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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表 1：2013 年政治 - 安全共同体主要进展

2013 年东盟已全面强化其地区战略地位
ASEAN Strengthens Regional Strategic Position
in 2013
2013 年是东盟成立 46 周年来的重要一年。面
对在 2015 年实现三项共同体的目标，2013 年东盟
国家在政治 - 安全、经济、社会 - 文化领域均加快
了强化地区战略地位的步伐。东盟各国在新年到来
之际，都对过去的一年做出了总结并展望了新一年
的方向和任务。客观来看，一方面，东盟整体在三
大一体化领域的合作中取得了进展，加速建设共同
体的目标已经明确；另一方面，每个国家都有差异
化的问题需要解决，实现各自目标的任务依然艰巨。
本文试图从总体和国别例证方面对 2013 年东盟国家
的情况作出分析总结。
1、政治、安全共同体的进步
2013 年，东盟在政治 - 安全共同体建设方面取
得多项成就，《东盟 2012-2013 年度报告》1 指出，
东盟担负着提升对 1976 年的“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国际认同的重任，与地区的 20 多个非东盟国家达成
政府间关系，并成为高端契约方。

以几个东盟国家为例：
越南：2014 年 1 月 1 日 ，越南人民报发表社论，

东亚峰会、东盟峰会、各项部长级会议、APEC
会议，以及东盟与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交流均继续

总结了过去一年取得的成就，并提出努力获取新的

增加。2013 年 10 月，第 23 届东盟峰会在轮值主席

胜利 3。社论主要对国家的政治环境做出评价并表

国文莱举行，重申 2015 年东盟共同体目标 2。2013

示，2013 年在全球经济衰退带来负面影响和国内经

年 10 月的 APEC 峰会，提出复兴亚太作为全球增长

济存在许多薄弱之处的背景下，越南仍完成了社会

发动机的作用，实现茂物目标，稳定增长、互联互通。 经济主要指标。通胀率更低，增长率高于前年。社
会民生、国防安全得到保障。越南在国际舞台上的
地位得以提升。新《宪法》（修正案）获得国会通过，
1

ASEAN Annual Report 2012 - 2013, ASEAN Secretariat News,

http://www.asean.org
2

23rd ASEAN Summit in Brunei to reaffirm 2015 targets，2013-10-

9，http://www.asean.org

3

社 论： 努 力 获 取 新 的 胜 利，2014-1-1，http://cn.nhandan.org.vn/

political/national_review/item/1590701- 社论：努力获取新的胜利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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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2013 年 5 月 5 举行的马来西亚国会

标志着国家崭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工业化、现代化
事业还将遇到许少困难。薄弱、停滞、腐败、消极

下议院第 13 届选举，共有 12 个州议会同步举行选举，

等许多引起社会不满的问题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

沙捞越州除外。这届选举被列为马来西亚史上最激

解决的。总体上，越南正在努力推进全面融入国际

烈的一次大选。反对派人民联盟表示不接受选举结

4

社会，进一步提高越南的地位 。
图 1：越南人民报题“今年将是成功的一年”

果。选举之后，也有一些关于华人的争论。国阵主
席纳吉 5 月 6 日宣誓成为新任总理，并在讲话中评
价华人在选举中的情况为“华人海啸”。
新 加坡：2013 年 12 月 8 日晚发生骚乱，起因
是一名外籍劳工遭私人巴士撞死。进而引发附近约
400 名外籍劳工打砸事件。新加坡社会秩序良好，
本地至少过去 40 年来未发生过骚乱。事件表明，外
籍劳工议题已成为新加坡需要面对的问题。
泰国：2013 年 12 月初，泰国又一次陷入混乱。

资料来源：越南人民报

反政府集会领导人素贴要求 “清除他信体制”、将
推翻英拉政府的斗争坚持到底，曼谷的暴力冲突加

缅甸：2013 年 7 月，缅甸联邦议会（人民院和

剧，直至 2014 年 1 月中旬仍未结束。街头政治在沉

民族院）组成宪法评估联合委员会，并要求立法、

寂了三年之后重新出现，反政府集会愈演愈烈，英

司法、行政、政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 2013 年 12

拉政府面临执政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世界对泰

月 31 日前向评估委员会提交修宪意见。之后，缅甸

国的这一情况还要持续多久，军事政变是否会重演 6

联邦议会宪法评估联合委员会已从社会各界征集到

等仍在观察中。

近 3 万封修宪意见书，表明修改 2008 年宪法势在必

图 2：印尼总统苏西诺在 APEC 峰会上

行，修宪最低共识正在酝酿形成之中。这些修宪提
议包括执政党的一些意见，这为反对派领袖昂山素
季参选总统铺平了道路 5。
柬埔寨：2013 年 7 月举行了大选，选举委员会
8 月 12 日公布结果，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获得 123
个议席中的 68 席。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拒绝接受这
一结果，呼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选举相关问题
进行调查，并表示要组织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之
后救国党主席桑兰西开始组织示威抗议活动，示威
活动结合组织纺织业、制鞋业工人罢工，最后引发
较大规模骚乱，直至延续到 2014 年 1 月上旬。
4

资料来源：凤凰网（www.ifeng.com）

东盟国家在 2013 年呈现的复杂政治情况，显示

推 进 全 面 融 入 国 际 社 会 进 一 步 提 高 越 南 的 地 位，2013-12-16，

http://cn.nhandan.org.vn/political/national_review/item/1539601- 推进全
面融入国际社会 - 进一步提高越南的地位 .html
5

缅甸执政党主动提议修宪 翁山淑枝参选总统障碍扫除，2014-1-2，

http://www.zaobao.com/news/sea/story20140102-29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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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媒 体 分 析 泰 国 动 乱 源 于 其 政 治 体 制 的 缺 陷，2013-12-9，http://

world.huanqiu.com/regions/2013-12/4643259.html

出东盟在努力迈向一体化战略目标的时刻，仍然面
临相当多的难题。相对于经济一体化而言，政治 安全一体化难以代表各个国家的政治运营环境和政
治诉求。因此，这也同时反映出，东盟各国在政治
风险上具有差异化的特征。
关于地区安全，东盟反恐协定完成了正式批准
过程。东盟反恐协定（ACCT）在东盟十个成员国
获得批准。这一协定在 2007 年由东盟各国领导人签
订。ACCT 是东盟反恐努力的显著成就，服务于地
区反恐给框架并加深反恐合作。ACCT 在全球反恐
战略中提高了地区战略的作用。
2、经济一体化进展
与东盟政治 - 安全一体化相比，东盟经济一体
化进展比较顺利。
《东盟 2012-2013 年度报告》表明，
东盟已经实现了 80% 的经济共同体蓝图目标，在跨
行业、跨部门合作方面取得显著进步。这意味着，
面向 2015 年的共同体目标，东盟各国在经济方面已
取得进展。
表 2：2013 年部分经济整合工作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2013 年东盟国家普遍处于通胀压力减弱、不同
的货币贬值、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用工成本增加、
农业生产力亟需提高的状态。而且，从各国经济和产
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各国经济发展差异化明显。
2013 年多数东盟国家经营环境呈现稳定趋势，
汇率、通胀及基准利率等均控制在较低水平。以越
南为例 7，从事金融管理和国际金融活动的国际金融
公司（IFC）高度评价越南国家银行在保持经营环

7

2013 年 越 南 经 营 环 境 总 体 上 趋 于 稳 定，2014-1-1，http://

cn.nhandan.org.vn/economic/item/1591501-2013 年越南经营环境总体
上趋于稳定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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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稳定方面所做出的努力。2013 年越南通胀率控制
在 7% 以下的水平、基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汇率
较为稳定等，有利于营造良好经营投资环境。国际
银行驻越南分行的代表认为，稳定的经营投资环境
是他们考虑是否长期在越投资的重要因素 8。在新加
坡，以新元为例，日元持续贬值，促使新元兑日元
汇率升至 1998 年以来的最高价位，新元兑日元已累
积升值近 17%。到 2013 年末，新元兑日元汇率升至

3、社会 - 文化一体化的发展
2013 年东盟社会 - 文化以及教育科技合作的发
展取得了重要进步。社会 - 文化共同体是构建“以
人民为中心的东盟”的根本目标之一，这一共同体涉
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主要发展事例包括如下几方面：
表 3：2013 年东盟社会 - 文化共同体发展事例

15 年来新高 9，泰铢、印尼盾、菲律宾比索、马来西
亚林吉特则基本处于贬值状态。
图 3：越南的丰田汽车（TOYOTA）组装工厂

资料来源：越南人民报

产业发展方面，东盟努力从整体角度促进贸易
和投资发展。例如，一些国际品牌在东盟的增长和
多样化得以发展源于东盟相当大的年轻人群体，大
约 6 亿人的市场吸引着在该地区投资者注意。东盟
期望通过建成共同体而使经济环境得到加强。东盟
采取各项措施，确保物品的流入、服务、投资和产
业的资金能准确无误地来到这一地区。
特别地，东盟在标准和一致性上的合作把目标放
在排除技术障碍和贸易壁垒方面。合作是校正国家标
准和实施相互认可安排（MRAs）以完成地区目标。
东盟产品规则和产业发展一直伴随着某些问题，因此，
东盟强调通过规则框架协议达成经济一体化目标。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4、与合作伙伴的关系

越 南 政 府 总 理 发 表 2014 年 新 年 讲 话，http://cn.nhandan.org.vn/

在 2013 年，东盟在与合作伙伴的关系上显得异

political/national_news/item/1591901- 越南政府总理发表 2014 年新年讲

常热闹，许多区域外国家加大推动与东盟的合作伙伴

8

话 .html
9

新 元 兑 日 元 汇 率 升 至 15 年 来 新 高，2013-12-31，http://www.

