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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马来西亚、柬埔寨和菲律宾选举观察（2）
Malaysia, Cambodia and Philippines:
Observations on Election (2)
（前接总第 021 期中的 < 特别观察 > 文章）

国大选。
但柬埔寨自选举结果揭晓后，救国党就维持坚
定的抵制态度，并拒绝承认选举成绩。救国党以选
举严重违规为由拒绝承认大选结果并抵制参加新一
届国会，同时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

观察马来西亚与柬埔寨在全国大选期间的局势， 但这却遭到人民党的拒绝。
可以看出一些特点。尽管两国选举有着相近的发展
趋势，但实际上两国选举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些不

随后一连串的抵制与示威活动，仍反映出救国

同之处也影响着两国未来在政治与经济上的部署与

党拒绝承认败选的事实。甚至在柬埔寨 9 月 24 日新

动向，其中因素主要有二方面：

一届国会首次会议上，救国党还是拒绝出席议会，
以抵制选举成绩与新任政府，尽管人民党组成的政

第一，在野阵营对待选举结果的态度。两国选

府有意保留数个政府职位给救国党 6。

举结束后，双方在野阵营都未明确承认选举结果。
马来西亚方面，有民联号召人民参与的多场黑色聚

马来西亚与柬埔寨在野势力对于选举成绩所做

会 1，有针对部分有争议的议席进行司法检讨与诉

出的不同态度，实际已对两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带

讼 2，也有选民号召联署签名呼吁联合国与美国白宫

来不同层面的影响。可以看出政局已趋稳定的马来

方面介入调查 3 等等。

西亚，目前已重新迈出其转型步伐；反观柬埔寨，
尽管市场与媒体皆强调示威活动不影响该国经济与

无论如何，马来西亚在野阵营对选举结果的抵

旅游业，但倘若这股抵制浪潮一直延续下去，无论

制，却在随后一个多月内趋向软化，黑色聚会的人

对其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

4

潮逐步减少并最终暂停 ，而选举诉讼成绩皆维持原

影响，尤其在吸引外资方面。

判。同时，民联议员全数出席 6 月 24 日的新一届国
会就职仪式 5。民联领袖认为，该联盟将持续扮演着

第二，两国的执政阵营有不同的部署。在全

监督政府的角色，并积极备战未来 5 年内举行的全

国 大 选 结 束 后，马 来 西 亚 国 阵 旗 下 多 个 主 要 成
员 党 都 将 陆 续 举 行 党 选，包 括 最 大 成 员 党 巫 统
（UMNO）、两大华基政党马华公会（MCA）与民

1

民 众 响 应 安 华 号 召 穿 黑 衣 出 席 聚 会，2013-5-11，http://www.

chinapress.com.my/node/421585

政党（GERAKAN）等。其中最受市场关注的党选举，

2

无疑还是巫统党选。

民联组律师团上诉选举成绩，2013-5-8，http://www.orientaldaily.

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54448:&Item
id=242
3

设人民调查庭查选弊

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国阵的议席数量骤减至
净选盟暂不承认新政府，2013-5-7，http://

www.kwongwah.com.my/news/2013/05/07/31.html
4

133 席，但巫统却成功赢得更多议席，从 79 席扩大

安 华： 民 联 强 烈 诉 求 争 取 干 净 选 举 不 妥 协，2013-6-23，http://

www.guangming.com.my/node/171353

6

5

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42071/2013/10/25/721

朝野议员掀骂战 班迪卡获选国会议长，2013-6-24，http://www.

nanyang.com/node/543690

柬埔寨政坛风起云涌 新格局何去何从引关注，2013-10-25，http://

1s42975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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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88 席，与民联三党总和的 89 席相近。因此，首

府转型计划（GTP）与经济转型计划（ETP）这两大

度在大选中寻求委托的首相纳吉在巫统党内并没有

路线。也就是说，马来西亚将在一个旧有政府模式下，

面临如同 2008 年后前首相敦·阿都拉那样的情况，

开展出一条新的政治路向。

即持续被施压与逼宫的压力。依照惯例，只要担任
巫统主席职位，一般将出任国阵主席一职，也将顺

相较而言，柬埔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其领导

势成为首相；亦即巫统主席出现变化，将牵动首相

班底依然是以洪森为主，洪森表示将在 74 岁之际退

职务的更替，以及政府与内阁运作上的一些改变。

位让贤 11，并将持续推行多项的改革措施，不过，其
接班的领导人选尚未确定以及领导班底渐趋老化等

7

虽然纳吉在巫统党内依然担任党主席一职 ，但
巫统的 10 月党选依然不失其可观性，主要因素有三

情况 12，无疑将对其未来的执政路向带来一定的压
力。

个：
三、选举后的经济动向
第一，这是巫统中央党选中首次采用直选制度，
即参与投票的不再是过去的 2000 多名中央代表，而
是由 14 万名符合资格的党员直接选出意属的领导
层 8；
第二，这是大选结束后的巫统党选，选出的党

经过了今年举行的大选后，马来西亚、柬埔寨
与菲律宾的执政联盟都能延续各自的执政权，直至
下一次的选举。在这种相对稳定的政局下，在经济
方面的部署，以及对外贸易与外交方面的调整，对
于上述三个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领导班底将成为未来 5 年内，马来西亚政府的主要
领导人。毕竟，就过往的内阁成员分配上，拥有党
职的巫统党员将能出任重要的内阁部长；

对内而言，三个国家都分别启动或延续着各自
的财政与税务等方面的改革，其中菲律宾与柬埔寨
的多方面改革仍延续着“旧乐章”，而马来西亚国

第三，这更关系到纳吉未来的施政方向，一旦

阵政府在获得人民的委托后，才开始“重炮出击”，

其团队成员在竞选中皆获得胜利，这无疑将确保其

重新落实津贴削减政策，以及准备在 2015 年 4 月推

未来的施政将受到党内的一致支持，而不会面临任

行消费税（GST）制度等改革措施。

何阻碍。

这些财政改革等方面的措施，对于上述国家的

事实上，纳吉与其领导班底在党选中所面对的

内部财政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一环。上述国家过去

阻力与挑战并不大，因此在党选成绩揭晓后，包括

都背负着相当高的国家债务与财政赤字。当中菲律

青年团、妇女团组等重要高职基本上仍由原班人马

宾截至目前的成效是最高的，除了两家评级机构在

蝉联 9。这意味着马来西亚未来 3 年 10 的政治路向将

大选前上调其主权信贷评级至投资等级外，另一评

延续着纳吉在 2010 年期间提出的转型模式，包括政

级机构穆迪（Moody）也在 10 月初将菲律宾的信贷
评级从 Ba1 提升至 Baa3，展望为正面 13。这也意味着，

7

两 高 职 不 竞 选， 确 保 巫 统 稳 定，2013-8-19，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69856:
2&Itemid=113
8

巫统党选 14 万党员选新领导，2013-10-19，http://news.sinchew.

com.my/node/329220
9

希 山 8 票 险 胜 慕 克 里 兹，2013-10-20，http://www.orientaldaily.

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80462:8&Item
id=113
10

依照惯例，巫统党选将在每三年举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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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柬国总理改口允 74 岁退位，2013-5-7，http://orientaldaily.on.cc/

cnt/china_world/20130507/00180_012.html
12

柬 埔 寨 之 春 不 远 了？，2013-9-19，http://www.zaobao.com.sg/

wencui/politic/story20130919-254934
13

穆迪上调菲律宾评级及展望，2013-10-3，http://hk.news.yahoo.

com/%E7%A9%86%E8%BF%AA%E4%B8%8A%E8%AA%BF%E8
%8F%B2%E5%BE%8B%E8%B3%93%E8%A9%95%E7%B4%9A%
E5%8F%8A%E5%B1%95%E6%9C%9B-112800570--sector.html

菲律宾已在短短半年间，被全球三大评级机构调升

政治上，柬埔寨政府仍面对着在野势力抵制的情况，

投资评级，这对于其财政改革的路向，无疑是正面

但由于人民党赢得过半议席，因而仍能相对通畅地

的成果。

执行任务。可以说，菲律宾与柬埔寨在大选前营造

图 1：柬埔寨首相洪森（左下）在首都金边

的良好经济氛围，都能在选举后延续下去。

出席国会议会

至于马来西亚方面，则出现不同的景象。大选
前营造的良好气氛，似乎未能在选举后得到延续。5
月份大选结束后的不足两个星期，国家银行却宣布，
2013 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仅取得 4.1% 的增长，为
2009 年第三季以来的最低增速 15。
接着，惠誉在 7 月份宣布，将马来西亚的主权
信贷评级维持在 A+/A 的评级，但却将评级展望从
“中和”下调至“负面”16。该机构表示，马来西亚
的中央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 2008 年的
39.8%，上升至 2012 年的 53.3%；而财政赤字比重也
从同期的 3.8% 上升至 4.7%。该机构认为，以目前的

资料来源：美国之音网站

趋势而言，马来西亚预料很难在 2015 年之际将财政
赤字降低至 3% 的目标水平。
图 2：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国会公布 2014 年
无论如何，马来西亚政府在国内政局趋向稳定，

财政预算案

以及面对评级展望被下调的压力下，在随后迅速进
行补救工作，如上述提及的重施津贴削减与实行消
费税等措施。尽管马来西亚政府的一系列应对政策
暂未能获得惠誉在评级展望上的调整，但该动作却
被穆迪所看重，并将马来西亚的主权信贷评级展望
提升至正面，维持 A3 的评级 17。

15

首季经济增长令人失望，下半年经济料火力全开，2013-5-16，

http://innermalaysia.com/2013/05/%E9%A6%96%E5%AD%A3%E7%
BB%8F%E6%B5%8E%E5%A2%9E%E9%95%BF%E4%BB%A4%E

资料来源：光华日报

4%BA%BA%E5%A4%B1%E6%9C%9B%E4%B8%8B%E5%8D%8A
%E5%B9%B4%E7%BB%8F%E6%B5%8E%E6%96%99%E7%81%
AB%E5%8A%9B%E5%85%A8%E5%BC%80/

柬埔寨方面，尽管至今仍未获得评级机构的青
睐，但至少世界银行在 2013 年 10 月份公布的数据中，
14

预计柬埔寨能在 2013 年实现 7% 的经济增长 。在

16

Fitch Revises Malaysia's Outlook to Negative; Affirms IDRs at

'A-'/'A'，2013-7-30，http://www.fitchratings.com/creditdesk/press_
releases/detail.cfm?pr_id=798117
17

穆迪将马来西亚评级展望从稳定上调至正面，2013-11-20，http://

cn.dailyeconomic.com/2013/11/20/%E7%A9%86%E8%BF%AA%E5%
B0%86%E9%A9%AC%E6%9D%A5%E8%A5%BF%E4%BA%9A%E
8%AF%84%E7%BA%A7%E5%B1%95%E6%9C%9B%E4%BB%8E

14

世 银 公 布 柬 埔 寨 最 新 经 济 数 据，2013-10-7，http://biz.sinchew.

com.my/node/83349

%E7%A8%B3%E5%AE%9A%E4%B8%8A%E8%B0%83%E8%87%
B3%E6%AD%A3%E9%9D%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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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马来西亚 2012-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第1季度

第2季度

5.1
2.4
0.3
4.4
15.4
5.7
9.2
7.3
14.9
2.2
7.0

5.6
-4.6
2.2
5.7
21.5
6.6
11.0
8.6
26.2
1.6
8.3

农业
矿业
制造业
建筑业
服务业
公共领域开销
私人领域开销
毛固定资本
出口
进口

2012
第3季度
5.3
0.6
-1.2
3.3
17.9
7.0
2.4
8.6
22.3
-2.5
4.5

第4季度

全年

第1季度

2013
第2季度

第3季度

6.5
5.6
4.2
5.7
17.6
6.4
1.2
6.2
16.0
-1.6
-0.6

5.6
1.0
1.4
4.8
18.1
6.4
5.1
7.7
19.9
-0.1
4.7

4.1
6.0
-1.9
0.3
14.2
6.1
0.6
7.5
13.1
-0.6
3.6

4.4
0.4
4.1
3.5
9.9
5.0
11.8
7.2
6.0
-5.2
-2.0

5.0
2.1
1.7
4.2
10.1
5.9
7.8
8.2
8.6
1.7
1.8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报

