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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TPP框架下中国与东盟的战略选择

What’s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a and ASEAN 
about TPP?

TPP 是美国正在积极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

伙伴协定，目前有 12 个谈判国。今年以来，自日

本高调宣布加入 TPP 谈判，美国推进这一战略布

局即将出现关键突破。东盟国家也对此积极响应，

现在东盟国家已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成为

TPP 谈判国，越南也对 TPP 做出最新呼应。据越

南《投资报》6 月 14 日信息，越政府总理在会见美

国总统金融改革和责任委员会委员兼霍尼韦尔集团

（Honeywell）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高德威（DavidM.

Cote）时强调，越南一直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欢

迎包括美国投资者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前来越南投

资。也希望美国领导人和企业家支持越南参加跨太

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 1。至此，

在现有的谈判国框架中，东盟国家已占据三分之一。

中国则不是 TPP 谈判国。因此，美国主导的 TPP

框架下，中国和东盟会有怎样的战略选择呢？

那么，美国主导的 TPP 框架究竟是什么？中国

和东盟对此的战略选择究竟怎样？非常值得我们认

真分析和思考。

一、TPP是美国大格局框架的一环

美国加快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谈判进程的同时，近期又宣布 2013 年 6

月与欧盟正式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TTIP）谈判。美国提出 2013 年完成 TPP 谈判，

两年内完成 TTIP 谈判，并签定建立美欧自由贸易

协议。如美国的意图如期实现，最终将建成亚太自

1　“越希美国支持越参加 TPP 谈判”，2013-6-14，　　http://news.

china.com.cn/live/2013-06/14/content_20550763.htm

由贸易区（涵盖 APEC 所有成员国）和美欧自由

贸易区 2。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将在这两个独立于

WTO 之外的自贸区中都保持主导性的影响力。

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版图将出现怎样重大的变

化？

从 TPP 目前的谈判国来看，美国有着政治和经

济方面的双重考虑。在政治上，美国期望营造与中

国周边国家，包括与东盟国家的密切关系，维持和

强化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外交同盟。在经济上，美国

期望通过 TPP 加强对亚太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如果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东盟经济共同体进程都加快，

美国难于就此主导经贸格局。因此，对经济增长活

跃的亚洲地区，美国必然加强为自己的利益布局。

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2013 年 5 月发布一

份研究报告，其主旨是“策划和布置具有可持续性

的国家安全态势”。报告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如何

应对未来紧缩的十年，如何让美国从军事支配向“约

束勃勃雄心和加强选择性”转型 3。而在“即将到来

的时代，有效部署以国家为依托的力量面临多重障

碍，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有多种办法阻扰（美国）

在军事、经济和信息领域部署力量”。“为了应对

新的威胁，美国需保持首屈一指的地位，要利用自

身实力和影响力来鼓励各网络、联盟、新兴大国和

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由此可见，美国已经把军事、经济、安全、发

展同盟关系等与国家整体战略紧密相连，而美国积

极推动 TPP 协作正是上述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东盟及中国目前面临的格局

一些国际政经分析认为，从 TPP 的进程来看，

不少谈判国在经济及政治安全等方面对美国的依赖

较高，讨价还价的能力较弱。因此，美国可能适当降

低标准、放宽要求，以例外形式满足一些国家重大关

2　“ 美 国 加 速 推 动 建 立 TPP 和 TTIP： 动 因 何 在？ 影 响 如

何？”2013-6-12，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3-06/12/

nw.D110000gmrb_20130612_1-07.htm

3　“美军智库提出未来军队新构想”，2013 年 6月 15 日，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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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TPP 谈判很可能在今年或明年达成协议 4。另外，

不愿意看到中国力量增长的越南，虽然启动市场经济

改革进程的时间很短，但越南是美国在亚太问题和南

海问题上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和前线部队。

迄今，TPP 谈判国中没有中国这个经济发展最

快、也是最大出口国的国家。如果 TPP 在中国之外

建立起一个自由贸易规则，这对于中国将是一个有

些尴尬的格局。那么，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

面对 TPP 呢？ 

从选择的可能性来说，中国可以有三种不同

4　“ 美 国 加 速 推 动 建 立 TPP 和 TTIP： 动 因 何 在？ 影 响 如

何？”2013-6-12，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3-06/12/

nw.D110000gmrb_20130612_1-07.htm

的选项：（1）如果时机成熟，中国可以申请加入

TPP；（2）中国不加入，保持与 TPP 平行的国际

贸易体系；（3）中国与美国、欧盟达成双边自由

贸易协定，变相规避 TPP。

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近年发展迅速，呈现出

多元化的对外投资格局。其中，中国对美投资从

2008 年的不到 10 亿美元，到 2012 年的 65 亿美元，

可以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还刚刚开始。在中国

对外投资中，最大的目的地是欧洲，占 34%，亚洲

占 27%，北美占 21%。中国如果加入 TPP，对中国

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无疑有正面作用。

除了 TPP 对东盟和中国的表面影响外，目前正

在亚洲建设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将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3.063

形成对区域贸易的明显影响。RCEP 首轮谈判已于

2013 年 5 月 9 日在文莱举行。RCEP 谈判是要系

统整合以东盟为中心的各个自由贸易协定，实现东

盟 10 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这 6 个东盟对话伙伴国之间更大范围的贸易

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 5。因此，从某种角度说，东盟

10+6 与 RCEP 有重叠部分。

目前，RCEP 已形成强调东盟中心地位的局面，

东盟已分别与伙伴国签署自贸协议。所以，对于中

国来说，在被 TPP 排除在外的形势下，积极支持以

东盟为中心的 RCEP 这一区域贸易安排，就能摆清

自己的位置，有效发挥效力。

总部位于印尼雅加达的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员矶野生茂曾做出大胆预测：“如果 RCEP 成

功实现，并且没有在质量上打折扣，未来可能与

TPP 或美欧自贸区协议（TTIP）进一步整合为巨型

自贸区协议。但如果彼此不愿妥协，RCEP 也可能

成为一个低质量的自贸区协议。中国 - 东盟自贸区

的一些商品贸易可能会与 RCEP 相互融合，而在经

济合作等领域，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协议将为 RCEP

5　“ 支 持 东 盟 RCEP， 塑 造 东 亚 新 秩 序”，2013-5-9，http://

www.21cbh.com/HTML/2013-5-9/xNMDM2XzY3OTkxNw.html

谈判发挥积极作用”6。

三、中、美、东盟的利益分析

自从 2008 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来，双方关

于投资的谈判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面对 TPP

背景下的中美投资困境，6 月 3 日中美投资协定谈

判再次举行。

美国的政治因素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受挫的

最大原因。由于中美两国的政治及经济制度的差异，

美国不象中国一样由国有企业主导经济。美国经济

的强大，大部分建立在私人企业的基础上，如苹果、

微软、谷歌、通用电气、IBM 等都是私人企业，不

是政府企业 7。美国研究机构的分析也表明，中国企

业在美国屡屡受挫，是导致中国对美国投资没有出

现井喷的原因。

中国因素对于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也有影响。

以国企为主的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遇到的阻碍

6　“东亚经济一体化呈现新亮点	‘南南合作’‘北北合作’主导”，

2013-5-9，http://biz.xinmin.cn/2013/05/09/20161267.html

7　凤凰卫视采访经济学家胡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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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投资存在的变数也较多，这形成了中国企业

海外投资的风险。国际关系学者李裕维认为，中国

政府正在学会慢慢去处理这种问题。双方在慢慢学

会怎样去平衡对方的利益和考虑。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希望在政策方面做进一

步改善，更多地增强投资保护，使中国国企在美国

不受那么多歧视。

对于中国来说，不能把 TPP 仅仅当作经济伙伴

协议来对待。狭隘和错误的经贸关系选择将导致中

国区域战略和全局战略的失误。对中国 - 东盟来说，

2010 年开始的中国 - 东盟自贸协定应跳出减免关税

的狭小范围。

同样，东盟欲加以主导的 RCEP，也是试图跳

出美国主导的 TPP 而在区域贸投资领域争取主动性

的重要一环。要指出的是，东盟地区是东盟、美国、

中国三大主体的利益交叉点和分歧点——东盟中很

多国家是美国的战略盟友，东盟的利益与美国的利

益有重合点；同时，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中也有很

多的利益共同点。TPP 和 RCEP 就是各方利益交叉

和分歧的具体体现。这种背景下，需要中国从战略

高度来认识 TPP 和 RCEP，以建设性的态度来理性

对待 TPP 和 RCEP。

由图可见，中国与美国在经贸协议方面目前都

分别与东盟连接，因此东盟国家的战略地位对双方

来说都十分重要。

TPP 对中国及东盟关系构成现实的影响。目

前，亚洲区域合作进程是以“10+1”、“10+3”、

“10+6”为主的。其中，东盟十国的“10+1”合作

自 2010 年中国 - 东盟开始实施自贸协议以来已经

取得发展。但有分析认为，随着日本加入 TPP 谈判

行列，会影响其对 10+3 和 10+6 的投资贸易安排的

需求。同时，东盟成员国中已有四国加入 TPP 谈判

也必然降低对 10+3 和 10+6 的依赖。

另外，有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多边贸

易组织规则的主导权之争将日趋激烈。只有抢先团

结更多合作伙伴、建立起具有实际效果的多边协定，

才能主导“国际标准”8。TPP 之所以应该引起中国

重视，也是因为它很可能在 WTO 之后形成一套独

立的贸易规则。

四、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面对美国主导的 TPP 谈判，我

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在目前东盟国家占 1/3 的 TPP 谈判国份额

来看，已经预示东盟国家在 TPP 将来达成协议后，

作为创始国必将有各项权益的优势。而中国即使加

入 TPP 协议谈判，在现有 TPP 框架下也处于被动

的地位。因此，对于 TPP 贸易新格局而言，东盟国

家比中国有更高的灵活性和可选择性。

2、对中国来说，TPP 造成的 10+3 和 10+6 力

量的被分散、被削弱，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中国

在 10+3 和 10+6 中的积极作用，如果导致双方退缩

到 10+1 的轨道上，将影响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

8　“美国 TPP 战略的 3 个目的”,	2013-3-21，	http://www.ccgp.gov.

