 口 国 地 位”，2013-5-6，http://

www.agronet.com.cn/News/8445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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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我出口水果受印尼进口果蔬配额制度影响大”，2013-5-8，http://

www.cqn.com.cn/news/zjpd/dfdt/7087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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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重启中断八年的边境旅游异地办证

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对推动云南桥头

Yunnan Dehong Reopens China-Myanmar Border
Tour Application

堡作用和和德宏州桥头堡黄金口岸建设、瑞丽国家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促进边境经济繁荣，确
保边境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据 5 月 8 日云南省德宏州委宣传部发布的信息，
曾一度被中断 8 年之久的中缅边境旅游异地办证工
作即将开始重启，相关工作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中 50。

按照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副处长马勇的观
点，边境旅游异地办证的重启，将为德宏带来人流、
物流、信息流的发展，也能极大地促进云南边境地

德宏是傣语的音译，在傣语中，“德”为下面， 区经济社会的进步。除此之外，恢复实施的政策还
“宏”为怒江，即德宏为“怒江下游的地方”。位 将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民间交流。
于云南省西部中缅边境。面积 1.15 万平方公里。管
辖包括芒市、陇川县、盈江县、梁河县、瑞丽市。
东面与保山市相邻，而北、西、南三面都被缅甸包围，
按此地形，当地人俗称这五个县级单位为“外五县”。
德宏人口 120 多万人，有傣、景颇、汉、傈僳、阿昌、
德昂等民族。
有关信息表明，上世纪 90 年代，云南省德宏
州瑞丽口岸开办了独具特色的中缅边境一日游，并
掀起“边境旅游热”。1993 年来，德宏州境外陆续
开设赌场，引发大量的重大刑事案件，社会治安非
常恶劣。2005 年，德宏州停止了边境旅游办证，同
时组织开展了边境禁赌工作。2009 年，在封杀了境
外最后一家赌场后，德宏成为云南省第一家实现境
外无赌场的边境州市。
然而，自从 2005 年停止边境旅游后，德宏州
经济发展步伐，特别是边境旅游产业均受到了较大
影响。
2012 年 12 月，德宏州政府决定恢复旅游异地办
证，并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工作办公室；公安部门也
成立了恢复边境旅游异地办证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并协调边境旅游异地办证恢复工作的准备 51。
恢复德宏州边境旅游办证工作，是德宏州民众

50

“云南德宏重启中缅边境旅游异地办证”，2013-5-8， http://www.

chinanews.com/qxcz/2013/05-08/4799033.shtml
51

“冰封 8 年 边境旅游异地办证将重启”，2013-5-7，   http://www.

yn.xinhuanet.com/nets/2013-05/07/c_1323650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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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安邦咨询研究认为，德宏地区八年来对
境外赌场的打击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禁赌经验，而此
次的边境旅游异地办证服务的恢复在促进经济、旅
游繁荣的同时，加之治安情况的转好，则能在更广
泛的范围内促进地区的多项事业同步发展。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中资企业在东盟交易所上市的挑战与疑虑

这或纯粹是个别案例，因马来西亚交易所与证券监

The Challenges and Concerns of China’s
Companies to List in ASEAN’s Bourses

督委员会（SC）对于在上市企业的管制已相当谨慎

在马来西亚交易所上市的中资企业—恒宝环球
（HB Global）于今年 5 月 7 日触犯 PN17 条例，而
被交易所列为违例公司，主要原因是恒宝环球无法
在限定的期限内呈交其已审核财报，而随后呈上的
已审核财报中的净利与之前未审核的财报出现严重
差距 52。
同时，恒宝环球的外部审计师在报告中也对其

与严密。
撇开恒宝环球的疑帐风波，目前在马来西亚上
市的 9 家中资企业的股价与成交量表现实际上都不
甚理想 54。同样的，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 100 多
家中资企业中，也有绝大部分的股价表现都落后于
大市水平。当中，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食品业者如
思念食品、旺旺食品与蜡笔小新食品等等都在 2011
年与 2012 年之际，因市场交投淡静与股票流动性
低而选择退市 55。