虽然 2013 年第一季度仅交出 4.1% 的增长成绩，

尽管目前的应对态度与策略基本不变，但无可

但马来西亚的经济仍以稳健的步伐前进。其第二季

否认的是，对反对党而言，无论是马来西亚的安华，

度取得 4.3% 的增长（随后调整为 4.4%），而第三季

还是柬埔寨的沈良西，能重返政治舞台，很大程度

度则再进一步取得 5% 的增长。第三季度取得的经

上是因为欧美国家，尤其是与美国拥有良好的关系。

济成长成绩，其推动力来自于私人领域的消费与投

尽管此二人未能在各自国家胜选，但未来的选举中

18

资 。其中的关键点，除了全球经济有复苏的迹象，

会否发生政权变化，仍将是未知数。虽然柬埔寨沈

带动马来西亚的出口重新取得增长外，更重要的还

良西在今年的专访中强调会维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

在于，私人领域已从大选前后的不稳定趋势走出来，

但他也强调将会与美国拓展更稳固的外交关系 19。这

重新进入投资与消费市场。

是否意味着，倘若未来政局发生变化，柬埔寨应对
中国的策略将从“随从”转向“对冲”，甚至进一

四、小结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柬埔寨与菲律宾三
个国家的今年选举成绩，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特色，

步更变为“平衡”呢？这是值得关注的焦点。而安
华尽管没有对中国关系进行表态，但从其以往的作
风与言论而言，似乎也相对倾向于美国。

即选举前充满悬念，但选举结果却毫无意外。同时，
这三个国家对中国所采取的应对态度与策略皆有不
同，菲律宾采取“平衡”（Balancing）策略，柬埔寨
采取“随从”（Bandwagon）策略，而马来西亚则采
取“对冲”（Hedging）策略。

18

第 三 季 成 长 5% 经 济 增 长 高 于 预 期，2013-11-16，http://www.

uniteddaily.com.my/?q=node/5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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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上述国家的政权并未产生显著的变
化，但中国作为东盟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绝对不能
忽视这些东盟国家的政局发展与潜在的变化。除了
在与政府和企业缔交良好关系外，中国也绝对不能
忽视在野势力对政局产生的影响力。

19

沈良西：停止争吵，团结拯救病重祖国，2013-7-21，http://www.

camsinchew.com/node/32309?tid=4

图 3：泰国曼谷的示威活动

无论是选举还是游行活动，并非是茫然随意的，也
必须在分别制定的制度与“游戏规则”下完成。
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已选举的马菲柬三国，
还是即将在明年选举的泰国，都出现了这样的类似
场景：选举依旧进行，不满意选举的示威活动也同
时上演，轻则短期示威，重则长期抗争。还有一个
特色，城市选民基本上都是反对派的票仓，而执政
党几乎都是在乡镇地区获胜。
但事实上，选举与成绩不过就是当下的事情，
而更长远的，还是选举过后的施政与对社会经济所
产生的影响。这就需要政治领袖做出明智的判断。

资料来源：新华社

正如上期文章所提出的，尽管今年只有三个国
家举行选举，但就选举的影响程度而言，实际可堪
称东盟国家的选举年。除了这三个国家，泰国自 11

毕竟，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相较之下，东盟国家
无论选举制度，还是朝野阵营所提出的未来施政方
针，都依然有未尽完善之处；尤其是在野阵营尚未
提出令市场信服的经济发展指南。因此，政治与经
济发展，都有待于确定更明确的目标。

月发生的示威活动，也都牵引着政治局势的变化，
而执政的为泰党最终也被迫解散国会，并将在 2014
年 2 月 2 日提前举行全国选举，以试图解决目前的
示威与政治僵局 20。
然而，这场将提前而至的全国大选，或许会如
市场预计那样，无法改变当前的政治局势与民众示
威的活动。当中的原因包括示威群众主要为曼谷城
市民众、反前领袖他信的示威者等，而执政的为泰
党获得最大支持的地方，是来自泰国北部以及其他
乡镇地区，这些仍是占泰国选民的大多数。也就是说，
其选举结果或最终依然将是为泰党获胜，但曼谷的
示威局面将无法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选举是民主制度下所赋予选民
的一种权力，以票选方式选出意属的政府。同时，
在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体制下，游行与示威活动在特
定情况下也是民众被赋予的一种争取话语权的方式。

20

英拉解散国会，泰国明年 2 月大选，反对派仍不满意，2013-12-

10，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3-12/10/content_30848866.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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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越南零售市场前景吸引国际零售商进入

不过，越南市场在充满诱人商机的同时也存在

Vietnam’s Retail Market Attracts International
Retailers

着挑战，尤其是外国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如德国、
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零售
业经营商已经在越南市场建立据点，并且有计划地

美国 AT Kearney 市场研究和咨询集团研究报

扩大市场版图。越南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或限制规

告称，未来越南零售市场的吸引力将居全球第四，

定则是另一个挑战。因此，
与越南本土经营商结成“联

仅次于印度、俄罗斯和中国。越南是一个拥有超过

盟”应是各国零售业经营商登陆越南的上策。

9000 万人口的巨大市场，各地城市化进程也在进一
步加快，国民收入持续增加，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

图 5：着装现代的越南年轻人

购物行为也越来越趋向城市化 21。
图 4：越南 2013 年零售总额及增长（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华衣网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图 6：外国零售商进军越南零售市场

2013 年前 11 个月，越南零售总额 22860 万亿盾
（约合 10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6%。预计全年
零售总额 26176 万亿盾（约合 1150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2.59%22。

21

市场巨大，国际零售商进军越南市场，2013-12-16，http://www.

askci.com/news/201312/16/16108232658.shtml
22

越南零售市场潜力看好，2013-12-11，http://news.gxnews.com.

cn/staticpages/20131211/newgx52a7a260-91925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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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以泰国为例，对于投资越南零售业的形式，开

河内、同奈、平阳、岘港、海防和芹苴等经济发展

泰研究中心认为，进入市场的初期阶段，泰国经营

良好的地区。从长期看，零售经营商在对越南市场

商可通过开设专卖店（Specialty Store）来试探和理

有了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同时品牌也逐步为越南民

解市场，如开设面积不大的电器、建筑材料专卖店

众所熟悉后，可开设较大型的零售商店，以适应消

或便利店，此类业态较为适应目前越南市场的购买

费者新的消费偏好，如百货商场、大型仓储式超市等。

力水平，可基本满足越南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

不过，即使到了这一阶段，经营商仍应当对越南商

图 7：越南现代零售业的未来发展

业法规制度、刚进入市场的竞争对手继续保持谨慎
的态度，同时持续研究越南居民的消费行为特点，
以使企业取得可持续的成功 25。

老挝红木产业需要转型升级
Laos’ Mahogany Industry Needs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老挝森林覆盖率约 42%，面积约 900 万公顷。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23

林是老挝的重要资源之一，盛产紫檀、红酸枝等名贵
红木木材 26。红木本身色、香、质、纹俱佳，红木家
具更是散发着淳朴厚重的天然美和浓厚的文化气息，

图 8：越南零售商现存的四大不足

被誉为家具中的“贵族”。老挝森林资源虽然相对丰
富，但是随着红木的需求日益增加，老挝的红木森林
遭到滥砍滥伐，导致交趾黄檀等树种被砍伐严重，有
些原始森林里的名贵树种已被乱伐殆尽。
2013 年 6 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CITES）相关新规实施。根据公约，交趾黄檀
（大红酸枝）等红木树种被列入濒危动植物进行保
护。老挝、越南、柬埔寨、泰国等国家均参加了该
公约 27。该公约刺激了红木价格一路飙升，从今年初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24

同时，开泰研究中心还建议，经营商还应选择
越南经济发展潜力大的地区进行投资，例如，胡志明、

23

国际零售商涌入越南攻城略地，2013-12-14，http://www.cifnews.

到现在为止，作为高端红木市场主力原材料的大红
酸枝价格上涨了 120%-150%28。
25

越南零售市场前景亮丽，泰国零售商应借 AEC 东风抢滩，2013-6-

10，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306/20130600158925.
shtml
26

百度百科

27

中国文物网 2013-7-15

http://www.wenwuchina.com/news/zhuanti/detail/201307/15/5174.

com/Article/6992

shtml

24

28

越南零售商存在的 4 大不足，2010-2-2，http://finance.sina.com.

cn/roll/20100202/10427352843.shtml

中国古典家具网 2013-11-20

http://www.cfhot.com/news/354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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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给老
挝原木出口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是也为老挝

文莱渔业发展前景广阔
Bruneian Fishery Has Good Prospects

木材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原木禁止出口，但
是加工成产品之后即可出口，红木企业在老挝投资

近年来，文莱政府力求改变过于依赖石油和天

木材加工业未尝不是一种转型升级的选择。相比红

然气的单一经济模式，在向渔业、农业、运输业、

木原料的出口，经过深加工，增加了红木附加值的

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等多元化经济模式转变中取得

产品更有利于老挝木材产业的发展。

了一定效果。文莱工业暨主要资源部常任秘书哈嘉

图 9：《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中列为濒危植物的红木种类

诺玛 12 月初表示，文莱食品产业仍处于刚起步的阶
段，目前仅有 204 家从事食品生产和加工业的中小
企业，而去年的总产值达 6 千 283 万文元（约 4970
万美元）。预计 2023 年，文莱国内的食品产业年总
产值能够达到 18. 7 亿文元（约 14.8 亿美元）29。
图 10：2012 年文莱渔业产值分布比例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目前，中国在老挝经营木材的商家普遍感到难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以继续经营下去。面对这种形势，老挝方面表示，
他们的政策并非希望资本撤出，恰恰相反，他们不
仅希望资本能继续留在当地，而且盼望有更多的外

文莱的渔业资源丰富，发展渔业的优势明显，

地资本进入，不过不是投资在木材交易领域，而是

文莱海岸线沿岸覆盖有 18418 公顷的在东南亚保存

投资于木材加工业。

最好的红树林，有大量的虾苗和鱼苗繁殖。文莱海

老挝的木材加工业尚不发达，老挝当地投资者
的资金有限，缺乏技术，生产效率低，原材料的浪
费也比较严重。因此，老挝应引入更多的投资和高
新加工技术，建立红木品牌，提高产品价值，同时
更加节约地管理和使用红木原料，细分红木市场，

域没有污染，又少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袭击，非
常适宜开展海洋捕捞和鱼虾养殖。2012 年，文莱渔
业总产值则从 20 年前的 1700 万文元
（约 1350 万美元）
增至目前 8200 万文元（约 6500 万美元），增长近 5
倍。捕鱼业占总产值 88%，约 7200 万文元（约 5700

针对不同的需求，进行精细化经营。总之，红木产
业应该在转型升级中发展。

29

文莱工资部设十年目标，食品产业仍处起步的阶段，2013-12-5

http://asean.anbound.com/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
articleid/3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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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水产业占 4%，约 300 万文元（约 240 万

缅甸积极吸引外资，经贸投资发展迅速

美元），海产加工业占 8%，约 600 万文元（约 480

Myanmar Actively Attracts FDI to Boost Trade and
Investment

万美元），海洋生态旅游业占 1%，约 50 万文元（约
40 万美元）30。

缅甸橡胶种植协会秘书长吴凯敏近日表示，到
文莱政府鼓励外资与文莱本地公司开展渔业和

2013 年 11 月末缅甸出口的橡胶已超过了 5 万吨，预

海水养殖业合作，将文莱建成区域海产品加工中心

计能够完成本财年（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3 月）9.5

和海产品批发及进出口中心。渔业是文莱政府促进

万吨的出口指标。2012-2013 财年，缅甸向中国和

发展的重点领域，相关投资项目和企业可以享受免

印度等国出口的橡胶总量是 9 万吨，收入 2.6 亿美
除出口税、销售税、个人所得税和生产税等优惠待遇。 元 32。
中国与文莱渔业互补性很强。目前渔业资源丰

目前，缅甸虽然是个欠发达的国家，但是随着

富的文莱渔业技术水平不高，而渔业资源相对有限

缅甸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缅甸的对外贸易会快速

的中国，渔业捕捞和养殖技术则比较成熟，这一现

发展，对外资的吸引力也会越来越强。中国是缅甸

状使得中国与文莱在渔业捕捞、养殖等方面具有明

的路上邻国，与缅甸的投资经贸往来十分密切。缅

显的互补性。正如安邦咨询在《中国 - 东盟观察》

甸 2013-2014 财年的前 7 个月（2013 年 4 月 1 日至

总第 017 期中对文莱与中国渔业合作的分析，2012

11 月 1 日），缅中边境贸易额已达 23.67 亿美元，

年 10 月，中国 - 文莱合资的金航（文莱）海洋生物

约占缅甸与邻国边贸总额 27.92 亿美元的 85%33。

有限公司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出口业绩，其深海养殖
图 11：缅甸边境贸易总额（2013 年 4-11 月）