cn/gjcg/gjdt/201303/t20130321_2657494.shtml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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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东盟而言，在区域内有 2015 年的经济一

体化；在亚太有 10+1、10+3、10+6；在泛太平洋

有未来的 TPP 以及东盟正在争取主导的 RCEP；也

有欧盟给予的多项优惠等等，足以使东盟国家有更

多伸展和发展的机会。中国应该清楚看到东盟这些

机会，充分加以利用。

4、应该看到，东盟与中国在区域贸易中确实

存在间接的、看似不明显的竞争关系；而丢失中国

这个巨大的市场和有实力的投资来源国，绝不是东

盟国家所能承受之重。

5、基于机会和竞争关系共存，中国和东盟各

自的战略选择尤其重要。

6、应该认识到，TPP 只不过是美国全球力量

布局的一部分，也是其重返亚洲、再平衡亚洲战略

的一部分。对中国、对东盟来说，应该将对 TPP 的

应对放到自身发展、区域发展和国际化发展的战略

大框架内来看待。未来除非通过 RCEP 和 10+1、

10+3、10+6 的强化纽带来化解危机之外，没有其

他的路可走。

7、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只能加强不能减弱。

TPP 中的重要目标是开放市场，中国应该积极与东

盟谈美国主导的 TPP 里包含的所有重要内容，如自

由贸易和投资互利协议的扩大和深入条款；东盟的

战略选择中则应扩大与中国经贸的深层关系而不是

归限于 TPP 以及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有限作用，才会

使自身作为重要区域组织的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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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企业“东盟化”	迎合经济共同体

大趋势

‘Being ASEANized’: Malaysian Companies Get 
Ready for AEC

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年度的《投资马

来西亚》峰会上强调，透过持续开放国内投资市场、

加强人力资源培训，以及增进中小企业与创新企业

的投资，让马来西亚成为外国投资者的乐园，也同

时藉着马来西亚在地理与经验上的优势，成为投资

东盟市场的关键基石 9。

9　http://www.1malaysia.com.my/speeches/keynote-address-

by-yab-dato-sri-mohd-najib-bin-tun-haji-abdul-razak-prime-

minister-of-malaysia-at-invest-malaysia-2013/

《投资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交易所（Bursa 

Malaysia）自 2005 年以来所举办的年度投资会议，

每年的会议都会邀请时任的首相做开幕演说；而自

纳吉在 2009 年担任首相以来，也从未缺席该峰会

的开幕演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 4 年的开幕演说中，纳

吉都在其开幕演说上作出多项重大的宣布。然而，

在今年 6 月 13 日至 14 日的峰会上，除了为外资企

业投资者与基金经理发放为期 5 年的多次入境签证、

增设非上市证券网络交易平台、提升金融领域的人

力资源等延续与拓展性的建议外，纳吉实际上并未

对国内的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作出更令人振奋的

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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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市场依然对纳吉的演说给出正面的

态度，当中包括鼓励国内大型企业与关联企业前往

东盟与国际市场投资、关联机构增加对国内中小企

业的投资等。这些举措都足以让马来西亚的企业更

稳健地成长，以迎合 2015 年东盟经济共同体（AEC）

的全面落实。

根据马来西亚交易所的数据，富时马来西亚综

合指数（FBMKLCI）30 大成份股的海外营业额比重

从 2009 年的 28% 提升至 2012 年的 45%，当中主要

部分皆来自东盟市场。同时，国内有约 600 家企业

已在东盟国家设有业务点，或与东盟国家有交易链。

其中的例子就有马来亚银行（MAYBANK）与

联昌国际（CIMB）这两大金融业者几乎在所有东

盟国家皆设有银行、证券行、投资银行等服务；马

来西亚电讯业者亚通（AXIATA）在东盟多个国家

设有业务；亚洲航空（AIRASIA）为东盟境内拥有

最广泛航线的廉价航空业者等。

因此，在纳吉提出更进一步开放国内投资市场、

扶持中小企业成长，以及提升专业人才供应的趋势

下，马来西亚将能持续营造一个更多投资机遇与更

优质投资环境的市场，除了吸引外资前来投资外，

亦让马来西亚企业拥有充足的信心去迎合国际化的

挑战，也让国内企业“东盟化”，在迎接东盟经济

共同体的过程中占尽先机。

缅甸的能源发展开始起步

A Starting-Up of Energy Sector in Myanmar

随着国内政治局势日渐稳定，缅甸的经济发展

也逐渐走向正轨。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缅甸并

不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国家，缺少的是技术的基础设

施投入，这使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无法得到开发。随

着最近缅甸的大门逐渐向国外投资者敞开，缅甸在

能源领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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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加坡媒体的消息，缅甸政府预计将在今

年年底前对外额外提供至少 20 个海上油气勘探区

块，以吸引更多的能源企业参与到缅甸石油资源

开发的进程中。在此次海上区块公开招标之前，

缅甸已经成功的对其陆地石油勘探许可证进行了公

开招标，据称缅甸政府一共收到了 75 封信件表达

了对此次招标的极大兴趣。为了配合石油资源的开

发，缅甸政府也在进一步减少对石油开发进程的干

预。在 2013 年 3 月，缅甸商务部废除联营企业在

进口机械必须拥有执照的条例，此举将大大方便了

国外投资者在缅甸进行石油开发，而且，商务部还

承诺持续简化与自由化其油气领域的进出口执照系

统 10。

除了石油资源的开发，缅甸的能源基础设施建

设也在外资的帮助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石油

集团近日披露，中缅天然气管道缅甸段已经全线竣

工。这条石油管道全场 770 公里，总投资额约为 23

亿美元。缅甸境内的管道线路经过克钦独立军占领

10　《ELEVEN》，2013-3-27

区、巴郎国家解放阵线、北掸邦军和南掸邦军四个

地方势力所控制的区域，而该地区数年的战火已让

中缅油气管道屡次停工。该管道竣工将使中国进口

中东原油不必再经马六甲海峡。目前中国 80% 的原

油进口依赖马六甲海峡，去年中国原油进口达 2.7

亿吨。除了石油管道之外，中石油集团还在缅甸西

海岸的一个岛上建成了六个储油罐以帮助原油周

转，而且另外的六个储油罐也将在近期完工。

文莱农业发展初见成效

Brunei Gets Succes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近年来，文莱大力推行经济多元化政策，将经

济重心由油气产业向非油气产业转移。

据媒体报道，文莱奥哈纳（AL-HANA）公司

与日本 SOY&WORLD 国际公司当日签署协议，在

文合资成立企业，加工大豆供应国内市场，并计划

未来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两国合资研制生产的大

豆制品是一种高营养、健康产品，材料来自 100%

纯天然大豆。

不仅仅是食品加工业，在种植业上，文莱也通

过对外合作努力提高农业自给能力。越南农业与农

村发展部长高德发近日与文莱工业与初级资源部长

叶海亚签署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确定未来双方将

加强农渔业、畜牧业和清真食品加工等五个领域的

合作。高德发对文莱水稻种植区考察后表示，越南

将加强对文派遣水稻种植专家，并建议文莱引进先

进的越南水稻品种和农业机械，帮助文莱种植水稻，

实现大米 60% 自给率的目标。目前，越南在文已开

发两块水稻合作种植区，面积分别为 1 公顷和 23

公顷，未来双方水稻合作种植区规模有望进一步提

升 11。

文莱农业自给计划不仅仅包括粮食作物，文莱

政府在经济作物自给上也有详细的计划。文莱农业

11　《联合早报》汶莱，201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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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计划到 2023 年本地水果产量增至 2.4649 万吨，

实现自给。2012 年，文莱进口水果总量达 1.4322

万吨，占市场总量的 76%，人均消费水果 55 吨。

进口产品中以热带水果为主，其中榴莲 950 吨，

约 200 万林吉特（1 美元约合 1.22 林吉特），芒果

328.1 吨，约 115 万林吉特，香蕉 1857.7 吨，约 110

万林吉特。为鼓励农业生产，农业局以每公顷 25

林吉特将土地租给农民，并为农药、化肥、种苗和

水利灌溉提供 50% 的补贴。

柬埔寨的服装业机遇和挑战并存

Cambodia's Garment Industry Fac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柬埔寨是全世界服装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目前包括泰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对柬埔寨纺织服装业

