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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从中国领导人东盟之旅看

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开始展开它在东南亚的全面外

中国的东盟策略调整

交攻势。中国在东盟的外交策略涵盖了三大支柱。

Analyzing Chinese Leaders’ Visits to ASEAN
Countries

一、陆上连接必定是中国在东盟各国的未来贡
献领域之一。与以往十年来相比，中国与东盟的未
来十年将从“黄金十年”提升为“钻石十年”（李
克强语）。在这一图景中，中国 - 东盟陆上联通合

无可否认，十月初的确是中国在东盟的外交周。

作将处于重要地位。从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的演

从 10 月 2 日到 5 日，习近平主席分别对印度尼西亚

讲看，他首次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

和马来西亚进行了他就任以来的国事访问。之后，

便在财政上大幅度地支持各东盟国家设立更多互相

习主席也参加了位于巴厘岛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

联通性的基础设施 4。 再者，在他访问马来西亚时，

组织（APEC）首脑会议 1。由于美国总统奥巴马没

他也公开表示中国愿意参与马新两国所探索不久的

有参加该会议，中国领导人的一举一动则成为各路

高铁计划 5。

媒体的追踪焦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习主席的三天
APEC 会谈之后，李克强总理也开始了他的东盟之

图 1：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

旅，在六天时间里，他对文莱，泰国与越南进行了

发表重要演讲

的访问，并出席在斯里巴加湾市的第 16 次中国 - 东
盟（10+1）领导人会议 2。
从当前的地区形势来看，中国领导人的一系列
密集访问显示出，中国已经显著提升了与东盟外交
的优先级别，甚至有可能超越中国对日本的重视。
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也了解到，东盟外
交在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已处于最高优先级别，中国
期望以此扭转过去在周边外交中的被动局面 3。中国
政府的“外交攻势”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对前一段时

资料来源：法新社（Tatan Syuflan）

间美日平衡中国外交举动的强势反应。在这次中国
领导人紧张的访问行程和多边会谈参与中，我们可

1

Xi to visit Indonesia, Malaysia, attend APEC summit, China Daily, 2013-

4

“习近平：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

9-29,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3xiapec/2013-09/30/

10-3，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03/c_125482056.htm

content_17004295.htm

5

President Xi Jinping holds talks with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2

of Malaysia, Deciding to Establish China-Malaysia Comprehensive

com/20131005/n387619139.shtml

Strategic Partnership, 2013-10-4, http://www.fmprc.gov.cn/eng/wjdt/

3

wshd/t1085197.shtml

“ 李 克 强 9 日 将 出 访 东 盟 三 国 ”，2013-10-5，http://news.sohu.
安邦（ANBOUND）智库人员在北京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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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李克强总理访问泰国期间，他也出席

二、探索和开发海上合作项目将是中国与各东

了位于曼谷的中国高速铁路展，并对泰国政府推介

盟国家建立全面、战略性与争取互赢的另外一步棋。

了中国的高铁技术。根据马来安邦的信息分析，估

与陆上合作不同，该举措是针对南海问题所带来的

计中方会在廊开至帕栖高速铁路项目上发挥作用，

负面影响。因此，南海争端国很自然地成为中国新

而泰国很有可能用该国的农产品（例如大米）来抵

领导层的合作对象。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领导人

6

偿中方的技术贡献 。 另外，李克强与越南总理阮

对海上合作的积极推动证明了南海问题已成为一个

晋勇也同意成立基础设施工作组，该工作组是为了

不可忽视的议题，也凸显出海上合作对减少各国摩

7

加强双边的陆上联通战略略性部署 。从此举来看，

擦的迫切性。

中国政府同样有意向越南政府销售其高铁技术，以
在印尼国的会演讲中，习近平呼吁东盟各国再

便其铁路可以进一步联通东南亚地区的东侧范围。

一次创造历史，共同建立 21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当然，高铁合作只是其中一个项目，其它（陆上） 他还指出，为了达到该目标，中国与东盟国都需要利
基础设施的项目也会逐步地透露出来。根据我们的

用好海上合作基金，以便落实更重要的海上项目 8 。

预测，双方将开发新的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些项目

在这一点上，推动与南海争议国的双边海上合作项

也必定是跨领域的。所以，深化目前的陆上基础设

目必然是中方今后的重要工作。

施合作是中国必须走的第一步棋。
分析这一次的访问，安邦（ANBOUND）认为
图 2：中国总理李克强向泰国总理英拉
介绍中国高铁技术

中国已把越南作为它的首要海上合作伙伴。与其他
南海争议国不一样，越南曾经因为海域争议与中国
发生冲突，而该国也是主要南海争端方的其中一国。
所以，与越南寻求海上共同开发并达成共识将给予
其他国家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正如马来西亚胡逸山
博士所说，与越南推动海上合作关系就证明海域争
议不会阻碍到双边合作关系 9。值得一提的是，两国
不但同意成立海上共同开发工作组（以便有更好的
协调），中越领导人还打算把北部湾湾口合作模式
作为双方开发争议海域的最终解决方案 10。
整体来说，这些种种举动不但为了减少海上冲
突的可能性，也为了实现该地区的海上繁荣。换句

资料来源：新华社

话说，通过不同的项目（中方所定的 17 个项目），
中国希望贡献于海上资源分享与联通性。当然，最
终的目标就是把该争议海域打造成互利和共赢的海

6  

“ 中 泰 定 会‘ 亲 上 加 亲’”，2013-10-14，http://news.xinhuanet.

8

“习近平：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http://

com/world/2013-10/14/c_125527659.htm

news.xinhuanet.com/

7

9

China, Vietnam agree to deepen partnership along three tracks,

“李克强访越力克南海羁绊 破解唯一历史遗留问题”，2013-10-14，

2013-10-13,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3-10/13/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14/c_125530024.htm

c_132795280.htm

10

“李克强与越南总理阮晋勇举行会谈”，2013-10-13，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3-10/13/c_1176975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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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见越南总理阮晋勇

句话说，这也使得各国能够减少汇率不稳定因素所
带来的贸易亏损。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湄公河地区
的国家有潜力成为人民币与本地货币的结算地区。
因为贸易来往密切，越南，老挝，泰国，缅甸
与新加坡银行已参与了与中国的货币结算计划，并
在 2012 年与云南银行签订了协议 12。但由于不是全
国性的政策，该协定的影响还不够突出。在李克强
的访问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强化了目
前的金融合作层次。举例来看，中越金融合作工作
组的成立就是为了研究商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和结
算协定 13。我们认为类似的协定将会在其他湄公河

资料来源：新华社

国家以及新加坡进一步增长发展。与货币互换协定
一样，货币结算协议不但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

域。如果将海上合作基金定义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它也将贡献于本地区一体化的进程。

的手段，那么建成“海上丝绸之路”将是这个目标
的体现。
三、强化金融合作也是中国领导人这一次访问东
南亚的第三个目标。在这个领域，中国政府将以两个
轨道来进行。第一，由于世界经济仍处于高度不稳定
状态，货币互换是一个很好的金融预防机制。对于高
度依赖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东盟国家而言，签署已久
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也不可能完全解决现在的东南
亚经济状况，这也使得各国再一次提升它们与中国的
货币互换量。中印尼领导人在前一段时间所同意的第
二次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就是一个例子 11。对中国来说，
推动类似的协定也有助于促进人民币作为东盟各国
的储备货币。

从外交角度来看，中国领导人的东盟之旅取得
很大的突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海上丝绸
之路”、中国 - 印尼第二货币互换协议等等都是这
一次中国外交攻势的成功实例。以安邦所提倡的“新
型市场伙伴关系”来判断，中国领导人此次的东盟
之旅已表明中国政府开始展开它与东盟各国之间的
经济“桥梁”与安保“防火墙”伙伴关系。但是，
安邦认为中方还可以与东盟各国建立“视窗”伙伴
关系。也就是说寻找并利用“信息辐射范围”较为
广阔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并通过该国掌握的区
域信息，了解市场竞争和政治实况等多个领域。并
且通过这项第三个“臂膀”，中国 - 东盟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将变得更加完善。

第二，与东盟各国签署货币结算协定也是中国
要走的另一轨道。该协定如果能够升级到国与国之
间，将大量地减少东盟各国被美元起伏所拖累。换

11

Xi pledges to boost ties with Indonesia, China Daily, 2013-10-

12

Cross border yuan settlement surges, 2013-6-8, http://www.china.

3,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3xiapec/2013-10/03/

org.cn/business/2013-06/08/content_29068067.htm

content_17008002.htm

13

“李克强与越南总理阮晋勇举行会谈”，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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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越南咖啡业因出口退税等问题

交易资格，导致失去获得退税的机会。

面临巨大隐忧
The Challenges in Vietnam’s Coffee Industry

此外，国内和出口的咖啡价格下降使贸易商遭
受重大损失。据越南财政部信息，中部高原省份的
咖啡价格从三月份的每公斤 2.20 美元下滑到目前的
1.90 美元。罗布斯塔咖啡的出口价格为每吨 2200 美

越南生产全球约 40% 的罗布斯塔（Robusta）品
种的咖啡豆，超越巴西和印尼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罗
布斯塔咖啡豆生产国。其国内生产的罗布斯塔豆口

元下降至每吨 1850 美元。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今年
前 9 个月的咖啡出口下降 23％至 104 万吨 15。同时，
越南财政部表示咖啡业的坏账高达 3000 万美元。

味浓郁，适合用于制造即溶咖啡。越南的咖啡业经
图 4：员工正在收割咖啡

历了十年的稳健增长，年度的出口额约 30 亿美元。
然而，越南咖啡和可可协会（VICOFA）在 10 月 2
日透露，增值税（VAT）延迟退税及税务诈骗等问
题使许多企业和出口商面临巨大的困难 14。
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越南财政部要求税务机
构和企业遵守新一套的退税程序。这个新机制允许
咖啡出口商在贸易上获得增值税 5% 的退税，但必
须通过一切合法的发票来证明他们的采购、纳税和
出口合规之后才能获得批准。可是验证过程往往需
要数几个月才能完成，导致延误退款及严重地影响
了咖啡出口。许多咖啡出口商抱怨延迟退税严重的
影响他们的现金或资金周转及生产营运。
越南大部分的出口商都是直接向代理而不是农
民购买咖啡豆，这使代理有机可乘利用新的规则欺
骗税务机构和出口商。他们根据市场价格把咖啡豆
卖给出口商，但却把原本应该支付给税务机构的增
值税私吞了。有些中介机构只是空壳公司或在交易

资料来源：新华社

后就消失，所以出口商无法证明他们一切的购买或

14

Vietnam’s coffee industry rumored to be collapsing, 2013-10-2,

15

Vietnam Set to Review Tax Refund Rules to Boost Coffee Exports,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business/85799/vietnam-s-coffee-

2013-10-3,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10-03/vietnam-

industry-rumored-to-be-collapsing.html

set-to-review-tax-refund-rules-to-boost-coffee-expor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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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越南政府有必要尽快检讨及解决增

的状态，所以需要密切的监察与防范。此外，‘百合’