的 45 吨石斑鱼已首批出口香港。该公司将会在未来
3 年内把总投资进一步增加到 3805 万美元，并计划
建设鱼苗培育和孵化中心、养殖产品加工和冷冻中
心以及网箱加工中心等 31。
文莱与外资在渔业领域不断扩展与深化合作，
使文莱渔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文莱
应该在确保鱼类种类的多样性与产量的可持续性的
前提下，合理有效的利用海洋渔业资源。企业在开
发与利用海洋渔业资源的同时要注意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不能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过度地捕捞海
洋渔业资源。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32

缅甸橡胶出口顺利，预计突破 9 万吨，2013-12-15

http://asean.anbound.com/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
30

文莱农业和渔业产值 20 年分别增长 3 倍和 5 倍，2012-11-2

articleid/32960/

http://news.hexun.com/2012-11-02/147529793.html

33

31

http://asean.anbound.com/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

国泰（文莱）海洋生物有限公司：“走出去”的典范，2013-9-12

http://www.shuichan.cc/news_view-151912.html

2013 财年缅中边贸额突破 23 亿美元， 2013-11-29

articleid/3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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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正致力于进一步完善基础建设，积极大力

10 家外国公司中标缅甸 18 个陆上油气区块开发权

地吸引外资。从 1988 年到 2013 年 9 月 30 日，中国

中的 16 个。截至 2013 年 7 月，外资已在缅甸投资

企业对缅甸的投资总额达到 141.9 亿美元，占同期

115 个油气项目，累计投资额达 143.72 亿美元，占

34

缅甸政府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32% 。其中中缅

缅甸吸引外资总额的 33.46%36。

油气管道就是缅甸吸引外资的显著成果之一，该管
道不仅为缅甸整体经济发展注入动力，还为沿线城

缅甸促进经贸投资的努力虽然很有成效，但是

镇和民众带来就业和技术，改善了当地经济社会发

对外资的利用主要集中在能源和矿产等资源领域。

展滞后的状况。

从各国兴衰的历史可知，靠自然资源快速发展的国
家终将面临经济转型问题。对于缅甸而言，这同样

图 12：中标缅甸油气区开发权的国家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缅甸将通过合理规划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同时兼顾环境承载力等途径，避免
走其他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印度尼西亚坚持实行矿石出口禁令
Indonesia Insists on the Mineral Ore Export Ban
印度尼西亚国会在 12 月 5 日否决了暂缓 2014
年 1 月 13 日起实行矿石出口禁令的提案。明年开
始，该国将全面禁止未经加工的矿石出口，目的为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提高出口增值、发展下游业务并加强控制矿石的供
应。印尼在去年的 5 月份也把矿产品的出口税调高

在第十三届中缅边交会中 - 缅经贸合作论坛上，
缅甸投资与公司注册司司长吴昂奈乌介绍，“缅甸
资源丰富，有着许多投资、发展机会。从地理位置
来看，缅甸也是中国通往印度洋的最便捷国家，中

至 20%，设法确保丰富的资源出口可以使国家获取
更多的收益。矿石出口禁令可说是政治上是受欢迎
的政策，主要因为印尼正准备迎接 2014 年的全国大
选。

方企业可通过缅甸这条大通道，将自己的商品销售

印尼除了是全球主要的镍矿、动力煤和精炼锡

到世界各地。缅甸正在致力于进一步完善基础建设，

出口国之外，也是主要的铝土矿供应商以及拥有全

积极地吸引外资，现在是到缅甸投资兴业的最佳时

球第二大的铜矿。矿业贡献了印尼国内生产总值的

期”35。

约 12% 产值，该国在今年前 10 个月就出口了 465 万

除了吸引中国的投资，缅甸对吸引其他国家至
缅甸投资也同样感兴趣，尤其是对能源矿产等领域
的大型工业投资项目。2013 年 10 月缅甸能源部公布，

吨镍矿及 470 万吨的矾土。预计原矿物出口禁令将
减少年度高达 48 亿美元的出口收入以及加大每个月
约 7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目前，印尼的贸易赤字已
接近新高而削减出口收入将导致更大的赤字。该政
策对印尼盾带来不少压力，此货币在 24 个新兴市场

34

缅甸已接受 437.4 亿美元外国投资，三成来自中国，2013-10-31

货币中表现属于第二差。而且，今年印尼盾兑美元

http://finance.huanqiu.com/world/2013-10/4512441.html
35

现在是投资缅甸最佳时期 优先选择工业项目，2013-12-10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2/10/31976854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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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0 家外国公司中标缅甸油气开发权，2013-10-14

http://news.hexun.com/2013-10-14/158714377.html

已下滑 20％，恐怕该新政策在 2014 年将进一步恶
37

化该国的贸易赤字 。

柬埔寨目前正力图突破能源瓶颈
Energy Bottleneck in Cambodia

图 13：印度尼西亚镍矿石

根据 2014 年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能源结构指数
报告，柬埔寨在 124 国家当中排名 120。该能源结构
表现指数（EAPI）最高的得分是 1 分，平均通过每
个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发展、可持续的环境发展、获
得能源和能源安全得分所计算。柬埔寨的能源结构
表现指数仅拿下了 0.36 分，成为东盟地区的能源相
关指标表现最差的国家，由于缅甸和老挝缺乏数据
所以没有被纳入计算当中 39。
表 2：2014 年能源结构表现指数

资料来源：路透社网站

印尼矿商协会称该新政策有利于国际公司，因
他们可以很容易的适应新规则及有能力建设冶炼
厂。相反的，本地采矿业将遭受重大的损失甚至可
能导致关闭。此政策让国际企业有机可乘，低价向
无法建设冶炼厂的商家收购矿石并加工出口。虽然，
印尼政府目前收到 125 份建设冶炼厂的申请书，但
只有 28 个正在建设当中。据印尼矿产企业家协会
（Apemindo）预计，大约 350 万矿业工人、承包商、
供应商和物流业员工将因此而受影响 38。
注释：能源结构表现指数

无可否认，印尼矿石出口禁令在初步阶段将对
主要基本金属市场的供应、国内贸易平衡以及印尼

（Energy Architecture Performance Index EAPI）

盾等带来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附加值产品

资料来源：2014 年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能源结构

出口有望使出口收入回暖，并且取决于该政策的执

指数报告

行和落实是否全面。此外，该政策也是一个新的转
折点，既减少全球供应过剩的镍矿并调高镍矿价格。

柬埔寨仅有 31% 的人口方便获得电力使用，而
且该国属于全球高电价的国家之一。低电力率、过
度依赖化石燃料进口而产生电力以及缺乏多元化的

37

Indonesian ore export ban adds to rupiah headwind, 2013-12-10,

http://www.sun-sentinel.com/digitalunlimited/partners/bloomberg/snswp-blm-news-bc-indonesia10-20131210,0,5528454.story
38

Indonesia ore export ban will kill off domestic mining industry,

能源生产促成了柬埔寨的低排名。该国的能源正面
临危机，因严重依赖进口石油来发电又无法生产足
够的电力供国内消费。

2013-12-6,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12/06/indonesia-metals-exports-

39

idUSL4N0JL0V220131206

Performance Index Report 2014

Word Economic Forum-The Global Energy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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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其石油进口一直在

月 31 日以来就出现的连串示威活动，至今却仍未有

稳步增加，同比上涨了 14％至 1.6 万吨。该国在今

弱化的迹象。与此同时，这一连串的示威与冲突事

年的前 10 个月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东盟国家的新加

件却对泰国经济重要支柱之一的旅游业产生了负面

40

坡、泰国和越南 。柬埔寨的能源消费总量预计将在

的影响。

2009 年至 2035 年期间平均增长 5.2％。工业界预计

图 14：泰国示威者占领财政部和外交部

将创下最高的增长率，其次则是住宅或商业部门。
值得注意的是，亚行预计柬埔寨的能源自给资助率
将由 2010 年的 70％下降到 2035 年的 52.2％。
如果柬埔寨想要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那么该
国必须拥有自己的能源来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以
确保长期的能源安全。除此以外，也必须加大该国
对节能技术的投资以及减少过度依赖从东盟国家
进口石油。柬埔寨政府在近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
划，通过水电厂和燃煤电厂的建设以促进国内能源
生产和提高人口获电力率，并达至 2030 年目标的

资料来源：新华网

70％。
也许，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之间应该考虑积极

截至 2013 年 12 月 10 日，基于泰国的政治局势

推进整合电力传输系统的建议。目前，该地区的国

依旧不稳定，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家都使用不同的资源来发电，即泰国、越南和柬埔

澳大利亚、新加坡等 39 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前往泰

寨依靠天然气和进口化石燃料发电，而老挝则利用

国的旅游警告，以提醒在泰国旅游时提高警惕，注

水力发电。区域性的电网连接不仅能使利用水力发

意自身安全并远离集会场所 42。相较于 11 月的 23 个

电厂的国家把能源出口到周边国家，而且还可每年

国家发出旅游警告而言 43，这无疑反映出泰国政局并

节省高达 7 亿美元的化石燃料进口费用。

没有在泰王诞辰庆祝日后转趋稳定 44。
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今
年 前 11 个 月，前 往 泰 国 的 旅 游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了

泰国有足够经验应对示威活动

21.18%，至 2413 万 7568 人次。11 月份的旅游人次

对旅游业的冲击

亦同比上升了 11.93%，至 239 万 9240 人次；该数据

Thailand Is Experienced in Dealing with Protest
Shocks to Tourism

也高于 10 月份的 206 万 5518 人次 45。从上述数据看

尽管泰国总理英拉已在 12 月 9 日宣布解散国会，
并择定在 2014 年 2 月 2 日举行国会选举 41，但自 10

来，泰国旅游业似乎没有受到示威活动的太大影响。

42

泰 国 集 会 示 威 对 当 地 旅 游 业 产 生 影 响，2013-12-16，http://

news.163.com/13/1216/17/9G7UMKUF00014JB5.html
43

赴 泰 游 客 数 量 锐 减 泰 国 旅 游 业 很 受 伤，2013-11-28，http://

finance.chinanews.com/life/2013/11-28/5557884.shtml
40

Cambodia low on energy ranking 2013-12-12

44

泰国暴力冲突暂告停歇 泰王是否将介入调停引关注，2013-12-5，

http://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cambodia-low-energy-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12-05/5581675.shtml

ranking

45

41

go.th/index.php?mod=WebTourism&file=details&dID=7&cID=276&dc

泰总理宣布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2013-12-9，http://www.bbc.

co.uk/zhongwen/simp/world/2013/12/131209_thailand_politic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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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Tourist Arrivals To Thailand 2013，http://tourism.