投资逐年增长，主要原因是当地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和柬埔寨政府给予投资者及其贸易伙伴国给予柬埔

寨的优惠待遇。据柬埔寨商业部统计，2013 年一季

度，柬埔寨服装出口 1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出口目的地主要是美国和欧盟，同时也出口到加拿

大、日本、韩国、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进口纺织

原辅料 7.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3%，进口来源地

主要是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

等国 12。

虽然柬埔寨服装业发展成绩喜人，但目前也遇

到了发展瓶颈。柬埔寨国内的纱线和织物等用作下

游生产原料的产量不足，无法满足其国内纺织服装

生产线的需求，因此需要大量进口。而原料进口主

要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欧盟等国家，这

使得服装厂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挤占了服装厂本来

就不多的利润空间。而且，由于劳动者素质和技术

水平和厂商规模等诸多限制，导致了服装厂很难接

到欧美等高端服装制造订单，这使得柬埔寨的服装

制造业只在低附加值徘徊。另一方面，柬埔寨的人

力成本也在大幅度攀升，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劳

动力成本攀升了一倍有余。除此之外，发电量不足、

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法律和土地制度不健全，这些

因素都将是柬埔寨服装业面临的巨大挑战。

印尼能源消费结构有待改善

Indonesia's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to be 
Improved 

由于生产能力限制以及补贴政策的调涨，虽然

世界范围内的石油需求低迷，但印度尼西亚国内却

对汽油价格有着看涨的预期。在 5 月份就有消息称，

12　中国商务部驻柬埔寨商务处，20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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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政府将在 6 月份上调油价，但由于补贴金额计

算等问题，油价调整迟迟难产。虽然印尼政府还没

有正式调涨燃油价格，但是一些城市的大米、鸡蛋、

食用油等日常食品价格已纷纷上升。最近一星期以

来，价格已持续上涨，预期将一直提高。市场商人

也透露食品供应量开始稀少。部分经销商担忧，生

产厂家现在已开始停止或放缓出货，为的是等到燃

油调涨之后有了新价格才再出货。

虽然印尼的石油资源紧缺，但是印尼的煤炭资

源却异常丰富。根据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ESDM）

地质局最新公布资料显示，连同最新发现煤炭储备，

目前印尼的煤炭储量将达 310 亿公吨 13。预测今年

印尼的煤炭产量将达到 3.91 亿公吨，供应给国内煤

炭市场约 7432 万公吨，这将继续巩固印尼最大电

煤出口国的地位。但是，由于全球经济疲软，印尼

煤炭出口价格也被限制的很低。而且，根据最新的

消息显示，印尼煤炭的主要出口国中国将要实行限

制煤炭进口的政策。如果中国按当前计划实施禁令，

印尼高达三分之一的对华煤炭出口可能受阻。在印

尼 ICE 期货交易所，在中国限制煤炭进口政策发布

之前每吨达到 88 美元的高点，而今年 6 月份运输

的煤炭价格比此前下降 0.81% 达到每吨 85.70 美元，

达到今年的最低点。

国内产量有限的石油需求强劲而储量丰富的煤

炭消费却一直低迷，印尼急需需要调整国内的能源

消费结构。

经济发展刺激菲律宾汽车产销两旺

Philippines Economic Growth Bulls Auto Output 
and Sales 

由于菲律宾经济增长强劲，今年 1 月至 5 月，

国内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23%。菲律宾汽车制造商商

会 (CAMPI) 和菲律宾卡车制造商协会在报告中说，

今年前五个月，国内汽车销量从去年同期的 59174

13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3-6-8

辆，上升到 72988 辆。期间，乘用车的销量攀升

35%，至 23904 辆，而商用车销量同比增长 18%，

至 49084 辆 14。

根据另一个机构菲律宾汽车进口商及分销商协

会 (AVID) 报告表示，今年 5 月份，进口汽车销量增

加 16%，因为轻型商用车销量反弹。该协会表示，

5 月份共售出了 2615 辆，比去年同期的 2255 辆增加

了 16%。而且，该机构认为整个 2013 年，菲律宾的

汽车销量会达到历史新高，因为更具竞争力利率的

信贷和成员品牌的促销活动会使得市场继续升温。

汽车市场的火爆使得本来以农业为主的菲律宾

也意图通过汽车制造发展本国的工业。由于资源的

限制和薄弱的工业基础，菲律宾政府决心跨过内燃

机，直接进入“电力”时代。菲律宾投资委员会（BOI）

近期在声明中说，它已经批准了 1890 亿菲律宾比

索（约合 287 亿人民币）的电动车工厂项目。该工

14　《菲律宾商报》，201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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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位於甲美地轻工业园，预计雇用 98 名工人，年

产 6000 辆电动三轮车和 200 辆电动吉普尼。菲律

宾多功能车公司（PhUV）生产的电动吉普尼车型

将使用一个 5 千瓦或 7 千瓦的电机，可行驶 55 公里。

它只需要充电八个小时，成本为 150 元。另一方面，

其生产的电动三轮车最大行程为 25 公里，最高时

速可以达到每小时 20 公里。它的电池完全充电需

要四小时，成本为 100 元。

借助国内机动车市场的火爆，菲律宾的汽车制

造业有可能会得到长足发展。

新加坡国际竞争力排名下滑

Singapore'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Slipped

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最新发布的

《2013 年世界竞争力年鉴》，竞争力排在前四位的

依次是美国、瑞士、香港和瑞典。其中，瑞典是从

去年的第五位，超越新加坡，跃升至第四位 15。

年鉴进行调查及排名的国家和地区共有 60 个，

今年排名最后的国家与地区是委内瑞拉。

评估竞争力的四项标准为经济表现、政府效率、

商业效率和基础设施。新加坡在个别方面的排名出

现下滑，例如商业效率方面，新加坡的“生产力与

效率”从去年的第 14 位滑落至第 19 位，“劳动力

市场”则从第二位下滑至第 13 位。

专家表示，生产力下降主要跟新加坡经济增长

放缓有关。新加坡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非常低，

只有 0.2%，让外界感到有些意外。至于“劳动力市场”

名次下滑，报告中并没有列明原因。不过，年鉴中

几个评定“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项目排名都落后，

例如薪酬水平（制造业的时薪，即薪水外加福利）

和服务行业薪酬都排在第 38 位，而公司总裁的薪

15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2012-6-19，http://www.imd.

org/wcc/

酬是个人助理的 16.51 倍，排在第 36 位。

另外，IMD 的调查也突出了新加坡的部分强项，

比方，新加坡政府的效率，政府决策、经商便利度、

公共财政等方面都排名第一；商业效率方面，企业

董事会以及海外形象与品牌塑造，分别位居第一与

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本地在获得高等教育、学校

科学教育、城市管理和航空交通素质方面也名列第

一。

泰国大米出口阻力渐大

Price Dragged Down Exports of Thai Rice

据媒体近日消息，泰国商业部长汶颂有信心按

计划出口大米，让泰国继续保持出口大米价值最多

国家地位，并有信心推动泰国成为东盟和世界大米

交易中心的发展战略。民间机构则盼望政府能够大

力推动政府对政府（G2G）采购大米协议，以实现

预定工作目标。泰国大米出口商会会长戈素表示，

泰国有条件成为东盟大米中心，具有先进的种植、

技术、运输和金融管理系统基础。如政府实施具体

的推进将使得泰国大米中心战略有效地向前迈进，

并且更加充分准备加入东盟经济共同体。

但是，泰国出口的大米已经逐渐丧失了市场竞

争力，2012 年泰国就丢掉了大米出口第一的位置。

越南和印度成为了世界大米市场的搅局者，他们价

格低廉的大米让泰国产大米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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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泰国商业认为，印度和越南的行为，造成世界