值税退税的机制与验证过程的问题。目前许多出口

台风（Typhoon Nari）的到来使泰国在十月下旬有

商因缺乏现金或资金营运，以及对代理诈骗的行为

更多降雨 18。

感到失望，所以暂时都不愿意出口咖啡。如果这个
虽然泰国内阁已宣布 3500 亿泰铢（113 亿美元）

问题持续下去，越南的咖啡产品将无法运出国而全
球的咖啡买家将转移目标到其他市场，越南也会由

的洪水管理制度，包括在 5 年之内建设 20 个新水坝、

此面临巨大的出口收入损失。

两个 300 公里引水沟渠以及把 640,000 公顷的农业
用地转换成保水区（water retention area）和设施。
然而，防洪水工程却遇上法律延误和民众的抗议。
泰国行政法院裁定其中 9 个项目必须搁置，直到环

泰国防洪制度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一环

境和健康影响评估报告出炉。

Flood Control System is Vital for Thailand’s
Economic Growth

图 5： Prachin Buri 省的水灾情况

有无洪水以及对生产及社会活动的影响，均会
关联到投资者信心。自 2011 年的严重洪水之后，
近日泰国又遇上大洪水事件，目前为止洪水已泛滥
到 77 个省中的 28 个省，导致 36 人死亡及 300 万人
受到影响。然而在 10 月 9 日，洪水已侵入曼谷东部
114 公里的春武里 （ Chonburi ）工业园区，两家外
商独资的工厂暂时被迫关闭 2 天，因为员工无法照
常上班 16。该工业园的工厂主要是供应零件给日本
汽车制造商，此外近一半的工厂都是由日本商所拥
有。
近月来大雨横扫泰国，而最糟糕的水灾区集中
在中部和东部的省份。据防灾减灾署信息，泰国的
省份即 Sa Kaeo、Prachin Buri 和 Chachoengsao 仍被
洪水淹没。同时，在 Prachin Buri 省的 Kabin Buri 镇
资料来源： 路透社网站

被洪水淹没约 1.5 米深 17。国家水资源和洪水管理政
策的办公室秘书长 Supoj Tovichakchaikul 表示，曼

泰国是世上最大的硬盘驱动器的生产商，也是

谷东部的 Pasak Jolasid 大坝目前的容量已经在 112％

电子元件和汽车零部件的大供应商。此外，泰国也
是全球五大粮食出口国之一。严重的水灾不但影响
了电子和粮食的日常生产、出口以及运输，而且也

16

Thailand flooding closes 2 factories at industrial park 2013-10-9

降低了外国投资商对泰国应灾能力的信心。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10/09/thailand-floodsidUSL4N0HZ24J20131009
17

Industry alarm over worsening Thai floods 2013-10-10

18

Typhoon Nari may cause more flooding in Thailand 2013-10-12

http://news.asiaone.com/news/asia/industry-alarm-over-worsening-

http://www.upi.com/Top_News/World-News/2013/10/12/Typhoon-

thai-floods

Nari-may-cause-more-flooding-in-Thailand/UPI-5031138161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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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管理制度、设施及应变能力对洪水风险相

纪录，也带动中国前往泰国的旅客人数激增，就连

当高的泰国而言非常重要，政府有必要系统规划和

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泰国期间也以该电影作为中泰

加快防水项目的工程，以避免洪水影响生产和生活

交往的“宣传”19。

的事件再次发生。泰国政府除了需要提高外国投资
者的信心外，也必须确保洪水事件不会阻碍不同领

或许受到这波电影推动旅游的热潮感染，马来

域达成东盟枢纽的计划目标，例如投资、汽车生产、

西亚也有意配合 2014 年马来西亚旅游年之际，广招

绿色技术、物流和海鲜等领域。

海外电影投资者前来拍摄电影或取景，以刺激马来
西亚的旅游业务，带动国家的经济增长。其中，马来
西亚旅游及文化部长拿督斯里纳兹里呼吁美国商家
前来投资旅游与酒店业务，并欢迎美国电影公司来

电影业：
将成为马来西亚推动旅游市场的路向之一

图 7：成功推广马来西亚岛屿旅游的

Movie Industry is Boosting Malaysia’s Tourism
Market

香港电影《夏日么么茶》

近年来中国与美国电影的火热票房，不仅让电
影公司获取庞大的盈利，也为电影的取景地点带来
意料之外的旅游效益。而最佳佐证无疑就是《人再
囧途之泰囧》，这部电影不仅在中国取得票房新高
图 6：创中国票房纪录电影《泰囧》的宣传海报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马取景 20。而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主席拿督斯里黄燕
燕则表示，该局正积极邀请中国私人企业前来景点

19

“《泰囧》促进‘中泰友谊’ 好一部旅游宣传片？”，2013-10-12，

http://men.sohu.com/20131012/n388050963.shtml
20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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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 游 部 长 吁 美 国 商 家 来 马 投 资 酒 店 业”，2013-10-16，http://

www.nanyang.com/node/571994?tid=460

区开拍电影，以向中国市场推广马来西亚旅游业 21。
黄燕燕指出，自中国香港电影《夏日么么茶》
在 2000 年上映后，因取景地点在登嘉楼州热浪岛
（Pulau Redang），而造就了当年旅游该景点的香港

印尼农产品自给自足政策
面临诸多挑战（下）
Indonesia’s Food Self-Sufficiency Policy Faces
Challenges (2)

与本地游客大增。事实上，在该电影推出后，已有
不少中国与香港电影也来马开拍，包括同样取景海
岛的电影续集《夏日乐悠悠》、警匪电影《逆战》、
获奖无数的温情片《父子》等等。但这些电影为何
没有为马来西亚的旅游业带来加分？
《夏日》系列电影导演马楚成在当年接受媒体
访问时曾半开玩笑地表示，两部电影的开拍都没获

就印尼农产品自给自足政策面临的诸多挑战，
再谈市场自由化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市场自由
化并非坏事，如中国目前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必
须朝向市场自由化的步伐，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让竞争与投资环境取得开放，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
图 8：印尼取消进口配额抑制国内食品价格通胀
并非长远之计

得马来西亚旅游局的鼎力支持，电影上映后带动旅
游热潮也没有感谢他。22 若注意到《泰囧》在泰国
拍摄期间，泰国国家旅游局乃全程参与了该电影的
拍摄，并在电影上映后推出相关的旅游配套。23 同时，
中国驻马大使柴玺也曾向马来西亚旅游部反映，该
部门的宣传不足，以及教育展做得不够多，是中国
旅马人次欠佳的两大因素 24。
因此，马来西亚若真要透过电影市场催化旅游
业务的发展，积极参与电影拍摄、制定相关的旅游
配套、进行多层面的宣传等等，都是旅游部必须正
视与积极投入的事项。毕竟，在中国主席习近平访

资料来源：法新社

马期间，马来西亚已承诺要在 2017 年之际将中国旅
客人次从当前的 150 万提升至 400 万 25，这种旅客

但这对于印尼而言，市场自由化在目前看来至

倍增的承诺若没有旅游部的大力配合，相信将很难

少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农产品方面。印尼的农业

达标。

基础设施与农业科技含量并不成熟，其农民福利与
保障仍相对缺乏，加上国内的消费水平无法面对市
场价格的剧烈波动等，印尼食品领域的市场自由化，

21

“ 黄 燕 燕 邀 中 资 来 景 点 区 拍 电 影 ”，2013-10-17，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79932:
&Itemid=113
22

百 度 百 科：“ 夏 日 乐 悠 悠”，http://baike.baidu.com/view/5873882.

htm
23

“看泰国游泰国 泰国旅游的禁忌与习俗”，2012-12-19，http://blog.

sina.com.cn/s/blog_7129a18401019xa5.html
24

“柴玺：无法吸引中国旅客主因 ‘大马旅游部宣传不足’”，2013-

9-18，http://www.nanyang.com/node/564790

将给国内农产品业者与消费者造成冲击。
同时，在印尼粮食总署改制为印尼粮食公司
（Bulog），并只作为大米粮食储备的机构，以及印
尼政府在 1999 年撤销国家粮食事务部长的职位，而
缺乏真正管制粮食政策的部门下，印尼政府已完全
失去强有力的机构与单位，来对农产品价格进行管
制。

25

“慕斯达法：订 5 年目标 马盼吸中资 250 亿美元”，2013-10-5，

http://news.sinchew.com.my/node/32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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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市场自由化与缺乏执法单位管制，印尼落
实自给自足的政策将存在着许多变数，少数商家将

文莱国家石油公司积极进军缅甸油气市场
Brunei Oil Company Penetrates Myanmar Market

能乘机通过集中与垄断等方式，干扰农产品的市场
持续。其中，有批发商选择扣押商品，延后发售，

文莱国家石油公司正积极参与进军缅甸油气市

促使农产品供应短缺，价格自然飙高。而政府在缺

场。缅甸具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为了尽快

乏管制能力下，唯有选择进行大量进口活动，来弥

开发这些油气资源，缅甸 2013 年初至今已经向 10

补市场缺口，以及稳定市场价格。

个国家发出勘探权资格，同意这些国家在 18 个划定

值得注意的是，印尼政府为了加速落实自给自

区块内展开勘探工作 28。

足的目标，曾限定牛肉、大豆、辣椒等农产品的进口

目前，文莱国家石油公司已获得缅甸当地某地

数额。然而，近期食品价格的走高，却让政府选择取

区的石油与天然气探勘权，在进入缅甸市场的实践

消了该进口配额制度，以换取稳定的价格机制 26。尽

中迈出重要一步。

管政府表明该配额制度的取消只是属于短暂性的，
并阐明将会针对价格稳定机制作出中长期的政策考

文莱本身已经是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仍然积

量，但该行动实际反映出政府在调整价格与达致自

极开拓其他油气资源。目前已经有印尼、中国、印

给自足政策的权衡上并没有多少的选择与掌控权。

度和新加坡的石油公司开始在缅甸陆地展开勘探工
作，岸外则有 22 家外国公司获得探勘权。

另一方面，近期印尼盾汇率的大幅贬值，大肆
进口农产品，在稳定国内市场价格上已起不了太大

文莱石油资源已给国家带来丰厚收入，此次再

的作用，反之将引发输入型通胀的问题，推高国内

以资金投资缅甸油气开发也为资金找到适合的投资

的消费品价格。更重要的是，汇率贬值导致的进口

领域。据预计，各参与国家流入缅甸石油与天然气

额大幅增长，已让印尼的经常帐在今年次季面临高

工业的外资将达至 140 亿美元，而该国在 2010-2011

27

达 98 亿美元的赤字，为历史新高水平 。加上印尼

年度的石油与天然气出口总值则超过了25.2 亿美元。

的财政预算同样为赤字，这种双赤字的趋势将对印
尼的经济成长带来压力，并对印尼盾的贬值带来更
大的下行压力。这对于印尼政府实行自给自足的政
策也将造成更大的冲击。

文莱首相署能源部（EDPMO）还将于今年 11 月
6-10 日举办能源展，其主题是能源效率和保护 29。文
表 1：2011 年文莱油气生产 / 贸易情况 30
（单位：千吨）