ID=621

表 3：2013 年前 11 个月的泰国旅游人次数据
2012
%
人次
6,647,188
27.54
12,293
0.05
424,607
1.76
539,863
2.24
992,382
4.11
2,672,326
11.07
155,193
0.64
299,538
1.24
824,838
3.42
726,148
3.01
4,411,625
18.28
1,402,381
5.81
1,177,010
4.88
5,498,237
22.78
1,041,664
4.32
958,921
3.97
819,345
3.39
24,137,568
100.00

国家/地区
东盟
文莱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老挝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越南
中国
日本
韩国
欧洲
美洲地区
印度
澳大利亚
总和

2013
人次
5,609,425
8,873
387,223
397,321
885,849
2,253,738
114,974
265,504
722,116
573,827
2,498,198
1,238,383
1,050,659
4,908,874
963,022
921,459
845,268
19,918,437

%
28.16
0.04
1.94
1.99
4.45
11.31
0.58
1.33
3.63
2.88
12.54
6.22
5.27
24.64
4.83
4.63
4.24
100.00

按年比较
%
18.50
38.54
9.65
35.88
12.03
18.57
34.98
12.82
14.23
26.54
76.59
13.24
12.03
12.01
8.17
4.07
-3.07
21.18

资料来源：泰国旅游与体育部

事实上，虽然泰国的示威活动乃从 10 月末就已开始， 变得冷清，曼谷部分酒店的预订率也同比下降接近
但大规模示威则在 11 月 24 日才真正成型，并一直
46

延续至目前年底 。

50%。而泰国相关部门也统计，示威活动已导致赴泰
游客减少约 17 万人次，进而导致旅游收入减少 200
亿泰铢（约合 6.15 亿美元）48。

同时，泰国旅游局（TAT）指出，2013 年 12 月
份与明年 1 月份前往泰国旅游的订购活动已出现负

然而，相较于 2008 年的示威活动，目前的趋势

面的趋势。其中，该旅游局驻澳大利亚的办事处也

依然处在温和的局势，部分业界人士仍相信，泰国

表示，该两个月份的澳洲赴泰国游客的行程与酒店

局势将在未来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内趋稳。因此，无

预订活动预计仅将增长 3.6%，远低于之前预测的超

论是政府还是私人界都认为，泰国旅游业依然将在

47

越 10%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其它的国家。根据泰

明年取得 10% 至 15% 的增长 49。这主要在于政府，

国旅游与体育部的数据，澳大利亚旅客人次位居泰

乃至相关领域已累计足够的经验去应对冲击与影响。

国旅游总人次的第 8 位。
此外，媒体报道，泰国曼谷市近期的旅游景点

46

泰国反政府示威游行爆发以来关键事件梳理，2013-12-9，http://

www.chinanews.com/gj/2013/12-09/5597110.shtml
47

Protests damage tourism industry，2013-12-3，http://www.

48
49

同 42
Call for bold tourism reform”，2013-12-20，http://

bangkokpost.com/business/news/382880/protests-damage-tourism-

www.nationmultimedia.com/business/Call-for-bold-tourism-

industry

reform-302224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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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私人投资增长推动国家转型
Private Investment Drives Malaysi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亿美元），年增 16.2%54。
虽然经济转型计划下的 195 项先行项目是带动
私人领域投资增长的主要来源，但事实上，这并不

根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机构（MIDA）公布的

意味着私人投资就只是局限在上述的投资项目。经

数据，截至今年前 9 个月，马来西亚境内已核准的

济转型计划下的先行项目，应该只是作为一个投资

投资额按年上升 26%，至 1369 亿令吉（约合 420 亿

指南，从而吸引其它更多的相关或相似领域的私人

美元），其中服务领域占 60.9%，25.6% 为制造领域， 投资，尤其是来自海外的高素质投资。
以及 13.5% 来自农业、矿业、种植与原料产业等重
要领域 50。

图 15：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左）与掌管经济转型事务
的首相署部长依德里斯出席经济转型计划 3 周年活动

该发展机构首席执行官拿督诺哈鲁丁在媒体发
布会上也认为，在全球相对乐观的投资环境与情绪
下，马来西亚今年全年的已核准投资总额料将比去
年上升 25%，至 2109 亿令吉（约合 647 亿美元）51。
2012 年的总投资额为 1687 亿令吉（约合 551 亿美
元）52。数据也显示，今年前 9 个月的外来投资额
达 428 亿令吉（约合 131 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
31.3%，而当中接近半数来自于制造业领域，即 209
亿令吉（约合 64 亿美元）。
马来西亚的私人领域投资额近年来取得明显跃

资料来源：新海峡时报

进，主要归功于首相纳吉在 2010 年所倡导的经济转
图 16：马来西亚的私人投资增长趋势

型计划，即以“国退民进”的方式，由私人领域主
导国家的经济发展。纳吉近期也在经济转型计划落
实 3 周年的相关活动上指出，该计划启动至今已吸
引 2200 亿令吉（约合 675 亿美元）的投资 53。同时，
纳吉也预计，在强劲的内需带动下，2014 年的全年
实际私人投资将增加 12.7% 至 1530 亿令吉（约合
469 亿美元），今年则料为 1358 亿令吉（约合 416

资料来源：南洋商报
50

Approved Investments Up 26% in January-September 2013,

2013-12-12, http://www.mida.gov.my/env3/index.php?mact=News,cn

诚如诺哈鲁丁所言，马来西亚今后招资将需确

tnt01,detail,0&cntnt01articleid=2049&cntnt01origid=107&cntnt01return
id=107
51

全 年 投 资 额 料 增 25%

大 马 招 资 贯 彻 2 宗 旨，2013-12-

保外资可刺激国内经济之余，亦能协助国家的经济转

12，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

型。除此之外，在诺哈鲁丁的谈话中，更重要的或许

k2&view=item&id=89339:25-2&Itemid=198

是后半部分的目标，亦即鼓励更多外资投资在航天领

52

2012 年美元兑令吉的汇率为 3.06，2013 年则为 3.26

53

ETP has attracted RM220b in investments, 2013-12-17, http://

www.nst.com.my/nation/general/etp-has-attracted-rm220b-in-

54

investments-1.435149

17，http://www.nanyang.com/node/586361?tid=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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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 私人投资可增至 1530 亿 明年 GDP 料达 5.5%，2013-12-

域（aerospace），将马来西亚打造成区域航天枢纽。

中小企业都会得到正面的好处。换句话说，他们所

这对于近期登月成功并在航天领域取得新突破的中

要花的成本又进一步地减低。

国而言，无疑就是一个重要的投资与合作商机。

图 17：新加坡兀兰北海岸发展区

新加坡计划在北部设立中小企业集群
Singapore Plans A SME Cluster in the North
2013 年 12 月 2 日，新加坡中小企业协会（ASME）
对外界公布该国政府将在北部设立一个新中小企业
集群。根据新加坡亚洲新闻的报道，其项目是新加
坡市区重建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刚
刚发布的 2013 年兀兰总计划草案的一部分。也通过

资料来源：新加坡市区重建局（2013 年兀兰总计划草案）

本地媒体的透露，
当局打算在兀兰北海岸（Woodlands
North Coast）设立一个 14 公顷的商业集群，而一部
二、新加坡政府的中小企业集群计划对该国经

分的地皮将给予中小企业发展他们的业务 55。

济发展模式的提升具有关键作用。由于资金有限，家
此外，该新闻也估计整个发展区域会用在两个

族管理方式以及种种的原因，部分的新加坡中小型企

方面：60% 为产业用途而剩下的 40% 为辅助性用

业都没有把它们的商业发展模式转型或者顺利地转

56

途 。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此举其实含有深层意义。

型。依然有很多中小型业者都没有把他们的商业运作

这可以从两点来理解。

和货物（或者服务）提供作数据化处理模式。对此，

一、在北边设立一个中小企业集群会降低新加
坡中小型企业的成本。由于该国大量的产品都出口

新加坡政府也提供了很多机会，补助金，专业咨询等
等。此次的中小企业集群设立也是包括在内。

给邻国马来西亚使用，设立一个靠近马国边境的工

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政府打算分配一部分的

业集群将有效地减少运输费。如果我们把新加坡的

集群区给印刷和出版业者。值得一提的是符合该条

高昂油价联系起来，其中的利害关系就不难明白了。

件的业者不是普遍的印刷和出版业者，而是那些经

更何况，对于资金有限的中小企业来说，所能省下

营或者有意经营计算机软件打印（外界称之为 3D

来的成本可以用在扩张整个业务。

打印）和出版行业 57。所以，新加坡政府是要借该中

再说，新加坡业者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机会与马
来西亚柔佛州的业者或经销商建立更多的合作关系。
通过此种商业合作模式，新加坡业者可以经过马来

小企业集群计划发展本地 3D 打印，以及成为出版
行业的“领头羊”。当然，运用最新科技的其他行
业的业者也可能是新加坡政府考虑的对象。

西亚合作伙伴发行他们的产品。无论是为了最终在
马来西亚销售或者在该国再安装其他配件，新加坡

总体而言，新加坡市区重建局的最新举措不但是
出于城市重建的考量，而它更是一个长远的经济计划。
作为善用土地资源的亚洲国家，新加坡这种总体城市

55

Allocated space for SMEs in north will save them transport costs:

发展规划是值得其他国家或地方政府借鉴的。

ASME, Channel NewsAsia, 2013-12-2, http://www.channelnewsasia.
com/news/singapore/allocated-space-for-smes/906338.html
56

同注 55

57

同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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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股市持续下跌但仍蕴涵复苏潜力

average）显示出下行趋势，股市发展看跌。由于美

Shocked Philippines Stock but Having Recovery
Potential

联储削减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副作用，菲律宾熊市
来临在即，利率上升，而各房地产开发商以及银行
将有可能最先遭受重创 58。

由于近期美联储意欲削减其量化宽松政策，菲
律宾股市以及其他新兴市场股市均遭受打击，同时

2013 年 12 月 18 日菲 律 宾 股 票 交 易 市 场 指 数

还伴随着资产和信贷泡沫的不断膨胀。菲律宾股

（PSE）显示出，在六个行业当中，控股公司行业

票交易市场指数 PSE 已暴跌 8 个百分点，从而使

占了 PSE 总 市 值的 33.99%，所占比例 最 大；其 次

其 2013 年度的财富增长值消失殆尽。12 月 11 日，

是服务行业，占了 18.76%；工业、房地产、金融和

菲律宾股市出现技术故障，其股指已跌破两年以来

矿产石油行业依次排在后几位，分别占了 16.09%、

的上涨趋势线。此外，2013 年春季出现的股市猛

15.05% 和 14.42%。详见图 18。

涨及震荡表现出“泡沫头部”模式（blow-off top
pattern），标志着资产泡沫化。
图 18：菲律宾 PSE 指数各行业所占百分比

上图显示出，2013 年 11 月 5 日到 12 月 16 日，
菲 律 宾 PSE 大 盘 指 数 一 路 下 跌，从 11 月 5 日 的
6519.58 跌到 12 月 16 日的 5812.54。在此期间，大盘
一路下跌，不被看好。
前些年，随着国际投资者不断入市，菲律宾股
市堪称全球最牛的股市。自 2008 年 10 月以来，菲
律宾综合股价指数累计上涨 285%，市盈率已创下历
史新高。由于经济加速增长，菲律宾证券市场逐渐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图 19：菲律宾 PSE 指数 11 月 5 日 -12 月 16 日走势图

升温。数据显示，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去年净买入 25
亿美元的菲律宾股票。今年以来，菲律宾综合股价
指数累计涨幅接近 13%，并连续创下多年新高。而
在 4 年前市盈率倒数第二的菲律宾股市，也跃居至
亚洲最贵的市场。菲律宾 3 个月期短期国债收益率
一度跌破 1%59。同时，菲律宾比索在过去两年里升
值 9%，然而近期菲律宾货币比索与美元的汇率，也
打破了其四年以来的上涨趋势，走向下跌。
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菲律宾国内经济形势一路
下滑，股市震荡，加上风灾“海燕”带来的后果还
未平息，但是，菲律宾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经济
基础较好，加之内需和外部有关国家的大力支持和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良好的外部环境，菲律宾未来的经济前景总体上被
各行业投资者看好。