市场大米价格下降及不稳定，同时也将造成其他大

米出口国的出口价格被迫下降，目前泰国大米的售

价已经处于偏低。

为了保证泰国大米的出口竞争力，泰国政府也

在努力通过政策对泰国产大米进行价格补贴。泰国

商务部长汶颂·德里耶披隆近日表示，他将向国家

大米政策委员会提议下调大米收购价格，以改善泰

国大米出口前景。汶颂说，下调大米收购价格的提

议由泰国农民协会提出。该协会称，可接受将大米

收购价格从现在的每吨 1.5 万泰铢（约合 500 美元）

下调至每吨 1 万泰铢（约合 333 美元）16。

但是，泰国政府对国产大米的补贴导致了政府

财政的问题。国际评级机构穆迪 6 月初警告说，泰

国政府已经实施两年的大米收购政策导致财政收入

损失严重，可能对泰国信用评级造成负面影响。尽

管泰国政府否认穆迪的说法，但穆迪的警告还是引

发了泰国国内对政府大米收购政策的新一轮质疑。

泰国的建立东盟大米中心计划阻力重重。

16　《联合早报》，2013-6-19

越南水产品出口成果显著

Vietnamese Seafood Exports Reached New 
Highs

据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刚公布的统计数字，

今年前 5 个月，越南农林水产品出口总额达到 107

亿美元，同比下降 4.6%。该报告还显示，2013 年 5

月份，越南水产品出口金额达 4.79 亿美元，将今年

前 5 个月水产品出口金额增加至 22 亿美元，同比

下降 5.6%。

越南水产品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越南的水产

品在出口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

越南对美国、日本和韩国等三大进口市场的水产品

出口金额与 2012 年同期相比都一律下降。具体，

对美国出口金额达 3.31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

对日本出口金额为 2.94 亿美元，同比下降 4.9%，

对韩国出口金额为 1.18 亿美元，同比下降 20%。其

主要原因是，美国对越南的水产品开始征税，而日

本和韩国则提高了水产品进口门槛。

在越南水产品出口的传统和新兴市场不景气的

背景下，越南向非洲市场水产品总量一直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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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头，并且水产品已经成为越南向非洲市场出口的

五种主要商品之一。

据越南工商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 年越南向

非洲地区 25 个国家出口水产品总出口额达 1.5 亿美

元，比 2011 年增长 38%。其中，进口越南水产品

较多的非洲国家为：埃及（7960 万美元）、突尼斯

（1116 万美元）、尼日利亚（1100 万美元）和阿

尔及利亚（950 万美元）。

越南向非洲各国出口的水产品种类包括：查鱼、

巴沙鱼、冷冻虾、虾仁、金枪鱼等。2013 年第一季

度，越南向非洲市场出口水产品总额达 3030 万美元，

同比增长 15%。

除了非洲市场，越南水产品在拉丁美洲市场也

有所斩获。阿根廷质量检验局（Senasa）刚正式公

布允许 203 家越南水产品加工厂出口到该市场的决

定。这将促使越南水产品出口的大幅增长 17。

老挝旅游业日趋蓬勃

Laos Tourism in Booming

老挝政府发布的最新统计报告显示，近年来老

挝旅游业日趋蓬勃，入境旅客人数逐年增加，由

17　《今日越南》，2013-6-18

2006 年的 120 万人次，上升到 2012 年的 330 万人次，

几乎等于老挝人口的一半。

根据这份报告，去年旅游业为老挝带来约 5.14

亿美元的收入。报告还指出，老挝政府正致力于进

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业，以吸引更多海外游客，

并预计 2020 年游客数量将达到 450 万。

报告认为，老挝吸引外国游客的元素包括美丽

的自然景观、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稳定的政治和社会

环境。

在安邦看来，有着良好旅游资源的老挝，通过

这些年来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巨大投入以及逐渐开放

的国内市场，在旅游产业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

理所应当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旅游产业将会

成为老挝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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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电子商务市场有待开发

Indonesia E-Commerce Goes Fast

据 6 月 12 日的东盟信息，随着互联网用户和

线上购物者的提升，印度尼西亚电子商务市场在

2013 年将同比增长一倍 18。此增长的预测是基于年

率 20％互联网用户的增加、迅速中产阶级可自由支

配开支的增长以及在过去的 12 个月至 18 个月内进

入印度尼西亚的一些高调电子商务者。

印度尼西亚电子商务正在迅速的增长，市场预

计在 2015 年将飙升到 100 亿美元，这将是目前水

平的 3 倍至 10 倍的增长。此明亮的前景吸引了世

界各地大电子商务者和投资群体的关注，他们都希

望充分利用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 毕竟其国的人口

庞大及经济稳定 19。

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在过去十年平均每年增长

5.6％，2012 年的增长则是 6.2％，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从 2002 年的 925 美元提升至去年的 3,563 美元。

印度尼西亚在强劲经济增长的初阶段创造了一波新

的中产及富裕阶级消费者，无论在规模和购买力都

将持续增长。

印度尼西亚的中产及富裕阶级消费者人数估计

将在 2012 年至 2020 年之间增长一倍，从 74 万人

增长至 141 万人。在此期间，每年将有 8 万至 9 万

人将进入中产阶级。他们的需求也将超越衣食住行，

18　Indonesian	E-Commerce	Market	Size	to	Double	 in	2013	to	USD	8	

billion		2013-6-12		http://aseanstartup.com/2013/06/12/indonesian-e-

commerce-market-size-to-double-in-2013-to-us8b/

19　Global	 businesses	eye	 the	emerging	 Indonesian	ecommerce	

market	2013-3-27	 	http://econsultancy.com/my/blog/62414-global-

businesses-eye-the-emerging-indonesian-ecommerce-market

开始追求可以提供更多便利性和舒适性的产品。

目前，该国 53％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预计在

2030 年将增长到 71％。因此，精通高科技及互联

网的城市居民的消费类别如金融服务、休闲和旅游

待有高度的增长。

互联网服务的进步直接推动了其国的电子商务

发展。印度尼西亚的社会链接正在加速扩张，互联

网用户从 2012 年的 55 万人上升到 2015 年的 125 万

人。尼尔森印度尼西亚（Nielsen Indonesia）指出，

消费者一旦连接互联网后便开始在网上花费或购

物，该比例从 2008 年只有 3％的用网络购物率上升

至 2010 年的 68％。英国贸易和工业部命名印度尼

西亚为“高增长市场”。

虽然传统网上商店的企业对消费者（B2C）模

式在亚洲流行，但是消费者对消费者（C2C）网站

在印尼也相当受欢迎，主要参与者包括 Kaskus、

TokoBagus 和 Berniaga。但最令人惊讶的是印尼的

消费者喜欢透过脸书（Facebook）购物。随着印度

尼西亚不断改善及开发物流和支付系统，网上购物

正迅速成为一个主流的零售渠道。从投资的角度来

看，电子商务行业的前景是非常乐观。

虽然印度尼西亚的无线连接不断增长，但是基

础设施仍然为互联网连接带来不便。此外，该国独

特的地理环境（群岛国家）使全国性的产品分布带

来了一些困难。即使挑战依然存在，但该行业的增

长前景是非常乐观的。2015 年 12 月东盟自由贸易

区（AFTA）的实现将推动更大的经济一体化，无

国界的贸易和基础设施连接。所以，这将进一步打

开印度尼西亚电子商务市场的机会给东盟区域运营

商。

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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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旅游业的前景（2）：设施建设

Prospects of Myanmar Tourism Industry (Part 2): 
Infrastructure

经过长期的准备工作，缅甸政府终于在 2013 年

6 月 5 日推出各方期待已久的旅游总体规划 20。如大

家所料，这一份缅甸与挪威及亚洲开发银行（ADB）

所拟草的计划书很快得到商界和媒体的重视。

值得说的是，除了焦点在于落实各种措施以便

缅甸达到可持续旅游业的目标，该计划书也把提升

和改善旅游业的广泛公共设施作为优先目标之一。

随着酒店和宾馆在各旅游景点蓬勃地发展，具备路、

海、空的有关公共设施将成为缅政府是否成功推动

该国旅游业的重要因素。在这一份七年计划当中，

各公共设施建造项目包括：

扩大曼德勒与内比都机场；

改进蒲甘、茵莱湖、额不里的馈线路；

重新建设山多威 - 额不里村及各地与仰光的连

接公路；

改善茵莱湖卫生状况与蒲甘河码头；与

扩充仰光、曼德勒、蒲甘和茵莱湖会展设施 21。

从这个方面来看，这一系列的旅游设施都将成

为缅甸和外国企业以后几年的重要合作项目。同样

的，作为一个有名的公共设施提供者和建设者，中

国企业也应善于利用这些项目以便它可以进一步地

扩展在缅的业务。也通过这样的方式，中企可以把

它们的业务多样化，以便摆脱它们对缅甸某几个领

域的依赖性。

20　Myanmar	unveils	$500	million	 tourism	plan,	Asia	Development	

Bank,	2013-6-5,	http://www.adb.org/news/myanmar-unveils-500-

million-tourism-plan

21　Myanmar	Tourism	Master	Plan:	Fast	Facts,	http://d1jlczrezgss9n.

cloudfront.net/wp/wp-content/uploads/2013/06/fast-facts-myanmar-

tourism-master-plan.pdf

此外，各缅甸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实行旅游地点

私有化。为了更进步地提升曼德勒皇宫，曼德勒当

局已经进行了附近旅游设施建造的公开招标。目前，

有几家私营公司已得到曼德勒政府的邀请，投入了

这一次的招标竞赛。而成功中标的公司将发展附近

的旅游设施，如公共花园、纪念品商店和餐馆。同时，

也将会得到该旅游地点的入门费与游览服务的拥有

权 22。 

与广泛公共设施不同，该设施建设围绕于旅游

地点，所以涉及的面积是较为小的。另外、该地点

的设施设计也取决于各旅游地点的实际情况和景

色。就因如此，这一种设施项目又是另一个外国投

资者与缅甸本地公司所展开的合作入口点。以缅

甸杂志 The Irrawaddy 所透露的消息，实皆与勃固

两个城市政府很有可能把它们旗下的历史古迹私有

化 23。 所以，我们可以估计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类

似于曼德勒皇宫设施建造的项目将通过公开招标的

方式而进行。对中企而言，这些较为小规模的设施

建设项目都是可以探讨和考虑的。

22　	Businesses	Bid	for	Tourist	Exploitation	of	Historic	Mandalay	Palace,	

The	Irrawaddy,	2013-06-10,	http://www.irrawaddy.org/archives/36963

23　同脚注 22

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	ASEAN-chiNA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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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几年，缅甸旅游业的高增长将带动所

