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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剖析日本首相安倍的马来西亚之旅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虽然安倍此行在某种程度上

Dissecting Abe’s Coming ‘Strategic’ Visit to
Malaysia

是针对中国，但我们必须用一个比较宏观或者策略
性的角度来看待此事。换句话说，安倍访问马来西
亚既符合日本对东亚地区大战略的，又是其中一颗

根据共同社 7 月 9 日的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

重要棋子。

1

三在 7 月 25 日对东南亚各国进行国事访问 。其中，
马来西亚已成为安倍这一次拜访的其中一国。值得
一提的是，虽然访问还没正式进行，日本及其他外
国媒体已经做出了种种的猜测。其中日本对南海问
题的参与已经成为了各媒体的猜测重点。作为独立
的智库机构，马来西亚安邦研究团队对此问题将进
行分析。

从舆论层面看，安倍的马来之行将成为部分国
际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的一个议题。在我们看来，

在马来西亚安邦看来，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政
经社工作 2 由来已久，单单一次访问是不会带来很大
的波动。相反，更需要关注的是日本多年在马来西
亚进行的各种政经社工作（包括双边援助、互信建
立与宣传事务）和它们活动所带来的效果。为此，
我们认为有五点是多方应该关注的。

一、经过三十余年的向东政策，马日关系已到
了新的岔口。在中国与东盟各国建立密切贸易关系
的背景下，以往的马日合作伙伴关系已失去了它的
核心。再说，日本经济问题也使得东京把目光和精

1

Abe to visit 3 S.E. Asia Nations from July 25, Kyodo News

International, 2013-7-9, 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news/
kyodo-news-international/130709/abe-visit-3-se-asia-nations-

2

july-25

力扩散。

指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代表一种综合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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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转到日本国内去。这也充分地解释了日本对马来

目前，日马两国已经抓紧此事，整个“新向东

西 亚 的 发 展 援 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政策”战略还在探索之中。所以，具体的措施仍然

ODA）大幅度地下滑。从 2010 年开始，日本作为

较为模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两国已经加速培

马来西亚第一大援助国的身份已经消失了。虽然

养马来西亚技术人才，并将此作为该政策的一个

日本无偿援助与技术合作援助没有大幅度的下降，

核心目标。对比以往的做法（送马来西亚学生留

但日本贷款援助已经从 2009 年的 6175 万美元降到

日），日本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建立了马日国

2010 年负的 8632 万美元，而该赤字也在 2011 年为

际科技学院（Malaysia-Jap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4992 万美元 3。换句话说，马来西亚在有关的发展

Technology, MJIIT），并通过这个方式在当地培养

项目上已经无法取得更多日本资金的支持。

马来西亚工程科技人才。再者，这样的方法既可以

那么安倍的访问将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安
倍来马不是为了提升该国对马来西亚的援助金额，
而是为了重新激活处于低迷的马日关系。由于马来
西亚当局也意识到日本无法像以往那样提供大量的
援助金，纳吉政府已经在前两、三年与日政府探讨
和拟定前首相马哈蒂尔的“向东政策”。也就是在
这几年，双方开始推进所谓的“新向东政策”措施。

减少日本对马来西亚学生留日的财政负担，又可以
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所以，安倍此行
的一个目的是“激活”日马两国关系。
二、如各国媒体所猜测，安倍必定在中国与
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拉拢马来西亚制衡中国。虽然
日本期望通过它所实行的“价值观外交”吸引更多
的东盟及亚太国家进入美日阵营，但马来安邦认为
安倍此行不会有所突破。虽然一些马来西亚专家如

3

日 本 外 务 省，Japan’s ODA: Data By Country, http://www.mofa.

go.jp/policy/oda/data/pdfs/malaysi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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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 Malaysia 的外交 / 安全董事 Tang Siew Mun 公开

欢迎日本建设性参与本地区的安全事务 4，但马来西

作项目。因此，我们相信安倍这一次访马不会在安

亚政府仍是保持它一贯的谨慎态度。与菲律宾阿基

全领域上取得重要进展。

诺政府不一样，纳吉政府不会给日本任何正式声明。
三、日本政府依然会延伸它与马来西亚的经济
马来安邦的分析表明，最有可能探讨的合作项

合作关系。由于以日本贷款援助取得双边经济发展

目只能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经过整理过的最近两

的机遇已减少了许多，目前马日正式合作项目有三

国首脑会议外交和防卫文件来看，我们认为，重要

个方面：高速铁路、智能社区和水务业务 6。但是这

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合作项目，就算是达成，也不

也不代表日本在马的经济影响力已经消耗殆尽。值

会有很大的意义。原因在于，马来西亚不是日本最

得注意的是，日本充分采用了“国退民进”的投资

关键的地区安全伙伴。此外，自 2009 年日本对马

方式，即日本政府减少了它对马来西亚国家对国家

来西亚提供海上监视设备方面的财政援助（为了更

的援助，日本民间企业却同时保持甚至增加它们在

5

有效在马六甲海峡应对海盗问题）之后 ，日本政府

当地的投资量。

最近几年也没有与马来西亚当局探讨过新的安全合
在这种投资模式下，日本仍然在马来西亚扮演
4

着重要的外来投资者角色。根据马来西亚贸工部
A Strong Japan Good for the Region?, New Straits Times, 2013-6-

11, http://www.nst.com.my/opinion/columnist/a-strong-japan-goodfor-the-region-1.29767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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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ala Lumpur: UM Press, 2013), p. 56.

6

日 本 外 务 省 , Japan-Malaysia Summit Meeting (Overview), 2012-

9-9,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malaysia/meeting1209_
p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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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的数据，日本企业仍是马来西亚制造业最大

外交措施已表明了它想展示作为地区大国的“责任”

投资者（8.77 亿美元），其次为沙特阿拉伯（8.30

和“贡献”。尽管其它东盟国家也欢迎日本扮演建

亿美元）、新加坡（6.94 亿美元）、中国（6.20 亿

设性的角色 7，但都不是没有前提的。也就是说，

美元）与韩国（5.13 亿美元）。可以认为，随着日

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不能改变其它东盟国家目前

本政府减少它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参与并大幅度

与中国的良好政经关系。如新加坡著名学者 Simon

地撤回官方援助资金，日本民间企业也顺理成章地

Tay 所指出的，东盟各国，除了对日本建设性的参

填补了这个空缺。因此，日本依然保存它在马来西

与表示支持，也必须避免加入日本“围堵”中国的

亚的经济影响力。在这一点上，马来安邦认为，安

行列 8。根据马来西亚安邦研究团队的观察，这样的

倍此行也有推动日本企业来马来西亚投资的象征性

看法还是东盟各国（包括马来西亚）政府的主流看

意义。而对纳吉政府来看，与安倍继续保持经济关

法和通常观点。马来安邦估计，除了菲律宾之外，

系符合吸引外国投资者来马的长期目标。

安倍此行也不会与新加坡政府达成超越性的战略合
作成果。

四、日本在马来西亚学术界已经具有很大的影
响力，并拥有可观的人力资本。马来安邦的明确判

总体来说，日本与东盟各国的例子只不过是安

断是，目前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得到马来西亚

邦所提倡的“均衡竞争”9 游戏的一个案例。对于一

学术界的认可。我们认为，日本这番成就得益于比

个影响力日渐上升的中国来说，这一种趋向只会变

其它国家在当地的宣传工作做得更优秀一些。对于

得越来越明显。而北京目前需要做的是，第一、接

在马的日本学者来说，安倍的来临带来一个重要信

受这种趋向并与它共存；第二、与东盟诸国如马来

息：安倍是六年以来第一位访马的日本首相；更巧

西亚，建立更加紧密的双边经济关系；第三、在经

的是，这两次访马的日本首相都是安倍本人。种种

济之外，还要开发和加强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政治与

迹象都证明了安倍政府对马来西亚的重视，也带给

社会工作，以便宣传中国的形象，展示中国作为一

学者们肯定、机遇与鼓励。

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这也是东盟国家所期望看
到的。

可以肯定的说，随着安倍这一次国事访问，日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马来安邦认为，中国必须

本旗下的基金（比如日本基金）将通过无偿援助的
方式保留甚至增加对马来西亚学术界的研究资助。

拟定一个新的外交方向。与其对安倍此行感到顾虑，

这也使得驻马的日本大使馆可以继续展开更多的

倒不如积极探讨日本在东南亚的各种工作。同时，

政治宣传，尤其是通过学术机构和活动（马来西

通过学习日本在东南亚的政经社工作，中国也可以

亚日本学学会、东盟日本学会议等等）宣扬日本对

取得正面的案例，并建立一套更全面和有效的“中

当地社会发展的贡献。此外，日本将继续赞助马来

国对东南亚外交模式”。马来西亚安邦所主张的马

西亚日本学学者们出席公共场合，并提出他们对钓

中“新型市场伙伴关系”就是该计划的其中一部分。

鱼岛及南海问题的第三方观点和看法。因为这些
为数众多的学者都在不同领域上担任高职（如 ISIS
Malaysia 与马来西亚顶尖大学），他们的言论将对
日本在马的形象和影响力带来正面因素的作用。
五、访问一个六年未曾有日相来过的国家也表
明了日本“重返东盟”的决心。不可否认，安倍马
不停蹄地访问东南亚几国是一种“立威”的动作。
对该国的战略伙伴——菲律宾与越南而言，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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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apan is Integral to the Future of Asia: PM Lee Hsien Loong, Channel

NewsAsia, 2013-5-23,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
singapore/japan-is-integral-to-the-future-of-asia-/684922.html
8

ASEAN Should Be Vary of Being Drawn into Japan’s Dispute, The

Nation, 2013-7-17,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opinion/Aseanshould-be-wary-of-being-drawn-into-Japans-di-30198424.html
9

详见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的《陈功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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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泰国水利行业前景看好