因此，回到根本的问题上，印尼政府若要达到
煤炭

食品自给自足的目标，实际上应该从更宏观的角度
去看待问题，而不能只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生产

0

的态度。重点在于，印尼政府应该重新检讨其市场

进口

0

出口

0

原油 油类
产品
7996

天然气

核能、地热、 电力和
水电 生物能 其他热能

约合计

0

10698

0

0

0

11 225

0

0

0

0

236

7532

0

0

0

14850

7292

26

18695

自由化的制度，并设立一个强有力的监管单位，来
监督食品供应与价格，以及强化国内的种植领域。

26

Quotas on Beef, Chilli and Shallots Scrapped as Govt Seeks to Ease

Inflation, 2013-9-3, http://www.thejakartaglobe.com/business/quotas-

资料来源：国际原子能机构（IEA，Report，by Country）

28

“ 文 莱 国 家 石 油 进 军 缅 甸”，2013-10-16，http://asean.zwbk.org/

newsdetail/32688.html

on-beef-chilli-and-shallots-scrapped-as-govt-seeks-to-ease-

29

inflation/

bn.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10/20131000333767.shtml

27

No uplift in long term for rupiah, 2013-8-29, http://www.

thejakartapost.com/news/2013/08/29/no-uplift-long-term-rupia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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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莱 将 于 11 月 6-10 日 举 行 大 型 能 源 展”，2013-10-4，http://

30

Brunei Darussalam: Balances for 2011, http://www.iea.org/statistics/

statisticssearch/report/?&country=BRUNEI&year=2011&product=Balances

图 9：吴哥古迹雨水中情景

莱希望吸引国内和国际企业至文莱展示能源效率和
保护的新科技、装备和产品，同时提高公众和私营企
业对于能源效率以及为可持续发展保护能源的意识。
从表中可以看出，文莱的油气生产和出口情况
非常活跃，另外，文莱投资缅甸的油气勘探以及主
办能源展的行动也反映出，作为东南亚主要产油国
和世界重要天然气出口国，并已经在世界能源生产
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文莱的做法值得中国能
源企业认真关注和学习，并积极参与相关活动。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唐黎明博士拍摄并提供

柬埔寨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以形成新亮点
Cambodia Optimizes Tourism Service Quality

部公布了一份未来 5 年旅游发展规划报告。该报告
称，柬埔寨希望到 2018 年能有至少 130 万人次的中
国游客到柬埔寨旅游。该报告指出，柬埔寨政府将

柬埔寨旅游大臣童昆最近表示，柬埔寨有关部

继续在中国加大对柬埔寨旅游景点的宣传，鼓励开

门在努力整治旅游业个别不当行为、提高服务质量

通更多直通航线，柬埔寨的机场也将提供带有中文

的同时，将加强在入境申报、道路指引、住宿和餐

翻译的出入境申请表和告示牌，并在主要道路标出

饮等方面的中文标识和引导 31。

中文路名 32。

针对游客对柬埔寨某些旅游经营者或纪念品商

另外，对于有些景点售卖假货问题，柬埔寨旅

店售卖假货感到不满，童昆说，“我们知道有些旅

游部已经携手文化艺术部与商业部推出质量检验标

游公司服务质量不佳，有些商店靠卖假货欺骗游客。

签，方便游客识别正品。

目前，柬埔寨旅游部已要求景点商贩不要卖假货，
对于柬埔寨海关警察在国际机场索要小费一事，

因为长此以往会损害整个旅游业”。例如，中国媒
体 10 月 14 日公布 2013 年第三季度中国公民出国旅

童昆说，这种个别人的不当行为会损害柬埔寨的旅

游满意度调查结果，在选取的 22 个中国人旅游目的

游业，必须杜绝。他本人已专门就这一问题与机场

国或地区样本中，柬埔寨的中国游客满意度排名最

海关负责人确定每隔 3 个月举行一次例会进行宣传

后。

检查。他同时指出，“事实上，柬埔寨的旅游产品
不逊于本地区其他国家，因为我们有世界遗产吴哥
旅游业是柬埔寨四大经济支柱之一，柬埔寨北

部暹粒省吴哥窟古迹群是柬埔寨吸引外国游客的
“磁

和美丽的海岸线。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我们必须让
这些景点更加美丽”33。

铁”景点。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保护古迹免于浸泡
和方便游客都是待解决的工作（见图 9）。
以吸引中国游客为例，今年 6 月，柬埔寨旅游

32

“上半年赴柬埔寨中国游客增长 55% 共有约 23.1 万人次”，2013-8-

20，http://travel.people.com.cn/BIG5/n/2013/0820/c41570-22625716.
html
31

33

10-18，http://money.163.com/13/1018/00/9BE7NA5N00254TI5.html

18，http://finance.qq.com/a/20131018/010780.htm

“专访：必须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访柬埔寨旅游大臣童昆”，2013-

“柬旅游大臣童昆：必须提高旅游服务以吸引中国游客”，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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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加速向千年发展目标迈进
Laos Makes Progress towards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载至 2013 年，老挝全国贫户率下降至 10.5%，
全 国 贫 困 村 寨 和 贫 困 县 率 分 别 下 降 至 26.7% 和
25.5%。

老 挝 政 府 于 10 月 17 国 际 消 除 贫 困日公 布 了

老挝副首相兼外长 Thongloun Sisoulith 已经在 9

减贫目标，老挝将致力于提高国民人均收入，并在

月 28 日的第 68 届联大会议上发言强调减贫目标，

2020 年脱离欠发达国家行列 34。

他指出，2013 年标志着促进全球减贫工作的国际合
作开始一个新的转折点。去年在巴西举行的世界可

老挝农村发展与消除贫困国家委员会 10 月 17

持续发展峰会上，世界各国领袖们发起了提高可持

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了集会响应国际消除贫困日， 续发展的具体行动文件。即在 2015 年后，国际社会
即从 2013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4 日的消除贫困周。 能实现减贫目标。
图 10：老挝街区一景

图 11：老挝副首相在 68 届联大会议上发言

资料来源：越南人民报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官网

老挝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阿桑 •

老挝在创造和平发展环境和政治稳定性方面取

劳里（Axang Laoly）表示，目前老挝 80% 人口是农民， 得重要成就，而这些方面保障了国家可以努力向摆
他们生产活动主要依靠大自然，其生活质量仍处于

脱低发展国家的状态迈进 35。在法律政策方面，他

低水平，国家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水平都较低。

强调国家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保护妇女和儿
童的法律贯彻实施。

目前，老挝的核心目标是全面发展农村和农业，
建设发展良好的村庄。此外，老挝政府还将目标放

同时，在地区层面，老挝已经在东盟 2015 年实

在开发人力资源方面，展开服务于农村发展和消除

现共同体的发展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这项工作将

贫困的项目和计划。老挝所取得的成果是贫困户和

构建三项共同体，即政治 - 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

贫困村寨已逐年下降。
35

Statement by His Excellency Mr. Thongloun Sisoulith, Deputy Prime

Minister,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Lao PDR at the 68th Session
34

“ 老 挝 力 争 2020 年 脱 离 欠 发 达 国 家 行 列”，2013-10-19，http://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28 September

cn.nhandan.org.vn/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_news/item/1322301- 老挝

2013, http://www.mofa.gov.la/en/the-ministry/the-deputy-prime-

力争 2020 年脱离欠发达国家行列 .html

minister-minister-of-ministry-of-foreign-affairs/308-unga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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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文化共同体。老挝自身也将争取有效实施国

武装达成停火协议，如果因为爆炸而拖延签订则将

家第 7 个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

破坏了和平的努力和即将达到的目标。因此，缅甸
政府将绝不接受对和平协议签订的任何推迟 37。

因此，老挝政府正力争 2015 年将人民年均收入

图 12：图片显示了在仰光媒体会议爆炸现场

提升到 1700 美元的目标，完成消除贫困战略，同时

的各位点

将在 2020 年脱离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行列。

缅甸爆炸案对签订停火协议及投资环境
构成挑战
Myanmar Bomb Challenges Ceasefire Agreement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缅甸境内在最近一周发生多起炸弹爆炸事件，
造成人员伤亡。在最新一起炸弹袭击后，美国抨击
资料来源：缅甸 Eleven 报

这是恐怖行径。这起爆炸是在金融枢纽仰光市高档
的商贸酒店（Traders Hotel），遭炸弹攻击后，一名
美国女子受伤。而之前一天的爆炸是在缅甸东部掸
36

邦的南坎，南坎靠近中国边界 。
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在声明中指出，这类暴力行

缅甸警察部队司令 Zaw Win 于 10 月 20 日表示，
最近一系列的爆炸事件是有人密谋使外国投资望而
却步。他说，爆炸所在的仰光、曼德勒等四个地区
都与克伦全国联盟（KNU）的商业管辖范围 38。

为在公民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美国相信，缅甸人民

例如，仰光外国人通常居住的 Traders Hotel 的

有决心、有力量来对抗这类恐怖行径，并且持续对

爆炸，其被问讯的嫌疑人说，如果他成功实施爆炸

全国和平、发展与和解作出承诺。美国也敦促缅甸当

将能得到 500 美元，而且他们的同伙们将得到金矿

局充分尊重法律的正当程序，以此处理相关案件。

开采许可。爆炸的目的就是要阻吓外国投资者。

多国政府也已向本国国民发出警告，要求在缅
甸境内旅行时要提高警觉。
同时，缅甸政府则对创造和平发展环境有信心。
10 月 19 日，缅甸政府表示，最近几个缅甸城市的爆
炸案件并不影响全国范围停火协议的签署。这项停
火协议将于今年 11 月在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
间展开。缅甸总统发言人 Ye Htut 已经向媒体声明
了这一点。

相关事件表明，缅甸开放后，即使大规模外资
纷纷计划和正在涌入，但是对于长期经济落后的缅
甸来说，外资的到来恰逢缅甸民族和解进程加快的
时刻。爆炸案既针对尚未完全达成和解的政府，也
针对外国投资者。因此，对外国投资者而言，投资
是否能够给当地民众带来切实利益是缅甸社会能否
尽快容纳外资的关键。
37

Bomb blasts won’t affect ceasefire agreement—president’s office,

17 October 2013, http://elevenmyanmar.com/politics/3767-bomb-

Ye Htut 说，总统希望将在 11 月份与少数民族

blasts-won-t-affect-ceasefire-agreement-president-s-office
38

Police chief says recent bombings were a plot to scare off

foreign investment, 20 October 2013,   http://elevenmyanmar.com/
national/3789-police-chief-says-recent-bombings-were-a-plot-to36

“缅甸东部 3 起爆炸 1 死， 东方日报”，2013-10-17

scare-off-foreign-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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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与韩国展开多领域合作蕴含深意

劳工、民间交流等双边事宜，以及可能包括南海争

Philippines-South Korea are Strengthening Multifields of Cooperation

议在内的地区议题。
目前韩国已是菲律宾主要贸易与投资伙伴之一，

韩国总统朴槿惠 10 月 17 日同对韩国进行国事

2012 年，菲韩双边贸易额达 74.08 亿美元，至菲律

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举行首脑会谈 39。菲律宾

宾旅游的韩国人超过 100 万人次，占外国游客总人

总统的到访为外界提供了几项菲律宾与韩国建立友

次近 1/4。

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信息。
图 13：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与韩国总统会谈
首先，朴槿惠欢迎韩国新政府成立以来第一位
来访的外国领导人。第二，菲律宾在朝鲜战争时期
为韩国提供了援助。第三，菲律宾是东盟国家中第
一个同韩国建交的国家，两国长期以来积累了互信
并增进了友谊。因此，两国均希望藉此会谈能将两
国关系推向新的合作层次。
两国签署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体育交流谅解
备忘录、提供对外经济合作基金贷款合同等三项协
议。朴槿惠还感谢菲律宾选定韩国 FA-50 战机（轻
战斗机）作为菲律宾飞机项目机型，并希望尽快完
成合同，促进两国防务合作。此次 12 架战机将达 4.