据观测，菲律宾股指很有可能触及其 5600 的支
撑线，但目前股指还将在该值之上稳定一段时间。
而一旦跌破该值，则有可能激发熊市的到来。专家
判断，菲律宾股指 200 日移动均线（200-day 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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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受 美 联 储 政 策 影 响 菲 律 宾 股 市 一 路 看 跌，2013-12-16，http://

news.163.com/13/1216/10/9G79QVML00014JB6.html
59

菲 律 宾 股 市 4 年 涨 285% 堪 称 全 球 最 牛，2013-2-21，http://

news.163.com/13/0221/06/8O7H16Q200014AED.html?f=jsearch

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投资东南亚使中国房地产业者看到商机

“出海”的中国房企亦有增多的迹象，但这股趋势

Trends of Chinese Developers Investing in
ASEAN’s Property Market

仍处在试点的阶段，距离“出海”成熟期仍有一大
段距离。然而，从这股试点阶段的趋势来看，中国
大型的房企仍将其火力或战场锁定在加拿大、美国、

安邦咨询在第 487 期的《房地产行业周刊》引

澳洲等，或者是香港、台湾等相对房地产或整体经

述了一篇由‘观点地产新媒体专栏作者’张宏伟所

济已趋发达的市场。相对而言，前来东南亚地区投

撰写的评论，内容是关于中国房企前往海外发展的

资的中国房企，依然屈指可数。

动因与反思。该评论认为，2013 年可堪称是中国品

图 20：面向新加坡的滨海公园

牌房企的“出海”年，并在文章中提出了中国房企
的五大“出海”动机，以及五大潜在的风险 60。
表 4：目前中国房企在海外的投资项目

注释：市场揣测这段新山旧罗里关卡是出售给富力地产
资料来源：新浪网数据

的一部分，并将改造成为面向新加坡的滨海公园
资料来源：东方日报

根据该评论作者的分析，进军海外市场虽然看

伴随着绿地集团在泰国主要城市联营发展房地
似全新的蓝海市场，但并不一定会有好的收益。同时， 产 61、万科集团在新加坡合资发展高档房产 62，以及
该作者相信，基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中国 碧桂园 63 与广州富力 64 先后进驻马来西亚柔佛州依斯
的房地产市场仍有至少 10-20 年的发展机会，尽管
国内市场会受到调控的影响，但国内市场仍比海外

61

更具投资价值。

qy/201309/13/t20130913_1488330.shtml
62

事实上，中国主要的大型房企前往海外投资与
发展房地产的趋势可追溯至 2004 年，而踏入 2013 年，
参考安邦咨询《房地产行业周刊》第 487 期

万 科 新 加 坡 首 次 投 资，2013-7-15，http://www.soufun.com/

news/2013-07-15/10527183.htm
63

碧桂园金海湾 打造五星级家园，2013-3-15，http://nanyang.com.

my/node/517748?tid=490See
64

60

绿 地 集 团 强 势 进 入 泰 国，2013-9-13，http://intl.ce.cn/sjjj/

中国富力地产 45 亿购柔佛土地，2013-12-2，http://biz.sinchew.

com.my/node/8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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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达特区，这股中国房企“出海”热潮会否在东南

达 8%，在全球房地产指南中排名前 10 名之内 69。若

亚地区持续发力，无疑仍需要看市场的反应才能做

相较于中国房地产市场，实际上其它东南亚地区的

出定案。毕竟，相较于欧美的发达市场，无论是中

房地产业存在着与马来西亚类似的投资环境。

国的房企发展商还是投资者，抑或是东南亚当地的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下，中国房企进

购屋者，彼此间仍存在着相对的陌生与隔阂感。

军东南亚市场，从投资回报来看，无疑将是利多于弊。
当中，广州富力地产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

同样的，尽管这些国家都在落实不同层面与程度的

宣布以 85 亿人民币向马来西亚柔佛皇室购买 6 块占

房地产降温措施，但实际都不会影响市场的投资情

地 116 英亩的地段后，就被市场分析员视为负面消

绪。当中，马来西亚在明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宣布，

息。负面因素包括负债率过高、海外投资存在风险、

将把海外购屋者的价格限制在 100 万令吉（约合 31

65

受限于地方发展政策等等 。同样，碧桂园在 2011

万美元）以上的价位，并征收高达 30% 的房地产盈

年进军马来西亚房地产市场时，市场当时也同样看

余税（RPGT），然而市场却认为这并不会影响投

66

淡该公司的投资前景 。但事实证明了，碧桂园进军

资者的购买意向 70。这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房屋价格

马来西亚的步伐是正确的，并在随后逐步被市场分

已接近该限制的水平，而海外投资者多半不会在投

析师看好。

资后的几年内就转手脱售。

碧桂园进军东南亚市场的成功模式能否被复制，

总的来说，中国房企进军东南亚房地产市场无

这或许是市场所关注的焦点。尽管近年来东南亚国

疑将是在风险中伴随着更大的收益，无论是独资经

家诸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都

营，还是与当地房企合资发展均将如此。

落实了不同层面与力度不一的房地产降温措施，但
相较于中国，乃至于亚太，甚至是欧美国家等市场，
东南亚的房地产价格依然处在相对低廉的水平。
根据马来西亚估价与产业服务局（JPPH）公布
的最新数据，马来西亚今年第三季度的房地产价格

柬埔寨建设综合性港口有巨大潜在机会
Cambodia’s Huge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Comprehensive Ports

指数同比上升 10.1%67。同时，自 2011 年以来，马
来西亚房地产价格指数就维持在 9% 以上的增幅。

柬埔寨目前主要港口有西哈努克港和金边港。

尽管马来西亚房地产增幅虽高，但全球房地产指南

据柬华日报信息，柬埔寨将于 2014 年初在西哈努克

（GPG）的数据却显示，马来西亚的平均房价却在

省正式动工兴建综合性码头，估计耗资 8000 万美元，

全球倒数第二，首都吉隆坡的房价为每平方米 2181

2016 年竣工后将成为柬埔寨最大的码头 71。

美元，远远落后于北京、新加坡和香港等 68。尽管房
地产价格相对便宜，但马来西亚的租金回报率却高

西 哈 努 克 港（Sihanohkville）， 原 名 磅 逊
（KampongSom），从 城 市 角 度 属 于 柬 埔 寨 的 一
个港口市；其海港是柬埔寨最繁忙的海岸港口，

65

市 场 不 看 好 富 力 购 大 马 六 地，2013-12-3，http://klse.i3investor.

也 是 柬 埔 寨 国 内 重 要 的 旅 游 城 市，位 于 柬 埔 寨

com/blogs/greaterchina/42626.jsp
66

碧 桂 园 多 元 化 过 冬，2012-5-4，http://www.china-crb.cn/

69

Malaysia: gross rental yields have moderated，http://www.

resource.jsp?id=2414

globalpropertyguide.com/Asia/malaysia/Rental-Yields

67

70

Malaysia House Price Index Q3 2013，http://napic.jpph.gov.my/

马 国 房 地 产 新 措 施 不 影 响 新 加 坡 人 买 气，2013-12-3，http://

portal/content/Publication_PDF/HPI/IHRM_Q3_2013.pdf

house.65singapore.com/hnews/lsbb/23016.html

68

71

马来西亚房产热：3 小时旅程外的‘第二家园’？，2013-10-29，

http://business.sohu.com/20131029/n3891346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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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 埔 寨 最 大 码 头 将 于 2014 年 动 工 兴 建，2013-11-27，http://

www.7jpz.com/article-27332-1.html

西 南 沿 海。 目 前 主 要 有 4 个 海 滩 SokhaBeach、

图 21：西哈努克港及经济开发区图

OchheutealBeach、IndependenceBeach、VictoryBeach
还没有深度开发 72。
表 5：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主要情况
主要事项

主要内容

基本情况

建于60年代，是个深水良港，外有小岛作
天
然防波堤

交通发达

铁路可直达首都金边，全长270km；位于港
市之西北，临泰国湾；该国西南部磅逊 湾
南口东岸。港外，至泰国梭桃邑港218 海

资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里，至越南港胡志明港420海里，至新加坡
港603海里，至中国广州港1210海里
工业区

港口的北部及东北部均为工业区，拥有 大
型炼油厂

机场

有东南亚最大国际机场之一的波成东

机

场，距港口约250km
商业码头

港口商业码头分布在由陆岸西北角向西 伸
后转折西南的突堤两侧，突堤西边有2个泊
位，可允许吃水9.5米船只停靠；东边也有2

目前，兴建该码头估计耗资 8000 万美元，已
经获得日本政府提供优惠贷款。该综合性码头水深
13.5 米，可以让 3 万吨到 5 万吨的海轮泊位，目前
的码头仅能让 1 万吨海轮停泊。
该码头将成为柬埔寨目前最大的综合性码头，

个泊位，允许吃水7.5米船只停靠。突堤长

可以接受大海轮和各种物品，包括运载集装箱的海

280米，宽30米，突堤以东的港池东壁为驳

轮停泊。

船码头；突堤外有3片锚地，水深10-12米。
突堤之北凹岸为拟建新港池，新港池允 许

图 22：柬埔寨金边港基本情况

吃水6.5米船只停靠。油轮码头在岸外德斯
角东部
气候

该港属热带季风气候，为北-东北风。年平
均气温约29℃。年平均降雨量约2000mm，
5-10月为雨季，降雨量占全年80％。属日潮
港，平均潮差0.7m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百度信息整理

上述基本条件表明，西哈努克港具有开发综合
服务的基础条件。西哈努克自治海港总监瓦速南表
示，综合性码头占地面积 3 公顷，连接现有的陆地
仓库，将用于提供进出口产品服务，也将成为向柬
埔寨海域勘油船供应食物的重要地点。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综合性码头对于产品便利出口也有重要意义。
柬埔寨大米出口商协会主席黄北海对柬埔寨即将建
立上述的综合性码头表示欢迎。柬埔寨从 2011 年就

72

柬 埔 寨 西 哈 努 克 市，2009-7-15，http://wuxi.people.com.cn/

GB/205758/13005252.html

计划兴建综合性码头，但直到现在才开始。该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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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2014 年初动工，估计于 2016 年竣工投入使用。

金边港地方狭小，但其地理位置优势，地形犹如“四
臂湾”（即上湄公河、下湄公河、百色河与洞里萨

在西哈努克港建立了经济特区。该经济特区是
中国商务部首批中标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也是

河交汇处），全国农产品通过上述河流集中金边港，
再由金边港出口到国外。

首批获商务部财政部验收确认的六个境外合作区之
一。目前已吸引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爱

金边港处在金边市中心，工厂、劳力，尤其是

尔兰，
柬埔寨以及中国入区企业 28 家，
行业涉及服装， 产品用户都在港口周围，使金边港成为首选的货物
箱包，假发，电视机铝合金框，电器连接线，木地板等， 出入港口。金边港正努力使自己成为重要的旅游港
解决当地就业 7000 多人次。

口。

经济特区地西哈努克市，总占地 11.13 平方公里，

因此，无论是西哈努克港综合区计划还是金边

初期规划开发面积 5.28 平方公里，投资 3.2 亿美金，

港的发展计划，从交通、旅游、产业、服务各个方

离西港机场 3 公里 , 离港口 12 公里，连接柬埔寨国

面都有建设和发展的巨大机会。每个港区都有潜力

内最好的公路——四号国道，离柬首都金边仅 210

建设成为一个生态环境优美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和新

公里，淡水资源获取方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型旅游城镇。其中产业不仅有港口物流、港口金融
等服务业，也可有配套出口产业，如稻米加工、轻
柬 埔 寨 的 另 一 个 大 港 口 是 金 边 港（PHNOM
PENH），坐落在湄公河畔，是湄公河流域一个重

纺服装、机械电子、高新技术产业等，另外水泥、
玻璃生产等建设材料业也可在邻近地区得到发展。

要杂货和燃料码头，通过湄公河连接到中国海上通
道的后江。金边港 2011 年 4 月货柜吞吐量录得 4207
箱，同期上升 32%。增长货物主要是大米、红玉米、
黄豆、散货和建筑材料。与越南新深水港——盖梅

从上海自贸区看与马来西亚的

港有陆路连接。

各项合作机遇

图 23：金边港的大型移动式起重机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Shanghai
FTA and Malaysia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副局长彭继通
（Phang Ah Tong）在 12 月初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
表示：马来西亚国有与民营企业都对投资中国保持
着浓厚兴趣。特别是近期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的成立，让马来西亚商界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有
更强的信心，马方认为上海自贸区为马来西亚公司
投资中国服务业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 73。
此外，马来西亚国有与民营企业都对投资中国
保持着浓厚兴趣。特别是近期中国（上海）自由贸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易试验区的成立，让马来西亚商界对中国经济的未