侵入巴帕南河，解决土地盐碱化及农业用淡水问题，

Investments on Thailand’s Hydropower Industries
Look Optimistic

改善了洛坤府和附近区域的土壤条件，解决了当地
工业和生活用水缺乏问题，是泰国规模较大、影响
力较强的水利工程，泰国皇室多次亲临项目现场巡

据媒体 6 月 27 日报道，泰国政府近日确定了

视 11。中国水电先后完成科龙泰单大坝、美水大坝

承建其大型治水工程的企业，韩国水资源公司、泰

和乔比雅水电项目等重要水电基础设施，同时重要

国和中国的企业联盟等 4 个集团拿到了全部 9 个项

在建项目包括纳瑞水电站、热回收焦炉土建工程、

目，总投入约为 3 千亿泰铢（约合人民币 602 亿元）。 大众捷运蓝色线轨道交通项目及附属输变电线路改
其中，韩国水资源公司拿下了最大一笔订单。内容

迁等项目，合同总额约 2.8 亿美元 12。中国在东盟先

包括建设长达数百公里溢洪道等 2 个项目。订单总

后完成了 38 个大中型承包工程项目，领域涉及水

额将占整体的 5 成以上，达到约 1630 亿泰铢。泰

电站、轨道交通、输变电线路、跨海大桥、市政改

国大型建筑企业意大利 - 泰国开发集团
（Italian-Thai

造等，合同额约计 25 亿美元。而目前，中国水电

Development Plc, ITD）与中国电力建设集团等企业

在东盟市场的在建项目达 33 个，合同额约计 48 亿

联盟拿到了蓄水池建设和防水堤建设等 5 个项目。

美元。除此之外，中国水电在东盟市场还有水电及

10

所有大坝建设工程均力争在今后 5 年内完成 。

矿产开发项目 5 个，投资额达 17 亿美元，其中 2
个项目已投产。

这项工程是在 2011 年泰国遭遇大洪水后由泰
国政府带头筹划的，旨在通过建设和完善大型治水
工程，来避免或尽量降低因洪水而引发的生命财产
及社会经济活动的损害。不能忽视的是，引发洪水
的是流经中国云南省、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
和越南的湄公河，而作为湄公河的上游国家，中国
更是泰国天然的在水利方面合作的伙伴。纵观历史，
中国企业投资泰国水利项目由来已久，只是在与其
他东盟国家比较下，关注度较低。
例如，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水电响应国家“走
出去”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国际化经营。凭借良好
的对外交往和地缘联系，东盟国家是中国水电开始
国际化经营后首先进入的市场。1999 年，中国水电
进入泰国市场，第一个项目就是泰国国王御批的泰
国巴帕南水闸工程。该项目主要是防止上涨的海水

11

12
10

  “日媒：中国在泰国获多个水利工程项目”，2013-6-27，http://

oversea.huanqiu.com/economy/2013-06/4067923.html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在东盟的发展之路”，2012-12-20，http://

news.hexun.com/2012-12-20/149279971.html
“ 中 国 水 利 水 电 建 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在 东 盟 国 家 的 发 展 之 路”，

2013-1-10，http://news.hexun.com/2013-01-10/150023302.
html?fromtool=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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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方面，2012 年 4 月，泰国总理英拉访问
中国，表示泰国当年用于水利工程建设的预算大约
为 1200 亿美元，主要用于预防水灾、水利基础设

越南引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
Vietnam Attracts Foreign Investments to Hi Tech
Industries

施建设等方面，并与中国的相关企业会面，希望中
国企业能积极投入到水利建设中 13。仅四个月后，

今年 5 月，越南韩国商会会长接受越南媒体采

泰国便与中国水利部签署水利及水资源合作谅解备

访时称，韩国对越直接投资正向高附加值的高科技

忘录（MOU），以促进两国在水利及水资源管理

产品领域发展。3 月 25 日，三星电子在越南北部太

方面的学术研究及合作。该备忘录中涉及到水资源

原（Thai Nguyen）省投资 20 亿美元兴建的手机生

可持续发展管理以及洪灾预防等多方面，如水库水

产工厂正式开工，并有望在年底投入生产。这是三

坝建设和管理、气候变迁对水资源影响的研究、洪

星自 2009 年来在越南投资兴建的第二座手机厂。

灾预防以及救助、水土保持工作、水利以及排洪工

三星计划今年在越南生产 2.4 亿部手机，并已开始

14

作、国际水资源合作等 。泰国专家认为，今后 3

将各零部件公司汇集至越南当地，推进实现电子产

年（2013-2015 年），中国向泰国申请投资优惠奖

业聚集，从而使越南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大幅提高，

励的投资额年均增率将接近 40%，尤其是农业和农

最终占据全球两成份额 16。无独有偶，去年同期全

产品加工业如乙醇、生物塑料和橡胶制品、机械、

球手机销量排名第二的诺基亚也在北宁省建设工

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商品集散中心以及房地产业，

厂。据悉，这座工厂在建成后将为越南当地提供约

以及中国政府投资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高速铁

一万个工作岗位，并且在 2014 年底前生产出至少

15

路、水利工程等 。再反观今年 6 月中国企业刚刚

4500 万部手机设备 17。

中标承建的大型水利项目，无不体现了泰国在政策
和实际工作中吸引中资企业来泰投资的强烈意向。
如前所述，地理上，中国是流经泰国湄公河的
上游国家，同泰国一样，也长期受到洪水的影响，
然而正因如此，中国在治理河流洪水方面有着长期
而卓有成效的经验，这些治理经验都是泰国所急需
的。同时，泰国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低于中国沿
海地区法定最低工资加福利待遇的劳动力成本，而
中国方面可以提供水利方面的专家参与指导建设工
作，这些都是吸引双方合作的因素。然而，中国企
业在泰国投资兴建水利工程，也应注意吸取在缅甸
兴建密松水电站的经验教训，注意与当地政府、居
民、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好公共外交和沟通
方面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泰在水利工程
方面的双赢。
13

“泰国商业部长：泰国投入 1200 亿美元建设水利 中国大有可为”，

2012-4-18，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17690792.html
14

“国内阁批准中泰水利合作签备忘录”，2012-8-15，http://www.

16

“越南或将取代中国 成全球智能手机生产大国”，2013-5-14，

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08/20120808286723.html

http://www.cnii.com.cn/digital/2013-05/14/content_1147216.htm

15

17

“ 中 国 对 泰 国 投 资 趋 向 增 长”，2012-9-6，http://www.caexpo.

com/news/info/focus/2012/09/06/3575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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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越南工厂完成奠基 预计 2013 年初建成”，2012-4-25，

http://mobile.163.com/12/0425/01/7VT952OT0011309N.html

过去多年来，韩国对越投资一直集中在低附加

人力资源转变 19。

值、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近年来，越南在这些产业
上的优势渐渐丧失，越南政府实行税收优惠政策鼓

因此，不难发现，越南政府无论是在政策还是

励外资企业对高科技领域进行投资，这使韩国企业

具体实践上，都开始改变其传统的依靠劳动力价格

改变了对越投资的方向。兴建手机工厂仅仅是众多

低、土地和税收优惠等优势的引资方向，而转向高

外商投资越南的一小部分，据越南计划与投资部统

新技术、规模大、竞争力强的含金量更高的产业。

计，截至 2013 年 2 月底，越南吸引的外国直接投

作为越南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应该审时度势，

资项目共有 14550 个，注册资金总额达 2110 亿美元， 迅速调整其对越南投资的结构。截至 2011 年，我
实际到位资金 1000 亿美元。越南颁布《外国投资法》 国在越南的直接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领
25 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对越南经济快速增长做出

域，其数量和注册投资金额分别为 544 项和 21 亿

了积极贡献，外资企业已成为越南国民经济的重要

美元，分别占投资总数量的 73.2% 和投资总额的

组成部分。不过，随着外资不断进入越南，也暴露

69%。其次分布在房地产投资领域，占投资总额的

出一些问题与不足。首先，各领域吸引外资比率失

14%，余下的分布在其他各个领域 20。根据现在越南

衡。目前外资绝大部分进入到工业、建筑和服务领

政府对吸引高新技术外资的重视，中国企业可以在

域，农业领域吸引的外资仅占区区 1.6%；其次，技

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更有作为，可在未来多

术含量高的外资项目比重较小。据统计，目前越南

关注投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的高

已吸引了 500 家跨国集团中的 100 多家来越投资，

新技术产业。

占越南吸引外资总额的 47.2%。在所有外资项目中，
仅有 5-6% 的外资项目使用高新技术，80% 为普通
技术，14% 使用落后技术 18；第三，外资对配套工
业投资较少，更倾向于加工、组装工业。目前，越
南吸引外资还存在着中小型外资项目居多、资金到

印度尼西亚棕榈油出口的新机遇
New Opportunities for Indonesia’s Palm Oil
Exports

位率较低、外资综合效率不高，参与全球产业链能
力较弱等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越南总理阮晋勇于今年 5 月强

今年 7 月，据五位种植园公司经理以及一位精
炼商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六月底印尼棕榈油库
存可能减少 7.7%，为 240 万吨，这将是自 2012 年

调，今后越南政府将继续努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六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棕榈油库存减少的原因
改善投资环境，为吸引更多并有效使用外资创造便 是印尼国内棕榈油消费增长，斋月节期间的需求增
利条件。随后，其国家计划投资部部长对吸引外资

加，提高了棕榈油出口量。印尼植物油行业协会执

也提出更为具体的四大方针：一是大力转变吸引外

行总裁称，印尼二季度棕榈油消费量比一季度增长

资方向，着重选择高技术、环保并符合越南国家和

11%。国内需求同样受到生物柴油消费的驱动。他

产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外资项目；二是特别注意吸引

称，七月和八月棕榈油出口可能增长，因为原油价

规模大、产品竞争力强并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外资

格上涨，将提振生物燃料需求。这对价格利好。六

项目；三是根据越南各行业、各领域、各地区的特

月十九日该协会表示印尼五月份棕榈油出口量增长

点来规划引资工作，以发挥各自的投资效益；四是

了 22%。

逐步将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向依靠高素质
19

“越南提出吸引外资四大方针”，2013-5-16，http://news.china.

com.cn/live/2013-05/16/content_19987820.htm
18

“越外资项目中仅 5% 为高新技术”，2013-3-28，http://intl.ce.cn/

sjjj/qy/201303/28/t20130328_24242848.shtml

20

“中国在越投资逾 31 亿美元 越南对对华贸易充满信心”，2011-1-

10，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36871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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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有约 20 个国家在生产棕榈油，主

从 2015 年开始，只允许出口 50% 的原棕榈油，到

要生产国只有三个，分别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2020 年只允许出口 30% 的原棕榈油，藉此发展国

和尼日利亚，这三个国家的总产量占世界棕榈油总

内棕榈油下游产业，带动印尼经济增长 21。

产量的 88%，自 2007 年以来，印度尼西亚（以下简
称印尼）成为世界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尼棕榈