现金储备水平、应收账项与应付账项的金额等存疑，
并拒绝给予意见。基于已触犯 PN17 条例，马来西
亚交易所也勒令该公司委任特别审计师处理上述的
事项。

必须注意的是，中资上市企业在东盟市场出现
交易低迷、股价不振、流动性差等“水土不服”的
现象，主要的原因还是归咎于多半企业在东盟市场
并不设有任何的业务点，因而造成市场对这些企业

马来西亚接近 1000 家上市公司当中，近年来都

的认知度相当低，并缺乏亲切感，尤其是马来西亚

有多家公司因为审计问题无法如期呈交年度财务报

10 家中资上市企业中，几乎没有一家在马来西亚拥

告，而遭到交易所处罚，部分公司亦被勒令除牌；但

有显著的业务。

恒宝环球却是马来西亚首家出现疑帐问题的中资上
市企业，这多少都会掀起一些国内市场人士的反应。
毕竟，自 2011 年做空基金浑水公司（Muddy

在这种趋势下，投资者只能透过交易所发布的
企业消息、季度与年度业绩和财务报告等，才能对
这些企业有一点了解。然而，这些企业数据是否能

Water）爆出加拿大上市中资企业—嘉汉林业（Sino

够充分可信，则又是另一个会被顾虑的因素。因此，

Forest）涉嫌制造假账与虚报资产的事件发生后 53，

这自然会成为中资企业在东盟市场上市表现不佳的

在美国、英国与新加坡等地上市的中资企业陆续传

原因。在这趋势下，中资企业在东盟国家上市必须

出类似的假账疑云，让市场投资者对中资企业的可

转换为另一种思维模式，而不是如过去般，因无法

信度存疑。尽管恒宝环球作为马来西亚首家出现疑

在中国境内上市，退而求其次选择新加坡与马来西

帐风波的中资企业，但国内市场分析家普遍相信，

亚等地集资。
54

52

“ 恒 宝 环 球‘ 沦 陷 ’”，2013-5-13，http://www.nanyang.com/

node/533444?tid=697
53

“嘉汉林业现金告急”，2011-11-21，http://www.ftchinese.com/

story/001041829

注：仅将在马来西亚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的纳入考量，而以倒

置收购等形式上市的中资企业不被纳入计算中。
55

“思念撤离新加坡 食品企业再掀海外退市潮”，2012-11-01，http://

www.chinatradenews.com.cn/html/shangwushouce/2012/1101/697.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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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日益俱增，这些已

意流入东盟市场之际，中资企业若能在东盟交易所

在东盟国家上市的中资企业，可考虑在东盟境内设

上市，以及在东盟市场拓展其业务，除了能够从东

立新的分销点，又或者将部分业务重心挪至东盟国

盟境内的消费活动中获益外，更能受惠于庞大外资

家。而对于那些在东盟市场已有活跃业务的中资企

流入所带来的间接效益。同时，随着东盟境内的 7

业而言，实际上也可考虑在东盟境内的 7 大交易所

大交易所将逐步进行整合，成立东盟交易所连接，

挂牌上市。毕竟，中资企业若有意进军海外市场，

这也预示着，在东盟境内任何一家交易所上市，也

无论从人力资源、地理位置，还是政策友好度而言， 将能获得其他 6 家交易所的投资者所关注与青睐。
东盟国家都是相当具有潜能的全球业务立足与拓展
中心。

总的来说，对于有意在东盟国家挂牌上市的中
资企业而言，已有必要调整其思维模式，而不能再

更重要的是，目前东盟市场已逐步成为全球市

以退而求其次的心态，来看待在东盟上市的活动。

场关注的焦点，并在全球主要央行持续推行宽松措

同时，在东盟即将迈入经济一体化的时刻，若中资

施之下，成为外资热爱的流入对象。在更多资金愿

企业能在东盟开拓业务，并在东盟挂牌上市，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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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业者缔造双赢的局面，而是业者与投资者皆赢