zaobao.com/finance/comment/story20131231-29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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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其中也隐含了很多的地缘政治角力。

2013 年是中国 -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

在再次上任一年的时间里，遍访东盟十国。有分析认

2013 年 9 月初，中国 - 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行，庆

为。东盟 10 ＋ 3 机制，尽管也达成了一些合作，但

祝 10 周年伙伴关系取得诸多成果。更重要的是，中

并没有出现人们所预期的进步 10。

国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分别访问东盟多个国

韩国 - 东盟关系的发展虽然没有日本 - 东盟那

家，提出了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和“钻石十年”的

样的历史，但发展速度快；菲律宾总统访问韩国；越

重要战略目标。

南加强与日本、印度的合作关系；缅甸多方面开展对

东盟与日本的关系也提升到重要发展阶段。2013
年 12 月 13 日，东盟国家领导人集体前往日本，双方

外交流工作，加速成为东盟地区发挥重要影响的力量
之一；其他东盟国家也都加速了与外界的合作与交流。

共同庆祝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40 周年。日本首相安倍
表 4：东盟 2013 年对外交流活动事例

10

郑永年：中国与东北亚的未来，2013-12-31，http://www.zaobao.

com/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131231-29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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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总结

二、运行方针。东盟的各项行动都反映了其强
我们从上述观察和分析可以得出三项重要结论：
一、东盟发展的三个层面。从不同视角、不同

战略目标分析，东盟在 2013 年的工作和战略目标可
分三个层面：首先，全球的重要地区层面——从东
盟的地区作用而言，东盟已与中日韩、美国、加拿大、
欧盟、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非盟国家、
拉美国家等建立了广泛的交流合作关系，以期发挥
地区重要力量的作用；第二，内部共同体层面——
东盟期待通过内部共同体建设，达成以东盟为中心
的地区力量；第三，东盟国别层面——每个东盟成
员国都以自己的目标期望在地区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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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区战略地位的目标和努力日渐明确，积极对外
进行合作交流，对内加速实施各项共同体蓝图目标。
因此，安邦的观点认为，东盟正在呈现出“共同体
外交”的迹象。
三、趋势和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在整体
上发挥整合力量是必然趋势，而差异化发展也是必
然趋势，因此，对中国来说，应该有不同的战略考虑，
在整体上积极认同和支持东盟作为重要力量的地区
意义，而在对待每一个国家的战术层面，则必须以
具体特征、具体问题、具体环境而对应分解，并分
而处理之。

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新加坡旅游业依然表现卓越

人，或者 58%。这种正面趋势进一步说明新加坡的

Singapore’s Tourism Sector Still Showing Strong
Growth

旅游业还是很有潜力，而该行业的长期发展仍然乐
观。
另外，游客来源国的排行榜也没变。整体来说，

2013 年 1 月 1 日，根 据 新 加 坡 亚 洲 新 闻 频 道

印度尼西亚、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印度和

（Channel News Asia）的报道，去年前十个月，新加

日本仍然是最主要的来源国。根据新加坡旅游局的

坡已吸引超过 1290 万游客到该国旅行。与 2012 年

2013 年上半年统计来看，印度尼西亚还是高举榜首

11

同期来比，2013 年的游客人数增加了 8.4% 。同时，

（148 万人），过后是中国（124 万人），马来西亚

新加坡旅游局也公开它对外国来新加坡的最新数据。 （60 万人），澳大利亚（55 万人），印度（50 万人）
直到去年 1 月到 11 个月为止，外国游客人数已达到

和日本（39 万人）。值得一提的是，相比几年前，

1408 万人。虽然此数据不是全年的人数，但与 2012

这种趋势没有大变化。亚洲国家依然是新加坡游客

年的整年人数相比起来，它其实显示了接近 7% 的

的来源国，而整个排列也没有根本性变化。

增长。

图 5：新加坡的五大亚洲游客来源国

图 4：新加坡的外来游客数量（2005-2013）

(2013 年上半年 )

注释：* 是 1 月 -11 月数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新加坡旅游局资料整理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新加坡旅游局统计数据整理

如果我们从八年的去向来看，除了 2007 年到
2009 年的短暂下降以外（因全球金融风暴的拖累），

以 2005 年为例，印度尼西亚、中国、马来西亚、

外来游客的人数只显示上升的去向。如下图显示，

印度和日本是新加坡的五大亚洲游客的来源国。它

新加坡的外国游客人数在这八年里面增加了 514 万

们总共贡献了超过 442 万游客，而印度尼西亚的游
客占了 41%，随后是中国（19%）、日本（13%）、

11

Singapore sees more than 12.9m foreign visitors in first 10

印 度（13%）、马 来 西 亚（13%）。相 比 2013 年，

months of 2013, 亚洲新闻频道 (Channel NewsAsia), 2013-1-1, http://

新加坡的外国游客人数在区区六个月里面已突破了

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s-pore-sees-more-

四百万人，而非常接近 2005 年的整年人数（2013 年

than-12/9399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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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国游客总人数是 420 万人）。

去年越南与欧盟之间的贸易总额接近 300 亿美
元，若欧盟 - 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按照计划在今年第

如图 5 显示，印度尼西亚游客依然是占了最多

三季度敲定，那么越南企业将受益于关税优惠和较
人数（35%），之后是中国（30%），马来西亚（14%）， 少的贸易壁垒。该拟议中的欧盟 - 越南自由贸易协
印度（12%）和日本（9%）。除了印度尼西亚，印度 议将去除对越南商品高达 90% 的关税和削减平均进
和日本以外，来新加坡的中国和马来西亚游客人数

口税率约 10 至 20 个百分点。

都显得有上升的去向。尤其是中国。与马来西亚相比，
图 6：越南成功的消减贸易赤字

来新加坡的中国游客人数总共增加了 45%，大大地
超越马来西亚游客 4% 的增长。安邦估计，中国游
客将在不久的未来成为新加坡的最大游客来源国。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新加坡政府在这些年所大
力推动的“娱乐城计划”是该国成就的主要原因之
一。新加坡政府不但吸引了邻国的游客，它还吸引
了亚太区域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
和欧洲国家（如英国与德国）。新加坡的成就值得
各国借鉴。

越南 2014 年的出口与制造业展望乐观
资料来源：彭博和汇丰银行

Vietnam’s Promising Export and Manufacturing
Growth In 2014
越南 2014 年的出口将是非常乐观的一年，这归
功于国家积极拓展新的市场和贸易协议的努力。估计
今年即将敲定的欧盟 - 越南自由贸易协定和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将为越南的出口带来新的商机。

越 南 的 手 机 及 配 件 在 2013 年 大 幅 度 的 增 长
69.2％，首次成为该国主要的出口商品，营收甚至超
过 215 亿美元。其次，服装出口高达 179 亿美元而
电子产品、电脑及零配件出口则以 107 亿美元排名
第三 13。

越南的经济高度的依赖出口，单是出口就占了国
内生产总值的 80%。该国去年的出口经历了 15.3％的
增长，相等于 1320 万美元。自 2012 年，越南成功的
把贸易逆差转为顺差（请参考以下的图表）12。而今
年的出口增长预计将增加至 20％。预计今年欧洲国
家和美国的需求将提升，同时将促进越南的出口商品
如服装和电子产品。

12

越南的电子产品出口在过去的几年里有显著的
增加，目前占总出口总额的 24.5％。手机及配件出
口占全国总出口额的五分之一以及贸易部门增长的
50％。该显著的增长主要是因为三星在越南建造了
其公司全球第二大的工厂，在 2012 年贡献了 98% 的
手机及配件出口。最近三星又敲定在越南建立第二
家耗资 20 亿美元的工厂，估计该工厂可以制造年度

Vietnam Economic Outlook 2014: Exports, FDI To Support Growth

2014-1-3

13

http://www.ibtimes.com/vietnam-economic-outlook-2014-exports-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news-ians/phones-top-

fdi-support-growth-1525182

vietnam-s-export-revenue-in-2013-113122600117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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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s top Vietnam's export revenue in 2013, 2013-12-26,

100 万部手机。此外，去年 10 月份诺基亚也在越南

图 7：缅甸即将颁发给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开了第一家工厂，平均每年可以生产 450 万台手机。

勘探开发的 30 个海上区块

越南政府除了积极的开拓新市场与贸易协议外，
友善的投资环境和政策管理如税收豁免以及特殊进
口和出口率也提高了越南的外国投资。此外，国际
厂商和投资者也被越南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国内市场
感兴趣。由此可见，今年越南的出口和制造业将享
有乐观的增长。

市场高度关注 2014 年缅甸油气增长潜力
Market Concerns Myanmar’s Oil and Gas Growth
Potential in 2014
资料来源 : 伊洛瓦底江官方网站 www.irrawaddy.org

2014 年，缅甸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将成为国际
关注的焦点，预计 30 个海上区块石油和油气勘探开
发许可证的名单将在今年二月或 3 月公布 14。该 30

打造利商环境：

个区块分别是 19 个深水和 11 个浅水区块，但这些

文莱推动公共与私人领域合作

开发授权并没有初步的数据支持是否拥有潜力的石

Establish Pro-Business Environment: Brunei
Encourages Collaboration i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油和天然气。这项被归类为非一般的“盲目”竞标，
主要是因为缅甸没有探讨地质的技术能力。政府将
允许获得在深水区开发的外国公司独立进行勘探和
操作，然而浅水区则需要本地合作伙伴的参与。