印尼棕榈种植园长期以来主要有 3 种经营模式：

油主要产区在苏门答腊岛，其棕榈种植面积和产量

大型私人种植园、国营种植园和个体农户小型种植

占印尼总面积产量 80%。印尼的棕榈油生产商很多， 园。近十年，为适应国际市场发展和价格波动大的
著名的有金光集团（SinarMas Group）、米南伽奥 情况，棕榈种植园模式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逐渐
甘 农 业 公 司（PT Perkebunan Minanga Ogan）、 金

由政府主导和控制市场转向私人部门经营和市场自

鹰国际集团（RGMInternational）等，其中金光集

我调节为主，国营种植园的面积和产量在总种植面

团是印尼最大的棕榈种植、棕榈油精炼加工和油化

积和产量中所占比重由 1986 年的 54.8% 和 67.8% 下

学品生产商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精炼厂。 降到 2006 年的 11.5% 和 15%，而同期大型私人种
上述集团、公司掌握印尼大部分棕榈油市场，为印 植园的面积和产量比重分别由 23.8% 和 28% 上升
尼和各国提供了大量的棕榈油。为了支持棕榈油行

到 45% 和 47.7%，已发展成为棕榈业的支柱，个体

业发展，印尼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如 2011

农户种植园的面积和产量比重从 21.4% 和 4% 增长

年 10 月 1 日起将印尼棕榈油出口最高关税从 25%

到 43.5% 和 37.8%，其增长势头最猛。油棕企业也

下调到 22.5%，最低出口税率从 1.5% 上调到 7.5%。

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利润，2010 年每吨棕榈油能带来

这些措施均会提升印尼的棕榈油加工利润，在长期
内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此外，印尼政府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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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印 尼 棕 榈 油 产 业 概 况”，2011-9-8，http://finance.ifeng.com/

roll/20110908/4562826.shtml

910 美元的收入，据称该行业的全球员工超过 600
22

万人 。

随着国际市场对天然棕榈油和精炼产品的需求
上升，2013 年印尼的棕榈油出口预计将增长 10.19%
至 2000 万吨，创下历史新高。印尼棕榈油协会年

22

“美国生物燃料政策排斥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棕榈油”，2012-4-10，

http://www.forestry.gov.cn/portal/main/s/239/content-547381.html

初称，棕榈油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受到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市场的驱动。中国和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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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对生物柴油等的需求上升也进一步推动了印尼对
23

值黄金期，但为防止棕榈油国际贸易疲软，鼓励国

于上述国家出口的依赖性 。根据美国彭博社今年 4

内棕榈油生产商发展下游产业。然而，因为其棕榈

月 9 日报道，中国是印尼棕榈油的第二大进口国，

油主要用于出口，比较少加工成能源产品，因此产

由于中国对其进口需求减少，这个世界第一大棕榈

品附加值不高，其下游产业主要是发展缓慢的生物

油生产国的出口量将大幅下降，于 3 月份达两年来

燃料工业。尽管发展棕榈油下游产业需要很多资金，

历史新低。四位种植园区经理和一位分析员表示，

但为了鼓励其发展，印尼政府计划推动燃油补贴向

印尼的棕榈油销量已从上月的 204 万吨下降 19% 至

生物燃料发展转移 27，长期来看，其市场前景依然

165 万吨。印尼棕榈油协会（Gapki）的相关数据显

广阔。

24

示，这是自 2011 年 3 月份以来最为严重的下滑 。
又据《抨击报》报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棕榈
油和优质可可生产国之一，印度尼西亚将与尼日利
亚开展农业合作，在印尼投资建设棕榈油、可可等

柬埔寨食糖业迅速扩充带来用工和环境隐忧
Sugar Rush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Cambodia

农作物种植园，由尼方提供土地。印尼工业部部长
陶菲克称，在棕榈油、可可等农业合作方面，尼方

履行全球食糖产业的需求对柬埔寨来说是一门

表示将根据印尼方需要，提供足够的土地。尼方还

有利可图的生意，因欧盟贸易优惠计划“一切，除

将建立加工厂，并将相关农产品出口到印尼 25。

了武器”（Everything but Arms - EBA）允许所有

同时，由于棕榈的大量种植，棕榈油生产加工
业也随之成为印尼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之一。棕榈
油被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比如方便面、糖果、化
妆品业与燃料。例如，印尼总统苏西洛提高了政府

在柬埔寨生产的食糖免税和不少于最低价格出售到
欧洲市场。据 7 月 3 日的消息，这几年以来柬埔寨
已将 7.5 万公顷以上的土地已批给私人公司作为甘
蔗生产 28。

支出并吸引了联合利华与欧莱雅等投资者，印尼经

在 2010 年，柬埔寨一共出口 10 万公斤食糖到

济在过去 8 个季度里增长了 6% 以上。印尼植物油

欧盟。随后 , 2011 年的食糖出口大幅增加至 22.5

行业协会执行董事 Sahat Sinaga 表示，棕榈油的消

万公斤 , 但是去年的食糖出口却下降至 15.5 万公

费量将会提高，因为政府将基于棕榈油的生物燃料

斤 29。官方数字显示，柬埔寨去年所生产的食糖有

中棕榈油混合比例从 5% 提高到 7.5%，棕榈油在化

97％都出口到欧盟。与此同时，英国糖业公司 Tate

学品中的需求仍会增长 26。美国农业部数据也得出

＆ Lyle 却买下了其中 99％的出口 30。虽然 EBA 的

相似的结论，根据分析，在过去四年里，印尼棕榈

宗旨是促进世界落后国家的经济以及保护当地农民

油消费量增长 51%，远高于分别增长 21% 和 15% 的

免受全球价格波动的影响。然而，当地农民抱怨该

小麦和食粮。

计划中高度受益的一方是食糖大企业。

印尼农业部日前称，目前，国内棕榈油生产正

27

“ 印 尼 鼓 励 棕 榈 油 下 游 产 业 发 展”，2012-10-25，http://news.

china.com.cn/live/2012-10/25/content_16832691.htm
23

“印尼棕榈油出口前景良好”，2013-1-9，http://news.china.com.

cn/live/2013-01/09/content_18103234.htm
24

“印尼棕榈油出口将下滑 被指受中国需求放缓影响”，2013-4-

10，http://news.163.com/13/0410/14/8S3UVJ0R00014JB6.html
25

“尼日利亚与印度尼西亚开展棕榈油加工合作”，2013-3-1，http://

info.tjkx.com/detail/966343.htm
26

“印尼将超越印度成为第一大棕榈油消费国”，2012-11-29，http://

finance.sina.com.cn/world/20121129/1427138416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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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Stop the sugar industry from bleeding Cambodian farmers by taking

their land，2013-7-3， http://farmlandgrab.org/post/view/20754
29

Duty-Free Sugar Exports to EU Hit $13 Million，2013-4-10，

http://www.opendevelopmentcambodia.net/duty-free-sugar-exportsto-eu-hit-13-million/
30

Cambodia's sugar rush leaves farmers feeling bitter at 'land grab'，

2013-7-9，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3/jul/09/cambodiasugar-land-grab-claims

而受益，相反地它会降低就业机会和社会发展。此
外，欧盟贸易优惠计划并不是导致柬埔寨侵犯人权
问题的根源，因此修改 EBA 的机率并不大。由此
可见，柬埔寨政府应该做的是重新及积极地审视经
济土地经营权（ELC）和贸易政策，以确保农业可
持续发展以及维护农民和整个社会的利益。

马来西亚中小企业面临外劳免试用期新政
策负担
No Probation Period for Foreign Workers Increase
Malaysia SMEs’ Burden

柬埔寨土地法的经济土地经营权（Economic
Land Concession - ELC），强调该国土地可被授予
长达 99 年的农产品加工业开发权，但一个人或一
间公司只能被授予不超过一万公顷的专营权。然而，
一些大的制糖企业利用 ELC 漏洞获得比规定标准更

马 来 西 亚 人 力 资 源 部 在 7 月 11 日 宣 布， 从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所有新引进并持有临时工作准
证（PLKS）的外劳，将不会实施试用期的政策，意
味着新进外劳将直接成为正式员工，并有权享有国
内的最低薪金制度 31。

大的区域。例如，泰国孔敬糖业有限责任公司（KSL）
旗下的两家公司，在 Sre Amble 地区，总共获得了 1.91
万公顷的土地，超越了法律限制的近一倍。
柬埔寨三个省即 Koh Kong, Kampong Speu and
Oddar Meanchey 受经济土地经营权（ELC）的负面
影响较强。大企业急于扩大甘蔗种植园而执行强制
驱逐、侵犯人权、聘用童工、破坏农田和森林等等。
许多村民和农民失去他们的土地与生计，皆因他们
被迫让位给甘蔗种植。村民和农民已正式地把其案
提交与柬埔寨法院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
室审理。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呼吁调查有关柬埔
寨农产品出口到欧盟所引起的严重人权侵犯问题。
基本上，柬埔寨的土地权是极具争议的问题。
柬埔寨土地的所有权难以确认是因为该国的法律和
政治结构随着红色高棉政权的失败而不断地发展。该
但这一措施宣布后，却引起马来西亚私人企业，

国正在尝试通过政府项目重建新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尤其隶属制造领域的中小企业（SME）之反对，主
毫无疑问，EBA 对柬埔寨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
不少。实际上，柬埔寨国不会因撤销或暂停 EBA

31

“ 新 引 进 外 劳 取 消 试 用 期”，2013-7-14，http://www.nanyang.

com/node/548673?tid=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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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9 万名合法外劳在私人企业就业。同时，伊斯
迈也表示，内政部截至去年 8 月 31 日的数据，亦
有 130.31 万名非法外劳逗留在马来西亚 32。
此外，根据内政部长阿末扎希在国会会议提出
的数据，截至 2012 年 11 月，在外劳 6P 漂白计划下，
已让 50.31 万名外劳合法化；而在该计划下登记的
非法入境者则高达 101.58 万名 33。从上述所提供的
数据，基本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境内的外劳总数已
逼近 300 万人，若加上一些未被纳入数据的外劳人
口，实际上很可能已经超越该数字。
由此可见，推行已久的外劳政策，已让马来西
亚的中小企业过度依赖外劳，导致当前的经济转型
步伐上，面临着一股强大的阻力。同时，政府在推
要在于认为这项措施将会加剧企业运作、资金与培
训上的负担。这某一程度上，反映出政府与民间企
业，尤其中小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商。
马来西亚政府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起所推行的
外劳引进政策，确实有效改善了国内劳动力短缺与
劳动成本上升的问题，并让国家顺利从农业为主的
经济体，转型成为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工业经济体。