资料来源：菲律宾商报

50 亿美元规模 40。

阿基诺三世的父亲在朝鲜战争期间是马尼拉日
十年来两国贸易规模增加一倍，双方商定将在

报派到韩国的战地记者。菲国士兵是联合国盟军的

首届韩国 - 菲律宾经贸共同委员上进一步发展两国

一员，协助韩国对抗北韩。因此，此次，阿基诺三

经贸关系。

世还造访战争纪念馆，并代表父亲尼蕊 • 阿基诺接

对于在菲律宾的韩国企业，朴槿惠也请菲律宾

受勋章。

政府予以支持和关注。对此，阿基诺说目前在菲律

上述信息表明，对于东亚国家的韩国和东南亚

宾对基建项目需求较多，为了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会

国家的菲律宾来说，双方如此紧密的关系和多领域

继续努力。

的合作，对于美国、日本、中国来说都蕴涵深意，

菲律宾总统这次率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贸工
部长、能源部长、总统府通讯部长、内阁部长、总
统府管理幕长等官员及参议长访问韩国。讨论议题
包括政治、国防、贸易、投资、官方发展援助、领事、

39

“韩国总理朴槿惠与菲律宾总统会谈 商定发展两国经贸关系”，2013-

10-18，http://www.shangbao.com.ph/fgyw/2013/10-18/22876.shtml
40

“菲总统阿基诺：菲律宾海岸线长 韩国舰艇很有用”，2013-10-19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3/10/19/0113846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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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牵制作用，又涉及到朝鲜半岛、东海、南海的
安全领域，以及政治和经济领域等多个方面。因此，
有关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表 2：菲律宾 - 韩国领导人此次会谈涉及的主要领域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据称，新加坡政府今年加大努力打压升至历史

新加坡遏制房价泡沫取得有效成绩
Singapore Restrains Effectively on the House
Price

最高水平的房地产价格，它采取了一些最严格的措
施，包括将房贷上限控制在贷款人收入的 60%，提
高购房印花税和增加房产税。在截至 9 月 30 日的季

今年以来，香港和中国内地都尝试了各种措施

度中，新加坡房价出现 6 个季度以来的最慢增速。

来调节房价，但与它们相比，美国媒体评价说，新

房屋销量下降，抵押贷款增长率从两年前的 18% 降

加坡的遏制措施更为成功。

到 7 月份的 13%41。
新加坡大华银行有限公司的证券机构大华继显

图 14：新加坡遏制高房价比亚洲其他地区成功

控股有限公司分析师维克兰特 • 潘迪说：“政府及
早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他们希望遏制泡沫，阻止
其达到影响整个系统的程度”。
在新加坡，政府提高了购买二套房的最低首付
款 ; 向外国和企业购房者征收新税种；提高了所有
住宅的印花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曾经在 6 月 28 日
宣布，申请房贷者的总偿债率不应超过 60%。8 月份，
这家中央银行将购买公共房屋的贷款最长年限从 30
年降到 25 年，而约 80% 的新加坡人都住在公共房
屋中。

资料来源：法新社资料图片

41

“新加坡出重拳遏制房价泡沫 美媒：比中国成功”，2013-10-18，

http://finance.cankaoxiaoxi.com/2013/1018/2881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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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顾问公司仲量联行新加坡住房业务部门主

申请者的所有债务考虑在内，而贷款者每月的还款

管戴维 • 诺伊布龙纳说：“有关贷款的措施比其他

额，不得超过其收入的 60%。8 月金管局又将购买公

任何措施都更具效力。未来 6 个月到 9 个月，房价

共房屋的贷款最长年限从 30 年降到 25 年。

将保持平稳”。
新加坡政府的降温政策注重有的放矢。比如，
事实上，2008 年时，当房价在两年内攀升 25%

为了严格打击炒卖高价房、防止少部分富人通过房

后，新加坡即开始采取遏制措施。此后，在低利率、

地产泡沫敛财，新加坡政府通过一系列提高房屋交

新加坡当地人从公共房屋升级到私有房屋的需求

易成本的政策，有效控制了中央区的高价房价格指

以及中国和东南亚买家的推动下，房价进一步上涨

数上涨。新加坡政府还对外国人和永久居民开始征

40%，于是政府加大了打压力度。

收额外买方印花税，以应对外国人投资新加坡房地
产市场。

市区重建局 9 月份指出，8 月份，新加坡私有房
屋销量为 742 套，同比减少 48%。7 月份的销量跌到
482 套，是近四年来的最低水平。

在私人住宅的价格调控方面，首先，新加坡楼
市降温政策，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政策。其次，
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新加坡政府制定降温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存款与担保贷款业务副
总裁琳达 • 李说：“这是监管者希望看到的。他们

措施，并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调节。最后，应该合
理调整住房的交易成本和使用成本。

的主要目标是采取适当的措施稳定贷款增长和调整
房价。他们还希望消费者在申请贷款时更加审慎，
这样就能控制国家的总体债务”。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指出，新加坡房地
产价格调控的目标在于实现房价稳定，而不至于突
然下滑冲击市场，以便让泡沫慢慢消解。经过 2009

因此，新加坡关于购买二套房的最低首付款、

年以来先后八轮房地产调控措施，新加坡公私住宅

向外国和企业购房者征收新税种、提高所有住宅的

价格出现下跌或涨幅减缓迹象，在亚洲国家房价普

印花税、申请房贷者的总偿债率不应超过 60% 等等

遍上涨的背景下，新加坡政府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

重要措施都是保证这个国家的房价不再被市场随意

策值得关注。

推动而走向失控，由此政府能控制国家的总体债务
水平。相关举措值得中国借鉴。
新加坡住房房地产市场分为两块，一块是私人
住宅市场，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另一块是政府公
共住房项目，居民根据收入水平可以申请购买价格
较低的组屋，类似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新加坡组
屋条件良好，超过八成的人口居住在组屋。当地居
民抱怨说，组屋价格涨太快了。
自 2009 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先后出台了八轮降
温措施，多管齐下对政府组屋、私宅以及工业房地
产市场进行全面调控。6 月 28 日，新加坡金管局宣
布，申请房贷者的总债务偿还比率不应超过 60%，
并且这项条例是永久性的。也就是说，凡贷款购房者，
金融机构在评估其个人房地产贷款申请时，必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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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马来安邦实地考察报告续：房产降温措施来
临或将限制依斯干达投资（1）
Will Property Cooling Measure Dampen the
Investment in Iskandar Region?

依斯干达特区发展要在该 4 大主轴中取得平衡，
这不仅仅是该特区发展机构所要预见的，也是当地
居民所期望真正得到落实的。毕竟，依斯干达特区
并非凭空出现的发展地段，它是包含 5 个发展旗舰
地段的大型特区，而这些旗舰地段，或各旗舰地段

在第 19 期《中国 - 东盟观察》中，马来西亚安
邦团队南下柔佛依斯干达特区进行实地考察，并撰
写相关的报告。在该投资契机的观察中，安邦团队
点出了，依斯干达特区的房地产发展虽然迅速成长，
但也不能忘了该地区工商领域的投资与发展。其中，

之间，在过去已有大批的居民居住在此。差别就在
于，过去的发展是零星式，当前的特区发展是集中化、
量化、城镇化的。
图 16：柔佛依斯干达特区的其中一景

设立产业园、保健城镇、教育城镇等综合式发展概念，
实为有效提升依斯干达特区形象的方式，也避免该
发展计划沦为“空城”项目。
同时，依斯干达特区发展机构（IRDA）在推出
与执行该发展计划上，也秉持着“投资、工作、生活、
休闲”（Invest, Work, Live, Play）等整体规划概念，
以确保该特区在未来的发展轨迹上，不会偏离该 4
大发展的主轴。该概念也在依斯干达特区的专属网
站 www.iskandarmalaysia.com.my 中完整地展现出来。
资料来源：星洲网

图 15：行政议员阿都拉帝班迪（中）主持
绿色工业研讨会开幕

因此，依斯干达特区的庞大发展计划目前已开
始让那些原已住在该地段或毗邻的居民倍感压力。
他们所担忧的，无疑就是该地区的房地产价格迅速
飙升，他们可能面临“居者无其屋”的窘境，以及
过多外来投资前来购买房地产，最终可能落得“鬼
城式”的发展趋势等。当地居民的顾虑，已在柔佛
州政府近期宣布有意推出的措施中反映出来。
柔佛州掌管房屋及地方政府事务的行政议员阿

资料来源：南洋网

都拉帝班迪表示，州政府正研究限制外国人在房地
产交易的措施，包括调高外国人在房地产交易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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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费，以及限制国人脱售房地产给外国人的举措等。

分析，因物流业包括了海陆空及铁路交通运输服务、

目前外国人在柔佛进行房地产交易仅需缴交 1 万令

邮递服务、海洋运输的装卸服务、仓储库存服务、

吉（约合 3170 美元）的手续费，而州政府有意在今

包装服务、清关服务及货运代理人服务等多项业务，

42

年末将该手续费提高至相关房地产价格的 4-5% 。

所以，泰国发展物流业也将从多方面着手。2013 年
开放物流业限制后，将允许东盟国籍的投资者投资

再加上市场盛传财政预算案中，中央政府将宣

泰国与物流业相关的服务业，在泰国企业中持股从

布调高外国人购屋底限至 100 万令吉（约合 31.70

现在的不超过 50% 升至不超过 70%。因此，在初期

万美元），以及房地产盈利税（RPGT）调高至 30%

阶段，部分未受到法律特别保护的服务业将面临较

等房地产降温措施下，这些措施看似将会打消了外

大冲击，对泰国物流服务业者而言是一个必须正视

国人来马购屋的买气与趋势，甚至将阻扰依斯干达

的挑战 45。

43

特区的发展前景 。
分析表明，现阶段东盟各国中物流服务最具竞
争力的是新加坡，其次是马来西亚，而菲律宾、越南、

泰国将目标瞄准在发展成为东盟物流中心

印度尼西亚也正在大力发展。泰国若加速发展，才

Thailand Aims at Becoming ASEAN Logistics Hub

能不被其他国家赶上。

2015 年东盟将实现经济共同体（AEC），这意
味着东盟十国将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以及一个庞
大的生产基地。泰国作为东盟具有重要地理位置的
国家，正订立一项重要的发展目标，泰国商业部 10
月中旬表示，为进一步降低出口成本，适应东盟经
济共同体互联互通的需要，并努力成为世界两大最