文莱苏丹哈山纳博基在其 2014 年新年御辞中强
调，要公共领域与私人企业紧密合作，以打造光明

许多主要的国际能源开发公司都参与了这项竞

的前景。同时，纳博基也认为，文莱当前的目标已

标，包括壳牌与日本三井石油勘探公司合作竞标 3

变得非常明确，就是营造一个利商（Pro-business）

个区块、美国康菲石油公司（Conoco Philips）与挪

的发展环境，让国内经济蓬勃发展，创造更多的就

威国家石油公司合作竞标 2 个区块、埃克森美孚和

业机会 15。

Total 集团各别竞标 2 个区块。此外，亚洲的投标者
包括了泰国的 PTTEP、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和印
度的 OVL 国有石油公司。然而，中国的国有石油公
司则选择不参与这次的投标。

这基本上是文莱苏丹在过去数年的新年御辞中，
继 2013 年后再度提出打造利商发展环境的措辞，也
同时是多年来首度强调公共与私人领域紧密合作的
信息。这足以反映出，文莱正逐步努力摆脱当前过
渡依赖石油与天然气领域的经济来源，转向服务与
制造领域的发展。

14

2014 Promises to Be a Boom Year for Burma’s Gas and Oil

Industry, 2014-1-1,

15

http://www.irrawaddy.org/business/2014-promises-boom-year-

1，http://www.bt.com.bn/frontpage-news-national/2014/01/01/hm-

burmas-gas-oil-industry.html

calls-creating-pro-business-environment

“HM calls for creating pro-business environment”，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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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银行去年 10 月尾公布的 2014 年全球营
商环境报告中可以看出，文莱正逐步改善其营商的

企业相比 17。而私人领域往往只能聘用外来员工来
暂缓雇员问题。

16

环境，排名已从 2013 年的第 79，上升至第 59 。其中，
在获取信贷方面的排名，更是位列第 55，一改过往

因此，若要公共与私人领域达成有效的合作模

皆处在百名以外的趋势，反映出文莱正积极改善其

式，以及实际提升生产力，文莱政府有必要对私人

金融服务领域的水平。

领域提供更多的优惠与福利，以鼓励国民投入私人
领域工作。除了在于让私人领域更容易获得贷款等

表 5：文莱苏丹 2010 年至 2014 年的新年御辞

资金便利外，政府也必须制定更多对投资者有保障

主要内容

的政策，除了鼓励国内企业的发展外，也有助带动
更多外资前来参与私人领域相关的投资活动。
表 6：2011-2014 年文莱在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的
主要类别表现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根据世界银行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根据文莱时报（Brunei Times）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整理

的新闻内容整理

尽管如此，文莱在设立新业务与投资者保障这
两个层面，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也或许是这些因
素使然，文莱苏丹在新年御辞中强调了公共与私人

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看好业务前景
Malaysia SMEs Optimistic about Business
Prospects

领域的合作，以共同提升国家的生产力与经济增长。
根据马来西亚大华银行（UOB）的调查，尽管
不能否认的是，文莱的经济自独立以来都在依

面对着政府的财政改革，以及经营成本的上升，马

赖着油气领域的贡献，而国民的就业选择也绝大部

来西亚中小企业依然看好 2014 年的业务发展前景。

分以政府或国有企业为主。文莱马来企业家联合会

同时，中小企业普遍认为，具有弹性的国内经济表现，

（PPPMB）主席阿都拉蒂夫表示，私人领域，尤其

以及逐步回稳的外围市场环境，是业务发展表现良

是中小企业，经常面对员工短缺的问题，这主要在

好的扶持因素之一 18。

于私人领域所提供的薪资与福利无法于政府和国有
17

Full government support, youth participation are key, 2014-1-6,

http://www.bt.com.bn/business-national/2014/01/06/full-governmentsupport-youth-participation-are-key
16

http://www.doingbusiness.org/~/media/GIAWB/Doing%20

Business/Documents/Annual-Reports/English/DB14-Full-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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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MEs optimistic about 2014, 2014-1-6, http://www.thestar.

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4/01/06/SMEs-optimisticabout-2014/

该项调查显示，72% 的受访业者在 2013 年享有

润以换取订单的恶性竞争 20。而马来西亚柔佛州油棕

收入按年增长的成果，而国内经济表现良好是其关

商公会会长周颖杰则指出，尽管面对着营运成本的

键。展望 2014 年以及未来 3 年，则有 56% 受访业者

上升，但为了留住有经验员工，则必须要接受现实，

看好其业务前景，42% 抱持中立态度，仅有 2% 持悲

并着手进行策略上的调整 21。这些调整包括自动化运

观态度。在看好业务前景的受访者中，40% 认为强

作，减少外劳的使用等。

稳的国内经济是关键，以及 22% 看重改善中的全球
尽管如此，从去年中旬起调整中小企业的营业

经济格局 19。

额与员工门槛 22，延长奖掖与援助的期限 23，拟定中

图 8：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对未来 3 年的业务

小企业法令以给于更明确的发展指南 24，再到近期为

前景预期

业者提供担保费用回扣 25 等政策与措施，政府也积极
协助中小企业应对成本压力等挑战。毕竟，占全国
企业总数约 98% 的中小企业，已为 2012 年的国内生
产总值贡献了 32.7%，政府亦冀望该领域能在 2020
年之际，为国家贡献 42% 的经济比重。
正如马来西亚大华银行首席执行员黄金松所言，
虽然面对着压力，但宏观经济因素改善及现行利率
体系仍将继续激发中小企业的正面情绪 26。在这股
利好与利空因素杂陈的趋势下，中小企业惟有在积
极应对与创新的思维下，才能走向更为乐观的发展前
景。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大华银行

这项调查是依据国内 206 家接受调查的中小企
业所得出的，这是否真实反映出整体中小企业的概
况，则是个未知数。当中，最低薪金制的全面落实，
以及政府削减津贴后所造成的经营成本上升，都是
中小企业必须面对的挑战。同时，虽然外围环境逐

20

本 地 员 工 要 加 薪 业 者 双 重 压 力，2014-1-7，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93501:

步复苏，但伴随着东盟经济开放市场的来临，中小

&Itemid=113

企业也将面对着较过去更为明显的外部竞争环境。

21

马来西亚中小型工业公会总会长郑己胜就表示，

新 薪 制 添 压 力 雇 主 留 人 费 思 量，2014-1-7，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93560:
&Itemid=242
22

营业额 员工人数 门槛调整 更多中小企业享优惠，2013-7-17，

最低薪金制落实后，雇主面对本地员工与外劳在薪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484016

资方面抗衡的“双重压力”，并面对着市场压低利

23

贸 工 部 长： 援 助 中 小 企 业 政 策 延 长 至 2017 年，2013-11-16，

http://biz.sinchew.com.my/node/85796?tid=16
24

拟中小企业法令 纳吉： 提供明确发展指南，2013-12-10，http://

www.nanyang.com/node/584743
19

UOB Survey: Most SMEs enjoy revenue growth in 2013, bullish

25

信贷担保费回扣 2%-15% 1800‘良好’中小企业受惠，2014-1-

for next three years, 2014-1-6, http://www.theedgemalaysia.com/

4，http://www.nanyang.com/node/590326

first/270155-uob-survey-most-smes-enjoy-revenue-growth-in-

26

2013-bullish-for-next-three-years.html

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93401:&Itemid=198

中小企业看好业务前景，2014-1-6，http://www.oriental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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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食品出口迎来新机遇

元 214.79 亿美元 259.69 亿美元和 267.32 亿美元，同

Food Export Becom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ailand

样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
中国食品消费的增长趋势是泰国食品打入中国

2014 年 1 月 1 日，“迎新年泰国食品节”泰国

市场的机遇，2012 年，中国食品消费总值达 40,054

市价便宜两成多的原产“泰货”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国市场的有利因素。目前泰国出口到中国食品主要

据主办单位统计，开展 4 天来，就有数万名消费者

以热带水果、木薯淀粉和大米等特色产品为主。泰

前来购买商品 27。

国政府和企业应努力扩大包括罐装鱼、罐装水果、

28
原产地商品展览推广活动在广东省珠海跨境区举办， 亿元（或约 200,000 亿泰铢），年同比增长 12% 。
40 多家泰国厂家代表参展，参展商品 1000 多种。比 泰国电视剧、电影和旅游都是助推泰国食品进入中

虾及加工制品、调味品和即食食品等高附加值的食
图 9：泰国食品出口占商品总出口百分比

品出口。
图 10：泰国商品出口金额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早在 2011 年，泰国就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食品出口国。泰国食品出口占商品总出口的百分比
近年来一直保持在 13% 以上。泰国开泰研究中心预
计，2013 年除食糖外的泰国食品对中国出口总值将
达 16.6-17.4 亿美元，增长区间为 17-23%。

泰国食品出口同样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随
着中国等国家对食品安全重视程度的加大以及食品

由图 9 和图 10 可以得知，2009 年至 2012 年，

检验检疫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成为食品出口国必

泰国食品出口占商品总出口的百分比分别为 15%，

须重视的问题。2013 年下半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13%，14%，14%。同期泰国商品出口总金额分别为

公布被拒绝的进口商品名单中，禁止从 9 家泰国厂

1519.12 亿美元，1933.68 亿美元，2202.23 亿美元和

商进口 12 种食品。此消息对泰国食品的出口和形象

2281.67 亿美元，连续 4 年保持增长。其中 2009 年

都是一个打击。另外，由于受到虾疫病打击，泰国

至 2012 年泰国对中国商品出口金额分别 160.72 亿美

27

迎新年泰国食品节在珠海举办，2014-1-5，

http://news.sina.com.cn/c/2014-01-05/0820291616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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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泰国食品在中国市场仍有增长空间，2013-9-25

http://www.caexpo.org/html/2013/zimaoqudongtai_0925/201615.html

虾出口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29。

图 11：印度尼西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2005-2013 第一和二季度；百分比）