动上述免试用期政策之际，并没有详细说明推行的
原因，也未与广泛使用外劳的企业进行交流，这自
然会引起民间企业的反弹。
对马来西亚来说，经济转型与提升国民收入，
是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因此，
不可否认的是，政府未来在制定与推行任何政策与
措施，需要针对性与涉及的企业进行深层的探讨，
方能降低或减少政策执行后的反弹效应。

然而，随着印尼、泰国、越南等拥有庞大人口
的东盟成员国崛起，马来西亚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
阱的困境之中，首相纳吉便在 2010 年提出了经济

文莱私营部门雇佣当地人是重要思维改变

转型计划，藉由提升高端科技工业与服务业的比重， Brunei: Employing Locals in the Private Sector
来推动经济成长与转型。
但在转型至高端科技的同时，外劳便成为一个
尾大不掉的课题。毕竟，转入高端科技工业需要的

文莱希望开发私营部门就业，以使这一领域能
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4。

是技术专才，而这群庞大的外劳人口却只能从事低

在文莱的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占总体业务的

端的生产项目。另外，国内接近 8 万家中小企业在
财力与物力的疲乏下，也只能持续依赖引进更多的
外劳来提升其低端工业的效率。换言之，政府转型

32

“副人资部长：马来西亚外劳人数近 300 万”，2013-7-11，http://

news.sinchew.com.my/node/309980?tid=1

的概念虽好，但中小企业的无力转型，也是不争的

33

事实。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65114:

根据人力资源部副部长伊斯迈在国会下议院会
议中透露，截至今年 3 月，移民局数据显示共有

“ 截 至 去 年 50 万 入 境 者 漂 白 ”，2013-7-16，http://www.

50&Itemid=113
34

Employing locals in the private sector Huge change in

mindset needed, July 14, 2013, http://www.bt.com.bn/newsnational/2013/07/14/employing-locals-private-sector-huge-changemindset-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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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其中一些需要转型成为跨国公司，这些公司

么人们看到在以下部门，诸如零售业销售员、餐饮

需要变得更大一些。

业服务员、汽车机械、道路工程、送货人和清洁工
人的职位，主要是由非文莱人占去了。

为了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私营部门将需要获
得尽可能多的人力资源。但是，当地人对充实这些

这已经表明，外籍工人到达文莱是帮助填补了私

岗位缺乏兴趣，这已经成为私营部门发展的巨大障

营部门所空缺的职位，比如商店和超市。而这些领域

碍。因此，企业不能坐等这一现象的改变，所以目

文莱人自己做不到。当地人经常把私营部门的工作报

前文莱私营部门仍严重依赖外籍劳工。这就是为什

酬低和奖励计划吸引力不足作为要辞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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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与私营部门相比，政府部门待遇好， 与国际社会联系与合作积极工作，例如，开拓市场、
并能取得最佳的效益，这就是为什么申请政府职位

吸引外国投资并拓宽其他方面事务 35。

的求职者纷至沓来。为政府工作的心态吸引着新求
除了东盟国家外，老挝还与其他东盟对话国，

职者涌向公务员等职位。

如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这种心态是导致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

国（ASEAN10+6）签订了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协议。

对年轻的求职者和刚出校门的人而言。这些人宁愿

自组织实施削减东盟自贸区协定进口关税税率计划

等着更加舒适的工作，尽管他们的工作技巧和技术

以来，东盟成员国间贸易、服务、投资进一步增长，

水平仍然很低。

特别是老挝的出口逐年增长。

但在有些公司则有例外。例如银行部门、电信

在投资领域，老挝在 1998 年加入了东盟投资

公司、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多数当地人把这些部门

区协议（AIA）。东盟于 2012 年 3 月 29 通过全面

当作“等候室”，在被政府雇佣之前，先等在这里。 强制实施投资协议的决议，主要内容包括以下 4 个
然而，这常常是一个耗时的过程。

方面：扩展投资、保护投资、促进投资、为投资提
供便利，特别是在种植业、农业、渔业、矿产及上

因此，政府希望做的是鼓励人们到私营部门中

述相关服务业领域。投资协议的目的在于努力消除

工作：现在，到了应该消除国民同胞对参加蓝领工

东盟内部投资的障碍，使得东盟可以与其他国家和

作的消极观念的时候了；应该停止轻视蓝领工人，

地区展开竞争。加入东盟投资区协议的成员国在吸

因为他们也在为经济作出贡献；这些员工应该得到

引外资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老挝吸引外资

支持和鼓励；无论手头的工作是什么，他们将积极

的金额逐年增长，特别是在矿产、酒店及服务业等

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毕竟，做什么工作的文莱人都

领域。

是值得尊敬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盟经贸合作中，服务业领
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老挝自 1997 年参加东

老挝开放更多服务业领域迎接东盟经济共

盟服务业自由开放谈判以来，至目前已进行了 8 轮

同体

谈判。根据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AEC）的目标，

Laos Opens Services for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在 180 个服务业自由化领域中，老挝已开放了其中

老挝在 1997 年 7 月 23 日即成为了东盟成员国，
并于 1998 年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尽管老挝经济
发展程度相对较低，但该国一直积极参与地区事务
和建设共同体的目标安排。最近承诺的更多开放服
务业领域以充分利用外资，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趋

89 个领域。到 2015 年，开放领域将扩大到 128 个。
老挝除了在 AEC 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外，未来
由所有东盟国家与 6 个对话伙伴国一同构成的区域
内经济合作（RCEP）也将成为东盟各国合作典范。
届时，老挝在服务业领域开放方面将起到更加积极
的作用。

向。
从 1998 开始到 2008 年依照东盟自由贸易区共
同执行具有约束性优惠关税税率协议（CEPT），
老挝的关税税率已降低至 0-5%。但老挝为更好地
融入国际社会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近年已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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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老 挝 加 入 东 盟 经 济 共 同 体 拟 开 放 128 个 服 务 业 领 域”，2013-

7-4，http://l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07/20130700186300.
shtml

缅甸汽车市场迎来新发展

是通用雪佛兰和欧宝等品牌在新加坡的独家经销

New Development of the Automotive Market in
Myanmar

商，而 AA 制药则是目前缅甸最大的药品和石化产

现在缅甸的街头多为非机动车，鲜有的几辆机
动车也都是可以进博物馆的“老爷车”。中国汽车
制造商比如东风和奇瑞一直通过当地经销商销售产
品并意图拓展缅甸市场，但受制于缅甸购买力不足
效果不佳。
而如今，随着缅甸开放程度的加大，外国汽车

品经销商之一。
通用公司之所以敢大张旗鼓地进入缅甸市场，
是和其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强劲表现分不开的。
2012 年，通用在东南亚市场共销售了 88400 辆雪佛
兰品牌的汽车，2013 年前 6 个月，雪佛兰在这一地
区的销量达到 41866 辆，同比增长了 5%。有着如
此强劲的市场表现做后盾，通用公司才会大胆进入
缅甸市场。

制造商也看好缅甸汽车市场未来的发展，早早的开
始了在缅甸的市场布局。根据美国通用汽车网站 7
月 8 日公布的消息，通用汽车东南亚公司决定将在
2013 年年底在缅甸开设雪佛兰品牌汽车的销售展
厅，这也标志着通用汽车正式重返缅甸市场 36。
通用汽车东南亚地区总裁马丁阿普菲尔表示，
这是雪佛兰在东南亚扩张的里程碑，也标志着通用
旨在追求在这一地区市场发展的决心。他还表示，
缅甸拥有超过 6 千万的人口数量，市场和经济都在
走向开放，随着通用逐步扩大对缅甸消费者的影响，
雪佛兰等品牌在这一地区的增长潜力非常大。
与中国东风汽车在缅甸找代理商类似，此次通
用进军缅甸市场的合作方是新加坡阿尔派集团与缅
甸 AA 制药公司合作成立的公司。阿尔派汽车目前
36

“通用汽车将在年内重返缅甸市场”，《国际在线》，20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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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争当人民币离岸中心
Singapore Endeavour to be an RMB Offshore
Center
人民币要顺利国际化，其中一个关键就在于建
立人民币清算的体系，像新加坡这样的离岸人民币清
算中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拥有更多人民币产
品，也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关键。中国工商银
行新加坡分行自 2013 年 5 月 27 日开始，正式为银行
同业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新加坡多家银行推出的一
系列狮城债券，也得到投资者不错的反应。
在今年六月初的“星展银行·洞悉亚洲论坛”
上，李显龙会见星展银行 CEO 高博德时强调，新
加坡希望成为继中国香港之后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贸易结算中心 37。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 7
月初在“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也发言称，在中国

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新加坡有诸多优势：最

逐步使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新加坡能够发挥建

突出的优势是它特殊的贸易地位。它位于东南亚地

38

设性的角色 ，目前新加坡在人民币结算方面取得

区的中心，而东盟又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很

了很好的开始，头一个月所结算的人民币金额已经

多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都在此办公，传统上与华人

超过了台湾。尚达曼认为新加坡在推动人民币国际

及其企业联系紧密。其次，新加坡是主要的筹资中

化方面有一定的条件，由于新加坡特殊的贸易枢纽

心，也有成熟的债券市场，它的金融业在开发外汇

位置，使得其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投资，可以与香港、 和衍生产品方面具备专长，可根据亚洲市场参与者
台湾和上海发挥很好的互补作用。他认为新加坡无 的个性化需求，开发人民币资金市场工具，它拥有
论是现在或者将来，都是重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全球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主权信用评级为 AAA，

同时作为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的尚达曼透露，为

加上很多主要的私人银行都在这里营业，这些都有

了更好地管理人民币外汇转换等各种交易活动，新

利于人民币批发市场与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增长。第

加坡金融管理局从今年 5 月起就开始了行业咨询，

三，新加坡有健全的法制，它的制度与其他世界一

并于 7 月下旬近日公布有关监管框架的细则。尚达

流的金融中心一样，操作符合国际规则。

曼说，在发展离岸人民币中心方面，新加坡正在与
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进行更多的接触，希望能有
更多的合作机会，例如协助在中国和新加坡有盈余
的企业管理现金等，他说中国方面对此也作出了积
极的反应。