金边港正扩大港口占地面积；提高服务品质与
保有价格竞争力；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成就。

73

上海自贸区为马来西亚提供了非常好的投资机遇，2013-12-6，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3-12/06/content_843448.htm

20 / CHINA-ASEAN WATCH / 2013.12

图 24：马中适宜投资产业

来有更强的信心，马方认为上海自贸区为马来西亚
公司投资中国服务业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实际上，
马来西亚对华投资截至 2012 年底已达到 60 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 365.6 亿元）的规模。
表 6：近年来中马关系各领域务实合作
近年来，中马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 域

简况

务实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国连续4年成为
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连续5年
成为中国在东盟10国中最大贸易伙伴
人文交流

双方人文交流频繁，去年人员往来达260万人
次，中国是马来西亚主要海外客源国之一

贸易

马来西亚已经是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 以
今年1月至9月的贸易额统计，马中贸易总
量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达到了1.4633亿令吉特（约合人民币2.766
亿
元），其中马来西亚对华出口为6777万令
吉
特（约合人民币1.281亿元），同期马来西

投资

亚从中国进口为7856万令吉特（约合人民
币

马来西亚在经济转型和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能够实

1.485亿元）。因此，马中两国贸易互补性

现。在这一目标指导下，马方希望能吸引到更多高

强

质量的中国投资者。为此，马方希望中国高科技、

中国从马来西亚进口如棕榈油、橡胶等 资

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企业能够至马

源类产品及其衍生工业品，现在中国也 加

来西亚投资，避免劳动密集型企业或淘汰企业转移

大了对马来西亚制造业的投资，尤其是 在
钢铁、可再生能源方面
服务业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的宗旨是，确保到 2020 年

中国也对马来西亚服务业有着浓厚的投 资

来马来西亚，希望中国投资者关注的是对马来西亚
生态系统有益的工业项目，比如说可再生能源项目，

兴趣，马来西亚人熟知的有：在槟城的 第

希望已经在马来西亚进行投资的中国企业能够扩大

二跨海大桥项目、在雪兰莪州沙叻丁宜 建

在马来西亚的投资规模。马方也欢迎中国在基础设

设的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在柔佛的 大

施建设、航运、教育、旅游等方面进行投资。

规模房地产开发项目等

关于如何保障中国投资者在马来西亚获得公平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的商业机会，对马来西亚来说，对全球投资者都会
一视同仁。马来西亚不会将中国投资者与其他外国
投资者区别对待。在制造业生产执照发放、税收优惠、

目前中国对马投资规模估计为 10 亿美元（约合

外籍员工职位审核、原材料、零部件、机器与设备

人民币 60.9 亿元）。随着中国提升“走出去”战略，

免税认定等方面，各国投资者在马来西亚均享受同

在不久的将来，马来西亚会迎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投

等待遇。

资。而从政府角度来说，两国政府都在采取措施提
升马中经贸合作，相互支持双方企业到对方投资发
展。例如，两国合作建设的钦州产业园区和关丹产
业园就是马中政府在经贸领域合作的典范，当前两
园区都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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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广西与越南的贸易额 2013 年底将实现
重大突破
Guangxi-Vietnam Trade Will Attain a Key
Breakthrough

张晓青介绍，最近几年，广西与越南双边贸易
呈快速增长态势。2012 年，广西与越南的双边贸易
额达到 97.27 亿美元，占广西对东盟贸易的 80.7%；
截至 2013 年 10 月，广西与越南的贸易额已经达到
96.92 亿美元，今年将有望首次突破 100 亿美元。

越南已连续多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广
西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今年广西与越南的
贸易额有望首次突破 100 亿美元。12 月 11 日，以“跨

图 26：第 21 届中越商品交易会商品展销双方
主要展示商品

境合作、开放共赢”为主题的第 21 届中越商品交易
会在中越边境最大的口岸城市广西凭祥市开幕，吸
引了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数万名客商参会并探寻
贸易发展商机。
图 25：广西与越南双边贸易总额变化（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图 27：边境小额贸易高幅增长带来的优势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张晓青在交易会
上表示，2013 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广西与越南深化合作面临大好形势之年。中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开
幕式上提出“力争到 2020 年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

据广西省凭祥市官方统计，2008 年至今，凭祥

额达到 1 万亿美元，今后 8 年新增双向投资 1500 亿

市已连续五年对外贸易进出口、边境小额贸易进出

美元”。

口、对越进出口等八项指标位居广西第一，连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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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现红木家具进口总额中国第一，连续四年实现

贸易，促进了边境小额贸易的快速发展。

74

对东盟水果进出口总额中国第一 。
2012 年，广西对东盟进出口 120.49 亿美元，比
图 28：广西和越南双方贸易额（2012）

上年增长 26.4%。其中，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地位
稳固，进出口 83.48 亿美元，占对东盟进出口总额的
69.3%，比上年增长 33.5%75。下两图清晰地表示了
2012 年广西对东盟贸易额变化情况。
上述分析表明，中越双边贸易前景一片光明，
双方跨境经济贸易合作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
经过多年的贸易合作，中越双方及东盟各国的合作
开放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并且积极实现互利共赢。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上汽集团进一步拓展泰国市场
自国家批准边境地区实施边境小额贸易政策以

SAIC Continuously Explores Thai Market

来，广西边境小额贸易发展较快。广西 - 越南边境
贸易得以发展，也主要受益于广西的地理环境优势、
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国家鼓励的良好政策环境。
图 29：广西对东盟边境小额贸易（2012）

2013 年 11 月 27 日，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上汽集团）与泰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的
正大集团合资草案签署仪式在正大集团总部隆重举
行，双方合资组建上汽大通泰国公司 Maxus Motor
（Thailand）Co. Ltd.，标志着上汽集团自主商用车
品牌大通 MAXUS 正式进军泰国市场 76。合资公司
先期将以整车出口模式登陆泰国市场，并将在不远
的后续形成规模效应后展开 KD 制造和改装车业务
的全方面合作。
泰国作为东盟重要的成员国之一，汽车市场增
长快、市场潜力大，是上汽集团重点部署的海外东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盟区域。而合作方泰国正大集团作为最早一批进入
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有着与上汽集团的成功合作

今年以来，广西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占广西外
贸比重持续攀升。1-10 月，边境小额贸易快速增长，

经验，同时在当地具有卓越的市场和渠道优势。双
方强强联手，采取全新合作模式，以收获双赢。

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45.2%。在传统市场

2012 年 12 月 4 日，上汽集团与泰国正大集团联

面临冲击的情况下，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成为经济增
长的新一极，广西抓住机遇发展与东盟国家进出口
75

东盟国家成为广西边境小额贸易“主战场”，2013-12-15，http://

business.sohu.com/20131215/n391812037.shtml
74

广西与越南贸易额今年有望首次突破 100 亿美元，2013-12-11，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2-11/5608396.shtml

76

上汽大通泰国公司签署合资草案，2013-12-09，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3-12/09/content_24773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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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宣布，双方计划在泰国建立合资公司，面向东盟

获证监会许可后即可在新交所寻求上市。中国和新

市场生产和销售上汽集团自主品牌 M G 系列产品。

加坡两国的相关监管机构会对有关上市申请进行严

此举标志着上汽集团与泰正大集团联手，共同启动

格的监管审核及尽职调查，从而为证券市场提供更

基于泰国、辐射东盟的汽车发展战略。

大保障。

上汽控股 MG 泰国合资公司初期总投资约 18

新交所副首席监管长邓伟政表示，由两国监管

亿元人民币，该项目上汽集团通过上汽香港投资

机构进行的监管程序和合规调查，将为市场带来更

公司和上汽英国公司共持股 51%，正大集团持股

大的保证。

49%。上汽集团以技术许可和商标许可方式，授权

图 30：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程序

泰国合资公司生产和销售上汽自主品牌 M G 系列轿
车 77。
泰国合资公司计划于 2014 年开始陆续投放产
品，逐步形成 5 万辆的年产销规模；之后，上汽 正大合资企业还将利用东盟内部税收优惠政策，引
进更多产品并出口至东盟以及其他国家，力争实现
年 20 万辆的产能规划。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上汽在泰国的合资伙伴正大集团是泰国最大的
跨国企业，双方强强联手，将有利于合资公司引入
目前，在新交所挂牌的 140 多家龙筹股，绝大

有竞争力的整车产品，获得东盟市场当地资源支持，
并快速打造完善的销售服务网络。

多数都是在中国境外注册的公司，持有中国资产及
业务。在中国境内注册的本地挂牌龙筹股只有四

上汽集团投资泰国的信息表明，面对日渐扩大

只，分 别 是 天 津 中 新 药 业 集 团（Tianjin Zhongxin

的泰国市场，中国企业的机会在于应用好投资政策、

Pharmaceutical）、 福 建 振 云 塑 业（Fujian Zhenyun

强强联手、抓住市场渠道以及注意辐射周边地区布

Plastics）、骏马化纤（Junma Tyre Cord）和招商局地

局等方面。

产控股（China Merchants Property Development）78。

新框架开通中国企业赴新加坡上市管道

辉立证券（Phillip Securities）董事经理骆云山受

Direct Listing Framework in Singapore Helps
Chinese Companies

访时指出，直接上市管道提供中国企业另一个选择，
不必在中国境外另行注册公司，不但是较有效率的
方式，而且由于龙筹股业务主要在中国当地，经由

新加坡交易所（SGX）在 2013 年 11 月 25 日宣

中国监管当局的在地审查，符合上市标准之后，再

布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推出一个直接上

寻求新交所批准，双重审核将有助提升投资者对龙

市框架（direct listing framework），为中国企业开通

筹股的信心。

直接上市通道，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赴新加坡上市。
不过，德意志摩根建富（DMG Securities）高级
根据新的直接上市框架，中国境内注册企业在
78
77

上汽集团与正大集团联手 在泰国建合资公司，2012-12-010，

http://auto.qq.com/a/20121210/0000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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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注册公司 新框架下可直接来新上市，2013-12-04，

http://www.csc.mofcom-mti.gov.cn/csweb/csc/info/Article.jsp?a_
no=339458&col_no=166

副总裁颜子伟认为，即使开通直接上市管道，本地

也建立好，中国企业如希望在新加坡上市，应尽快

投资者对龙筹股的信心，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著

做好相关准备，以便及早抓住市场机会。

恢复。经过中国监管当局审查及批准，并不意味着
之后发生问题的可能性不存在。不过，新、中两国
建立正式的直接上市框架，有助双方的监管机构沟
通的平台提升到更高的层面。
新交所在文告中表示，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为
全球投资者带来投资机会，新交所可为符合新加坡

越来越多中国买房者选择投资马来西亚
“第二家园”
More and More Chinese Purchasers Invest in
Malaysia My Second Home Programme (MM2H)

监管条例与公司监管水平的中国企业，提供面向国
际的平台。

资产保值是当下市场一大亮点，在中国楼市调
控大环境下，目前一些有实力的投资者也把目光投

新交所首席执行长博可（Magnus Bocker）说：
“直

向国外，除了欧美、澳新等国家移民投资比较热以

接上市框架是更有效率的管道，让中国公司涉足新

外，亚洲的新马等地因地缘、人文、环境等相当接

加坡的资本市场，与全球投资者接触”。

近，也成为中国人海外投资的热土，如马来西亚推

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主任童道驰则表示，证
监会支持建立赴新直接上市相关机制与制度安排，
支持中国境内企业在符合境外上市地上市条件的前

出的“第二家园”项目，以其申请条件和要求简单，
也使马来西亚成为国民海外房地产投资的热点。
表 7：“第二家园”计划的申请条件

提下，根据发展需要自主选择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
融资。证监会愿意与新加坡交易所就中国境内企业
赴新加坡直接上市进一步加强合作，为中国境内企
业了解赴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要求和操作流程提供
更为便利的条件与环境 79。
新的直接上市管道开通之后，除了原有管道，
中国境内注册公司如今也可以向中国证监会和新交
所提出申请，证监会和新交所将对该公司进行审核，
一旦中国证监会给予批准，新交所才会考虑给予该