（TPP），一个是强调东盟中心地位的区域全面经

的现况。

济伙伴关系（RCEP）。因为亚太地区，特别是东
亚及东南亚地区的人口数量和市场规模都非常巨
大，因此，主导这一地区的贸易秩序实质上是就是

RECP 联合声明开始塑造东盟主导的地区贸

主导了未来的世界贸易秩序。

易秩序
RCEP Joint Statement Recognizes ASEAN’s
Regional Centrality
据 东 盟 秘 书 处 信 息，5 月 9 日 在 文 莱 首 都 斯
里巴加湾市，东盟 10 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
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 6 个东盟对话伙伴国举
行 RECP 贸易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
明 56。
亚太地区目前有两个非常类似的合作方式进行
竞争，一个是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56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Joint

Statement The First Meeting of Trade Negotiating Committee, 10 May
2013,   http://www.asean.org/news/asean-statement-communiques/
item/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jointstatement-the-first-meeting-of-trade-negotiating-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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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 RCEP 的首轮

的，主要目的围绕两个方面，首先是美国期望通过

谈判是否能使东盟通过 RCEP 塑造东亚新秩序？

领导 TPP，形成主导该地区经济秩序，并藉此强化

RCEP 谈判是要系统整合以东盟为中心的各个自由

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其次是防止该地区

贸易协定，实现 10+6 国之间更大范围的贸易自由

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成为该地区经贸秩序的核心，

化和经济一体化。

因此以 TPP 所建立的标准防堵中国。

有研究称，TPP 是美国为重返亚太而强力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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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注意的正是 TPP 的高标准，不仅排

斥了中国，也使该地区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受到局限。 用 57。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和一些地区新兴国家缺席 TPP，
在 2013 年 5 月 7 日于文莱举行的第 7 次东盟

必然使 TPP 丧失很大发展潜力。

防务部长会议上，东盟秘书长黎梁明表示，自从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拿掉 TPP 对中国的排挤

2006 年 ADMM 成立以来，防长会议已经为该地区

因素，中国目前在地区事务中依然备受质疑，围绕

有关国家提供了一个持续对话、协商和实现合作的

着中国东海和南海问题，地区有关国家依然难于容

良好平台。

忍中国主导该地区的贸易秩序。也就是说，受到猜
在进一步加强区域防卫合作的努力中，部长们

疑的中国不大可能获得地区有关国家的支持。由此，
对于中国而言，积极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贸易

赞同两项新的东盟倡议，一是建立东盟防务的互动

安排是比较理性的途径。

方案 （ADIP），二是建立物流支持框架。第一项
的 ADIP 方案是 将加强区域统一和定位，同时东

同时，应该有效利用的是中国与东盟已经签订

盟成员国的国防部门通过各种互动活动开展深入合

的自贸区协定和互相已经成为的重要贸易伙伴关系。

作；关于物流支持框架，将加强东盟的工作能力和
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发展能力，并在提高业务

此次首届东盟 10+6 贸易谈判会议表明，现实

效率方面为地区作出贡献。

的 RCEP 基础是，东盟与中日韩澳新印这 6 个自贸
伙伴国已经签署了 5 个自由贸易协议，而且与这些

为了加强八个东盟对话伙伴国的对话合作，

贸易伙伴国的协议各不相同，因此，RCEP 不仅比

ADMM+8 防务部长形成了专家工作小组（EWG），

TPP 更容易实现，而且差异化和多样性能减少东盟

决定在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维和行

与其他经济体间多重贸易规则带来的困扰，并形成

动、军事医学和打击恐怖主义等的五个方面开展行

统一的区域贸易安排。

动。同时，建立了关于人道主义排雷行动（HMA）
的文件。按照东盟组织的有关规定，第二届东盟

然而，因为该地区发达和欠发达经济体具有不
同利益，所以，照顾到最穷国家的愿望仍然面临障

ADMM 会议将于 2013 年 8 月 29 日在文莱举行。
新的 EWG 将添加到既往的东盟专家工作组框架下。

碍。例如，关于竞争政策、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等
问题，可能会使最终达成共识变得艰难和漫长。另