有与该业有关的设施需求。在这个前提上，任何外

国企业，无论是在外或已经在国内营业，都需要抓

紧这一次的时机开展旅游设施建造的业务。如麦肯

錫所建议，外国业者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进入缅甸

这个市场，以便它们可以占优势地位 24。除此之外，

安邦咨询认为与本地业者建立有效的商业合作关系

仍然是外国企业在缅甸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无惧苏禄军入侵事件	沙巴房产市场蓄势待发

Unaffected by Sulu’s Incident: Sabah Property 
Market Ready for Booming

今年 2 月份发生的菲律宾苏禄军入侵事件，虽

然一度让马来西亚沙巴州的政治与社会现象陷入紧

张的趋势，但由于涉及的区域仅局限在拿笃（Lahad 

Datu）与山打根（Sandakan）等沿岸地区，因此该

事件并未严重影响的沙巴旅游业务的发展。

同时，2013 年作为旅游沙巴年，为了促进观光

沙巴的旅客人数，包括推广医药旅游业务，沙巴旅

游业务已被鉴定为马来西亚经济转型计划（ETP）

下的关键发展项目之一。在旅游领域的大肆发展，

以及政府多年推行“我的第二家园”计划的助力下，

沙巴房地产领域已逐步显露其蓬勃发展的大气象。

尽管今年 2 月间爆发苏禄军入侵事件，但根

据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部长拿督马希迪曼俊

（Masidi Manjun）所披露的数据，沙巴州今年首 3

个月的国际旅客到访人次却仍按年增加 5%，即从

去年同期的 68 万 4546 人次，提升至 71 万 8626 人

次 25。马希迪曼俊称上述的表现为惊人的增长，主

要归功于沙巴旅游部门在入侵事件发生期间的应对

措施，以及随后成功抓紧反弹趋势的准备。

24　McKinsey	 &	 Company, 	 Myanmar’s	 Moment : 	 	 Un ique	

Opportunities,	Major	Challenges,	2013-06,	http://www.mckinsey.com/

insights/asia-pacific/myanmars_moment

25　“沙巴旅游业恢复增长”，2013-05-17，http://insightsabah.gov.

my/article/read/3751

数据显示，来自中国与香港的国际旅客人次增

速最大，达 79.2%，即从 4 万 5350 人次增加至 8 万

1251 人次。同时，韩国与日本的旅游人次增长分别

为 41.3% 与 20.9%；临近国家如新加坡、文莱与澳

大利亚的游客增速则为 20.8%、15% 与 14%26。

由于沙巴州具有特色的旅游景点，如有“中国

寡妇山”之称的东南亚最高峰—哥打京那巴鲁山

（Mt. Kinabalu）、多个拥有壮观珊瑚礁所组成的海

岛群—东姑阿都拉曼岛群等自然景观，以及印尼、

菲律宾、沙巴土著卡达山杜顺族群的文化区域等等，

这些景区都吸引着许多国际游客的重返，加上马来

西亚近年来积极推动的第二家园房产投资计划，亦

有助于推动沙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其中，韩

国、日本、香港、文莱、印尼等海外投资者，都是

沙巴房地产的积极买家。

更需关注的是，随着沙巴与砂拉越这两个东马

州属在今年的全国大选中为国阵延续其执政权带来

关键性的作用，沙巴与砂拉越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将

更被中央政府所重视。根据中央政府所鉴定的“大

26　Sabah	records	sharp	rise	 in	China	tourist	arrivals，2013-05-18，

http://www.theborneopost.com/2013/05/18/sabah-records-sharp-

rise-in-china-tourist-arrivals/#ixzz2WRfRrs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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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Greater KK）发展计划，沙巴州的发展趋

势将朝向 4 大主题，即城市现代化、加强生态特质、

推动医药旅游业务，以及改善基本设施。这些政策

的推动都有助于提升沙巴境内的房地产发展市场。

事实上，根据马来西亚产业评估与服务局最新

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首 3 个月，沙巴的房地产价

格指数按年增长 7.5%，稍微高于全国平均的 6.0%。

同时，以价格表现而言，沙巴房地产的平均价格为

39 万 1981 令吉，高于全国平均的 24 万 5306 令吉，

价格仅低于吉隆坡的 55 万 2707 令吉，为全国第二

昂贵的房地产市场 27。

尽管沙巴的房地产价格高，但这并不影响房地

产发展商对沙巴产业市场的兴趣，这反映出沙巴房

地产市场仍有上涨的空间，主要在于其市场前景将

27　Malaysia	House	Price	 Index	2013-1Q，http://napic.jpph.gov.my/

portal/content/Publication_PDF/HPI/IHRM_Q1_2013.pdf

受惠于政府的政策推动、特殊的自然景观，以及海

外投资者置业的趋向。

以目前的趋势而言，已有许多西马半岛的房地

产发展商都转向投资沙巴房产市场的列车，其中负

责马中关丹产业园计划的联营伙伴实达集团（SP 

Setia）就在亚庇机场临近的 60 英亩地段，与亚庇

业者联营发展 16 亿令吉德综合产业计划。而其他

“东渡”的大型房产业者，还包括马星集团（Mah 

Sing）、UEM 置地（UEM Land）、高峰集团（Bina 

Puri）等。

无论是从房地产价格，还是房地产发展前景而

言，沙巴房地产将成为吉隆坡、柔佛依斯干达，乃

至于槟城以外的另一选择。在这种趋势下，中国房

地产发展商，乃至于中国房地产投资者，都可以考

虑在沙巴房地产市场上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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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与中国郑商所开展合作

AFET-Zhengzhou Commodity Exchanges Kick off 
Cooperation

泰国农产品期货市场（AFET）与中国河南省

的郑州商品交易所签订合作备忘录，相互交流信息，

开始领先推行亚洲期货市场发展计划。这项计划的

目标是通过合作，提升交易所的竞争力，以符合国

际同类交易所的标准，并推动两国农产品价格上

升 28。

泰国农产品期货市场董事长巴讪表示，泰中双

方的农产品期货市场都各有特点。郑州交易所方面，

目前交易最好的农产品为棉花，日均成交量达 1 万

手合约，而整个郑州商品交易所共有 10 多种商品。

泰国方面，3 号天然橡胶（RSS3）的成交量为最高，

日均达 215 手合约，整个 AFET 共有 6 种商品，包

括白米、茉莉香米、3 号天然橡胶、胶条、木薯及

罐头菠萝。

28　“AFET与郑州商品交易所合作”，2013-6-5，	http://www.mofcom.

gov.cn/article/i/jyjl/j/201306/20130600153534.shtml

上述农林产品都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商品，因此，

如若实现简化交流成本和减少跨国交易流程障碍对

双方的交易效率来说都非常重要。

根据最近一些年的交易情况，中国购买者已经

成为泰国多种农产品的最大买家，例如大米、橡胶、

木薯等。郑州商品交易所理事长张凡认为，中泰双

方都能够在此次合作中获得收益。双方通过合作将

有助于减少跨国或跨市交易的繁复手续，并能有针

对性地制定工作方针。

中泰橡胶领域的深入合作从 2011 年既已开始，

2011 年 4 月广西南宁举办首届中泰橡胶产业合作

论坛。论坛主题为“中泰橡胶互利合作和可持续发

展”。论坛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务部、泰国工业部共同主办，主要交流中泰橡

胶产业发展合作、橡胶贸易物流体系建立、橡胶加

工、双边投资等问题 29。因此，泰国农产品期货市场

（AFET）与中国郑州商品交易所的亚洲市场推进计

划将中国-泰国在橡胶领域的合作提高到新的层次。

29　“首届中泰橡胶产业合作论坛将在广西南宁举办”，2011-4-6，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10406/10259643510.shtml

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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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铁将成为中国 -东盟互联互通通道

Guangxi High-Speed Railways Link to China-
ASEAN Connectivity

广西南宁铁路局 6 月初的信息表明，到 2015

年，广西境内时速 200 公里及以上的快速铁路将达

到 1785 公里，而南宁铁路局总体营业里程将达到

5700 公里 30。广西是中国通往东盟国家的桥头堡，

因此，高速铁路将成为中国 - 东盟之间最便捷的通

道之一。

东盟将在 2015 年实现三项共同体，即政治 -

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因此，

各个方面互联互通的意义就尤为重要。广西高速铁

路建设的快速推进，对于中国与东盟交通的互联互

通，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目前，南宁铁路局管辖内多条高速铁路建设稳

步推进，2013 年计划建成开通湘桂、柳南、南黎、

钦北高铁项目和玉铁、黎钦铁路，投产新线 1081

公里，约占中国今年高铁新增里程的五分之一，建

成投产规模居中国铁路首位，广西也将结束没有高

铁的历史，成为中国 5 个自治区中首个建成高铁的

30　“对接东盟	广西将成率先建成高铁的中国自治区”，2013-6-5，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3-06/05/content_20391119.htm