37

“李显龙：新加坡有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独特条件”，2013-7-

6，http://sg.xinhuanet.com/2013-07/06/c_124966400.htm
38

“新加坡银行将可按中国在岸汇率进行人民币结算”，2013-7-10，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7/10/c_1249859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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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经济增长在东南亚名列前茅

济将表现继续保持良好。今年 4 到 6 月，菲律宾选

Philippines: Economic Growth Comes Top in
Southeast Asia

举季节制造业持续扩张，可以提振国内需求 39。
菲律宾经济增长上升的同时，高通货膨胀的风

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世界经济低迷的影

险降低。菲律宾央行预计 5 月份的通胀率在 2.2%

响，但从 2012 年开始，菲律宾的整体经济状况正

至 3.1% 之间。在 4 月份通胀率达到 2.6%，为 13 个

明显向好发展。2012 年菲律宾全年 GDP 平均增长

月来的最低点。就业数据改善和投资增加正帮助维

6.6%，超过政府 5-6% 的增长目标，1-4 季度的增

持国内经济增长。最新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数据显示，

速分别为 6.3%、6.0% 、7.2% 和 6.8%。虽然仍然受

6 月份菲律宾制造业指数从前一个月的 56 上升至

到美欧经济的一些负面影响，但是菲律宾经济在国

58.6，意味着更快的扩张。如果数字高于 50，就意

内消费和投资的拉动下，还是实现了较快的增长速

味着增长。

度。阿基诺三世政府设定今年的增长目标是 6% 到
7%。然而在 2013 年第一季度，菲律宾经济增长率
就达到 7.8%，超出市场预期，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增
长最快的经济体。

总 部 设 在 美 国 的 智 囊 机 构 环 球 资 源（Global
Source）已大幅提高其对菲律宾 2013 年的经济增长
预测。环球资源在一份报告中称，预计 2013 年菲
律宾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 7.2%，而其原
来的预测为 6.1%。环球资源还上调了 2014 年菲律
宾国内生产总值预测，从 5.8% 上升至 6.2%40。该智
囊机构说：“我们修订国内生产总值预测，反映了
当前与选举有关的支出增长，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前
期支出可能仅持续到本季度，以及正在进行的私营
建筑业的蓬勃发展”。

今年第二季度，菲律宾国内经济增长可能保持
良好。尽管贸易表现乏善可陈，但国内需求将支持
增长。近期菲律宾政府鼓励国外企业前去投资发展，
同时在国内大规模修建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都
拉动了经济发展。菲律宾央行副行长银尼银洛近日

39

“央行，二季度经济增长前景良好”，《菲律宾商报》，2013-7-1

表示，对菲律宾来说，经济前景从来没有改变，经

40

“美智囊提高菲律宾经济增长预测”，菲律宾《商业镜报》，2013-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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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马来西亚教育城镇概念吸引投资商机
Malaysia Education City’s Concept Will Attract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尽管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在 7 月 5 日宣布购买住
宅与非住宅产业的贷款摊还年限不可超过 35 年等
三项限贷措施，以此来降低国内家庭负债日益高涨
的势头 41；但在产业投资维持强劲、大选后需求回
升、年轻买家需求推动以及廉价房屋需求强稳等四
大因素推动下，市场依然看好马来西亚的产业领域
前景 42。
同时，大吉隆坡计划、北马经济走廊、柔佛州
依斯干达特区计划等等大型发展项目，也带动了国
内产业市场的发展趋势，并吸引大量外国投资者前

已开始了其“教育城镇”的发展大方向。

来参与其盛。在这些大型发展计划之下，也让区域
内催生了各具特色的综合式产业发展项目。当中，
与高等教育挂钩的房地产发展项目，或所谓“教育
城镇”的概念，也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富达有限公司本属于政府公共工程局（JKR）
旗下的官办机构，在 1997 年进行私营化之后，就
主要以竞标政府的建筑工程为业务主轴。富达经营
的业务除了包括大道、桥梁与大厦等建筑工程外，

值得注意的是，自马来西亚与中国在 2011 年签

还包括大道与桥梁维修与管理业务、工程服务与咨

署双边大学学位互认协议书后，马中两国已积极处理

询项目、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建材相关的制造与贸

承认双方大学学位的事项；对于马来西亚而言，这除

易活动，乃至于提供相关的教育与培训课程等，堪

了有助于招收更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也让留华大学

称是一站式的建筑服务业者 43。

生毕业后能在公共机关与大型私人机构就职。

富达旗下的大学为吉隆坡建设大学（IUKL），

更重要的是，在马中文凭互认的趋势下，实际

是在 2012 年被政府升格为大学，其前身是 Ikram 学

上也有助于推动马来西亚“教育城镇”房产项目的

院，后称吉隆坡建设大学学院。同时，吉隆坡建设

发展与增长。当中，在马来西亚交易所上市的一站

大学也获得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局（MQA）给

式建筑业者—富达有限公司（Protasco Berhad）就

予最高级的学术认证，从而成为马来西亚国内一家
重要的私立大学。

41

“产业贷款年限最长 35 年 国行 3 招抑制家债”，2013-7-6，http://

www.nanyang.com.my/node/546694?tid=643
42

“4 因 素 支 撑

产 业 需 求 稳 健 ”，2013-7-15，http://www.

43

“ 富 达 有 限 公 司（PROTASCO）2012 财 政 年 年 报 ”，http://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64976:

www.bursamalaysia.com/market/listed-companies/company-

4&Itemid=198

announcements/13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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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其中的工程建设项目。
此外，作为一个教育城镇，该公司也有意前往
中国招收学生，并广邀有意在马来西亚置业的投资
者可以前来投资其个别房产单位。毕竟，无论是产
业租赁，抑或是产业销售增值上，马来西亚在东南
亚区域内都提供了相对良好的回酬。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推出的转型计划相当注重
人才的培训，因此类似的教育城镇的产业概念将在
未来蓬勃发展。这是中国，乃至于东盟投资者不可
忽视的产业投资新趋势。

泰国航天技术促进农业发展的潜力
The Potential of Thailand's Space Technology to
Spu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此外，吉隆坡建设大学就处在富达有限公司总

据 7 月 6 日有关信息，泰国科学技术部将应用

办事处的附近，即在雪兰莪加影（Kajang）境内，

意大利航天技术来管理该国的农业。泰国科学和

相当接近政府行政中心布城（Putrajaya）。事实上，

科技部长 Peeraphan Palusuk 表示，意大利拥有先进

富达有限公司在该区域拥有接近 100 英亩（约 0.4

的航天技术加上其国的四颗卫星能力适合泰国的

平方公里）的地段，其总部与大学都位居该地段之

气候 44。该卫星具有雷达传感器和穿透云的观测系

内。
由于拥有相对庞大的地段，富达有限公司在
2007 年起开始投入房地产发展项目，在该地区兴建
两座 20 层高并拥有 320 单位的 Unipark 公寓。该项
目于 2012 年竣工，并全面售出，尤其部分成为其
大学生的理想住宿。
Unipark 公寓的成功，催生了富达有限公司推
出 De Centrum 城镇的大蓝图，这项产业发展大蓝
图为一项包含教育、住宅、商业、时尚生活、绿色
环保概念的综合式产业。其整体发展概念将在未来
10 至 15 年内逐步完善，而预计其总发展价值（GDV）
将高达 45 亿令吉（约 15 亿美元）。
根据富达有限公司管理层向马来西亚安邦研究
中心透露，该公司非常欢迎中国房地产业者参与该
项综合城镇项目，当中可以包括注入资金，或直接

44

Thailand To Apply Italian Space Technology， 2013-7-6，http://

www.bernama.com.my/bernama/v7/wn/newsworld.php?id=961403

19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3.07

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 ASEAN-CHINA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统适合于气象观测和确认灾害易发区以提高公众安

业将面临改革，政府计划明年推行土地分区划，优

全。除此以外，它也可作为检查农田、农业区划以

化作物生产和削减大米典押开支。根据该计划，农

及军事的重要工具。

民只要在他们的土地种植最合适的农作物便能获得
政府补贴。相反地，不愿意这样做的农民就不能享

而在今年 3 月，泰国地理信息与航天技术发展

有补贴。该项目的农作物包括泰国六大主食如大米、

局（GISTDA）与中国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

木薯、甘蔗、玉米，橡胶和油棕 46。泰国希望该分

实验室（LIEMARS）和武汉信息技术杰出服务和研

区计划可以减少用于种植水稻的土地，同时依然保

究中心（WITOSRC）签署了一项备忘录，是关于

持较高产量和质量的产品。

泰国和中国之间航天业的商业和投资合作。中国将
在泰国建立地理空间灾害监测、评估和预测系统以
45

及灾害和农业监测和管理的卫星地面站 。

随着全球航天技术的发展，泰国正致力于应用
及推广卫星信息于私人机构。泰国不但成立了“航
天技术发展中心”，而且 GISTDA 还希望可以在东

泰国是东盟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高度依赖于

盟成为航天技术的领导者。然而，泰国要达到该目

出口，仅是出口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泰

标必须得到航天技术先进国家的协助，透过技术分

国也是全球主要出口国之一，大量地出口大米、罐

享和研发才能抢先一步高度掌握航天技术。无可否

头食品、海鲜、冷冻虾、橡胶、塑料等。同时汽车

认，身为东盟粮食净出口国的泰国拥有潜力推广卫

及零件制造和出口，以及电脑和电子产品出口方面

星信息改善农业的发展及管理，毕竟农业是推动东

也处于较领先地位。泰国是粮食净出口国，它的生

盟国家（除了新加坡和文莱）经济的主要因素之一。

产能力超越该国人口的消耗量。2012 年泰国粮食主

因此，与泰国相关领域合作并共同发展，将为中国

要出口到东盟、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和欧洲。

企业提供重要的契机。

因此，泰国正致力于采取预防措施，包括航天
技术投资，以防止再次遭受严重的水灾破坏。2011
年的大水灾严重破坏和扰乱了泰国的制造业务。根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其水灾所造成的总伤害和经济

泰国水果与中国市场对接的机遇
Thailand Fruits Face towards China Market

损失为 45 亿美元。防止自然灾难是至关重要，因
近来，泰国商家看好重庆，多次到渝考察商业

为它阻碍国家经济增长，而且制造业及很多产业也
被迫承担巨大的损失。

机会。在 7 月 16 日于重庆召开的“投资泰国研讨会”
上，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郭梅特表示，目