总之，泰国应在抓住食品出口正增长机遇的同
时注重提高产品质量，确保产品安全。泰国政府应
尽快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标准的农产品质量监控系统，
并且对种植者、加工厂的食品加工工人等相关人员
进行培训，从原料，生产加工环节到运输环节全方
位保障食品质量，提升泰国食品的良好形象与信誉。

印度尼西亚经济主张独立自主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Indonesia
Economy
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加上国内问题尚未完
全解决，印尼 2013 年的经济增长率 30 预计为 5.8% 至
5.9%，这也是印尼经济增长率近几年来首次低于 6%。
但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印尼的经济增长率仍将处于
世界前列 31。10 年来，印尼经济以 4% 至 6% 的惊人
速度稳定增长。就在 10 年间，印尼政府的债务下降
了 70%，目前比 85% 的发达经济体债务水平都要低。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由表 7 可以清晰得到 2005 年至 2013 年印度尼
西亚各行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情况。农畜林渔业
增长率大致呈上升趋势，并且 2013 年获得 24.3% 的
最高增长率。印度尼西亚交通和通信行业的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率在这些年中所占份额最大，2013 年前
两个季度取得 70.99% 的增长率。
图 12：印度尼西亚国民经济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原因

10 年前 20% 以上的通货膨胀率现在只有 8%，堪比
更加成熟的经济体，例如南非和土耳其。印尼总体
经济管理也表现出巨大的进展。世界经济论坛将印
尼排在 2012 年 139 个国家和地区宏观经济稳定排名
中的第 25 位 32。

29

泰国食品出口喜忧兼备，2013-11-12，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http://www.caexpo.com/news/info/original/2013/11/12/3606892.html
30

经济增长率（RGDP）是末期国民生产总值与基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

以末期现行价格计算末期 GNP, 得出的增长率是名义经济增长率，以不变
价格（即基期价格）计算末期 GNP，得出的增长率是实际经济增长率
31

印 尼 独 立 自 主 发 展 经 济，2014-1-2，http://www.qstheory.cn/jj/

hqsy/201401/t20140102_308312.htm
32

美刊分析印尼经济发展前景看好的原因，2012-9-28，http://world.

xinhua08.com/a/20120928/1032343.shtml

印度尼西亚 2005 年至 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见图 11）。2005 年至 2012
年增长率趋势比较平缓，直到 2013 年印度尼西亚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 24.92% 攀升至 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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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印度尼西亚各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005-2013 第一和二季度；百分比）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图 13：印度尼西亚未来 15 年国民经济建设规划

较高增长速度，原因有三点 33：详见图 12。

主要指标
需要指明的是，印度尼西亚国民经济 15 年中期
规划（2011-2025）的主要目的包括了经济建设、扶
贫脱贫以及政府职责等。
图 14：印度尼西亚国民经济 15 年中期规划
（2011-2025）主要目的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2013 年是印尼落实中长期国民经济建设规划
（2011 年至 2025 年）的第三年，也是夯实国民经济
发展基础、走向东盟经济共同体的重要一年。印尼
国民经济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继续保持了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33

印尼公布 15 年中期建设规划，2011-6-13，http://intl.ce.cn/right/

jcbzh/201106/13/t20110613_224767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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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菲律宾马尼拉电力公司加价计划

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近十年
来经济表现优秀，印度尼西亚需要在经济关键领域
变革生产力。目前，印尼经济位居世界第 16 位，随
着当前经济形势以及印尼改革活力的进一步投入，
到 2030 年，印尼将跃升第七位。

菲律宾电费涨价压力升级
The Electricity Price Will Rise in Philippines
菲律宾最高法院——菲律宾大理院 2013 年 12 月
底发出命令阻止马尼拉电力公司实行每度电加价 4.15

注释：电费涨价金额；单位为菲律宾比索

比索（约 0.93 美元）的计划。菲律宾马尼拉电力公司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表示会遵照大理院阻止电费加价的暂禁令，但要求
监管机构也要考虑到此事将影响国家整个电力供应
链 34。

尽管电费涨价计划在菲律宾遭受种种反对与限
制，但是电费涨价已经势不可挡。菲律宾参议院奥斯

此前，菲律宾马尼拉电力公司曾要求能源管制署

梅尼亚称总统府正在研究他提出的一项价值 100 亿比

批准每度电加价 4.15 比索（约 0.093 美元），以弥补

索（约 2.24 亿美元）的拨款计划，用于平抑即将增长

高昂的发电成本。但菲律宾参议员特利连尼斯却指控

4.5 比索（约 0.93 美元）的电费 35。

马尼拉电力公司超收电费，反对菲律宾能源管制署在
2013 年 12 月 9 日批准的加价计划。
该电费加价计划要求 2013 年 12 月实行第一次加
价，每度电电费增加 2.41 比索（约 0.054 美元），在

总之，电价的补贴的短期行为不能长期解决菲律
宾的电价问题，菲律宾政府应该针对电力行业建立长
期有效的政策体系，比如对上网电价进行直接补贴，
国有资金控股电力公司，研究和建立电价涨跌机制等。

2014 年 2 月和 3 月实行其余两次加价计划，每度电
分别加价 1.21 比索（约 0.027 美元）和 0.53 比索（约
0.012 美元）。
目前，菲律宾已经是亚洲电费最贵的国家，每度
电最高可达 62 比索（约 1.39 美元）。菲律宾此次涨

老挝政府：应该把提高生产力放在优先地位
Laos: Production Initiatives Should Receive
Greater Priority

价计划将增加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部分企业流
向其他电力成本较低的东盟国家。菲律宾电费奇高的
原因是一些利益集团对电力行业的控制，其结果是把
所有成本都转嫁给了消费者。另外，菲律宾是亚洲唯
一将电力私有化的国家，政府不对电费提供任何补贴。

34

进入 2013 年年末时，老挝政府认识到发展更多
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并敦促应该投入更多资金用来促
进生产活动。这些生产活动能更快地促进经济发展。
而之前一些年，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是放在基础设
施方面。

菲律宾岷电暂不涨电价 称将影响整个电力供应链，2013-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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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rticleid/33207/

http://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4-01/4720181.html

菲律宾政府研究补贴 100 亿比索用于平抑电价，20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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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承诺要平衡国家的投资优先权。议会建议

国家在基础设施部门的投入是相当多的，超出

认为，最近几年，花费在基础设施上的资金已经过

国家总投资的 60%。按照政府 2013-2014 财年的社

多，应该开始调整了。目前，老挝预算紧张，因此，

会 - 经 济发展规 划，国家总投资是 81000 亿 基普

政府希望把有限的资金放在不同的项目上。首先是

（约合 10.10 亿美元）。而对于商业生产促进行动，

撤下那些并不急需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开展更多

Bounthavy 博士说，政府打算把新的投资重点放在

不同的生产和发展项目。并认为基础设施项目在新

农业生产上面，农业将是老挝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

的财年并不是最重要的。

而把重点放在农业部门需要政府进行投资并建立农

表 8：老挝政府对重要农业省份水稻生产的建议

业研究实验室以促进生产。
也将有一个实验室检验老挝农场产品，以确保
满足消费者和出口市场所期待的标准。之前，有关
方面认为政府花在促进商务生产企业的时间太少，
而商业生产比基础设施的回报更快。
政府的行为将影响相关工作的预算。预算将被
规划到商业生产和农村发展方面，以帮助穷人摆脱贫
困。老挝的银行一直给予基础设施项目更多的贷款支
持，而只有一小部分的贷款是用在了农业活动上。
政府机构未做足够的设置以将资金投入的预先
权放在生产建设部门，也没有确保项目融资的足够
财政支持。老挝政府认为，中部省份必须促进水稻
生产。据预计，到 2020 年老挝人口将达到一千万。
政 府 期 望 作 为 国 家 水 稻 主 产 区 的 Savannakhet 和
Khammuan 两个中部省份能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37。
政府最近鼓励这两个省加速努力以促进水稻生产，
以便进一步贡献于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万象时报信息整理

对上述信息的分析表明，老挝在经历一段时间
把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上的发展道路后，认为产

在议会建议政府应该减少基础设施投入后，政

业生产是在资金紧迫的条件下更需要优先投入资金

府承诺逐渐开展其他更需要发展的领域，但一些工

的领域，特别是农业生产。而在农业生产中，水稻

作需要时间来证明。

生产为主。同时，要为水稻生产投入足够的种肥、

计划和投资部副部长 Bounthavy Sisouphanthong

生产技术和水利设施的保证。

博士说，将对议会的建议作出考虑，政府正在制定
2014-2015 财年的社会 - 经济发展规划 36。

36

Production initiatives should receive greater priority, December 27,

2013,
http://www.vientianetimes.org.la/FreeContent/FreeConten_Production.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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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Central provinces must boost rice production, Deputy PM says,

December 27, 2013, http://www.vientianetimes.org.la/FreeContent/
FreeConten_Central.htm

柬埔寨的投资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挥

在世界水稻大会上获得“世界最好大米”奖。2012

Cambodia’s Investment Advantages are Increasing

年柬埔寨解决了大米的技术标准、认定、动植物检
疫问题后，10 万吨大米顺利出口到中国。

柬埔寨的地理位置逐渐显现其发展优势。一方
面它毗邻发展迅速的东盟国家，如越南和泰国，同
时又邻近中国这个巨大市场。这些先天优势，加上
柬埔寨对待外资的优惠政策，使柬埔寨已经成为东
南亚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另一方面，柬埔寨
目前也面临一些严重困难。
从发展优势来看，以柬埔寨与中国为例，2014
年 1 月 2 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
外交国际合作大臣时指出，中柬两国一直是和睦相
处的好邻居、合作共赢的好伙伴，双方在自然资源、
产业结构上的差异，使其在很多领域都形成了互补
特征，因此双边经贸合作空间广阔 38。
图 16：柬埔寨的若干优势政策