防务部长们还讨论了国防部门如何能够在该区

外，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应该加速，以配合东

域帮助解决新出现的网络安全、 跨境犯罪和传染性

盟为主体的 RCEP 架构的快速形成和 10+6 中其他

疾病等非传统安全的重大挑战。关于中国南海问题，

国家的积极谈判。

部长们支持领导人共同承诺的第 22 次首脑会议决
定，积极努力争取早日完成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南中
国海（COC）行为守则，并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东盟防长会议强调为实现 2015 年共同体目
标加强合作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Strengthen Cooperation
Ties

东盟防务部长们也在第 7 次 ADMM 会议间歇
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将军举行了非正式会
谈。常将军重申中国致力于推进中国和东盟之间国
防和军事合作，希望在互利和合作的原则基础上，

东盟防务部长会议（ADMM）正在继续发展，
目前已经成长为强大和活跃的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
机制，并对东盟于 2015 年形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

57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Strengthen Cooperation Ties, 08 May

2013,   http://www.asean.org/news/asean-secretariat-news/item/
asean-defence-ministers-strengthen-cooperatio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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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比都宣言》标志着东亚次区域六国加速
禁毒合作
<Naypyidaw Manifesto> Indicates Speeding up
Subregional Drug Control Cooperation
东亚次区域合作最近又有新的发展。据内比都
新近信息，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和中
国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发表了禁毒合作的《内比都宣
言》。东亚次区域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约国有六
个国家， 通过开展密切合作推动开展本地区的禁毒
工作。
    相关信息表明，《内比都宣言》已经作为当
通过军事教育、培训和联合演习等活动增强相互信
任。以前，东盟国防部长们也曾在印度尼西亚和柬
埔寨举行的第 5 和第 6 次东盟防长会议期间会晤过
中国国防部长。

天举行的东亚次区域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约国的
部长级会议的一项成果。《内比都宣言》总结了
1993 年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约国在减少毒品需
求、防止艾滋病、开展替代种植、执法合作，特别
是跨境合作、刑事司法及国际协作领域所取得的各

在 一 系 列 会 议 之 前， 黎 梁 明 也 与 文 莱 能 源

项成就。1993 年，中国、老挝、缅甸、泰国签署本

部 长 以 及 第 7 届 ADMM 主 席 H.E. Pehin Datu

区域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1995 年，柬埔寨、越南

Singamanteri Colonel (Rtd) Dato Seri Setia (Dr) Awang

也签约加入这一禁毒合作机制 58。

Haji Mohammad Yasmin Haji Umar. 举行了双边会晤。
在文莱的会晤主要是就第 22 东盟首脑会议的成果
交换观点。

宣言强调，区域及世界范围内快速增长的毒品
消费及生产已成为东亚区域的一个重要威胁，边境
地区毒品走私与其他形式跨国有组织犯罪交织给地

“东盟防长文莱宣言”的口号是：“共同保护

区稳定及法制带来挑战。宣言也重申，签约国对解

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未来”。为了分享东盟国防部

决东亚地区毒品问题有着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承诺，

门的工作信息，在第七届东盟 2013 年 5 月 6 日的

并将在本区域禁毒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合作努力。

正式晚宴期间，东盟 ADMM 的网站 http://admm.
asean.org 正式开始启动。

中国代表团由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常务副秘书
长、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率领，在会议发言中，

上述信息表明，东盟十国总体上重视和加强军

刘跃进表示，中国非常重视禁毒工作，重视禁毒地

事领域的务实合作，并且在这一基础上，注重与其

区和国际合作，并愿意与各方一道，推动禁毒合作

他地区大国和有关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列入东盟

机制持续健康发展，为解决区域毒品问题做出新的

10+6 和 10+8 都是地区的合作框架。同时，值得注

努力。

意的是，每次东盟防长会议举行期间，东盟防长都

缅甸内政部长郭哥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缅

会与中国防长举行会晤，特别就开展合作和促成建
立“中国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努力。
58

“东亚次区域六国发表禁毒合作《内比都宣言》”，2013-5-10，

http://www.gov.cn/jrzg/2013-05/10/content_23994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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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近年罂粟种植面积有所反弹，新的化学合成毒品