自治区。

值得重视的是，广东将和广西联手推进高铁建

设，争取 2014 年底前建成南宁至广州、贵阳经桂

林至广州高速铁路，还将建设一条深圳至湛江，并

延伸至北海的高速铁路。

南宁铁路局“十二五”发展规划表明，未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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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南宁铁路局还将陆续开通湘桂、云桂等多条高

速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 5700 公里，电气化率将

达到 62%。广西将形成“一轴四纵四横”铁路网，

基本构成布局合理、衔接畅通的现代化快速铁路运

输网络，发挥对接东南亚、沟通东中西、服务大西

南的重要作用。

广西对铁路建设的投资非常重视，2012 年广西

铁路完成投资 358 亿元人民币，此投资数额为中国

第二、西部地区第一。过去 5 年，是广西铁路建设

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质量最好、成效最显著的5年。

到 2012 年底时，南宁铁路局在广西境内的 3540.8

营业里程为公里。

上述信息表明，广西的铁路建设和高铁建设以

及与广东的联手发展铁路建设，均对中国通过这些

铁路网联通东盟并与整个东南亚地区开展便利的经

贸投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

四川与泰国在多领域加速合作

Sichuan-Thailand Speeds up Multi-Cooperation

在中国与泰国加强合作的进程中，农牧业、旅

游业和金融服务业成为近几年发展迅速的合作领域。

泰国著名华商谢国民至四川出席 2013 成都财

富全球论坛并将指导第 12 届世界华商大会的筹备

工作。6 月 5 日，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会见了泰国

正大集团董事长、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谢国

民及代表团。双方均希望扩大合作领域。王东明表

示，四川即是中国的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同时又

是经济大省，泰资企业在此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

大。希望正大集团继续深化与四川在农牧业领域的

合作，并参与四川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拓展合作领域，将合作提升

到更高水平 31。

31　“四川省委书记会见泰国知名华商	冀拓展合作领域”，2013-

6-6，http:/ /www.chinadai ly.com.cn/hqpl/zggc/2013-06-06/

content_9246189.html	

正大董事会主席谢国民表示，四川发展势头强

劲，农牧产业基础条件得天独厚，拥有广阔的市场

空间。正大集团将充分发挥在种养殖业和服务业方

面的优势，加大投资力度，推进有关规模化种养殖

产业项目在川落地，加快打造农产品深加工基地，

为四川科学发展、加快发展贡献力量。

在旅游业方面，四川与泰国的合作也开始进入

较细化的阶段。6 月 5 日，泰国国家旅游局成都办

事处联合普吉岛 6 家优质酒店及旅行社代表组团来

成都路演，为成都市民带来泰国普吉岛旅游度假产

品，并为成都多家旅行社颁发了奖项 32。

泰国此次之所以向成都多家旅行社颁发“普吉

之友”奖，是感谢成都旅游业者长期以来对普吉旅

游的支持，路演中还邀请普吉各旅行社及酒店代表

与中国旅游业者交流洽谈，并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将

普吉旅游发展再推进一步。

在金融服务业领域，泰国开泰银行成为首家在

四川省落户的泰国银行。5 月 23 日，开泰银行成都

分行在成都开业 33。

开泰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伍万通对在成都

设立分行做了明确解读：（1）成都作为中国西部

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拥有

巨大的发展潜力、强大的创新能力、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优良的政务服务；（2）泰国与四川成都有紧

密联系的关系，开泰银行最终选址成都开设在中国

内地的第二家分行；（3）开泰银行成都分行将用

心融入四川，精诚服务中泰客户，真正成为中小企

业的银行，为四川和中国西部与泰国和东盟之间的

贸易投资合作铺路搭桥。

开泰银行把中国市场当作打造“亚洲的银行”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行计划在今后两年内在中

32　“泰国普吉组团来成都推荐旅游”，2013-6-6，http://www.scjjrb.

com/news/tour/2013/66/136614187503.html

33　“开泰银行入驻成都，为四川与泰国贸易投资搭桥”，2013-5-27，	

http://cd.qq.com/a/20130527/0157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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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潜力的城市再增设两至三家分行，并适时申请

转制为外资法人银行。同时，开泰银行在东盟和东

亚地区加快布局，并与区域内的主要银行共同构建

合作银行网络，为 2015 年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成

和未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的达

成做好充分准备。

因此，我们将密切关注泰国开泰银行在四川，

主要是成都的发展，并在中小企业服务、对中国企

业客户服务等方面，力争建立起更密切、更多方位

的合作关系。

中国制药企业力争在东盟市场尽快突破

China Pharmaceuticals Layout in ASEAN Markets

近年来，中国制药领域发展迅速，很多制药企

业也开始进行国际化布局。在 2013 财富全球论坛上，

四川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表示，科伦药业将力争

在东盟各国的输液、粉针、冻干粉针应用领域占据

主导地位 34。

对于东盟市场，刘革新称 15 年前，科伦的产

品就已经进入了缅甸等国。“当时并没有市场布局

的考虑，只是我们在云南市场的销售做得很好，而

各种形式的边境贸易使科伦的产品很自然地进入到

了缅甸市场”。而目前，作为国内输液行业的龙头，

34　“科伦药业：五年攻陷东盟市场”，2013-6-7，http://www.cpcs.

org.cn/NewsLook.asp?id=1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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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已经开始着手在东盟市场发力，时间表定在五

年。科伦将利用五年时间争取占据东盟各国医疗输

液的市场主导地位。

除四川药企外，云南药企也已经多头并进走向

东盟发展。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与老挝国

家第二制药厂签订 2100 万美元生物医药类合作项

目 35。事实上，该公司在闯荡东盟市场初期曾遇到

过很多挑战。例如，一些国家规定，采取产品出口

方式只能申请到小批量配额，因而中国药企达不到

开拓东盟市场的目的。之后，他们开拓了多种开拓

东盟市场的形式。

云南东骏药业 2007 年在越南设立办事处，这

是中国至今唯一的医药商业公司在越南设立办事

处。同年，东骏药业获得越南卫生部颁发的“药品

经营许可证”，拥有了与越南医药公司签订进出口

合同的资格。如今还成为在越南可以合法销售医药

产品的企业。东骏药业将在国内聚合各制药企业产

品，进行统一调研、统一注册、统一销售。

云南积大制药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现在产品

已经出口到缅甸、越南、泰国、尼泊尔，不过是请

35　“ 云 南 药 企 多 头 并 进‘ 走 出 去’”，2013-6-9，http://www.

caexpo.com/news/info/focus/2013/06/09/3595581.html

当地药商代表销售，其东南亚等地市场空白点依然

很多，正在抓紧发展。云南滇虹药业的海外市场也

发展迅速。

上述各项信息表明，中国制药企业无论是通过

中药途径进入东盟市场还是通过适当的销售形式继

而投资设厂等方式，在东盟市场都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与中国较近的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

泰国、缅甸，同时也是对中国医药的认知度比较高

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开拓发展，对中国药企而言，

有很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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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南海问题各争议国的最新迹象

Recent Indications among Southeast Asian 
Claimant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2013 年 6 月 5 日，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二十七

届亚太圆桌会议公开表示，如果南海争议国家远离

对话与合作之路，第三国将会介入该问题。为了避

免南海争议升级和复杂化，各方应该携手制订南海

行为准则。除此之外，马来西亚首相希望这个棘手

的问题可以在不久之内得到妥善的解决，以免这个

包袱困扰我们的下一代 36。 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次

发言是纳吉在四年以来的第二次公开发表他对南海

36　Najib:	Asia	Must	Collectively	Address	Challenges	 if	Region	 is	 to	

Prosper,	The	Star,	2013-06-04,	http://thestar.com.my/news/story.

asp?file=/2013/6/3/nation/20130603223416&sec=nation;	Malaysia	

Pushes	Joint	Development	 to	Solve	Asia	Sea	Disputes,	Bloomberg,	

2013-06-03,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6-04/

malaysia-pushes-joint-development-to-solve-asia-sea-disputes.