柬埔寨濒临泰国湾，但由于捕捞技术相对落后，
捕捞量极少。2012 年，柬埔寨水产总量达 65 万吨，
其中淡水鱼产量占 75%，海水鱼产量占 15%，其余
来自渔业养殖。据统计，柬埔寨人每人每年平均食
用 52 千克鱼类，其中大部分是淡水鱼。
柬农林渔业部渔业局副局长萨姆诺表示，柬埔
寨渔业生产主要在内陆水域，海洋渔业占比重较小，
主要集中在泰国湾东岸，每年仅能捕捞几万吨海产
品。他说：“相对于远洋渔业的落后，柬埔寨的淡
水渔业在捕获量方面居于世界前列，淡水捕捞和养
殖业的发展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
然而，近期柬埔寨发生一些影响经营环境的事
件，反映出经济发展的成本优势、资源优势有待于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据美国商务部服装和纺织品办公室统计，2013
年 11 月，美国对柬埔寨进口总量增加了 4.8%，达
8400 万平方米当量，但是柬埔寨近日开始爆发暴力
冲突后，各大公司开始密切关注该国的情况。政治
动乱的扩大使得生产和货运都变得困难 39。
美国成衣及鞋业工会国际贸易部门副总裁 Nate
Herman 表示，人们逐渐意识到，柬埔寨等国的工资
上涨、政治动乱等原因，未能提供安定、稳定的运
营环境，使从中国撤离的狂潮已经刹车了。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上述信息表明，柬埔寨对外经贸活动将会越来
越多，对外贸易与投资趋势长期向好。柬埔寨应该
抓住机遇，大力促进对外投资贸易往来，增加本国

再以柬埔寨农业和渔业资源为例，柬埔寨是农

优质农产品等的出口，同时继续利用好外资，吸引

业国，自然条件优越，盛产的生态大米具有“无公害、 外资在柬埔寨投资设厂。
无农药、无化肥、无转基因”等特点，并于 2012 年

38

2014 年中国和柬埔寨经贸合作持续升温，2014-1-7，http://asean.

anbound.com/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articleid/33651/

39

孟加拉柬埔寨发生动乱 服装生产商向中国回流 2014-1-8，http://

news.ctei.gov.cn/internal/gjzx/201401/t20140108_16745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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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可可种植：

房 42。莫哈末卡立也透露，今年将有另外一家全球著

马来西亚柔佛州打造巧克力州

名巧克力业者进驻该州。

Promoting Cocoa Plantation: Johor to Become
Malaysia’s ‘Chocolate State’
自从柔佛州依斯干达特区概念推出以来，加上
与新加坡仅有一海之遥，马来西亚柔佛州近年来已
成为最具外资吸引力的州属，尤其是房地产领域的
投资。当中，中资企业前来投资与发展房地产的脚

不能忽略的是，全球第 4 大巧克力原料生产商，
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生产商的源宗集团，也刚在柔佛
州内增设另一家原料生产厂房，以进一步巩固其全
球巧克力原料生产的地位。该集团截至 2012 年的产
能总量为 20 万公吨，除了当前已增设的厂房外，该
集团仍有意透过并购等方式扩大生产线 43。

步并未放缓。继碧桂园与广州富力地产后，今年初

表 9：马来西亚可可种植地段、产量与

再迎来中国卓达集团与依斯干达投资机构合资发展

可可磨制量的数据

高级公寓的新闻 40。这除了反映出柔佛依斯干达特区
的投资前景依然可观，也显示着中国企业往海外投
资的正趋向成型。
事实上，柔佛州可投资的领域不仅仅局限在房
地产，诸如医疗保健、生物科技、休闲旅游等领域
都是依斯干达特区发展计划下所重视的范围。除此
之外，根据柔佛州州务大臣莫哈末卡立近期的说辞，
州政府也有意将柔佛打造成“巧克力州”，成为区
域性的巧克力生产枢纽，与欧洲的比利时看齐 41。
将柔佛打造成“巧克力州”并非是莫哈末卡立
凭空创造的构思，而是着眼于当前国内、区域与环
球局势而发出的愿景。值得注意的是，北美洲最大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可可局

的优质巧克力生产商，也是全球领先的巧克力和糖
果公司之一的好时（Hershey’s）已在去年 10 月宣
布耗资 2 亿 5000 万美元在柔佛建造全球第二大的厂

这意味着，无论是巧克力生产商，还是原料生
产商，都已在柔佛州内设立更多的生产基点，从而

40

中国房地产品牌 30 强

卓达集团投资依斯干达，2014-1-9，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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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93938:30&Itemid=113

kwongwah.com.my/news/2013/10/04/106.html

41

又招来国际品牌

柔 打 造 巧 克 力 州，2014-1-9，http://www.

43

好时斥逾 8 亿

柔佛建全球第二大工厂，2013-10-4，http://www.

源宗集团（GuanChong Berhad）2012 年年报，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9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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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id=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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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该州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亚洲区域的生产枢纽。而

货管道将会减少，而巧克力生产商将面对成本上涨

当前所欠缺的，就只是在于可可种植这一下游业务

的压力。

的发展。
但有鉴于此，中国巧克力相关业者必须重视国
根据马来西亚可可局的数据，可可的年均磨制

内市场的发展潜力，除了充分利用国内的优势来壮

量自 1980 年以来就呈现持续的增长，却在 2007 年

大实力外，实际上更应该往海外市场进行投资，尤

达到 30 万公吨以上的水平后呈波动的趋势。但无论

其是可可种植的下游业务，以及巧克力原料生产的

是可可豆的年均产量，还是可可种植地段却在 1990

中介业务。这不仅能让中资企业的发展面向国际，

年代达到高峰后就大幅下滑。可可种植的减少，与

更能让中资企业在巧克力业务的发展上取得均衡与

马来西亚种植业者纷纷转向开发棕榈种植的趋势有

多元化的发展。因此，柔佛州积极开拓可可种植的

关，因棕榈种植无论在人力与财力投入上都相对较

趋势，是投资者值得注意的一环。

小。
“危机就是转机”，这实际上也开启了柔佛州
图 17：好时不仅在马来西亚开设全球第二大厂房，

重新种植可可的计划。根据政府所设下的目标，可

也收购了中国最大的巧克力业者上海金丝猴集团

可种植的地段将从目前的 2 万 1710 公顷，提升至
2020 年的 4 万公顷，从而让可可磨制量提高至每年
36 万公吨的水平。政府预计，可可领域的发展届时
将带来 40 亿令吉（约合 12.3 亿美元）的收入 45。
必须关注的是，拥有 14 亿人口的中国，是巧克
力消费的巨大市场。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的巧克
力市场正以 10-15% 的年增幅迅猛发展 46。同时，欧
洲商情市场调研公司表示，中国 2012 年售出的巧克
力、糖果、口香糖的总额达 130 亿美元 47。这不仅仅
引来大型业者的抢滩，其中在柔佛设厂的好时，也
在去年 12 月收购上海金丝猴集团，后者是全球最大
的糖果和巧克力公司之一 48。

资料来源：开心网

尽管可可种植与生产减少，但可可磨制量却仍
维持在特定水平，则因业者转向印尼、非洲、和巴
布亚新几内亚收购可可豆。然而，根据伦敦国际可
可组织的数据，今年的可可消费量将比生产多约 7
万吨，该短缺状况将持续到 2018 年，这将缔造 1960
年起最长的短缺纪录 44。这意味着，原料生产商的取

45

同 41 注

46

巧克力市场发展迅速 进口巧克力成网购新宠，2014-1-4，http://

news.klhpw.com/viewnews-38875.html
47

“中国糖果巧克力市场商机 美国好时巧克力收购金丝猴”，2013-

12-30，http://www.qklnews.com/qkeliInfos/gnInfos/2013/1230/32015.
44

全球可可供应出现短缺 亚洲可可需求大涨”，2013-12-18，http://

www.qklnews.com/qkeliInfos/kkdNews/2013/1218/31411.html

html
48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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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市场潜力巨大 多领域将吸引更多外资

新高。印尼棕榈油协会 1 月 8 日称，棕榈油出口的

Investment in Indonesia Has Huge Potentials

大幅度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印度、巴基斯坦、孟
加拉等市场的驱动。中国和欧盟对生物柴油等的需

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印度尼西亚近日宣布，将修

求上升也进一步推动了印尼的棕榈油出口 50。

改该国负面投资清单，提高机场、医药行业、电厂
及收费公路等领域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以吸引更
多外国投资。印尼投资协调局主席 Mahendra Siregar
称，在新政策下，政府将把药厂的外资比例上限从
75% 提升至 85%，广告行业从 49% 提高到 51%（见
下图），并称“此后还将有更多的领域提高该标准”49。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李光辉指出，在东南亚国
家中，印尼利用外资的政策体系比较健全，基础设
施也强于柬埔寨、越南等国，现在的短板在于可以
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外资辐射整个东南亚市场。李光
辉说：“降低门槛让更多的外资进来，可以给本国
的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印尼是液化天然气、棕榈油、煤等资源出口大国，

表 10：印度尼西亚棕榈油、天然气、煤资源

也是东南亚最大、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因此具有

年产量（2000-2013）

巨大的投资潜力。业内人士认为，印尼进一步加大
对外资的开放力度，是为了给本国经济增长注入更
多活力。这对有意在印尼投资的中国企业来说是利
好消息。下图展示了印尼 2000 年至 2013 年棕榈油、
天然气和煤资源的年产量。
图 18：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局新政策调整