资料来源：广州日报

公司上市资格函（eligibility to list）。所有申请的企
业都须遵守中国法律和新加坡的监管准则，财务报

有关信息表明，中国一直排在马来西亚“第二

表也同样须由合格会计师审计，符合新加坡审计准

家园”项目 10 大来源地之首，紧随其后的是日本、

则、国际审计准则或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

孟加拉、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除英国之外，

新交所上市部主任黄良颖表示，有中国企业已表达

处于前 10 位的均为亚洲国家或地区。马来西亚新任

通过直接上市管道前来本地上市的意愿。

旅游及文化部长纳兹里 11 月 26 日在国会下议院表

上述信息表明，在新的上市直通管道下，操作
流程已明确，审核程序已简化，便利的条件和环境

79

示，“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自 2002 年推介到今
年 8 月为止，
共吸引了两万余名外国人士在大马定居。

国内企业获证监会许可后可直接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2013-11-

26，http://stock.hexun.com/2013-11-26/1600154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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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这项计划的人士来自 122 个国家，其中来自中
80

国大陆的参与者最多，达到 4187 人 。

是说，买房的资金并不计入“第二家园”的投资额中。
因此，在马来西亚买房，纯粹是满足投资者的自住
和保值、升值的需求。而且按照“第二家园”计划

马来西亚政府为了吸引世界各国的人来居住与

的申请条件，要获得“第二家园”签证后第二年才

投资，推出“第二家园”项目，该计划是开放给马

可取出部分存款用于买房和孩子教育或医疗设施方

来西亚政府所认可的 18 岁以上的各国公民联同其

面，因此在这里买房只能是作为海外置业投资 81。

直属家人申请，21 岁以上的孩子必须个别申请，成
功申请者必须进行体检，购买医疗保险和在银行存

据广东飞洋出入境中介有限公司卢有骏总裁介

入在自己名下的现金定期存款为保证金（可领取其

绍，“第二家园”计划以其较低的门槛、较简易的

银行利息），也可以在任何时刻终止此移民计划，

程序和较优惠的待遇吸引了大批国外人士到大马定

保证金连同利息将全部退还，100% 无风险。成功的

居。购置房地产申请者可直接投资房地产，甚至获

申请者可取得 10 年的居留证和无限次自由进出和签

得永久地契的地产。在房地产销售后获得的资金免

证。而此居留证可连续更新，可谓一人申请，全家

除增值税。而且申请者可获得银行高达八成的房产

受益。

按揭贷款，目前人民币与马币汇率 1：0.4644，所以

表 8：“第二家园”项目申请方便且有不少优势

30 万马币约相当于 60 万元人民币，而这一数值就
可申请“移民”大马，很有吸引力。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与南欧五国类似的计划不同的是，马来西亚“第
二家园”计划，并不是买房换居留权的政策，也就

80

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参与者中国人最多，2013-11-26，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11-26/55500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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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去 大 马 买 套 房 造 人 生“ 第 二 家 园 ”，http://news.ifeng.com/

gundong/detail_2013_11/22/31469025_0.shtm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东盟在 2013 年日本 - 东盟纪念峰会上

了菲律宾以外，都表示同样的立场。这种表态也是

表现自主立场

东盟一贯的态度，那就是在东海问题上，保持中立。

ASEAN’s Independent Stance is Demonstrated in
the Japan-ASEAN Commemorative Summit 2013

虽然它们也关注此事，担忧对地区局面的影响。但是，
东盟各国认为“选边站”不是一个明智做法，也不
会有利于解决东海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联合

12 月 14 日，日本与东盟十国领袖在东京举行了
长达三天的双边纪念峰会 82。除了庆祝日本 - 东盟
关系建立四十周年，双方也借这一次峰会树立新的
双边合作框架。各方媒体对此积极报道，而无论是

声明当中，双方只是在海空自由航行的课题上表示
关切，而没有进一步阐明东海的形势。
图 31：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 - 东盟纪念峰会上
发表声明

中国媒体或者是外国媒体，都把关注目光放在日本
在该会议上想如何应对关于中方东海防空识别区问
题。其实，如果我们深入观察整个峰会的过程和结果，
重要的信息超越了防空识别区的议题。有三点值得
关注。
1、据新华社的报道，安倍曾经在日本 - 印尼首
脑会议时，要求印度尼西亚总统共同声明批评中国
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但被苏西洛总统拒绝。相反，

资料来源 : 日本内阁公共关系办公室

印方希望中日领导人可以构筑良好关系，因两国双
边关系将影响整个东亚地区的稳定局势 83。同时，安
倍也与马来西亚首相纳吉提出同样言论，不过，马
方也没有支持日方的“中国威胁论”说法。而文莱
的外交与贸易第二部长林玉成也与印尼一样，希望
中日两国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东海防空识别区问
84

题上的不同立场 。
在这一次峰会上，我们看到所有东盟国家，除

2、东盟对安倍所提倡的“积极和平贡献”也没
有想象中那么放心。如印度尼西亚总统所表示，该
国除了支持日本参与地区事务的同时，也期望安倍
政府可以以透明的方式进行军力提升 85。这也是东盟
代表首次向日本当局表示它的忧虑，尤其是当整个
东南亚地区也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所带来的战火和
痛苦经历。安倍可能也未想到东盟代表会有如此担

82

ASEAN-Japan summit get under way in Tokyo,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2013-12-14, http://globalnation.inquirer.net/94085/asean-

忧。在这一点上，安倍低估了该国军力提升对于东
盟国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japan-summit-gets-under-way-in-tokyo
83

Commentary: Japan's role of mischief-maker doomed to

failure,

新 华 社 , 2013-12-14,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

indepth/2013-12/14/c_132968243.htm

85

84

Press, 2013-12-14, 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_news/politics/

“中国威胁”表述被删除 飞行自由是个伪命题 , 环球网，2013-12-

14, http://news.sohu.com/20131214/n391785873.shtml

Japan pledges $19 billion in aid to ASEAN region, The Associated

AJ20131214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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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马来西亚总理
的会谈当中，安倍明确地期望两国领袖推荐日本新

员国的非法资金流失，则占全球比重的 28.8%，亦即
亚洲地区的 72.7%。

干线系统以便用在马新快速铁路的工程。这就表明，
日本企业将投入该工程的招标活动。对于前一段时

以排名作为比较，中国是过去 10 年内年均非法

间表示要参与该工程的中国，其消息值得关注。但

资金的最大流出国，而马来西亚则位居全球第 4，

如马来西亚总理纳吉所说，马方欢迎任何公司（包

其余占据全球前 15 名的东盟成员国还包括印尼、泰

括日企）投入马新高铁的工程 86。换句话说，日本的

国与菲律宾。同时，按照全球被调查的 144 个发展

科技和安全纪录不是一切，相反，它还是要与其他

中国家来计算，东盟 9 个成员国中（扣掉被纳入发

国家的高铁优势一起来评估。马来西亚也未必因为

达国家的新加坡），仅有老挝与柬埔寨是属于下半区。

它与日本的良好关系提供“优先”对待。

这意味着，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无疑已成为全球非法
资金流出的聚焦点。

日本将以贷款的方式资助有关日本企业和马来
西亚政府。而日本向东盟所提供的 192 亿美金贷款

所谓的非法资金流出，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计算，

必定有一部分调配到该工程。整体来说，无论在安

是值得探讨的。全球金融廉政机构表示，这些数据

全的问题上或者在经济合作领域，在这次峰会上，

主要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差额（Balance of

东盟国家充分地体现了中立立场。

payment）的缺口，对外贸易伪报额，以及热钱缩减
方式（HMN）等层面进行计算与评估。同时，该机
构也指出，2013 年的报告已将香港作为贸易转站的
数据排除在贸易伪报的行列之外 88。事实上，贸易伪

东盟国家如何应对非法资金流出问题

报额占过去 10 年非法资金流出比重的 79.7%，其余

ASEAN Countries Will be Vigilant to Illicit
Outflows of Capital

的 20.3% 则来自贪污、贿赂、避税、洗黑钱等形式。
至于诸如毒品贩卖等以现金交易形式的非法资金则
不在其研究与调查的范围之内。

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全球金融廉政机构
（GFI）
在 12 月 11 日公布其 2013 年的年度研究报告，以追

无论如何，针对这样的一种现象，马来西亚的

踪全球发展中国家在 2002 至 2011 年期间的非法资

相关部门也立即针对该项调查报告提出了异议。其

金流出（IFF）。该研究结果显示，2011 年全球发展

中，首相署部长刘胜权就指出，该项调查所显示的

中国家的非法资金流出总和高达 9466 亿 7700 万美

541 亿美元非法资金流出额，当中 80% 为对外贸易

元，较 2010 年增长 13.7%，也较 2002 年的 2702 亿

的错误定价，直接涉及贪污等相关问题的仅有 3%，

美元高出 2.5 倍，增长的速度相当惊人 87。

其余则多为外劳的非法汇款 89。

根据该研究报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

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也发文告表示，政府已设

流出占全球比例的 39.6%，为当中最大，尽管亚洲地

立高层次多机构特别工作组，加强监督机制、法律

区的非法资金流出的年增长仅为 7.5%，远低于中东

架构与执法行动，这些措施已有效减少非法资金外

北非（MENA）的 31.5%。若仅仅算上中国与东盟成

流的问题。同时，马来西亚央行也指出，马来西亚
88

86

Japan-Malaysia summit meeting, 日 本 外 务 省 , 2013-12-13,

“New report updates annual 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analysis

of illegal capital flight ou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2013-12-11，

http://www.mofa.go.jp/region/page24e_000020.html

http://www.gfintegrity.org/storage/gfip/documents/reports/IFF2013/tip_

87

sheet_iff_2013-final.pdf

“Study Finds Crime, Corruption, Tax Evasion Drained $946.7bn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2011”，2013-12-11，http://www.

89

gfintegrity.org/content/view/667/70/

http://news.sinchew.com.my/node/338618?t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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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权：外劳非法汇款及贪腐黑钱流失仅 347 亿，2013-12-14，

表 9：2002-2011 年全球发展中国家非法资金流出数据
（单位：百万美元）
排名
1
4
8
11
14
23
38
69
83
109
144

国家

年均非法资金流出

2008

2009

2010

2011

10年累计

中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泰国
菲律宾
文莱
越南
缅甸
老挝
柬埔寨
总数
注释：仅列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排名
资料来源：全球金融廉政机构（GFI）2013 年非法资金流出报告

政府准备推行的消费税机制，也有助于消除错误报
90

价的问题 。

成员国之间的“默契”，这并不意味着，东盟成员
国就能对该项排名置之不理。毕竟，以当前东盟成
员国的贸易与金融系统的发展来看，东盟成员国仍

同时，马来西亚出现严重的非法资金流出，很

有许多应该提升的空间，包括增加贸易与金融的透

大程度上也与新加坡之间的转出口贸易有关，这类

明度、各国立法与执法之间的协调、东盟成员国之

似于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使用香港作为贸易转站的

间的贸易协调等等。

情况。因此，全球金融廉政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德夫
卡表示，只要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双方能提供相关的

不能排除的是，这些不完善与相对不透明的贸

转出口贸易资料，该机构将在日后的报告中进行更

易与金融系统，在未来将有可能面对逃税、避税、

91

新 。

贪污、洗黑钱等问题的快速扩散。因此，东盟成员
国应该正视该项报告的结果，并致力于改善其贸易

事实上，这种双边贸易之间的转出口贸易现象，
在东盟成员国，乃至与中国的对外贸易上，是一种

与金融体系，从而真正杜绝非法资金流失的现象，
而非仅仅在于对权威机构的调查报告提出异议。

常见的状况。当中所涉及的含义，与其说是一种非
法资金流失，更恰当的应该是，激励东盟成员国之
间区域贸易活动。所以，可以看到的情况是，拥有
活跃对外贸易活动的东盟成员国，基本上都在这项
全球排名中得以“名列前茅”。
无论如何，尽管类似的转出口贸易或许是东盟
90