对于泰国来说，政府目前重视物流业发展，同时，
泰国也具备适宜的地理位置。泰国地处东盟中心，
因此，泰国物流体系重要的发展战略应是市场需求
相关领域中的货物快速送达、产品流通顺畅、信息
输送、增加附加值，同时要努力让与产品和货物运
输相关的环节降低成本，并提升核心竞争能力 46。

重要市场——中国和印度的货物运输中转站，泰国
计划在 2020 年前建成东盟物流中心 44。
泰国商业部国际贸易促进厅长喃塔汪表示，泰
国商业部和民间企业共同制定了泰国 2020 年物流业
发展规划，将对运输、采购、产品库存管理和产品
分散流通、物流信息和资金等方面加以整合，对物
流相关行业的服务发展方向和目标进行定位，以提

前述的负责人，泰国商业部国际贸易促进厅长
喃塔汪指出，物流运输行业是使用成品能源仅次于
工业最多的行业，泰国产品出口成本的廉价水平在
东盟国家中位列第 3，但仍需加强提高与升级，适
应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并且要努力成为中国与
印度货物运输中转的中枢，这两个国家都是世界最
大和最重要的市场。

高工作效率，促进出口。
据中国商务部于 2012 年底对泰国物流业发展的

因此，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中国加速发展与
泰国经贸关系的同时，也具备在物流业更好开展投
资合作的机会。

42

“依价格与类型征收 提高外国人买屋手续费”，2013-10-8，http://

www.nanyang.com/node/570012
43

“ 本 地 人 炒 特 区 二 手 屋”，2013-10-14，http://www.orientaldaily.

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79426:&Item

45

id=242

cn/aarticle/i/jyjl/j/201212/20121208497432.html

“ 泰 国 物 流 业 走 向 AEC”，2012-12-25，http://www.mofcom.gov.

44

46

html/2013-10/18/content_174457.htm

com/56135/info/infoView.aspx?id=82693

“ 泰 国 拟 建 东 盟 物 流 中 心”，2013-10-18，http://paper.ce.cn/jj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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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能否成为东盟物流中心？”，2013-10-17，http://www.56135.

表 3：近期中国 - 东盟计划开展基础设施方面合作实例
亚洲

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根据中国和越南14日在河内发表的《新时期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的联合声明》，两国
计划建立基础设施合作工作组，规划并指导具体项目实施。
其中，尽快就凭祥至河内高速公路项目实施和融资方案达成一致，争取早日动工建设。

中国-越南

积极推进东兴—下龙高速公路项目，中方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按市场原则参与该项
目，并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融资支持。
适时启动老街—河内—海防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

中国-泰国

中国与泰国在铁路合作方面达成原则协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东盟全方位推进互联互通

菲律宾和印尼一带的岛国走在前头，泰国与马来西

为中国企业带来机会

亚也在修新铁路。下一步互联互通重地则是老挝和

ASEAN Connectivity Brings Huge Opportunity for
China
10 月以来，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访问
东盟国家并释放有关支持东盟基础设施发展的信息，
无论是东盟国家还是中国企业都看到了合作发展基
础设施，推进互联互通的良好机会。
习近平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李克

越南，从老挝万象到越南河内的交通规划已经开始。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范围的六国，缅甸、泰国、
老挝、越南、柬埔寨以及中国都在进行互联互通规划，
包括交通、电信和管道。事实上，东盟多为缺乏资金、
基础设施也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基建资金主要来自
国际融资，例如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提供的基
础设施贷款。例如，越南从河内到海防的项目即来
自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 48。

强向泰国总理英拉推介高铁、中越建立基础设施合
作工作组，所提及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背后，正是
东盟开始全面推进互联互通计划的重要机遇 47。
目前，东盟与其形成一体化的距离越来越近。

随着东盟经济发展提速，对外运输需求加大，
不少国家偏僻，公路时常中断，铁路运输逐渐成为
主要运输方式。而整个东南亚包括泰国、越南的铁
路线网建设仍比较落后，空间巨大。

据多次到访东南亚考察交通的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
亚研究所副所长刘建文介绍，东盟在进行泛亚铁路、
泛亚公路和亚太公路的合作，互联互通主要集中于
中南半岛，
“新马泰”三国的互联互通做得最为出色，

47

“ 东 盟 强 推 海 陆 空 中 国 商 机 巨 大 ”，2013-10-17，http://www.

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士
说，一旦兴建铁路，加之东盟对外合资出口的逐年
增加，客运和货运机车的需求量必然上升。把轨道
铺起来之后，机车、客车、货车的需求都会接踵而至，
48

同注 47。

caexpo.com/news/info/focus/2013/10/17/3604856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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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必然的。

越南交通部官员表示，建立融资平台进一步促
进中国东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便让相关各方

海运方面，主要项目是印尼—菲律宾滚装船和
近海运输；陆路运输方面，重点是新加坡—昆明铁

能够进一步加深合作，让政府和企业参与到投资建
设以及互联互通项目的发展之中。

路联运线和东盟高速网络建设；航空运输方面，“空
运服务承诺书”和“东盟航空市场”相关谈判已经

中国和东盟 10 国交通部长在 9 月 2 日部长特别

完成，各国航空公司在为 2015 年东盟“开放天空政

会议上呼吁设立一个以中方为主的亚洲地区互联互

策”作准备。

通投融资平台，以确保互联互通合作项目有长期稳
定的资金来源。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推进中国—东

因此，对东盟互联互通而言，涵盖海、陆、空

盟陆上和海上互联互通合作，推动发表了《中国 -

三个层次的各项工程，都将为中国企业走向东盟创

东盟互联互通交通部长特别会议联合声明》，该声

造了重要条件。

明主要包括六点共识，设立投融资平台是其中重要

除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商有重要机遇外，东盟

一项。

互联互通最大的瓶颈是资金不足，而这对中国资金

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表示，各国普遍存

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机会。近期，美国的事例表明，

在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缺口，制约了互联互

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存在很大的风险，将这部分

通重点项目推进，因此建议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

钱用于投资别国基础设施建设，既能拉动中国出口，

资模式，建立新的融资机制，努力推动成立一个属

特别是由资金拉动高端产品出口，如高铁和相关设

于亚洲，由亚洲人管理，为亚洲服务，对支持亚洲

备出口，都将为企业带来发展机会。

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为宗旨的投融资的平台。

事实上，若分析之前的多方表态，可以看出，

因此，中方通过提出互联互通合作项目要有长

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就互联互通合作问题已经开始

期稳定资金来源的建议，即同时强调了亚洲国家要

给予重要关注、提出建议和逐步安排。

合作发展的理念。

在今年 9 月的第十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第十
届中国 -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泰国总理英拉建
议东盟与中国加强两方面的合作：不断扩大双边的
贸易、投资；不断加大互联互通的规模。她说，我
们需要提高地区之间的连接关系，这最终对贸易投
资和人员之间的往来交流都非常重要，特别是旅游
业的合作。现在泰国已经开始建设连接泰国、老挝
和中国的高速通道，当这个高速通道竣工通车之时，
它将会使中国与东盟和泰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她建议泰国、老挝和中国的有关专家能够尽快探讨
开发这个高速公路的连接。
菲律宾交通部官员说，由于在地理上与东南亚
相隔离，菲律宾尤其期待海上互联互通的发展。菲
律宾意识到该国需要更多来自国家和企业层面的融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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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CAF 专辑 1 -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不锈钢生产商、印尼最大的镍矿生产商之一和中国

投资印尼最大镍铁项目

东盟基金之间在印尼镍铁深加工产业上建立了紧密

CAF Invests into the Largest Ferro-nickel Project
in Indonesia

的合作伙伴关系。各方将共同建设和运营印尼最大
的镍铁冶炼厂。该项目位于新近落成的首个中国印
尼工业投资合作区内。建成后，项目将年产 30 万吨

据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东盟基金”， 镍铁以供出口。该项目是中国东盟基金在印尼的第
CAF）信息，中国东盟基金于 2013 年 10 月 3 日正 一个投资项目，也是其在东盟地区的第九个投资项
式签署镍铁项目投融资协议，与上海鼎信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和印尼八星投资公司合作在印尼开发大型
镍铁冶炼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西洛在雅加达中国－印尼
商务午餐会上共同见证了该项目的签约仪式 49。
中国东盟基金表示，该项目标志了中国第二大

目。
中国东盟基金董事长李若谷先生说：“本次镍
铁项目是中印尼经贸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上一个
重要的里程碑，它将为支持印尼重工业的产业发展，
尤其是金属冶炼产业的能力提升，及发展印尼可持
续发展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重要

表 4：印尼镍铁项目三个合作单位的简况
机构

简况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www.china-asean-fund.com

中国东盟基金（CAF）是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核准的离岸
美元股权投资基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连同国内外多家投资机构共同
出资成立。基金主要投资于东盟地区的基础设施、能源和自然资源等
领域，促进中国和东盟十国的经贸关系和战略合作，支持该地区的可
持续发展，并承担推动中国与新兴市场开展“南南合作”和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窗口作用。基金目标总规模100亿美元，目前一期规模
为10亿美元。

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www.decent-china.com

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青山集团下属公司。青山集团是中国第
一大镍铁生产商和第二大不锈钢生产商，在世界镍铁行业享有盛誉。

印尼八星集团
www.bintangdelapan.com

印尼八星集团从事多样化经营，主要业务包括在印尼苏拉威西岛生产
红土镍矿。是印尼的著名华资企业之一。

资料来源：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网站
49

CAF Invests into the Largest Ferro-nickel Project in Indonesia, 2013-

10-3, http://www.china-asean-fund.com/news-detail.php?i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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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10 年以来 CAF 在东盟的主要投资项目

项目主要内容

时间

2010-12-28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完成其成立以来首次投资，收购菲律宾国内船运
及物流公司Negros Navigation（NN）的股权
2011-03-18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投资于柬埔寨光纤通信网络
2011-05-19 世界银行集团加入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世界银行成员之一的国际金
融公司（IFC）正式与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签署了合伙人协议
2011-07-26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投资于泰国最大港口
2011-11-30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投资于老挝最大的钾肥生产企业
2012-09-10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投资于柬埔寨全国性数字电视网络合资企业
2012-12-19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投资香港上市公司，支持发展马来西亚铁矿石矿
2013-01-07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投资于东南亚领先医疗服务集团
2013-07-25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投资泰国绿色电能产业
2013-09-18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投资泰国绿色发电项目于曼谷举行庆祝仪式
2013-10-03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投资印尼最大镍铁项目
资料来源：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网站

的作用”。李若谷董事长也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董

CAF 专辑 2 -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

事长兼行长。

基金投资泰国绿色电能产业

“该项目是青山集团最重要的海外投资项目之

CAF Invests in Thailand's Green Power Sector

一。我们正在借此契机，在印尼乃至整个东盟地区
全面加大对镍铁产业的投入，为地区乃至世界范围

据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CAF）有关信息，

内的相关产业发展贡献出我们中国人的力量”。青

2013 年 9 月 27 日，CAF 签 署 了 投 资 泰 国 National

山集团董事局主席项光达先生表示。

Power Supply Public Co. Ltd（NPS）生物质能发电行
业的最终法律文件。2013 年 9 月 19 日，NPS 于曼

2010 年以来，CAF 已经在东盟有多项投资，行

谷举行了欢迎新投资人 CAF 的庆祝仪式。在该仪式

业包括船运及物流、光纤通信网络、港口、钾肥生

上，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Kittirat Na-Ranong 出

产、数字电视网络、铁矿石矿、医疗服务、绿色电能、 席并见证了中泰两国能源合作 - CAF 携手 NPS 推
镍铁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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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泰国 NPS 工厂一景

盟区的关键成员，对于中国而言，泰国也具有相当
长期和重要的战略意义。CAF 和 NPS 的共同投资
代表了对 NPS 作为世界级企业在领域管理水平的认
同，以及对推进泰国经济发展所发挥作用的认同。
关 于 NPS（National Power Supply Public Co. Ltd），
NPS 是泰国 Double A 集团旗下主要的能源企业，在
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有着 30 余年的丰富经

资料来源：泰国 National Power Supply Public Co., Ltd.