注释：* 初步数据；** 非常初步的数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随着国际市场对天然棕榈油和精炼产品的需求
上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商，印尼的棕

根据最新数据统计，2011 年中国和印尼双边贸

榈油出口有望达到两位数增长。2013 年印尼的棕榈

易额已达到 62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而到 2015

油出口预计将增长 10.19% 至 2000 万吨，创下历史

年双边贸易额将有望突破 800 亿美元。作为引资的

49

印 尼 投 资 潜 力 巨 大 中 企“ 淘 金 ” 须 谨 慎，2014-1-2，http://

finance.chinanews.com/cj/2014/01-02/56886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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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印尼棕榈油出口前景良好，2013-1-10，http://www.caexpo.com/

news/info/export/2013/01/10/3584574.html

前提，印尼近年来保持了 6 － 7% 的年均经济增速，
51

为东盟的核心国家，印尼一直积极推动东盟共同体

政治稳定并且得到了国际评级机构的投资推荐 。印

的建设，加强招商引资，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等等。

尼希望中国在印尼的投资额能够达到每年 10-20 亿

随着中国对印尼投资的日益增长，必将给印尼创造

美元，成为印尼的第五大投资来源国。

更多的就业岗位，并降低印尼的财政预算。为此，

图 19：印尼金融、制造业和矿产投资主要注意事项

相对于进口中国商品，印尼更加重视大力推动中国
对印尼的投资。
图 20：印度尼西亚的投资的主要风险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在目前欧洲和美国经济下滑的状况下，对于印
尼来说这正是吸引中国投资的绝佳良机，对经济、
政治稳定并且得到国际投资评级机构推荐的印尼的
进行投资，其回报是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这一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切都表明这对于印尼保持经济和投资增长来说都是
绝佳良机 52。
不过，对于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印尼方面似
乎尚未完全准备好。相关人士表示，相比于有三十

以高铁作为连接中国 - 东盟的新契机

High-Speed Railways are Linking China and
为还处于起步阶段，例如，缺乏项目具体的配套信息， ASEAN
余年经济改革经验的中国来说，印尼的招商引资行

以及工商、税务政策等信息，目前更多是靠民间行
根据广西发改委信息，2014 年广西将加快建设

为在推动 53。下图简述了中国投资者投资印度尼西亚
时应注意的一些风险。

铁路、公路、沿海港口、西江航运、航空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着力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打通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收紧，对发展中国家的前

连接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54。

景大不乐观，印度尼西亚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作
南宁铁路局于 2013 年底发布的资料表明，南宁
至钦州、南宁至北海、南宁至防城港高铁开通后，
51

中国与印尼经贸关系加强 印尼称必须重视中国投资，2012-10-10.

http://finance.qq.com/a/20121010/005655.htm
52

印尼：引资中国更待何时，2012-10-10，http://www.cs.com.cn/

与之前已经铺通的玉林至北海铁山港铁路一起，将
形成“四龙出海”之势。对加速中国与东盟海上互

hw/hqzx/201210/t20121010_3616956.html
53

投 资 印 尼： 遍 地“ 黄 金 ” 不 好 拣，2012-11-29，http://news.

hexun.com/2012-11-29/148490142.html

54

广西今年将打通连接东盟的国际大通道，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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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互通建设、促进中国与东盟共同构筑 21 世纪“海

程 56。

上丝绸之路”发挥重要作用。
南宁铁路局介绍，广西不久前修通了湘桂高铁
通过这几条铁路，将拉动广西经济北部湾经济

南宁火车站前的最后一节路段，使京广高铁顺利与

区发展，支撑着广西构建面向东盟的战略支点。如

湘桂高铁对接。广西今年底从 12 月 26 日起，广西

果形成广西高铁圈，首先将加快北部湾经济区互联

将运行动车组列车 12 对。

55

互通、快速发展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位于环北部
湾经济圈的中心位置，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

广西发展高铁对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

港四市所辖的行政区域组成。其具有独特的地理位

和实施非常重要。其中，互联互通的发展机会、金

置、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泛的发

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沿边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并为

展前景等优势。广西也将成为全国五个少数民族自

进一步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创造广泛基础，因

治区中最早开通高铁的自治区。

此，中国和东盟都将通过铁路建设和高铁发展的机
会扩大经济合作领域。

图 21：广西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中证网信息整理

以发展高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搭建
与东盟互联互通的基础。广西国旅国内旅游中心总
经理曾少雄认为，南宁至桂林、桂林至北京、桂林
至北海动车的开行，将深刻影响广西的旅游业态，
极大的方便散客在广西境内旅游。由于中国 - 东
盟博览会长期在南宁召开，南宁接待的东盟游客越
来越多，东盟游客从广西陆路入境后，可以乘坐动
车，用 13 个多小时的时间就能快捷地到达中国首都
北京，这对东盟游客来说，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旅

55

广西高铁圈使东盟及北部湾经济区“如虎添翼”，2013-12-31，

http://travel.china.com.cn/txt/2013-12/31/content_310534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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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中国高铁列车开到东盟边境 提速双边互联互通，2013-12-26，

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12-26/5668962.shtml

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中国企业直接上市新加坡的前景与挑战

筹”模式上市业者都以中国民营企业为主。因此，

The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Singapore Direct Listing Framework

在新框架的确立下，这将让中国国企在筹集资金方

自 2013 年成为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离岸人民币

面多了个更为实际与便利的选择。
表 11：中国企业在新加坡上市的主要模式

交易中心后 57，新加坡将在 2014 年继续与香港的金
融领域较劲，以争取更多的中国企业在新加坡交易
所上市。这主要在于，中国与新加坡的相关部门已
于去年 11 月对直接上市框架（DLF）达成共识 58，
预计中国境内注册企业今年起将能在获得中国证监
会的许可后，就赴往新加坡交易所寻求上市。
事实上，自 1993 年中远投资成为新加坡交易所
首个中资股以来 59，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140 家中资企
业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 60，绝大部分皆以“红筹”模
式上市。但有别于过往的上市模式，在直接上市框
架下，中国企业只要获得中国证监会方面的批准，
就能直接申请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这较过往的模
式更为节省时间和费用。
与此同时，在该新框架下，中国国企无疑将是
最大的受惠群体。由于受到《97 红筹指引》61 的约束，
中国国企在 1997 年之后就很难采用“红筹”模式在
中国境外的交易所上市 62，从而导致该时期后的“红

57

周小川：新加坡已成第二大人民币离岸中心，2013-5-29，http://

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20130529/081215621367.shtml
58

新 交 所 开 门 纳 中 企 赴 新 上 市 告 别 红 筹 模 式，2014-1-9，http://

www.yicai.com/news/2014/01/3334449.html
59

中远投资：中国国有企业在新加坡第一个蓝筹股，2005-11-16，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51116/11312123681.shtml
60

比 " 红筹 " 模式省时省钱 中国企业可直接新加坡上市，2014-1-

12，http://intl.ce.cn/sjjj/qy/201401/12/t20140112_2102799.shtml
61

红

筹

指

引

的

背

景

介

绍，http://wenku.baidu.com/

资料来源：南博网

view/44ead16ba45177232f60a2c1.html
62

同 58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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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企业的层面而言，直接上市框架的确立，
除了让有资格的中资企业能在节省更多时间与费用

导致融资出现问题。唯有解决当前中国股市的内部
问题，直接上市框架才能带来更为实际的效用。

之下在新加坡上市，更重要的是，作为全球第三大
外汇交易中心 63、全球第 5 大金融中心 64 的新加坡，
将能满足该国上市业者无论在股票融资，还是发债
融资等多层面的资本需求。同时，选择在新加坡上市，
也能让这些中国企业，能在面对国际投资者的过程
中得到有效与有益的实践。

中国 - 柬埔寨经贸合作持续升温
The Increas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ambodia

必须注意的是，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出发，中资

近年来，中柬经贸合作持续、健康发展，合作

企业能在新加坡交易所直接上市，这对于新加坡的

空前活跃，且成果丰硕。新年伊始，中柬政府间协

金融领域发展，实际上带来更大的益处。其一，直

调委员会首次会议成功举行，为两国深化合作注入

接上市框架将能吸引更多优质的中资企业前来新加

了新动力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坡上市，从而打造更诱人的新加坡股市投资组合，

系行动计划，深化重点领域合作，使中柬良好的政

吸引更多海外投资者的目光。其次，在与香港，乃

治关系转化为推进合作的动力，更好地造福两国人

至于其他有意竞逐离岸人民币中心的金融市场竞争
中，通过直接上市框架，以及其他如人民币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人民币对新元直接

民 65。
图 22：中国企业对柬埔寨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
（单位：亿美元）

交易、全面银行合作等措施与政策的护航下，新加
坡将能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尽管目前直接上市框架仅限于中国与新加坡，
而其他东盟交易所成员，如拥有第二多中资企业上
市的马来西亚交易所仍未能享有直接上市的模式，
但这并不会对东盟交易所之间的合作带来任何的挑
战与冲击。毕竟，中资企业仍能以过往的“红筹”
模式在其他东盟交易所上市（也包括新加坡）。同时，
在东盟交易所“抱团”模式以打造东盟投资级别资
产组合的目标下，中资企业在新加坡的直接上市模
式，也间接让中国参与了东盟交易所“抱团”的合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作模式，也丰富了东盟投资级别资产组合的素质。
然而，更为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中国与新加
坡的直接上市框架，对当前中国股市的状态与改革

据中国商 务 部 统 计，2012 年，中国 企 业 对 柬

是否产生良好的作用。毕竟，当前中国股市所面对

非 金 融 类 直 接 投 资 金 额 为 7.2 亿 美 元，同比增 长

的问题是，上市管制太严，而退市却面对许多难题，

131%。至 2012 年底，中国企业对柬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累计 23.93 亿美元。