发展航天技术在各个领域都有利，卫星传感器

前多名泰国“重量级”商人正在重庆“踩点”。

提供有价值的数据与信息能造福于农业，例如农业
土地用途分区、促进政府的农业政策、帮助遭受自

郭梅特说，“重庆人喜食热带水果，但目前市

然灾害影响的居民等等。卫星数据有助于决策和资

面上的价格还处于高位”。之前为了降低成本，许

源管理，有关当局可以随时掌握详情及提供农民必

多重庆水果经营大户开始进入泰国的水果种植区，

要的援助和实现政府的农业发展目标。

直接采购泰国水果。“在去年，重庆与泰国的进出
口贸易同比增长一倍，热带水果、粮食功不可没”。

航天技术对泰国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该国的农

45

Thai-Chinese MOU for Space Technology， 2013-4-11，http://

现在有一批泰商欲在重庆当地寻找合作伙伴，若合

46

Thailand: Crop zoning on the horizon，2013-5-6， http://www.

www.pattayapeople.com/Community-News/Thai-Chinese-MOU-for-

oxfordbusinessgroup.com/economic_updates/thailand-crop-zoning-

Space-Technology

hori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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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顺利，泰国水果价格有望进一步下调 47。

以最高获得 8 年的免税期。“泰国的汽车、替代能
源以及工程机械都要靠进口，市场需求很大，而这

泰国不仅在水果的选择上非常多样化，更以有

三方面都是重庆的强项”。

最好的水果品种享誉东南亚。仅香蕉就有 24 种以上，
包括像手指般大小的纤细品种，以它的甜度著称。

中国西南地区对泰国水果的便利通关及电子商

此外还有芒果、榴莲、菠萝、面包果、山竹、甜瓜、 务等促销推进工作已于 2010 年中国 - 东盟自贸区
荔枝、木瓜、番石榴、新鲜椰子和其它无以计数的
48

水果 。

建成后即已开始，多项对接活动也频繁展开。例
如，昆曼公路建设和泰国水果出口中国网站的建立
等 49。

目前还有一条贯穿云南昆明—泰国北部—新加
坡的高铁正在筹建中，预计在 15 年内完成，建成后，

上述信息表明，结合泰国的水果特产、投资优

不仅中国西南部至泰国旅游更加便捷，而且来自泰

惠政策和中国西南地区对泰国水果的需求以及相关

国的粮食、水果等农产品也将更多地运输到重庆等

企业的产业优势，可以看出，通过高速铁路的建设

西南地区。

和沿线经济的推动，以及水果采摘、加工、运输、
仓储、物流等机械行业的发展，加之电子商务对泰

在研讨会上，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官员亦向重

国水果出口的助推作用，都将为泰国水果产销及相

庆企业提出了欢迎的优惠措施。泰国投资促进委员

关行业带来非常重要的成长契机。所以，对中国市

会上海办事处主任批塔雅·乐玛哈利介绍，汽车制

场和中国企业而言，未来发展的机会不仅仅在水果

造业、替代能源以及机械行业等三类企业到泰国去

产销本身，还因其相关的前景，所以有大量的机会

投资，都会享受到优惠政策，比如投资到曼谷及周
边五个省市，南部岛屿以及普吉府之外的地方，可
47

“云南泰国将新增通道 泰国水果降价在望”，2013-7-18，http://

www.cn-asean.cn/enterprise/info/asean-info/tg/220109.shtml
48

等待挖掘。

水果王国—泰国，http://www.niuzhu.com/note/913.html

49

“ 泰 国 水 果 出 口 中 国 网 站 启 动 仪 式 在 昆 明 举 行”，2012-7-25，

http://yn.yunnan.cn/html/2012-07/25/content_23205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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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中国山河智能装备集团拓展印尼重型机械

在近日的推演中，公司负责人均来到印尼，与
来自印尼逾百名客商代表进行沟通与交流，展示精

市场
China Sunward Expands Indonesia’s Heavy
Mechanism Market
中国山河智能装备集团近日在具有“千岛之国”
美誉的印度尼西亚举行了隆重的产品展示推广活
动 50。
山河集团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印尼市场，因印尼
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建设工程机械市场

良的装备产品。有客户现场签约多台潜孔钻机。在
矿山施工现场，SWDB120 潜孔钻以每小时 40M 的
速度，创下了国内同型号机器施工效率新高。印尼
商报在茂物山区报道说，中国重型机械制造业——
山河智能装备集团，看好印尼基础设施工程及矿业
的巨大市场潜能，所以拓展印尼重型机械市场。
图 19 是董事局主任何清华与该集团凿岩设备业
部总经理林宏武在茂物山区展示凿岩机钻出的碎片。

前景非常广阔。自 2005 年该公司的桩工机械、旋
挖机械先后进入印尼并赢得了广泛信誉后，2011 年
山河智能潜孔钻机更是为印尼客户带来了重要的新
选择，打破了个别品牌独占市场的格局。

图19：中国山河智能装备集团负责
人在印尼工地

何清华认为，山河智能装备的研究和开发能力
确实可以生产适合印尼本地市场需要的产品 51。而
且公司的产品将受到印尼市场的青睐，因为这机械
的效能非常良好。例如，“旧产品一般需花 40 分
钟来挖掘 10 米深的洞，而目前的新机械只花 1 小
时就能挖 40 米深的洞。这样的机械能在高原或低
谷运作”。
为了更好地满足印尼市场需求，更好地服务当
地客户，2013 年 4 月该公司建立印尼办事处，并启
动筹备印尼山河智能公司。这将为山河集团今后更
好地拓展印尼市场打下良好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山河集团已在大型桩工机
械、小型工程机械、全系列挖掘机、现代凿岩设备、
工业车辆、煤矿装备、起重机械、路面机械、环卫
机械，液压元器件、军事工程机械、通用航空设备

51

资料来源：印尼商报。

“中国山河智能装备集团 拓展我国重型机械市场”，2013-7-15，

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berita/%e4%b8%ad%e
5%9b%bd%e5%b1%b1%e6%b2%b3%e6%99%ba%e8%83%bd%e
8%a3%85%e5%a4%87%e9%9b%86%e5%9b%a2-%e6%8b%93%

50

“2013 山河智能全球巡展印尼站完美收官”，2013-7-15，http://

news.lmjx.net/2013/201307/20130715095139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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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b1%95%e6%88%91%e5%9b%bd%e9%87%8d%e5%9e%8b%
e6%9c%ba%e6%a2%b0%e5%b8%82%e5%9c%ba.html

源矿产部矿产司和色贡省计划投资厅在协议上签字
见证。四川煤田地质局和合资方 - 老挝投资咨询及
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在协议上签字。
老挝色贡省是老挝南部的一个省，东邻越南，
总面积为 7665 平方公里，下分 4 个县，电力需求
逐年提高。
该项目由老挝投资咨询及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简称老水公司）和四川华源矿业勘察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投资，拟开发面积约 228 平方公里的煤矿并
建立装机 5 万千瓦的火电厂 54。此次煤电一体化项
目由老水公司（IHC）占 70% 股份。四川省煤田地
质局投入资金进行普查阶段风险勘探，占项目公司
30% 股份。由四川兴蜀公司牵头成立管理四川煤田
等十多个领域，成功开发生产出上百个规格型号，

地质局驻老挝万象办事处，统一经营和协调四川省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高品质工程机械产
品 52。这些产品为公司在东盟有关建设项目中全面
发挥作用提供了设备基础，同时，以印度尼西亚为
切入口，这些设备将在众多领域中获得更好的应用
效果。

四川煤田地质局在老挝色贡开展火电合作
Sichuan Coalfield Geology Bureau – Laos
Electricity Cooperation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近期与老挝开展其色贡省的
电力合作。双方举行《色贡省煤炭普查、勘探、开
采以及火力发电厂建设》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53。
根据 2013 年 6 月 17 日老挝政府第 165 号总理
授权书，老挝政府计划投资部副部长代表老挝政府
在协议上签字，自然资源环境部地质矿产司局、能

52

山河智能装备集团，http://baike.baidu.com/view/5497422.htm

53

“我局与老挝政府关于《色贡省煤炭普查、勘探、开采以及火力

发 电 厂 建 设》 合 作 协 议 签 约 仪 式 隆 重 举 行”，2013-6-28，http://
www.scmtdz.gov.cn/news_detail/newsId=0bddab89-595a-4671-

54

9ba5-a2694ed4e690&comp_stats=comp-FrontNews_list01-

在 万 象 举 行”，2013-6-26，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

1282619146325.html

j/201306/20130600175768.shtml

“色贡省煤炭普查、勘探、开采以及建设火力发电厂协议签约仪式

23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3.07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煤田地质局在老挝市场开发和项目实施。
本项目分煤炭普查、勘探、项目可行性研究、
煤矿建井开采期段、火力发电厂建设及运营五个期
段，并得到老挝政府的充分信任和支持。该项目是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矿业经济实施“走出去”战略的
第一个海外投资项目，各方高度重视，在局层面搭
建经营平台，接待老水公司考察，局地勘处、矿业
开发处、总工办、政策法规处、项目储备中心等部
门从政策法规、机制创新、技术支撑等方面给予该
项目大力扶持和帮助。该项目的签约，标志着四川
省煤田地质局在海外矿业市场的投资、勘查、咨询
等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这项投资事例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在与东盟国
家建立投资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可以在政府机构层面
推进合作，即协调不同的政府部门，从政策、技术、
机制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引导企业实现“走出去”，
并使中方和外方双向受益。
访马来西亚有两个任务，一是介绍第 10 届中国 -

广西与马来西亚签署协议 推动加速经贸合作
Guangxi and Malaysia Sign Cooperation Files

东盟博览会的进展情况，同时希望深入了解广西钦
州产业园的姐妹园区——马来西亚马中关丹工业园
区的建设情况，探讨进一步加强广西企业与关丹工
业园的合作。

广西一直致力于加强与东盟的广泛联系与合
作，最近，广西 - 马来西亚经贸合作有一项新进展。

广西代表团与马来西亚贸工部签署了《中马钦

据 7 月 15 日吉隆坡信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代

州产业园合作投资协议》和《马中关丹工业园合作

表团与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代表举行经贸座

开发协议》两项合作协议。

谈会，双方签署了重要经贸合作协议。
这一信息给了我们重要提示，即广西作为中国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部长穆斯塔法表