html;	Malaysian	PM	Echoes	Beijing’s	Call	 for	Joint	Development	

in	 South	China	 Sea,	 2013-06-05,	 http://www.scmp.com/news/

asia/article/1253564/malaysian-pm-echoes-beijings-call-joint-

development-south-china-sea

的姿态。早在 2009 年 6 月，纳吉已经发过类似的

宣言。在那一次的声明当中，马国首相也表明了该

国期望通过双边对话机制解决中马南海争议 37。

与此同时，在落幕不久的 2013 年香格里拉对

话当中，我们也看到越南总理阮晋勇发表重要演

讲。在他的演讲中，他重申越南对南海争议的立场，

这包括与外来势力（如美国）共同维护该地区的和

平，稳定和发展。再者，他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各

争议点采取单方面行动，便再次重复越南将根据国

际法（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寻找南海解决方

案 38。 值得思考的是越南在这一次演讲中也保持以

往的态度，那就是通过多边机制来解决南海争端，

而不是马来西亚所自持的双边谈判。但与马来西亚

一样、越南也希望各争议国遵守南海行为准则宣言，

并促进各方尽快地敲定最终的准则 39。 所以，从整

体而言，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南海政策，除了有个别

细节性的共同点之外，是相反的。

安邦咨询认为目前的南海趋势已经成为东盟各

国长期的分歧点。更严重的是其分歧已开始白热化。

自从东盟各国在 2012 年金边峰会因南海问题无法

通过联合公报之后，这个趋向已经充分了表示。尽

管其他东盟成员国（如印尼，新加坡和文莱）和东

盟本身尽量控制该局面以免它更进一步公开化和升

级，但情况几乎没有缓和过。

37　Kazuyuki	Katayama,	China’s	Rise	and	Japan’s	Malaysia	Policy	

(Kuala	Lumpur:	UM	Press、2013)

38　Prime	Minister	Nguyen	Tan	Dung	Speech,	Building	Strategic	Trust	

for	Peace,	Cooperation	and	Prospe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2013-06-01,	http://www.iiss.org/en/events/shangri%20la%20dialogue/

archive/shangri-la-dialogue-2013-c890/opening-remarks-and-

keynote-address-2f46/keynote-address-d176

39　同脚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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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安邦咨询认为马越领导人所释放的信息

含有两点中方值得考虑的：

四个东盟争议国已经分成了两派，第一派是马

来西亚和印尼所组成的而另外一派是菲律宾和越南

所构成。如著名安全专家 Ian Storey 所描述，在各

东盟争议国当中，只有马来西亚和文莱展开它们与

中国的南海双边对话 40。 虽然没有具体的成就，这

两国对南海的基本方正对中方寻求其争议的突破是

有利的。以越南的“软平衡”和菲律宾的“硬平衡”

政策相比，马来西亚和文莱的“中庸” 南海政策

是目前中方应该抓住的机遇，这也包括深化双边的

南海谈判机制或开发新的谈判思路。除了避免影响

到中国在南海的大战略和对东亚安全议题作出了贡

献，这样的外交部署上（细节性）的调整也使得中

国在该海域争议得到新的突破；

从东盟各南海争议国的共同点来看，马来西亚，

40　Ian	Storey,	“China’s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Diplom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January	2012,	 http://www.cnas.

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NAS_CooperationFromStrength_

Cronin_1.pdf

越南，菲律宾与文莱都希望所有争议方接受已经落

实的南海行为准则宣言。除此之外，这几个东南亚

国也期望中国可以与东盟和各国进行深入谈判，并

尽快地敲定最终的南海行为准则。所以，未来几年

的外交焦点和工作必定围绕于建立有效的预防冲突

机制。因此，所有国家的未来外交努力也需要容纳

这个多方面的机制在内。这就是说该机制不单单是

个行为准则，而是各国必需要准受的“道德准则”。

正在崛起的中国，任何外交事务有利于该国占据道

德最高点是极为重要的。

由此可见，在整个南海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

到当东南亚南海争议国提出共同立场的同时，它们

也体现了存在的矛盾。与主流的观点不同，安邦咨

询认为中国以整体东盟为分析和判断基础已经受到

严重的考验。反而，中方必须深入的摸透每一个南

海争议国的期望和态度，以便草拟更具体的计划，

有效地应对中国处于不利的状况。再者，通过这样

的细节性调整，中国 - 东盟合作关系也可以进一步

地提升，便减少“中国威胁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 -东南亚民间加强对话以实现共同梦想

China-ASEAN non-Governmental Dialogue Helps 
a Common Dream

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一直是中国和东盟国家

期待加强的领域，也是东盟十国争取实现互联互通

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如何对接这些美好的愿望对

中国 - 东盟双方来说都非常值得关注。广西首府南

宁正在积极抓住这个机会。南宁在中国以森林城市

著称，对于中国 - 东盟对话关系而言，南宁市已经

不再陌生。自从 2004 年以来，中国 - 东盟博览会

以及中国 - 东盟上午投资峰会均在此举行 41。

41　China-Southeast	Asia	People	to	People	High-Level	Dialogue	Kicks	

Off	 to	Realise	the	Common	Dream	and	Aspiration	of	 Its	Peoples,	04	

Jun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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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ast-asia-people-to-people-high-level-dialogue-kicks-off-

to-realise-the-common-dream-and-aspiration-of-its-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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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南宁又举办了中国 - 东南亚民间高

端对话会，主题是“和平、发展与合作，以双赢

实现人民的共同梦想和愿望”。东盟 10 个成员国 

（AMS）与中国的政府官员、政治领袖、前任资深

政治家、 学术界、商界领袖、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

媒体都参加了此次对话。

会议呼吁中国 - 东盟之间建立深度合作，以和

平、共存、发展和合作实现双赢，并提升中国 - 东

盟之间的战略关系。

对话是由中国国际交流网（CNIE）这个非政

府组织举办，CNIE 介绍了此次对话的参与嘉宾和

主题讨论的大纲，强调宗旨是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

中强化人民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平台和机制。

广西政府表示，广西是举办对话的最适宜之地，

位于中国南部，与越南共享边界，处在华南经济圈、

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点，同时，广西是

中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又有海洋接壤的省区，成

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通道以及中国与东盟合作

的前哨。因此，广西承诺支持和实现中国 - 东盟对

话关系，加深民间合作，使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人

民之间共同受益。

广西自治区副主席梁胜利说，有三个领域能使

广西帮助中国 - 东盟加强关系：（1）更好地组织

中国 - 东盟博览会；（2）利用对话平台提升民间

交流水平；（3）扩大文化、旅游、体育等许多领

域的沟通。而东盟社会事务发展主任 Danny Lee 表

示，东盟和中国可以在很多方面成为重要伙伴，东

盟和中国双方都愿意把重点放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平方面，因此，建立和平和稳定的环境对于在亚太

地区发挥作用是很重要的。

此次对话参加者也访问了防城港市，这座城市

是广西的重要交通枢纽和重要的港口城市，是东盟

和中国之间相互连通的连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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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经济交往日益紧

密，官方交流渠道已经难于满足发展需要，相关信

息已经反映了双方民间交流必须加快步伐的紧迫

性。因此，从各方面着手的民间交流越来越凸显出

重要意义，特别是通过多领域的深层次交往能发挥

实际惠及双方人民的积极作用。

越南和泰国大米库存增长的忧虑

The Concern of Growing Rice Stockpile in Vietnam 
and Thailand

东盟国家大米出口与库存出现了共同增长的趋

向，不断向大米价格施加压力及带来负面的影响。

越南粮食协会（VFA）的副主席在 6 月 5 日表示，

由于大米的货源供过于求，全球大米价格在未来

几个月的走势将疲软 42。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FAO），目前全球的库存预计是 1.718 亿公吨，

供应远胜于消耗。

目前，越南面临大米供应胜于市场需求的难题。

虽然越南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大米出口国，但它

却得依靠低价策略来提高该国大米出口和竞争力。

越南打算在近期储备 100 万公吨的白米，相等于湄

公河三角洲地区约五分之一的收获，以克服大米价

格跌至 26 个月最低的趋势 43。越南夏秋的大米储备

计划预计将从 6 月 15 日开始至 8 月 15 日，该项目

允许所有参与的公司充分利用 3 个月的零利率贷款。

虽然越南近几年已施行短期囤积大米以遏制国

内价格下降，但是该计划对出口的价格影响不大，

毕竟今年的出口价格仍然持续下降。此外，出口商

在前大米储备计划所存下的货量依然迟迟无法出

售，原因是进口国的存货充足及国外需求减弱，因

42　Vietnam:	Cheap	 rice	will	beat	Thailand	2013-6-5	 	http://www.

bangkokpost.com/breakingnews/353632/vietnam-relies-on-cheap-

rice-for-exports

43　Vietnam	Plans	 to	Stockpile	One	Million	Tonnes	of	Rice	 to	Boost	

Prices	2013-5-31		http://www.angimex.com.vn/en/2013/05/vietnam-

plans-to-stockpile-one-million-tons-of-rice-to-boost-prices/

此大米缓慢的消耗量不仅提高了经营的风险。

基本上，大米出口价格下降的原因来自多种因

素，例如有限的存储仓库、印度和泰国的供应不断

提升、非洲和亚洲传统买家的需求疲软。除此以外，

越南下一季的稻米预计在六月底收割，所以这一批

新的生产将继续提升其国的大米库存量及间接拉低

大米价格。

因此，越南保持谨慎及尽力在泰国释放其庞大

的大米库存量（估计 14-17 万吨）之前提高越南的

大米出口。VFA 已取消了高品质 5％碎米的最低出

口价格，以及下调 25％碎米最低出口价格至 365 美

元，该品级的最低出口价格在 2012 年 12 月 27 日

原为每吨 435 美元 44。越南行业官员预期该低价格

有助于吸引及提高关键市场如中国、印尼和非洲国

家的需求。

再看泰国的情况。泰国自 2011 年 10 月已执行

大米典押计划，政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本地大

米以助提高农民的收入。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惠及

800 多万当地稻农以及提升国内大米的价格。

44　Vietnam	Lowers	Minimum	Export	Price	for	25%	Broken	Rice	2013-

6-5	 	http://oryza.com/content/vietnam-lowers-minimum-export-

prices-25-broken-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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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该计划造成国内供应短缺及拖累了泰国