企业及一些机构都应该关注并参与到相关工作中。

也有增长趋势，缅甸将进一步加强禁毒力度，与有

因此，我们认为，此次《内比都宣言》为该地区禁

关国家共同加强地区禁毒合作，努力实现国家禁毒

毒工作创造了更多新的积极条件。

目标。
安邦咨询一直关注这一地区开展禁毒合作工作
的发展。在 2012 年第 4 期《中国 - 东盟观察》中，
安邦咨询分析了禁毒方面的“替代种植”工作，提
出“中缅应共推替代种植发挥作用”。特别是政府
间应该建立起双边及多边合作机制。同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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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S ABOUT ASEAN
缅甸：经济改革的政治学
—— 国际危机组织 亚洲报告 No.231（3）

门口排起了长队，妨碍了银行正常的公司和个人业
务 60。

Myanma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3)

政治层面仍然在施加压力，要求加快改革进程，
敦促行政部门取得具体成果。部长们对部委施压，

四、经济重建与政治改革
4. 能力有限
经济改革进程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在各个层面上
都缺乏专家和技术能力。这是多年来教育领域长期
投资不足的结果。比起技术能力，历届军政府更看
重忠诚和军事背景，军政府统治下的行政部门被大
大削弱。颇受限制的环境造成人才外流，最优秀的
公民往往离开缅甸去国外工作。
这种情况导致政府、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在政
策制定方面的能力不足，严重限制了他们制定新政

要求改进服务的提供，比如缩短处理文书工作的时
间，或者缩短诸如身份证或护照等文件的发放时间
等。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能仅仅是行政部门被迫加
快完成与以前一样的程序而已，而是需要有积极的
行政部门来主动改变组织管理的进程，这样才能取
得实质性的成果，否则只是纸上谈兵。要实现这样
的转型需要对法规和建议进行详细评估使其合理
化，此外还需要对程序进行审计以找出并取消烦琐
和拖拉的公事程序。这些变化不会在短时间内实现，
但是可以参照已经进行这些改革的该地区的其他国
家，例如柬埔寨。

策的能力。下级行政部门是如此习惯听从来自上级
的指示，以至于下级部门很少采取主动，这种情况
在一个重大的政策变化时期是很成问题的。更有甚
者，在上级传达政策时，下级部门或者对政策不甚
理解，或者没有意愿去执行。政策的执行官员会长
久地“等待进一步指示”——并且会因为要求上级
部门详细的指示或进一步的解释而长久地推迟执行
政策 59。
当新政策得以忠实执行时，还会出现其他关于
能力问题的挑战。最近政府放宽了汽车进口限令，

这些改变不仅从经济效率上而且从其他方面来
说都具有重大价值，其他国家的经验凸显了这一点。
一些最有利可图的腐败机会往往来源于过度的管
制。消除官僚主义障碍是打击腐败最有效的办法之
一。不透明的、多变的和复杂的制度也会鼓励任人
唯亲的行为，因为只有那些能接触到决策者的人才
能绕过困难重重的结构障碍，办成事情。虽然新政
府表示要摆脱任人唯亲的倾向，但是当权者能否做
到这一点并向着一个基于规则的系统前进将取决于
能否成功实现这些部门的机构改革 61。

允许持有外汇账户的居民在不持有许可证的情况下
进口一辆车龄不超过 5 年的汽车。希望获得此次机
会的居民必须到银行开具证明，证明自己拥有外
汇账户并且账上有足够余额。决定宣布之后的一
段时间里，由于需求旺盛，要开证明的人们在银行

60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当地经济学刊物编辑，仰光，2012 年 5 月。

61

关于缅甸腐败问题的详细讨论，见吴丹敏：
《腐败：成因、后果和药方》
（

Corruption: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cures），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发展
59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总统经济顾问，仰光，2012 年 5 月。

38 / CHINA-ASEAN WATCH / 2013.05

杂志（Asia-Pacific Development Journal），7.2，200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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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