与东盟多向联系的桥头堡，正在全面发挥作用，一

示，马来西亚向来十分重视与广西的经贸合作，此

方面是南宁举办的历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为双方的

次签署的两项合作协议必将成为广西与马来西亚进

经贸合作搭起桥梁，另一方面，在中马钦州产业园

一步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新契机。穆斯塔法强调， 和马中关丹工业园的建设中，广西也发挥重要作用，
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的中国投资者来马来西亚投资兴
55

业，共同推动两国的经贸合作 。

直接通过产业园 / 工业园连接起中国与东盟地区发
展迅速的国家马来西亚。因此，广西与马来西亚双
方将会藉此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这对中国的各级

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表示，广西代表团到

地方政府和中国企业而言，都有值得关注和借鉴的
意义。

55

“广西—马来西亚经贸座谈会在吉隆坡举行”，2013-7-15，http://

www.caexpo.com/news/info/industry/2013/07/16/35981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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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帮助文莱水产品养殖快速发展

作的典范。2007 年，文莱工业与初级资源部渔业局

Chinese Enterprises Help Brunei to Develop
Aquaculture

派官员到中国海南、广东等地参观考察。2009 年
11 月，该局与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签署《渔业合作
谅解备忘录》，双方指定企业组建金航（文莱）海

石油天然气一直是文莱国家经济支柱，油气
产业占文莱国内生产总值约 60%，占对外贸易总额
97.8%，占财政收入的 90%。从 1994 年起，文莱政
府就启动了经济多元化发展战略，积极鼓励支持油
气以外的经济发展，调整单一经济结构，实现经济
的多元发展。

洋生物有限公司（即国泰（文莱）海洋生物有限公
司的前身），联合实施深海网箱养殖基地项目，双
方在推进企业合作、网箱养鱼、赤潮研究、技术培
训等领域开展交流与投资合作 56。2010 年 4 月，第
一批金鲳鱼苗和龙虎斑鱼苗下水投放。半年后，第
一批养殖金鲳鱼上市供应文莱市场。2012 年 10 月，
首批 45 吨石斑鱼出口中国香港，文莱本地养殖的

文莱政府曾经大力发展种植农业，以实现种植

渔产品首次实现对外出口。目前，该项目已累计投

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自给。虽然通过对外合作获得

资 2500 万元人民币，现有方形网箱 100 口，圆形

长足的进步，但受制于文莱狭小的国土面积，种植

深海网箱 30 口，年产石斑鱼、金鲳鱼等名贵鱼种

业的发展瓶颈在短时间内很难突破。作为临海国家， 约 200 吨。
文莱将解决农产品自给方法转向了水产品养殖。而
中国商人也敏锐的抓住了这一合作机会。

随着文莱水产品养殖的发展，郑镇雄水产养殖
更是有着宏伟的计划。“未来 3 年内，我们计划把

从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中心向东驱车约 30

总投资进一步增加到 3805 万美元。还计划建设鱼

分钟抵达海边码头后，再搭乘一艘快艇在海上行

苗培育和孵化中心、养殖产品加工和冷冻中心以及

驶约 20 分钟，便能看见海面上漂浮着连缀成片的

网箱加工中心等，将全部生产流程本地化。我们还

方形网箱。“这些是从中国带来的深海网箱，比本

希望能建立集深海网箱养殖、海上风能和太阳能发

地用浮桶和木板搭成的普通浮排抗风浪冲击能力更

电、海水淡化于一体的生态养殖综合区”。

强，而且双走道的设计可以方便工人喂鱼”。该基
地的发起人国泰（文莱）海洋生物有限公司董事经
理郑镇雄已经在广东省养了 21 年鱼，此番在文莱
再次创业是因为他看到了文莱水产品养殖的巨大市
场以及文莱政府的大力支持。
文莱人养鱼很认真，但渔业养殖各方面的技术
都相对落后。此前，文莱需要从中国、印尼等地进
口鱼卵培育成鱼苗，运输途中，鱼卵有一定死亡率。
在中国公司到来之前，也有一些新加坡等地的渔业
养殖企业尝试到文莱进行深海养殖，却都以失败告
终。而中国公司带来了鱼苗培育技术，不仅可以就
地生产鱼苗，削减了运输成本，还可以供应给当地
的鱼苗市场。文莱政府批给郑镇雄的公司约 200 公
顷的海域用于深海网箱养殖，每年只象征性地收取
50 文莱币（1 美元约合 1.27 文莱币）。
56

中文渔业合作深海网箱养殖基地是两国渔业合

“ 中 国 渔 企 助 力 文 莱 经 济 多 元 ”，2013-7-13，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3-07/12/c_1249955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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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东盟面临 2015 年共同体建设和后续发展问题

是加强重视东盟 2015 年共同体建设所面对的多重

ASEAN Faces Community 2015 and Beyond

问题，以及各项重要的后续发展问题。例如，东南

在 7 月 8 日于印尼雅加达举行的第 20 届东盟

亚无核区条约 2013 年至 2017 年的五年方案。因此，
各国在战略上处于加强协调的时期。摆在 2015 年

地区论坛（ARF）/ 第三届东亚峰会 / 第 46 届东盟
外长会议（AMM）以及东盟各国及邮政部长级会
议（PMC）上，东盟秘书长黎梁明强调，东盟各国
处在至关重要的发展时期，目前东盟面临诸多问题

图24：东盟秘书长黎梁明在第20届
东盟地区论坛上演讲

和挑战，包括该区域相关的战略和政治安全问题以
及其他各项共同关注和关心的问题 57。
黎良明认为，近期在文莱已经举行的各项会议
重申并迫切要求东盟各国加强努力，有效和及时地
执行《东盟宪章 》，为实现 2015 年东盟共同体的
路线图做好准备，并按照《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09 年 -2015 年）所倡议的内容工作。同时，各
国要为实现 2015 年东盟共同体以及为千年发展目
标加速工作。因为，东盟将面对一个在 2015 年 12

资料来源：ASEAN Secretariat News。

月 31 日以后需要继续发展的社会。
东盟共同体目标面前的不仅是政治 - 安全、经济、
各国正在进行的努力重点在于，与合作伙伴包

社会 - 文化问题，还有东盟正处于国际大环境和复

括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新西兰、俄罗

杂的发展背景之下所需应对的风险。因此，无论是

斯、美国和其他国家进一步加强合作。会议强调共

2015 年之前的三年和 2015 年之后的若干年，东盟

享意识，即东盟要在全球平台上努力，争取到 2022

面临的发展问题都将非常严峻。

年以前确定更多志向高远的目标；到 2030 年东盟
应减少一半的贫困人口；地区的 GDP 总和应该翻倍。

另外，东盟共同体建设还面临各国发展水平差

其他后续成果包括，巩固东盟现有倡议、加强区域

异巨大，政治生态、经济状况、社会习俗、语言文化、

合作措施、打击烟霾等污染问题，以及共同努力将

宗教信仰的巨大差距，还有领土方面的争议等。很

多项事业推动其进展。

多潜在因素也使东盟国家间在相互信任、共同协调

等方面需要加强工作。例如，最近数月的烟霾问题，
由此可见，东盟举行频繁的峰会及部长级会议， 是由一国引发，多国受到影响的复杂情况。这些都
需要各国更多地协调。
57

ASEAN Community 2015 and Beyond, 08 July 2013, http://www.

asean.org/news/asean-secretariat-news/item/asean-community2015-and-beyond?category_i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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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竞争会议聚焦区域竞争合作与整合
ASEAN Competition Conference Focuses on
Regional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会议是由新加坡竞争委员会主办和东盟秘书处
和 AEGC 协办，以及获得东盟 - 澳大利亚 - 新西
兰自由贸易区（AANZFTA）经济合作工作计划的
支持。

东盟国家于 7 月 4 日召开了第三届东盟竞争会
议，其主题是“走向竞争政策和法律的区域整合”。
各方讨论了在促进更大的区域合作和整合中，东盟
成员国之间竞争政策和法律法规可产生的利益、可
能途径和挑战。
此次会议是在东盟成员国之间建立战略讨论和
联合网络的关键平台。东盟各国政府在管理竞争政
策和法律法规方面以及其他与竞争利益攸关的问题
可以通过这一平台展开交流，旨在提高东盟地区公
众对加速引入竞争政策和法律法规重要性的认识 58。

58

The Third ASEAN Competition Conference focuses on Regional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2013-7-4, http://www.
asean.org/news/asean-secretariat-news/item/the-third-aseancompetition-conference-focuses-on-regional-competitioncooperation-and-integration?category_i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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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工业和贸易部长林勋先生在开幕词中表

年东盟竞争政策和法律业务手册》59，以及若干举

示，“突出显示竞争政策和竞争法将会在支撑经济

措都将使竞争政策和法律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

增长和东盟一体化中越来越重要，一个强有力的竞

带来有效的解决途径。这次会议也标志着前述《2013

争制度能增强高效率的市场行为，并促进该地区市

年东盟竞争政策和法律业务手册》的最终完成。

场的整体生产力和竞争力”。
会议主要参与机构包括，竞争主管机构、政府
东盟成员国“协调或使每个成员国家的竞争法

官员、议会议员、商务人士、政界人士、学者和媒

处于更合理及可行的范围”将不仅加强东盟内部的

体等负责人。来自东盟区域内外的杰出演讲者与会

贸易和投资，而且也能提高东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

议的与会者交换了意见。

力。新加坡贸工部长还强调指出，关于竞争问题的
东盟专家组（AEGC），得到了东盟秘书处的支持，

上述信息表明，这次东盟国家举行的第三次竞

将继续在锻造区域联系、促进交流、加强东盟竞争

争会议明确把重点放在加强区域竞争合作和区域整

管理机构能力等方面发挥中心作用。

合方面。具体包括强化竞争政策和竞争法律法规，
并把目标确定在促进东盟一体化建设和增强各个成

AEGC 主席，菲律宾律政司助理秘书 Geronimo

员之间的综合竞争能力方面。所以，对于东盟国家

Sy 表 示， 菲 律 宾 荣 幸 地 为 AEGC 服 务。 目 前
AEGC 取得了成就，包括能力建设活动和完成《2013

59

SPEECH BY MR LIM HNG KIANG, MINISTER FOR TRADE AND

INDUSTRY, AT 3RD ASEAN COMPETITION CONFERENCE, 04
JULY 2013, http://www.news.gov.sg/public/sgpc/en/media_releases/
agencies/mti/speech/S-20130704-1.html?AuthKey=5bf1d873-f970b74c-8cc5-93a7090a7f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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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决心和努力的各个领域，中国政府和企业应