大米出口。本地出口商每月必须购买和出售至少 30

万吨非泰国大米（如柬埔寨、越南和巴基斯坦）以

应付泰国大米的短缺 45。相比之下，泰国 5％碎米的

售价比其它国家更高，每吨为 545 美元，越南的售

价则是每吨 385 美元、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为每吨

436 美元和 422 美元。本地出口商担心外国进口商

可能最终会绕过他们直接向便宜的起源购买大米。

近期泰国大米出口价格（特别是非香米）逐渐

下降，因前几个星期泰铢兑美元贬值。目前，5％

碎米的报价为每吨 500 美元，比起 2013 年 1 月每

吨 550 美元平均下降了约 9％，而且该价格也是自

2011 年 7 月以来最低 46。泰国大米出口价格可能继

续下降，因政府受到压力出售其庞大的大米库存（估

计至少 33 亿美元）以支撑今年 10 月才满期的大米

典押。然而，泰国大米近期的价格下跌仍远高于越

南、印度和巴基斯坦。

尽管大米典押使泰国大米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

45　Oryza	Rice	Recap	·	Asia	Rice	Quotes	Continue	to	Absorb	More	

Bad	News	with	No	End	 in	Sight	2013-4-23	 	http://www.oryza.com/

content/oryza-rice-recap-%E2%80%93-asia-rice-quotes-continue-

absorb-more-bad-news-no-end-sight

46　Drop	 in	Thailand	Rice	Prices	Likely	 to	Continue,	Says	USDA	Post		

2013-6-7		http://oryza.com/content/drop-thailand-rice-prices-likely-

continue-says-usda-post

争力，但政府打算继续执行第三届的 2013 年 -2014

年大米典押。虽然穆迪投资者调查在 6 月 3 日称，

该典押计划预计让泰国政府损失 88 亿美元的补贴，

而且对其国稳定 Baa1 级信用评级造成威胁 47。然而，

政府否认该计划对国家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并强

调该计划除了能提高稻农收入，同时也能促进国家

经济。

整体而言，大米储备计划一旦面临市场需求放

缓和低价格竞争就犹如陷入无止境的行业竞争。 虽

然东盟国家大米品级和种类多元化，但是却缺少了

独特优势的区别，毕竟各国都在生产大同小异的品

级和种类所以容易被其它东盟国家的大米取代。所

以依靠大米储存计划提高价格的策略不可忽略控制

生产 / 供应量，否则只能预期暂时性的成果，解决

不了价格继续下滑的趋势。 

47　Thailand’s	Credibility	Risks	Beating	Over	Rice	Dispute	2013-6-

7	 	http://blogs.wsj.com/searealtime/2013/06/07/thailands-credibility-

risks-beating-over-rice-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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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灾害管理部长级会议

ASEAN Ministers Meeting on Disaster 
Management (AMMDM)

东盟灾害管理委员会是由东盟常设委员会

（ASC）批准，在 2003 年正式成立，主要负责东盟

区域内自然灾害的预防和灾后管理等工作 48。早在

上个世纪 70 年代，由专家组成的负责相应工作的

工作组就已经存在，但真正规范实施是在 2003 年

ACDM 正式成立之后。

东盟区域灾害管理计划（ARPDM）

为了提升一个区域内对自然灾害的预防，预报

以及应对能力，东盟灾害管理委员会开发了东盟区

域灾害管理计划。该机购为东盟区域内的有关自然

灾害的处理流程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框架和

平台。

东盟灾害管理委员会不仅仅为东盟成员国之间

提供了自然灾害预防的平台，同时也是东盟国家和

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桥梁。通过东盟灾害委员会合

作的国际组织包括：美国农业部森林服务部，太

平洋灾害中心，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OCHA），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难民

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

际联合会，亚洲备灾中心（ADPC）等。

在具体行动计划方面，东盟灾害管理委员会

制定了 29 项活动，这些活动可分为以下五个类

别：1. 设立东盟相应行动计划。2. 进修课程和专业

发展。3. 东盟灾害信息共享与通信网络（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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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category/overview-2

DISCNet），即发展 ACDM 的网站和 NDMO 网站，

发布东盟灾害管理信息网（ADMIN）通讯。4. 与

有关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和动员财政

支持。5. 东盟自然灾害管理，以及加强灾害管理的

公众教育及认识课程。

现阶段的东盟区域灾害管理计划主要是在东盟

区域内建立灾害管理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包括发展

一个区域灾害管理和应急响应协议，制定标准的作

业程序以及实施灾害相应机制。

缅甸：经济改革的政治学

——	国际危机组织	亚洲报告No.231（4）

Myanma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4)

（接第 15 期）

四、经济重建与政治改革

4、能力有限

能力的欠缺并不单单只影响到公共部门；对私

营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问题。除了与人力资源发展有

关的问题以外，包括律师、会计和审计员在内的

提供支持服务的人员也很有限。2015 年当东南亚

国 家 联 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经济共同体生效时，缅甸企业将面临地区

性的竞争，对此许多决策者和工商界人士都觉得缅

甸企业还没做好准备 49。

5. 经济制裁继续

长期以来，缅甸一直受到制裁和其他措施的影

响，这些制裁和措施是由各个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

49　国际危机组织 2011 年采访缅甸的政府决策者和商人。

V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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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国际危机组织一直都认为，总的来看这些

制裁和措施的效果适得其反 50。作为对缅甸快速变

革的回应，这些制裁和措施已经大大放宽，但其中

一些仍在生效 51。2012 年 4 月，欧盟（EU）宣布

“与缅甸的关系开启一个新篇章”，它将暂停——

但不是完全取消——除武器禁运外的所有对缅制裁

措施 52。

暂停的措施包括对特定个人和企业的资产冻

结以及行业投资限令和进口限令等。目前欧盟

还是拒绝按照普遍优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给予从缅甸进口的商品关税优惠。这

项制裁是一个单独行为形成的结果，虽然目前仍在

生效，但制裁的取消指日可待 53。

2012 年 5 月，美国宣布将放松部分对缅金融和

投资制裁，7 月即兑现了承诺 54。虽然一些基本法令

仍有效 55，但是奥巴马总统运用其行政权力批准了

美国对缅进行新的投资——自 1997 年起美国就开

始禁止对缅投资。他还批准向缅甸出口自 2003 年

起禁止出口的金融服务——这是关键的一步，因为

这项措施实际上把缅甸排除在了以美元为基础的国

际结算系统之外。

50　关于此观点的论据，例见国际危机组织简报：《缅甸大选后的政治格

局》。

51　澳大利亚、挪威和瑞士已经取消了除武器禁运以外的所有制裁措施。

52　《 欧 盟 外 事 委 员 会 关 于 缅 甸 的 结 论》(Council	conclusions	on	

Myanmar)	，	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第 3159	次会议，卢森堡，2012	年 4	

月 23	日。

53　《 欧 盟 外 事 委 员 会 关 于 缅 甸 的 结 论》(Council	conclusions	on	

Myanmar)	，该文第8	段阐述了委员会“支持在国际劳工组织进行评估后，

一旦所需条件都已得到满足，要尽快恢复对缅甸实施普遍优惠制（GSP）”。

这里提到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因与一个事实有关，那就是最初拒绝对缅实

施普惠制的部分原因与该国的强迫劳动状况有关。最近，鉴于缅甸在改

善强迫劳动状况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国际劳工组织放松了对缅的制裁措

施，这将为 EU	早日对缅实行普惠制开辟了道路。

54　《政府放宽对缅金融和投资制裁》（Administration	eases	financial	

and	investment	sanctions	on	Burma），简报，美国发言人办公室，美

国国务院，2012 年 7月 1日。

55　 这 些 法 令 包 括《 缅 甸 自 由 和 民 族 法 案》（2003）（Burmese	

Freedom	and	Democracy	Act	of	2003）和《汤姆·蓝托斯制止缅甸军

人集团反民主行径法案》（2008）（Tom	Lantos	Block	Burmese	JADE	

(Junta’s	Anti-Democratic	Efforts)	Act	of	2008）。

这项超过50 万美元的新投资将受到一个约束，

那就是要求进行上报，这个要求的目的在于促进可

靠的商业行为 56。美国仍然禁止其公民同缅甸一些

个人和公司进行交易——这些个人和公司在美国

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的指定名单上榜上有

名 57。

56　美国国务院简报，引用如前。

57　这份名单目前包括了 111	个缅甸的条目，	见 http://sdnsearch.ofac.

trea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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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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	AppENdix A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3.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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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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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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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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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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	AppENdi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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