验。 该公司专注于利用农业废料、树皮及黑液等生

（NPS）公司网站

物质材料进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泰国最
大的绿色能源公司之一。

动东盟地区的可持续性清洁能源发展。该项投资是
（NPS 相关信息请见：http://www.doubleapower.

CAF 在东盟地区的第八个投资案例，并标志着基金

com/en/）。

对于泰国市场的再次进军。
在谈到该投资项目时，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
CAF 董事长李若谷指出：“随着泰国经济的持续增
长，国内对发电量的需求将会越来越迫切。我坚信，

厦门大学作为中国公立大学首次

对于 CAF 来说，NPS 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象。

在马来西亚开设分校

该公司坚持提倡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这与 CAF 在

Xiamen University Sets up a Branch in Malaysia

50

泰国和东盟地区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高度一致” 。
NPS 主席 Mr. Yothin Dumnernchanvanit 表示：
“NPS 对 CAF 成为我们的股东感到非常荣幸。在探
索未来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机遇时，我们期待可以获
得 CAF 及其背后世界级投资人的更多支持”。
在 CAF 此次完成对于泰国最大生物质发电企业
的股权投资——泰国绿色发电项目的曼谷举行庆祝
仪式上，基金 CEO 李耀博士在仪式上发表演讲。
他表示，CAF 将尽最大努力来做好这一项目，不会

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来说，开展教育领域的交
流合作一直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目标，特别是高等教
育的合作将为双方人才培养，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重要前景。据国际在线 10 月 18 日信息，中国
国家开发银行、马来西亚新阳光集团、厦门大学在
中马经济合作高峰论坛上签订全面支持厦门大学马
来西亚校区建设的协议。中马双方还宣布，将依托
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建设中国东盟海洋学院。这是
中国首次同意公立大学在海外设立分校 51。

有半点马虎以致疏忽这一项目的重要性。在今天这
一项目开端的时刻，我们将开始建立起 NPS 与中国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合作的良好关系。
CAF 的使命是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
CAF 投资的关键领域是提高互联互通的有效性，构
建和强化我们双方在该地区的共同利益。泰国是东
50

http://www.china-asean-fund.com/sc/#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表示，邀请厦门大学到马来
西亚开分校是他在去年 4 月 1 日到广西参加中马钦
州产业园奠基仪式时向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的。
厦门大学本身就是由马来西亚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
在 1921 年创办的，它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一直保持
着特殊的关系，而且厦门大学在东南亚研究领域也

51

“中国大学首个海外分校落户马来西亚 中马合作不断拓宽”，2013-

10-18，http://gb.cri.cn/42071/2013/10/18/5931s42901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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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厦门大学嘉庚楼远眺

中资高端酒店在老挝琅勃拉邦建立
China Invests a Top Grade Hotel at Laos’ Lang
Prabang
中国对老挝的投资以往较多集中在水电工程和
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方面，而高端服务业领域投资较
少。然而，近期，首家在老挝旅游名胜投资的中资
酒店开工了。老挝琅勃拉邦首家中资国际高端度假
酒店云铜铂尔曼国际度假酒店 10 月 17 日在老挝古
都琅勃拉邦市举行开工典礼。
图 19：老挝琅勃拉邦庙宇、和尚、游人

资料来源：厦门大学官网

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马来西亚希望厦门大学能够引领中国大学进驻
马来西亚的潮流，
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地区的教育中心。
事实上，此前很多西方国家的大学已经在马来西亚
设立了分校。这个建议当时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支
持。在 2013 年的 2 月 5 日，时任中国全国政协主席
贾庆林访问马来西亚时双方正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而在10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马来西亚期间，
纳吉总理把中国大学首个海外分校落户马来西亚视
为中马关系全面提升、合作领域不断拓宽的标志。
马来西亚华人一般都愿意把子女送到西方大学
留学。有媒体记者曾经问过马来西亚华人，为什么
不选择中国的大学，他们说其实当地华人对中国的
归属感还是很强的，但是当时中马还没有互相承认
学历，送来中国一般也只是学学中文而已。现在两
国不但互相承认了学历，中国大学的分校都开到了
马来西亚，当然会很受当地华人的欢迎。

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

10 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马来西亚，在

该酒店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16.08 公顷 , 拥有

当地华人华侨为他举行的欢迎午宴上，马来西亚总

155 个房间 , 餐饮规模 600 座次 , 会议规模 650 座次 ,

理中国问题特使黄家定先生就当场宣布，马来西亚

将于 2015 年建成 , 是一个集住宿、餐饮、娱乐、会议、

首富、亚洲糖王郭鹤年先生将捐资 1 亿马币（约合

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多功能的国际高端酒

52
2 亿元人民币）
修建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图书馆。 店 。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华人对厦大马来西
亚建立分校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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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 老 挝 琅 勃 拉 邦 首 家 中 资 高 端 酒 店 开 工”，2013-10-18， http://

finance.qq.com/a/20131018/015200.htm

在老挝琅勃拉邦（Lang Prabang）建立包括酒

团旗下高端酒店铂尔曼品牌。

店业在内的高端服务业具有重要意义。老挝古都琅
勃拉邦是一个精致的古色古香的小山城，位于湄公

因此，对于发展旅游业来说，高端酒店的建立

河畔群山环抱的谷地，距离首都万象大约有 500 多

就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工作。中国企业的投资

公里，是老挝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个城镇 , 距今已有

也由此为当地旅游业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能带动

一千多年的历史。经联合国专家组考察，琅勃拉邦

其他服务领域的发展。

全市有 679 座有保存价值的古老建筑物。1995 年 12
月，琅勃拉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历史遗
产名录。民风纯朴，自然生态保护完好，没有过分

中国 - 东盟港口城市合作步入轨道

商业化的人际关系，被公认为东南亚传统与殖民风

China-ASEAN Port-Cities Kick off the Cooperation

格保存最为完好的城市，成为西方游客追求的“世
外桃源”53。

2013 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
1995 年 12 月，琅勃拉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年，在第十届中国 -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中

列入世界历史遗产名录。琅勃拉邦城市不大，居民

国 - 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在广西南宁正式成立。

笃信佛教，是名副其实的佛都。5 万多的人口中，有

港口城市合作网络是中国 - 东盟海上互联互通合作

200 多名和尚。每天清晨和尚沿街化缘是一大景观。

的重要内容，目前，广西、广东、海南等省区的多

走进琅勃拉邦，也就走进了老挝的历史。这里曾经

家港口物流企业与新加坡、柬埔寨、泰国等国的港

是老挝很多朝代的都城所在地，自孟骚，历经澜沧

口已相互开通集装箱、散货航运班线并缔结友好港

舞女国以及琅勃拉邦澜沧王国，再到现在的老挝王

口 54。

国，国王的御座均设立在此。今天，这座面积不到
图 20：中国 - 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论坛

10 平方公里的小城无疑已成为老挝历史与文化的象
征。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琅勃拉邦省省委书
记、省长坎平塞松平表示，自中方投资项目启动以来，
老挝中央以及琅勃拉邦省政府一直密切关注、并全
力支持该项目的推进。希望这个由中老两国党和政
府高层领导共同推动的琅勃拉邦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投资价值最高的国际高端度假酒店项目取得重大成
果，为当地提供国际高水准的酒店服务，并为当地

资料来源：中国 - 东盟博览会官网

群众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
该项目是由老挝国家领导人和中国云南省主要
领导共同推动的中老经济合作的重点项目，由中国
云铜集团投资建设。云铜集团引进了法国雅高集团
参与该项目的设计、建设和经营管理，并使用该集

回顾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港口合作的努力，在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十年中有长足发展。2007
年 10 月，在南宁举行的首届中国 - 东盟港口发展与
合作论坛，提出了“为了促进港口发展，满足经济

53

54

Luang_Prabang/

askci.com/news/201310/21/14552635.shtml

“ 魅 力 之 城 琅 勃 拉 邦 ”，http://www.caexpo.org/gb/news/special/

“中国 - 东盟港口合作网络正式成立”，2013-10-21，http://www.

23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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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需求，有必要建立中国 - 东盟港口协调机制，

港口进行整合。

以便更有效地开展相关合作”的提议。同年 11 月，
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六次中国-东盟交通部长会议上，

政府将根据港口当地和周边经济活力来决定港

11 国交通部长一致同意于 2008 年在中国召开中国 -

口数量。虽然目前印尼有 141 个港口都对进出口开放，

东盟港口合作高官会第一次会议。

但应根据贸易流量大小进行增减，对有些经济规模
太小的港口，将来应将其与其他港口合并，也即是枢

2008 年 10 月，中国 - 东盟港口合作高官会第一

纽和辐射港口的理念。印尼交通副部长介绍，对现有

次会议如期在桂林市举行。落实了中国 - 东盟港口

的141 个规模不等的港口可以整合成 25 个枢纽港口。

发展与合作论坛上各国交通部长达成的《南宁共识》

决定成为枢纽港口的主要因素是当地经济的发展程

及第六次中国 - 东盟交通部长会议中关于建立中国 -

度。有些港口虽然也开放供进出口使用，但吞吐量太

港口合作机制的决议，为中国与东盟各国高级官员

小，以致得不到发展。这类港口只能作为批发港。

共同探讨区域内沿海和内河港口发展与规划、建设
与经营及海上交通运输便利化、安全及环境保护等
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沟通交流平台 55。