大马黑金外流全球第四国行：克服黑金外流 设高层次多机构特工队，

2013-12-16，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483876
91

若取得马新转出口贸易数据 诚信机构愿改黑金外流估计，2013-

12-16，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24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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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日渐成为最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产设施”。由此可见，众多企业对东盟的增长前景

The Soaring Investment in ASEAN

非常乐观 92。

据东盟工商咨询理事会于 12 月初所发布的最新
调查结果显示，57％的组织或企业视东盟作为一体
为最有投资吸引力的目的地。从事国际出口业务或
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认为中国、缅甸和马来西亚是
在 2013 至 2015 年之间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
目的地。东盟整体上上看，无论是作为商品的市场、
服务或生产基地的吸引力都高于中国。一半以上的
企业计划在未来的 3 年内到东盟国家扩展业务，他
们所关注的投资展望是倾向于将东南亚地区作为一
个整体而不是其中单一国家的潜能。
图 32：未来三年（2013-2015 年）对外直接投资最
佳前景的国家

近期的全球趋势显示，发达国家的企业都倾向
其业务的多元化并增加在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最
佳的例子就是日本在今年前 5 个月的对东盟直接投
资高达 82 亿美元，比中国 42 亿美元的直接投资高
出一倍。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信息显
示，去年日本对东盟 144 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超越其
在中国 135 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中国的劳动力成本
在过去 5 年内不断上升，促使日本劳动密集型的产
业寻找新的生产基地。他们大多转移到湄公河流域
的低工资国家，如缅甸、老挝和柬埔寨 93。在过去
的两年里，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最低工资已增长超
过 40%，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原有的吸引力减少了
许多。
另一方面，去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同比增
加了 52％至 44.2 亿美元。另据有关信息，对中国企
业来说，2012 年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是新加坡，
其次是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老挝。自从中国政府
改变其经济发展政策，不再依赖出口刺激经济增长
而更加注重国内消费、服务和创新以来，东盟便成
为对中国来说重要性日益增长的投资目的地。预计
中国将进一步加强与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协助东
盟推进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将注重增加在该地
区的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公路和高铁建
设。

资料来源：泰国多媒体官方网站

东盟拥有 6 亿人口以及总合约 2.1 万亿美元的
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在未来的 20 年将崛起成为全球

该调查收集和分析了 502 份来自东盟 10 国不
同规模、类别、年龄、业主和行业的企业或组织的

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和经济体。2015 年东盟经济一
体化将创建世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之一，允许商品、

问卷。调查的重大发现是，大部分企业认为 2015
年的东盟经济一体化（AEC）不是威胁而是商机，

92

所以约 94％的企业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在东盟成员

2013-12-16，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business/

国投资或增加投资。企业选择在东盟投资的主要

Businesses regard Asean as the most attractive for investment

Businesses-regard-Asean-as-the-most-attractive-for-30222152.
html

原因是认为东盟是“一个新兴市场或不断增长的市

93

场”，其次则是“主要的供给客户”和“低成本生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business/Asean-still-a-key-

Asean is still a key target for Japanese investment 2013-12-12

target-for-Japanese-investment-302218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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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熟练的劳动力和投资自由流通。东盟拥有多

所达成的几点共识主要在三个棘手的问题方面：国

元化的吸引力包括新加坡的金融和高科技产业枢纽、 企，农产品关税和知识产权。当然，我们注意到，
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离岸制造中心、越南和柬埔寨迈

该进展离最终共识尚有距离。

进新兴工业化、印度尼西亚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以
及缅甸成为新兴市场的潜力 94。东盟快速的增长将

2、整个谈判过程已到了成熟阶段。在此，有两

创造广泛的商机，皆因市场上的各种产品，如快速

点至关重要。正如新加坡贸工部长林勋强所透露的，

消费品、奢侈品、金融服务、教育、医疗、旅游产

各国应该会在未来几个月达成最终的共识 97。所以，

品等等的需求将随着中产阶级收入家庭的增长而不

虽然奥巴马的年底期限已过，参与国已接近最后阶

断增加。

段的谈判，但是这种进展也意味着任何参与谈判的
国家应该认真考虑是否要留下来接受所有协商出来
的结果，或者离开整个谈判机制。换句话说，成员
国应该在这一段的日子里决定是否继续参与跨太平

新加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会议 :

洋伙伴关系协定或者离开该贸易联盟。对于发展中

最新进展

国家来说，这必定是个政治难题。

Singapore’s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Talks:
Latest Development

3、在 TPP 国家的部长们展开他们的谈判前，
世贸组织（WTO）也在巴厘岛进行更大的世界自由

2013 年 12 月 7 日，来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贸易会议。相比之下，WTO 成员国成功地达成非

（TPP）的 12 个国家代表都聚集在新加坡，开始新

常重要的巴厘岛协定。除了将 13 年的谈判过程和僵

一轮的部长级谈判 95。紧随 8 月在文莱落幕的贸易部

局画上句号，该协定也重新提升世贸组织的地位和

长谈判之后，这一次的谈判是今年第二次 12 国部长

可信性。这对困难重重的 TPP 谈判带来一定的冲击。

代表再度商议该贸易协定。这是高官谈判机制以外

此外，因印度强烈要求，世贸组织也向农产品津贴

的第二个高级协商框架。这一次的重要会议又有哪

国实行了较为“宽容”的政策。虽然具体的政策还

几项看点呢 ?

没完全达到印度的要求（世贸组织给农产品津贴国
4 年缓期）98，但该国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让步已对

1、如上次一样，这一轮的谈判也没有取得突破

其他较小的国家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对 TPP 的成

性的进展。在整个会议落幕后，部长们共同表示 12

员国来说，把焦点放回世贸组织所主导的世界贸易

国的代表会议取得“实质性进展”。根据新加坡亚

协定谈判也不是一项坏选择。

洲新闻频道（Channel NewsAsia）的报道，参与谈判
的部长们达成几个共识。由于整个谈判过程高度保

总体来看，TPP 成员国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

密，具体的共识也难以得知。但是，从美国贸易代

了。因美国计划在 2014 年四月完成整个谈判过程，

表 Michael Froman 的正面回应 96 看到，TPP 成员国

我们分析预计，那些想从多边自由贸易机制中获得
利益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重新评估自己的经济战略。

94

600 million reasons to invest in Asean  2013-10-7

无论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者世界自由贸易协

http://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1324501/600-

定，各项的进展已告诉我们：探索阶段已经过时，

million-reasons-invest-asean

做决定的时候正在开始。

95

Trade pact deadline in doubt as talks start in Singapore, Channel

NewsAsia, 2013-12-7,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
business/singapore/trade-pact-deadline-in/913952.html
Substantial progress made despite failure in TPP talks, Channel

97

同注 96

NewsAsia, 2013-12-10,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

98

WTO overcomes last minute hitch to reach its first global trade

business/singapore/substantial-progress-made/918216.html

deal, Reuters, 2013-12-7,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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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缅甸：经济改革的政治学

成为僧侣，进入了漫长的冥想期，不再与政府有任

—— 国际危机组织 亚洲报告 No.231（10）

何接触 101。

Myanma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10)
这次辞职造成了一个与程序有关的复杂状况。
（上接第 021 期）

宪法规定，除非通过一个漫长的弹劾过程，否则副
总统是不能被解除职务的。但显然吴丁昂敏乌的离
开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宪法规定，副总统离任时，
联邦议会——如果是在休会期间——必须在 3 周内

六、副总统离职  

召集会议，选出一位新的副总统 102。这个 3 周的时
限不是从递交辞职信那天算起，而是应该从总统通

到目前为止，本届新政府中与政治经济学有关
的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可能要数第一副总统吴丁昂敏
乌的离职。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强硬派，与以前
的商业精英们关系密切。他个人已经成为改革进程
的阻碍之一，这也因为包括金融部长在内的一些内
阁部长站在他这一边。这个集团的势力没有强大到

知议会那天开始算起。副总统是在议会第三次会期
结束的第二天递交的辞职信 103。既然议会已经在季
风季节来临时进入了 2 个月长的休会期，要召集一
个紧急会议将极为复杂和混乱。况且，即使召开会议，
昂山素季也会缺席——她正在欧洲旅行，要到 7 月
4 日下次例会召开之时才会回国。

足以阻挠关键性的改革，但他们让决策过程变得更
复杂，并妨碍了一些改革的实施。总统避免与副总

出于上述原因，总统没有立即接受副总统的辞

统起正面冲突；相反，总统通过不给副总统分配重

呈，这也因为挑选一位继任者的非正式的幕后进程

要工作以及明确支持与副总统持不同政见的部长的

预计会花很长时间。有鉴于此，宪法规定的召集联

方式，来维持总统自身的影响力。“吴丁昂敏乌没

邦议会会议的 3 周期限的开始日期就被推迟了，这

有为这种新的模式做好准备，因此他成为了模式转

也解释了为什么官方还没有确认或者还没能确认副

99

变过程的受害者” 。

总统辞职的消息，即便是一些细节已传得沸沸扬扬，
国际上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并且官方在公开场合也

5 月 3 日，吴丁昂敏乌递交了辞呈，促使他做
出该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受到了孤立以及他
感觉到改革的趋势与他的主张背道而驰。他给出的
官方解释是健康原因，但这似乎并不是故事的全

已有所暗示。总统办公室新开设的官网上主要图片
之一是 1 张内阁会议的照片，引人注意的是照片上
吴丁昂敏乌的座位是空着的 104。第二副总统赛茂康
博士还是坐在他常坐的位置上。官方媒体上也刊登

部 100。他不仅向总统递交了辞呈，还向议会和行政
部门的其他关键领导人递交了辞呈，之后他便皈依
99
100

同注 98
据悉他在新加坡接受了喉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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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与总统办公室关系密切人士，仰光，2012 年 5 月。

102

宪法（2008），第 73 章（g）。

103

议会人民院（下院）第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 日结束。

104

见 www.president-office.gov.mm/briefingroom/daily-news/new4

了这张照片 105。

总统于 7 月 1 日接受了副总统的辞职，7 月 4 日
议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之际总统正式将此事通知了议
会 106。议会中的军事小组要在 7 月 10 日之前推选一
位继任者 107。宪法规定，当一位副总统离任时，议
会中最初提名他为副总统的那个小组有义务挑选他
的继任者。在 2010 年总统选举时，吴登盛总统由人
民院（下院）的民选代表提名，赛茂康副总统由民
族院（上院）的民选代表提名，而两院中由军队任
命的议员们则提名了吴丁昂敏乌副总统。随着吴丁
昂敏乌的离开，赛茂康自动成为第一副总统。找到
接替吴丁昂敏乌成为第二副总统的人选的担子因此
就落到了这些军队议员的肩上。

新的候选人没有即时得到确认，因为最初挑中
的人选引发了与宪法有关的一个问题。军队议员同
意推举前陆军中将、仰光省现任行政长官吴敏瑞为
候选人 108。然而，吴敏瑞却被曝出有一个儿子已经
取得了澳大利亚国籍，按照宪法规定，他失去了成
为副总统的资格 109。任命进程因此而搁浅，直到选
出一个新的候选人才能继续进行。任命新的副总统
可能会让总统实施其经济改革议程变得更加容易，
此外，内阁的重新洗牌有望在不久之后实现。在这
种情况下，总统计划要撤掉渎职的部长，以进一步
支持他的改革计划 110。

105 《吴登盛总统呼吁投入更多努力，支持促进国家发展的改革进程》
（President U Thein Sein calls for more efforts in reform process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缅甸新光报》，2012 年 5 月 12 日。
106

《第一届议会第四次会议的第一天》（First day’s Fourth Regular

Session of First Pyidaungsu Hluttaw convened），《 缅 甸 新 光 报》，
2012 年 7 月 4 日，第 1 页。
107

同上，第 8 页。

108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知晓此事前因后果的缅甸人士，2012 年 7 月。

109

尚不清楚为什么他儿子的国籍问题这么晚才被曝光，但是据说吴敏

瑞本人事前对被提名的事情也一无所知（同上）。
110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与总统关系密切人士，仰光，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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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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