63

新 加 坡 成 全 球 第 三 大 外 汇 交 易 中 心，2013-9-10，http://www.

qstheory.cn/jj/hqsy/201309/t20130910_269531.htm
64

全球十大金融中心城市排名香港首入三甲 上海第六，2013-9-11，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9/11/c_1173153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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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中柬经贸合作持续升温，2014-1-6, http://news.hexun.com/2014-

01-06/161189886.html

另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 年，中柬双边贸易额

据了解，1 月 2 日，在国务委员杨洁篪和贺南洪

为 29.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其中，中国对柬出

副首相的共同见证下，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李家祥

口 27.0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7%；自柬进口 2.15 亿美元， 和柬埔寨民航国务秘书处国务秘书毛哈万纳共同签
同比增长 16.8%。
图 23：2012 年中国和柬埔寨双边贸易额及增长率

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航空
运输协定》。
随着近年来中柬两国政治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扩
大，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的不断发展，原有 1963
年签订的两国政府航空运输协定已不适应中柬民航
关系发展的需要。新签订的协定对现行协定进行了
较大幅度的更新（见下图）。
图 2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
航空运输协定》更新部分条款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2013 年是中国 - 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0 周年，过去 10 年中柬双方共同创造了合作的“黄
金十年”。
图 24：中国与柬埔寨也将开始“黄金十年”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此外，中柬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日趋广泛。2013
年 12 月，柬埔寨暹粒吴哥高中孔子课堂汉语中心举
行了首届趣味运动会。吴哥高中孔子课堂负责人肖
荣表示，孔子课堂不仅是汉语教育机构，更是促进
中柬两国相互了解的舞台，加强中柬文化交流，巩
固中柬友好关系的桥梁，在这里将有更多机会体验
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当前国际经济发展格局出现新变化，对新兴市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场国家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中柬双边贸易
和发展前景一片光明，双方跨境经济贸易合作得到
了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经过多年的经济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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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柬双方的合作开放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并且积

窝加工企业出口燕窝到中国。马来西亚的燕窝将从

极实现互利共赢。

本月起恢复出口到中国，首批托运出口的燕窝将特

图 26：投资柬埔寨的主要优势

别安排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主持推介礼 66。
目前，马来西亚 8 家符合进口资格的燕窝加工
企业的产量有限，2013 年 11 月前的数据显示，一家
燕窝加工厂的月产能仅几十公斤，8 家燕窝企业合
计年产量不到中国市场需求量的 1/60，中国市场燕
窝年需求量现达 600~800 吨。
由于获批的燕窝企业产能有限，目前燕窝市场
属于卖方市场，燕窝价格涨了一倍以上，每千克报
价达 12000-20000 元。而在此次燕窝进口解禁前，
马来西亚已有数百吨燕窝滞销，占该国燕窝产量的
90% 以上，其价格也从每公斤 12000 元降到了最低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时的 3000 元 67。
图 27：获中国认可的 8 家马来西亚燕窝加工企业

马来西亚 - 中国燕窝进出口贸易重新开始
Malaysia Exports Cubilose to China Again
2013 年 12 月 25 日，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关
于进口马来西亚燕窝产品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称，
中马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和马来西亚农业部关于从马来西亚输入
燕窝产品的检验检疫和卫生条件议定书》。即日起，
准予符合《进口马来西亚燕窝产品检验检疫要求》
的马来西亚燕窝产品进口。这标志着停滞了两年多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的中马燕窝进出口贸易获得解禁。
2011 年 7 月，“血燕”亚硝酸盐超标事件使得
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出台相关政策，要
求进口燕窝必须遵守亚硝酸盐“零检出”标准，从
马来西亚进口至中国的燕窝因质量问题被全部下架，
并被停止进口。
经过 2 年半的等待后，马来西亚农业及农基工

马来西亚农业与农基工业部表示将会开放与鼓
励更多业者申请燕窝出口到中国，并不只局限 8 家
已获准出口资格的燕窝加工企业。第二批申请出口
的燕窝公司有 15 家，其中 13 家已符合条件的公司
66

马来西亚 8 加工企业获认可 燕窝即起出口中国，2014-1-3

http://asean.anbound.com/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
articleid/33530/

业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今年 1 月 3 日宣布，

67

中国已批准马来西亚 8 家符合进口资格与条件的燕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4-01-05/800268/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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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燕窝正式获得解禁，2014-1-5

的名单，已马来西亚由兽医局提交到中国国家质检

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 7.2 亿千瓦时。项目的建成

总局，以便向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注册。

将为促进老挝北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作用。
图 28：南塔河一号水电站建设流程

由于此次进口的马来西亚燕窝是包装成成品的
燕窝，国内经销商利润率并不大。有中国燕窝经销
商希望中国政府放开马来西亚燕窝原料进口，将燕
窝加工工序前移到中国，以便享有燕窝加工环节的
较高利润。目前中国国家质检总局近日已接受马来
西亚政府关于向中国市场出口燕窝原料的申请。
上述信息表明，马来西亚燕窝供需存在巨大的
缺口很可能使得燕窝价格继续上涨，而随着中国对
马来西亚燕窝企业批准进口数量的增加，燕窝价格
上涨的态势有望缓解。国内燕窝经销商应该积极应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对燕窝价格变化对企业的影响，及时调整企业库存
数量。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中国水电）老挝南俄
5 发电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 30 日表示，截至 12 月

中国 - 老挝水电项目合作取得新进展

29 日上午 8 时，该水电站 2013 年度发电上网电量为

Hydropower Project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aos

50068.11 万千瓦时，比原定计划提前三天完成全年
发电任务 69。
图 29：老挝南塔河一号水电站奠基仪式

中国和老挝双方的水电项目合作被认为是老挝
电力资源开发规划中的一个重点项目，对老挝而言
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要工程。《中国 - 东盟观察》
曾在总第 5 期中分析了中国水电企业加速在老挝投
资电站的情况，而近期双方的几项水电项目则反映
了中国 - 老挝合作的新发展。
2013 年 12 月 28 日上午，中国与老挝合作的南
塔河一号水电站正式奠基。该项目由南方电网国际
公司与老挝电力公司以 BOT（即建设 - 经营 - 转让）
形式，按照 80%：20% 的股比共同投资，总投资约

资料来源：和讯网

4 亿美元，经营期 28 年，将于 2018 年建成投产发
电 68。
老挝南塔河一号水电站位于老挝北部博胶省，
总装机容量 16.8 万千瓦时，安装 3 台 5.6 万千瓦水
68

央 企 进 军 老 挝 水 电 项 目， 2013-12-29，http://business.sohu.

com/20131229/n392604696.shtml

资料显示，在建设及首年商业运营期间，电站
大坝经历 2012 及 2013 年两个洪水季节高水位长期
运行的考验，各项监测指标均在规范范围内，建设

69

中国水电在老挝首个 BOT 项目完成首年发电任务，2013-12-30，

http://news.163.com/13/1230/17/9HC1ASR000014JB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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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优良。水电站以发电为主，兼有减轻下游洪水

图 31：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开发流程示意图

灾害，以及发展旅游、水产养殖等综合效益，通过
首年运行期的验证，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均满足设
计要求，并缓解了老挝万象地区的用电压力，为当
地社会经济建设以及中老两国互利合作发挥积极作
用（见下图）。
图 30：电站大坝的主要作用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上述事例表明，水电项目建成后将为老挝北部
和老挝电网提供稳定优质的电源，同时将极大地改
善老挝重要流域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并由此促进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流域地区的旅游业和工业发展，带动当地社会和经
济的快速增长。这些合作也将使中老双方的关系得
到进一步的深化。

2013 年 12 月 10 日，由中国电建集团所属水电
股份公司在老挝投资建设的南欧江二级水电站成功
截流，这是该项目 2012 年 12 月启动南欧江梯级水
电主体工程建设以来的首个重要里程碑 70。
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开发是中国水电目前最大
的境外投资项目，采用“建设—经营—转让”模式，
由中国水电投资建设并经营一段时间之后再转交给
老挝政府。项目共规划 7 个梯级电站，总装机容量
达 115.6 万千瓦。项目一期开发二、五、六级电站，
总装机容量 54 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 20.92 亿千
瓦时，其他梯级将择机开发。一期项目二、五、六
级水电站主体工程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正式开工。

70

中国电建投资建设老挝南欧江二级水电站成功截流，2013-12-13，

http://china.huanqiu.com/News/sasac/2013-12/46592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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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缅甸的东盟主席任期将被三大因素所推动

像其它新加入国际社会的国家一样，都将经过较

The Three Driving Factors of Myanmar’s ASEAN
Chairmanship in 2014

为艰难的适应过程。在这一点上，安邦认为缅甸的
2014 年东盟外交政策将被三大因素所推动。

对东盟地区而言，2014 年是历史性的一年。作

1、以吴登盛为首的缅甸政府必须在东盟各国中

为唯一一个未曾当选过东盟主席的东盟成员国，缅

建立很强的外交基础。换句话说，缅甸政府将在外

甸的任职也对东盟长期以来被困扰的“缅甸问题”