因此，印尼应加强协调国内和国际的互联互通。
通过岛际钟摆体系将建立起一种国际互联互通的联
系，即通过整合若干大港口的运营活动来削减物流

2011 年 7 月，中国 - 东盟投资联合基金（CAF）

成本，这也将成为调整印尼国内贸易流的重要举措。

完 成 了 对 泰 国 最 大 港 口 林 查 班 港（Laemchabang
Port）的股权投资。该港为泰国最主要港口，并临近

岛际钟摆体系将于 2014 年开始在 4 个枢纽港口

工业与制造业的领先发展区域，在地域上具战略意

实施，即勿拉湾、雅加达、泗水和望加锡。目前正在

义。作为泰国最大的深水港口，林查班港正迅速发

装载有关运行系统，使这 4 个港口能够通过电子方

展成为区域性枢纽港 56。

式互相交换数据，并将于 2013 年底完成。

以印尼港口建设为例，将有更多的机会提供合
作。2013 年 10 月印尼第二港口公司经理理查德也表
示，进入 2015 年东盟经济一体化后，东盟国家之间
的货物流动将与在国内流动一样，即没有了进出口的
概念。政府在发展四个枢纽港口的同时，其他许多支
线港口（feeder）也要做好准备相关建设。因此，中国 东盟的港口城市间的合作将有更多重要的发展机遇。
据印尼《投资者日报》今年 9 月初的报道，为降
低物流成本、提高印尼工业竞争力并应对 2015 年东
盟经济体建成时相关挑战，印尼政府将进一步加强
进出口港口的互联互通系统建设。通过发展岛际钟
摆体系的枢纽和辐射港口模式，对目前全国的 141 个

分析上述印尼的实例可以看出，港口建设工作
需要非常切实的努力才能发展。
再 看中国的情况，目前中国交通 部正准备对
2006 年发布的《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进一步修
编。中国港口协会负责人表示，现在中国的主要沿海
城市均已建港口，但港口亏损的不在少数，因港口都
是地方政府把持，所以港口整合很难，港口之间的竞
争已经不是企业间的竞争，而成为地方政府的竞争。
中国 2001 年港口改革以后，港口行业迅速发展，
成为了世界港口大国，但远不是世界港口强国。而在
发展过程中港口出现的诸多问题必然影响到港口城
市的全面发展，在未来与东盟国家的港口开展互联
互通时就无法保证高质量的合作，由此，这些有关问

55

“ 中 国 - 东 盟 港 口 合 作 风 生 水 起 ”，2009-11-17，http://www.

moc.gov.cn/zhuzhan/zaixianfangtan/jiaotongxunli/guojisixunli/
xiangguanziliao/200911/t20091117_635571.html
56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http://www.china-asean-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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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都是必须尽快重视和克服的障碍。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美日澳联盟对东盟的影响仍然有限

虽然这些都不是新鲜事，但是三方在这个时候

The Impact of the US-Japan-Australia Trilateral
Alliance on ASEAN Remains Limited

提出这样的要求显然是针对中国领导人在十月的东
南亚各国访问和它所取得的进展。换句话说，美日
澳提出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在东盟“寻

2013 年 10 月 8 日，美日澳外长在印度尼西亚巴

找突破口，改变格局”的外交策略所带来的即时反应。

厘岛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的期间进行了三方第五轮

当然，中国的举动也是为了应对美日在前一段时间

战略对话（TSD）。以目前所反映的信息来看，三

所进行的平衡中国的种种活动。

国外长达成了几项共识，其中包括东海和南海的两
然而，话说回来，虽然三方特地选在 APEC 的

大议题 57。在东海的问题上，三方都保持一贯的立场，
那就是反对任何一方做出不利于维持现状的行为。

场合上宣誓它们在东亚地区的重要性，但该举动对

而与东海问题不一样，美日澳外长们对南海问题所

各国，尤其是东盟，掀起不了大风浪。整体来看，

达成的共识较为广泛一些。

对此事表态欢迎的国家只限于菲律宾。反而，其他
东盟国家都没有做出任何公开声明。对大国奉行“等

表 6：美日澳三方战略对话（2006-2013）
对话次数

地点

年

第一轮

悉尼

2006

距离外交政策”的泰国以及被许多媒体所描述的主
要南海争议国之一，越南，都没有发表任何响应。
甚者作为美国亲密安保伙伴的新加坡也没有对此事

2007

做出评论。正如该国一贯的表态，总理李显龙在希

第三轮

京都

2008

第四轮

纽约

2009

望美国继续保持它在该地区的重要性的同时，他也

第五轮

巴利岛

2013

第二轮

悉尼（APEC场合）

资料来源：日本外务省

期望各南海争议方可以尽快在行为准则的课题上达
成共识 59。
所以，从整个局面来看，东南亚各国，除了菲

按照每一次的会议程序，三国在对话完毕以后，

律宾以外，都比较谋求一个平衡点，那就是与两大

提出了联合声明。在这次声明中，三国都做出了三

势力，中国与美国为首的主要盟友，保持相当的良

项要求。一、南海争议方都必须避免做出任何不利

好合作关系。也就是说，选边站的游戏将成为过去

于地区安全，或者增加紧张局势的行为。二、各国

的局势；而“对冲”的定义也会有所改变。如果以

应该根据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澄清并解决

往的“对冲”概念是建立于经济与安全领域的两个

所争议地区问题。三、中国与有关东盟国家必须着

极点，未来的定义必定是这两者的混合成果。以目

手拟定被延迟已久的南海行为准则 58。

前的发展来看，除了菲律宾以外，东盟各国不仅在
经济领域深入合作，但也会在安全领域与中国建立

57

“就美日澳被中国指责干预领海争端 总统府为盟友辩护”，2013-10-

11，http://www.shangbao.com.ph/fgyw/2013/10-08/22494.shtml
58

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Joint Statement （三方策略对话：联合

59

PM Lee lists 3 priorities for ASEAN to continue strengthening,

声 明），2013-10-4， 澳 洲 外 交 部 长 网 站，http://foreignminister.gov.

Channel NewsAsia, 2013-10-9,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

au/releases/2013/jb_mr_131004.html

news/asiapacific/pm-lee-lists-3-priorities/8422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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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赢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关键的问题只是程度上

上最大的外汇储备，超过 3 万亿美元。此外，近几

而不是有无的问题。同时，这些国家也不但继续与

十年来在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显

美国阵营（日本，澳洲）保持安全合作关系，而且

示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专长与技术。

它们也会通过不同渠道（如 TPP、日本 - 东盟经济
表 7：重要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贸易协定，等等）与美国阵营建立或维持经济合作
关系。

领域

各国仍然是把强化东盟组织作为自身最重要的短期

总百分率

能源

374

51

运输

225

31

电信

96

13

水和卫生设施

35

5

另外，马来西亚安邦认为许多媒体的报道都忽
视或淡化东盟的重要性。虽然面临种种考验，东盟

年度十亿美元

和中期目标 60。而这个组织必定是独立、自主和中

资料来源：亚洲无缝的基础设施、亚洲开发银行（2009）、

立的。任何大国，不论是中国、美国、日本、澳洲、

全球竞争力报告（2011-2012 年）和世界经济论坛

以及印度和俄罗斯，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即使东南亚各国与美国、日本与澳洲都保持良好关

目前，亚洲很多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

系，这也不代表美日澳的盟友系统在东盟有很大的

起步或加速阶段，对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

市场。

需求很大，但供给严重不足，面临建设资金短缺、
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困境。毫无疑问，亚洲基础设施
银行的成立将促进互联互通，尤其是促进东盟国家

亚洲基础建设银行：
加快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上）
Asian Infrastructure Bank is to Speed up Regional
Integration
10 月 2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

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东盟国家的经济与发展不一，
东盟新成员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以及
群岛国家如印尼和菲律宾的基础设施建设依然较为
落后。互联互通有助于提高竞争力、促进经济集聚
和生产链一体化、加强区域贸易、降低企业的交易
成本、时间和运输成本。

国会发表讲话时提倡设立“亚洲基础建设银行”。

表 8：亚洲国家基础设施的总投资需求

习近平因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而提

（2010 至 2020 年）

前访问印度尼西亚，他是史上第一位在印尼国会发
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
虽然亚洲基础建设银行还只是提议的阶段，但
其基本的思路是明确的，那就是为亚洲发展中的国
家包括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这
个区域性银行的部分资金将由中国资助并且欢迎亚
洲任何一个国家踊跃的参与或加入 61。中国拥有世

60

同注 59。

61

An Asian infrastructure bank 2013-10-4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analects/2013/10/asianinfrastructure-ba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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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国家

十亿美元

1

中国

4368

2

印度

2172

3

印度尼西亚

450

4

马来西亚

188

5

巴基斯坦

179

6

泰国

173

7

孟加拉

145

8

菲律宾

127

9

越南

110

10

孟加拉

70

资料来源：亚洲无缝的基础设施、亚洲开发银行（2009）、
全球竞争力报告（2011-2012 年）和世界经济论坛

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的数据显示，2010
至 2020 年之间，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需要约 8 万亿

资格的成员和投资国可以对银行的信贷评级有很大
的帮助。

美元的投资，而区域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则约 2900
亿美元以维持其经济成长的轨迹。以下是重要领域

亚洲基础建设银行的落实将高度提升中国在亚

的基础设施需求以及亚洲国家基础设施的总投资需

洲尤其是东盟的影响力，皆因中国可以间接的加快

求。

实行其国与东盟半岛连为一体的战略。除此以外，
也向全球推广中国在金融领域、基础建设的技术、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政府已

管理和策划方面的专长与实力。

表示支持亚洲基础设施的建设计划。新加坡总统李
显龙还表示，该国乐于通过参与亚行和东盟基础设
施基金的同样方式来参与亚洲基础设施银行 62。
在 2012 年初，东盟 10 国政府与亚行合作建立
东盟基础设施基金以积极的解决基础设施赤字的问

东盟强调加大努力步伐迈向共同体目标
ASEAN Intensify Efforts towards ASEAN
Community 2015

题和提高该地区的连接性。亚洲基础设施基金的初
始股本为 4.85 亿美元，东盟国家和亚行分别资助 3.35

据越通社报道，东盟秘书处近日在印尼首都雅

亿美元和 1.5 亿美元的资金。预计在 2020 年，亚行

加达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 23 届东盟峰会以及有

将借出高达 40 亿美元，此外 70％来自亚行联合融

关系列会议的结果。

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将高达 13 亿美元以上 63。
目前，亚洲中产阶级收入的人数约 6 亿人，而

东盟副秘书长林恩表示，第 23 届东盟峰会的最
重要结果是东盟各成员国领导已肯定加强东盟各国

且该数字在 2020 年将增加至 17.5 亿人 64。因此，亚

关系，面向 2015 年建成东盟共同体的努力与承诺 65。

洲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将不断的提升。换句话说，

会议主要有如下成果。

该地区需要巨大的资本和基础设施融资，以应付新
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或更换现有的基础设施。

第一，东盟各成员国领导就落实东盟共同体建
设具体计划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与结果达成一致，

因此，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与美日主导的亚行和

尤其是涉及到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问题。此外，东盟

东盟基础设施基金应相得益彰而不是竞争或对冲，

各成员国也一致通过了 2015 年之后东盟共同体发展

在最需要的领域弥合资金缺口。如果会员资格开放

前景的《 斯里巴加湾声明》。

给东盟与非东盟成员国加入会更加的理想，毕竟高

第二，在政治 - 安全方面，东盟重申了维护东
海和平与航行安全、按照国际法律所认可的各项原

62

则解决一切争端、呼吁有关各方在展开海上活动保
PM Lee: Proposed infrastructure bank can complement 2013-10-10

http://www.bankingandfinance.com.sg/SingleNews.
aspx?DirID=164&rec_code=907233
63