由此可见，沙巴州的民族构成并不是以马来族

该给予重视和关注，例如本次会议所涉及的竞争政

或汉人为主，而更接近于其一水之隔的菲律宾。而

策和法规方面都有加强与东盟合作的重要意义。

通过菲律宾开船到沙巴州也仅仅需要数小时，所以
沙巴州的菲律宾移民（主要是非法偷渡者）数量相
当多。由于马来西亚东岛的经济发展远不及西岛，

民族问题，马来西亚沙巴州不稳定的重要

而沙巴州又多是山地地形，不适应发展种植业和其

因素

它工业，旅游业几乎成为了当地唯一产业。经济落

Ethnic Issue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Sabah
Unstable

后，民族构成复杂，而且远离东岛政治中心，这就

2013 年 3 月，马来西亚与菲律宾部落武装因沙
巴州土地归属问题发生交火。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拉扎克证实，马来西亚安全部队正在向 2 月偷偷潜
入该国沙巴州的菲律宾籍武装人员发动进攻。这些
武装人员是苏禄苏丹家族的支持者，该家族一直宣
称对沙巴州拥有主权。

给了武装分子可乘之机。
当菲律宾武装人员登录沙巴州之后，碍于马菲
两国关系，菲律宾总统确实想平息这场冲突。但是，
由于武装人员并非菲律宾官方武装，而且又是菲律
宾南部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平时就难以控制，这
些因素使得菲律宾政府对此束手无策，所以菲律宾
总统也只能“呼吁”武装人员撤军。对于马来西亚
方面来说，这种分裂势力必须予以镇压，总理纳吉

沙巴州（Sabah），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州，

布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武力

位于东马，在婆罗洲的北部，以前被称为北婆罗洲

解决该国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安全危机……捍卫国

（North Borneo），在 1881 年开始被英国人统治，

家主权和尊严”。但又不能将其扩大成两国之间的

直到 1963 年 9 月 16 日和砂拉越一起脱离英国统治， 冲突，所以马来西亚方面出动了包括 F16 战斗机的
并结合马来亚及新加坡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沙巴历 重武器装备的安全部队。虽然动乱很快平息，但这
史上曾受位于菲律宾南部的苏禄苏丹王国控制。

仅仅是表面现象，菲律宾的武装人员并没有被剿灭，

1878 年，时任苏禄苏丹将沙巴永久性租借给英国北

而是隐匿到当地居民之众，由于当地居民也多为菲

婆罗洲公司，但后来宣称租约无效。1963 年，沙巴

律宾后裔，这使得马来西亚的清剿变得十分困难。

与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1965 年退出）、沙捞越
合并组成马来西亚。直到今天为止，马来西亚政府
每年向苏禄苏丹后裔象征性支付 5300 林吉特（约
合 1700 美元）租金。苏丹后裔基拉姆家族一直宣
称对沙巴拥有主权，并希望菲律宾政府能够帮助他
们与马来西亚方面达成共识，该家族对沙巴拥有主
权的正式协议，但菲律宾政府并不认同。
在沙巴州有高达 32 种土著在当地定居，其中
以杜顺人 / 卡塔尔山人为主，他们主要信奉基督教、
天主教，其他的则有巴夭族（Bajau），主要信奉回
教、毛律族（Murut）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沙巴
州居住的菲律宾裔高达 80 万人之众。

由于菲律宾的武装人员在沙巴州得到了当地居
民的帮助，而且，这些武装人员甚至得到了部分菲律
宾政府人员的支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一次对
外讲话中没有指明这次冲突的幕后政府人员是谁，但
暗示菲律宾前政权某些成员可能参与其中。这些因素
使得根除沙巴州的不稳定因素变得遥不可及。
沙巴州的动荡使得当地的旅游业大受影响，这
使得当地的经济发展又陷入了困境，这又加剧了当
地贫困程度。民族构成复杂，经济发展落后又影响
对外关系，所有的这一切都导致了沙巴州在马来西
亚眼里变成了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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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缅甸：经济改革的政治学

造业的发展，进一步使缅甸经济朝着可能存在多种

—— 国际危机组织 亚洲报告 No.231（5）

问题的采掘业方向发展，从而严重影响缅甸的经济

Myanma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5)
（上接第 016 期）

复苏。
在美国颁布进口禁令之前，缅甸对美国的最大
出口商品是服装，服装业为很多人提供了就业机
会。进口禁令对缅甸的强硬派来说没有明显的压

四、经济重建与政治改革

力，他们既不制定政治议程，其经济利益也不在制

5. 经济制裁继续

造业领域。据称昂山素季曾在 7 月 16 日致电参议

多年来，美国也运用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

院少数党（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票权来有效禁止对缅援助，但是现在，美国支持国

McConnell）参议员，请他支持取消余下的制裁措施，

际金融机构与缅甸进行有限的重新接触。目前，国

因为这些措施会妨碍缅甸急需的用于改善民生的投

际金融机构已经开始给予缅甸有限的技术援助，

资 63。这项禁令背后的推动因素很有可能是美国的

但是缅甸需要先还清欠款，才能重新获得贷款。

选举年而不是缅甸国内本身的情况。奥巴马总统有

世界银行正着手在仰光开设办事处，以开始实施一

权在任何时候对这项禁令实行豁免，美国政府已经

个临时技术援助方案。缅甸也有可能加入世界银行

表示准备考虑运用这个灵活性手段 64。

集 团 的 多 边 投 资 担 保 机 构（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该机构的职能是在某些市场上

吴登盛总统已经公开对一些西方国家没能撤销

为私营部门提供政治风险担保——在这些市场上私

经济制裁表示反对。他说，欧盟决定暂停而非彻底

营部门是不可能从其他地方获得担保的 。这点对

取消制裁措施会造成不确定性，从而抑制投资。在

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来说具有重要作用。

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取消制裁——金融

60

以及其他经济制裁——对于提供这个国家目前急需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缅甸商品的进口禁令

的贸易和投资至关重要”65。在目前改革进程的这

本应在 2012 年到期失效，但现在有可能会继续执

个阶段，的确很难看出美国保留进口禁令的举动如

61

行 。7 月 18 日，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提议通过

何能以某种方式有益于缅甸人民或者有助于民主化

一项法案，将此禁令延长 3 年，支持者称这是保持

进程。

62

对缅甸政府施压促其继续进行改革的一种努力 。
这项法案需要参众两院全票通过才能生效。如果法
案生效，将会阻碍缅甸国内可以创造就业机会的制

63

敏津（Min Zin）：《我们能微调对缅甸的制裁措施吗？》（Can we

fine-tune the sanctions against Burma?），对外政策（在线），2012
年 7 月 20 日；《素季请求美国撤销更多制裁》（Suu Kyi asks U.S. to
60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世界银行官员，仰光，2012 年 5 月。

remove more sanctions），米兹玛通讯社（Mizzima），2012 年 7 月 18 日。

61

《 缅 甸 自 由 和 民 主 法 案 》（2003）（Burmese Freedom and

64

Democracy Act of 2003）颁布了此项禁令，该禁令需每年进行延长，最

托马斯·基恩（Thomas Kean）：《美国大使说，美国将考虑进口禁

令豁免》（U.S. will look at import ban waiver, says ambassador），缅

长不超过 9 年。

甸时代，2012 年 7 月 23-29 日。

62

65

道格·帕尔姆（Doug Palmer）：《参议院小组委员会投票延长对缅

对记者格温·罗宾逊（Gwen Robinson）的采访，《缅甸领导人敦促

制裁》（Senate panel votes to renew Myanmar sanctions），路透社，

取消制裁》（Myanmar leader urges end to sanctions）中的报道，金融

2012 年 7 月 18 日。

时报，2012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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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是如何摆脱殖民地命运的？

是：“中国太大，日本太强，泰国太巧”。而随后

Why Thailand is away from the Colonial Fate?

中国清朝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则彻底将全世
界的殖民者都吸引到这个巨大的国家上，泰国则借

东南亚各国几乎都曾沦为西方的殖民地。缅甸、 机躲过一劫。
马来亚为英国所属，越南、老挝、柬埔寨曾为法属
印度支那联邦，印度尼西亚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菲
律宾则先后成为西班牙和美国的势力范围，唯有地
处英法殖民地包围之中的暹罗（泰国）成为殖民主
义浪潮的“弃儿”。
泰国是如何摆脱被西方殖民者侵占的命运的？
其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当时暹罗王朝及时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使得
暹罗保持其独立地位。虽然泰国没有能够像日本一
样，通过明治维新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其
国内改革和发展在东南亚国家里也算比较成功的。
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统治者的励精图治
和在英法的夹缝中寻找生存空间使得泰国避免沦为
西方殖民者的殖民地。

泰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在殖民者的夹缝
中得到生存。泰国西临英国势力范围缅甸，东边印
度支那是法国领地。泰国是作为在印度支那的法国
殖民利益与在缅甸及马来亚的英国殖民利益之间的
缓冲国而存在。英法两国在东南亚斗争均衡，泰国
人巧妙地利用各列强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强国的夹
缝中求生存。1893 年 10 月，曼谷王朝被迫同法国
签订《暹罗条约》，将湄公河东岸的老挝领土划给
法国，并向法国赔款 300 万法郎。《暹罗条约》的
签订，法国虽然得到一定的利益，但是他始终未敢
越雷池一步，局限在英国的底线之上。而英国也在
实力稍逊之时，满足法国一定的利益要求。未伤暹
罗元气的《暹罗条约》是英法两国势力均衡，相互
妥协的产物，不至于让真正处于中间包围地带的暹
罗落入英法任何一个国家之手。1896 年 1 月 15 日，
英法于伦敦签署了一项《关于暹罗王国和其他事项
的声明》（又称《伦敦条约》）——规定：“湄公
河以西属英国的势力范围，以东属法国的势力范围；
英法两国有责任维持暹京曼谷所在的湄南河河谷的
独立与完整；双方均不得签订足以使第三国能在该
地区采取任何行动的任何单独协定”。此条约不难
看出，英法两国在地处中间地带的暹罗问题上达成
了最终妥协。这不但是国际局势的造作，更是英法
两国势力均衡下明争暗斗的产物。对于两个殖民大
国来说，暹罗的独立中间国地位是必要的，是符合
两国利益的后人评价亚洲三国未沦为殖民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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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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