持克制态度以及继续与中国就制定《东海行为准则》
进行磋商等的承诺。

New source of funding - ASEAN Infrastructure Fund (AIF) 2012-1-20

第三，在经济领域，实现东盟共同体建设具体

http://www.nortonrosefulbright.com/knowledge/publications/61409/
new-source-of-funding-asean-infrastructure-fund-aif
64

China’s Outbound Investment - It’s Going into Asia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2013-10-8

65

“东盟为 2015 年建成东盟共同体加大努力”，2013-10-19，http://

http://www.china-briefing.com/news/2013/10/08/chinas-outbound-

cn.nhandan.org.vn/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_news/item/1322401- 东盟

investment-its-going-into-asian-infrastructure-development.html

为 2015 年建成东盟共同体加大努力 .html

27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3.10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计划框架内的经济倡议即能改变本地区投资环境，

的亮点之一。缅甸总统吴登盛（Thein Sein）承诺将

创造更多商机以及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等。

注重缩短发展差距、应对气候变化、确保粮食安全
和能源安全及人权等有关问题。东盟各成员国相信

图 21：第 23 届东盟领导人峰会

缅甸将在任期中发挥好自己的领导角色，并完成所
提出的目标。
事实上，东盟各国面临巨大的发展和社会政治
方面的差异。正如安邦咨询在以往多次分析的那样，
差距越大，形成东盟共同目标的挑战和困难也越多。
以政治 - 安全领域为例，近期缅甸发生多起爆炸事
件，一方面是民族和解协议的及时签署将受到挑战，
另一方面爆炸方声称是想阻吓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
越南一方面与中国谈共同开发，同时则积极参加了
在俄罗斯召开的所谓“东海”
（安邦咨询注：中国南海）
问题国际研讨会；马来西亚军队也在曾母暗沙附近
建立军事基地；菲律宾购买 12 架韩国战机；等等。
这些都表明，东盟国家一方面决心为共同体的建成
贡献和努力，另一方面也都有自己的主意和做法，
这些因素使得各国并非自然产生出合力，而是可能
在处理问题时反映出的是分力的效果。因此，有关
信息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分析。

资料来源：越南人民报网（上图）；
东盟秘书处官方网站（下图）

第四，社会 - 文化领域，东盟各成员国领导对
东盟环境部长会议提出有关成立东盟烟雾观测系统
以及防止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等的建议给予积
极评价。
第五，东盟秘书处代表表示，缅甸 将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首次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是本届峰会

28 / CHINA-ASEAN WATCH / 2013.10

V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缅甸：经济改革的政治学

公司根本不敢和它们抗衡。长期以来，UMEHL 控制

—— 国际危机组织 亚洲报告 No.231（8）

着大米交易以及香烟和酒的生产和分配，在汽车进口

Myanma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8)
（上接第 019 期）

方面也享有近乎垄断的地位。尽管这两家公司从未被
允许使用严重高估的缅元官方汇率来进口商品（只有
军队本身才享有这个权力），但是它们在获得执照和
许可证方面享有特权。同时它们还享有公司税和进口

五、赢家还是输家 ?

税的免税待遇 67。除此以外，一些关键人物还有机会
利用腐败和回扣获得可观的收入 68。

2. 军队
几十年的统治让军队在经济中发展起了巨大的
势力范围。历届政府领导人运用手中发放执照和许
可证的特权满足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建立起强有力
的军队 - 经济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一个主要组成
部分是两家军队控股的巨型公司：缅甸联邦经济控
股有限公司（UMEHL）和缅甸经济公司（MEC）。
创建 MEC 的目的是推动建立有利可图的重工业，
但也有战略上的原因：保证军队获得重要原料如钢
铁、水泥和钢筋等的供应。由国防部行政总长领导的
UMEHL，其创建目的在于从轻工业领域获利，并从
事商业性产品的交易。

据说，新政府觉得鉴于这些公司的权力以及与军
队的密切关系，需谨慎地处理它们的地位和特权 69。
然而，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信号：政府为了创建一个
更公平的竞争环境而采取的行动，这些公司也免不了
牵涉其中 70。UMEHL 从 1999 年起就垄断了食用油的
进口，但 2011 年新政府上台之后它的垄断地位很快
走到了尽头；之后几周之内，食用油价格跌了 30%71。

67

同注 66。

68

最近一个被起诉的腐败案件与 UMEHL 下属的班都拉交通公司（Bandoola

Transport Service）所有的一条通勤公车线路有关。在发生了一系列的交通事
故后，一个交通部门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 400 名司机中，四分之一以上的驾

这些企业集团有几项职能。首先，军队作为一个

照都是伪造的。据一位知情者透露，公司管理层利用职务之便任用他们的亲

机构在这两家公司都持有大量股份，公司成为为军队

Htun）的《调查发现 Parami 公交司机持有假驾照》（Parami drivers caught in

提供预算外支持的一大来源。公司为总司令提供了周
66

转资金，
可以不受预算监管，
用在特别的项目上 。
其次，
公司为退休的高级将领提供了一个收入流，这些将领
可以购买 UMEHL 的股份，靠红利过日子。

属（国际危机组织采访知情者，仰光，2012 年 5 月；也见雅达那 • 胡顿（Yadana
fake licence sting），《缅甸时代》，2011 年 12 月 19-25 日）。交通部门觉得
有必要展开这个调查，并把调查结果报告了警察部门，这个事件也在国内媒
体上遭到曝光，这一切都说明，UMEHL 不再不可触碰。
69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总统顾问，仰光，2012 年 5 月。

70

关于军队的地位是如何变化的详细讨论，
见玛丽•卡拉翰
（Mary Callahan）
《
：后

军政府时代的宪法国家缅甸的军事政治》（Military politics in post-junta,

这两家公司主要通过他们得到的特权来盈利。在

constitutional Myanmar），《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即将出版
（2012 年 10 月）。

大多数领域，主要的外国投资只能通过与这两家公司

71

组成的合资企业来进行。这两家公司还利用它们的经

govt changes import/export licence system），《缅甸时代》，2011 年 5 月

济权力和与当权者的关系垄断了多个市场，因为其他

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1 年 11 月 5 日。背景资料请见

朱丽叶 • 瑞高（Juliet Shwe Gaung）
：
《新政府改革进口 / 出口执照系统》
（New

2-8 日；《仰光发生多方面的变化》（Yangon’s many faces of change），《华
藤田幸一（Koichi Fujita）和冈本育子（Ikuko Okamoto）：《缅甸农业的农业

66

政策和发展：总览》（Agricultural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of Myanmar’s
目前，关于对这些控股公司由军队控制还是由国防部控制私底下正在进

行争论（国际危机组织采访缅甸学者，仰光，2012 年 5 月）。

agriculture sector: an overview）
，
讨论文件 63 号，
发展经济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cs），200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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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UMEHL 在汽车进口方面的垄断结束

除了这些财务状况的风险，总司令的权力基础有

了，它在啤酒执照上获利不菲的垄断很快也会划上句

可能受到这些企业集团的挑战而不是巩固。作为一位

72

号 。政府还要求这两家企业集团开始缴税。

新的领导人，他所继承的统治集团中的很多成员是由
他的前任们挑选的，他必须在这个机构内巩固他的权

这两家公司丧失了特权，它们能否继续盈利是个

力基础。这包括肃清一部分高级将领——他们中的许

未知数，因为公司管理层的经商经验有限，对高管的

多人在一个反腐运动中被赶下台。这些军队企业集团

任用往往也与委任者的商业才干无关 73。跨国合作伙

对总司令的权力基础来说代表了一种潜在威胁，因为

伴或许会质疑这两家公司在一个开放经济中是否是

其员工都是忠于前任领导层的官员。这些公司是退休

值得信赖的本地合作伙伴。军队对经济的掌控力正

的高级官员的收入来源之一——从而巩固了他们的

逐渐消失。为什么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过去的

权力，而总司令并不信任这些退休官员 76。此外，一

商业精英而言，对他们接受新政策的行为的解释之

旦腐败成为辞退高官的理由，即使只是一种借口，也

一是他们不握有能改变这些政策的权力。但是这种

难免会让官员们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这也可能让

解释不适用于军队领导人，他们依然有强大的、正式

总司令本身同那些企业集团保持距离，众所周知这些

且特殊的政治影响力。就这些军队领导人接受新政

企业集团是军队腐败的一大来源。

策的行为而言有几个可能的原因。首先，国防军总司
令敏昂兰副大将和军队（尽管并非其所有成员）对改

在地方上，军队在经济中的作用减弱的现象更加

革进程持支持态度。他们清楚，要建立一个运转良好

明显。过去，军队对战地部队实行一种“自给”政策，

的经济，必须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这包括降低军队

要求他们自筹军事行动以外所需的其他费用。地方司

的控制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 2012 年，国防部和

令也同时被授予了行政和军事的权力，这就鼓励了非

军队的预算提案第一次被提交给人民院（下院）审议， 正规的税收、贩卖特许权以及从事能获得收入的项目
一些议员对预算请求的数额（大约是总预算的 15%）

如农业和渔业的行为。许多这种盈利行为都取决于运

提出了质疑。而在过去，国防部和军队的预算都是不

用（或者是滥用）行政权力。

74

透明的，更别说对军队的支出进行任何审查了 。
自从权力移交给新政府之后，军队指挥部把他们
此外，军队领导层宁愿让军队的企业集团起到

的行政职责转交给了各个省和地区的行政部长——

越来越小的经济作用也是有原因的。领导层可能倾

这些行政部长大多是已经退休的高级将领，从而减小

向于让军队尽可能多地从常规预算中获得资源，因为

了现役司令获利的机会。此外，继续实行这种自给政

这是一个更可预见的来源——即使军队的份额目前

策可能并不符合新总司令的利益。过去，巨大的权力

也需要经过法律审查和认可。失去税收减免的优惠

和经济资源造就了地方军事司令实质上的封地，在这

造成了这些企业集团新的负债，而垄断地位被打破意

片土地上中央司令部的命令能延伸到多广的范围并

味着它们的收入不再有保障。这些经营不善的企业

不总是清楚明了的。对于一个意在巩固其权力的新领

集团面临一种风险，那就是有可能成为亏损企业，它

导人来说，让鞭长莫及的地区的司令部掌握太多财政

们需要的是资本注入和经营方式的改革，而不仅仅

自主权是一种威胁。总司令在上台之后立刻下令停止

75

只是需要一个利润来源 。

所有地方部队的自给经营行为和创收机制，只保留了
两家军队控股公司代表军队从事经营活动 77。

72

卡拉翰：《军事政治学》，引用如前。

73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一个本地经济刊物的编辑，仰光，2012 年 5 月。

74

卡拉翰：《军事政治学》，引用如前。

76

同注 75。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缅甸学者，仰光，2012 年 5 月。

77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仰光，2011 年 4 月。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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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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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