交上树立它作为东盟盟主的领导威望。为此，我们

画上了句号。如今，缅甸不再是东盟各国的“烫手

估计必然会从国内做起。与 17 个少数民族的武装分

山芋”或是沉重的经济 / 外交“负担”。因缅甸的

裂集团达成停火协议将是缅甸政府要着手处理的事

经济和政治改革已使得该国政府在国际上重新树立

情 72。当然，安抚各民主团体也是另外一个缅甸政府

信心，缅甸的崛起姿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期

必须尽快处理的问题。通过国内和解措施，吴登盛

待 71。

政权将利用它所带来的正面效果增加它在东盟各国
的威望。对于一个从来没有领导过一个庞大区域集

图 32：文莱苏丹哈桑纳尔 • 博尔基亚把东盟主席棒

团的缅甸，威望建立就是最有利的基础。

交给缅甸总统吴登盛
2、经济合作将是缅甸的东盟外交核心。因该国
还在经济开放的初期，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基础
设施、科研、技术、专业人才、管理知识和运作系
统，以及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等等。而这些“条
件”都只能从外国引进过来。所以，促进 2015 年东
盟共同体对缅甸是非常有利的，也因此，缅甸政府
将利用它的东盟主席身份，对地区各国如中国、日
本、美国和欧洲“销售”本国的潜在经济利益。同时，
安邦预计缅甸也会通过它的主席角色要求东盟国家
给予它更多的自贸豁免。因本地公司已开始感受到
外来投资者所带来的冲击 73，吴登盛政府将会有相
关的应对。为了使缅甸经济不会陷入硬着陆的状况，
资料来源：法新社（AFP）

该国政府不但要建立国内的法规，还需要从东盟争
取更多与东盟经济体有关的自贸豁免。

不管是正面或者负面的评价，对缅甸来说，正
72

Moe Thuzar, “Myanmar’s 2014 ASEAN Chairmanship: A

Litmus Test of Progress,”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BR)
71

Myanmar takes up ASEAN Chair, The Economic Times, 2013-12-

Commentary, 2013-12-4, http://www.nbr.org/research/activity.

31,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world-

aspx?id=377#.Usrb8rQTSqs

news/myanmar-takes-up-asean-chair/articleshow/28187535.cms

73

同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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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缅甸定要保证东盟地区的稳定性。在这一点

各界关注的原因。

上，缅甸不但可以利用它的主席国地位，还可以运
用作为东盟 - 美国对华关系的协调国地位以及与中

对此，马尔蒂公开保证印度尼西亚的基本外交

国的良好关系继续保持东盟与各大国的积极对话。

政策不会因政权交替的关系而有任何改变。此外，

另外，正如缅甸学者 Moe Thuzar 指出的那样，缅甸

他也相信他将继续担任印尼外长的职位，并会延续

对美国的协调责任有利于消除其它东盟国家对该国

地做好本国所推动的外交事务 77。这就说明，印尼前

“亲中方”的印象以及所造成的不信任感 74。此外，

几年所开创的“地区大国外交”的策略仍然会持续

我们认为缅甸会维持文莱的作风，即对南海问题保

下去。

持中立性 75 并继续与印度尼西亚以及新加坡讨论如

图 33：印度尼西亚外长马尔蒂在本国外交部

何在首脑（或外长）会议上达成共识。预计，2012

发表重要演说

年金边会议的情况不会在缅甸身上重现。
总体来说，各方应该保持客观和实际的态度来
看待缅甸本期主席国任职。尽管缅甸将创造历史性
的一刻，但并不代表缅甸有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实现
其它东盟大国所追求的目标。延续东盟外交就是缅
甸的首要任务。

2014 年大选不会影响印度尼西亚在东盟的
领导地位和东盟外交
资料来源：路透社

Election 2014 Will Not Affect Indonesia’s
Leadership and Diplomacy in ASEAN
2013 年 1 月 7 日，印度尼西亚外长马尔蒂·纳

与前几次相比更突出的是，马尔蒂在这一次的

塔莱加瓦对外交官员发表了本国一年一度的外交

演讲中，把维持地区和平与安全作为印尼政府在

演 讲。根 据 新 加 坡 亚 洲 新 闻 频 道（Channel News

2014 年的首要任务。为此，他提出了三个目标：1、

Asia）的报道，马尔蒂提早对外界释放了一颗“定心

把各国的“互信匮乏”转变为“策略互信”；2、避

丸”76。由于该国将在七月后举行全国总统和国会大

免任何国家使用武力来解决领土问题；3、防止各

选，很多人士对此都感到忧虑，尤其担忧新政权可

国走回冷战时期的联盟政治（目前的说法是“选边

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外交政策的延续性、最高领

站”）78。

导人的能力、集体领导班子的执行力等等都是引发
74

同上

75

Officials, observers optimistic about Burma’s First ASEAN

那么，印度尼西亚如何实现这三个目标呢？以
马尔蒂的建议来看，东盟还是印尼政府的外交中心。

Chairmanship, VOA Khmer, 2013-12-19, http://www.voacambodia.
com/content/officials-observers-optimistic-about-burmas-first-

77

同上

asean-chairmanship-cambodia/1813062.html

78

Annual Press Statement: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76

New government will not mean shift in foreign policy, 亚洲新闻频

Indonesia, 印 度 尼 西 亚 外 交 部 , 2014-1-7, http://www.kemlu.go.id/

道（Channel News Asia）, 2014-1-7，http://www.channelnewsasia.

Documents/PPTM%202014/Annual%20Press%20Statement%20

com/news/asiapacific/new-govt-will-not-mean/945968.html

Minister%20for%20Foreign%20Affai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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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认为东盟一定要把自己“做活”。这也就是说，

东南亚期待 2014 年电子商务呈乐观增长

东盟必须强化地区各国的合作和协调，尽快地实现

Southeast Asia E-Commerce Will Have Good
Growth in 2014

2015 年东盟经济体目标 79。通过共同努力追求这个
梦想，东盟各国不但可以在经济上获得物资上的保
障，而且它也进一步地拉近了东盟各国的民间关系。

东南亚的电子商务业正迈入极大的转变，积

这必然辅助东盟成为各大国必须尊重的第三势力，

极地建立和创造线上和移动零售潜力的新市场。

印尼政府将在这一点上发挥它在东盟幕后的领导角

预计直到 2015 为止，电子商务在东南亚的年度增

色。

长将高达 31％。高智能手机的销量和社交网络如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使用率，显示了数
其次，印尼也积极推动与东盟各国展开后 2015

年的谈判 80。这是为了更好地规划东盟经济体落实

字化技术在东南亚地区的蓬勃发展。电子和移动商
务的增长趋势也正在改变网上购物的整体体验。根

后的合作框架。如何继续推进升级版的经济呢？怎

据日常交易媒介的数据，去年成企业和初创企业在

么样更有效地实施社会、文化和政治交流以便达到

东南亚地区的移动电子商务投资额高达 6.38 亿美元

全面发展的共同体？这些都是目前印度尼西亚政府

以上 82。线上营销商积极地利用和挖掘这个区域巨大

为东盟所考虑的问题。只要全面地解决这些问题，

的潜力。

东盟各国才能进一步结合，而其效果必然是一个强
2012 年，总部位于德国的火箭互联网投入巨款

大的东盟。这当然是加强东盟作为亚太地区第三势
力的重要因素。换句话说，一个强大的东盟才能够

在东南亚推出 Lazada 和 Zalora 线上购物网络。同时，

像该地区的大国那样成为重要谈判方。

日本电子商务的巨头乐天 (Rakuten) 也在新加坡设立
总部，并扩展到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中

最后，马尔蒂认为东盟不能再继续以被动的方

国的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也进军东南亚市场，在

式处理整个南海问题。虽然此问题不能全面地解决，

新加坡推出了的淘宝网站。除此之外，其他的线上

但他相信管理这个问题是有可能实现的。因各方都

购 物网络 如 Groupon、eBay 和 Living Social 也 进 军

想避免该地区有任何冲突发生，因此目前所进行的

了东南亚。虽然多元文化性质和线上基础设施的问

多方南海行为准则会谈必定有突破的机会 81。所以，

题使东南亚成为非常复杂的市场，但这个区域 6 亿

积极地管理这个问题必然反映了东盟作为第三方的

人口的市场以及尚未开发的潜力比起欧盟国家市场

谈判功能。反之，继续目前现状不会对东盟有正面

更有吸引力及不容忽视 83。

效果，尤其是当某一些东盟成员国开始采用自己的
东南亚区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是鉴于可支配收

方式来处理南海问题的时候。

入的增加、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智能手机快速的
安邦咨询预计印度尼西亚在东盟的幕后领导不

销量、社会媒体网络广泛的使用率以及信用卡日益

会因该国大选有所变动。无论是哪一个国家作为东

普及。虽然东南亚电子行业拥有显著的潜力，但是

盟的轮值主席（今年是缅甸），印尼的幕后支持和

技术投资者和全球支付提供商应该有所警惕，不该

推动作用都将使东盟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对印度尼
西亚来说，东盟的成就也反映了它作为地区大国的
“绩效指标”。

82

2014 Posed to be a Big Year for E-Commerce in Southeast Asia

2014-1-11
http://www.dailydealmedia.com/2014-posed-to-be-a-big343-yearfor-ecommerce-in-southeast-asia/

79

同上

80

同上

http://www.atelier.net/en/blog/2013/02/07/southeast-asia-next-big-

81

同上

e-commerce-market

83

Southeast Asia: The Next Big E-Commerce Market 20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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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互联网普及率
增长速度超越全球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在尚未深入理解每个国家的文化和监管差异而纷纷

和韩国（25％）还要高 84。预计东南亚地区的互联网

涌入这些市场。举个例子，移动支付在菲律宾比较

普及率在 2020 年将增加一倍至 360 万用户， 而智

受欢迎而马来西亚人却比较喜欢网上支付。

能手机在 2016 年的销量估计将达到 5900 万台。

目前，全球超过 40％的互联网用户相等于 6.44

随着东南亚中产阶级收入家庭的增长而不断增

亿用户都基于亚太地区，而东南亚市场则占该数目

加，电子商务有望满足中产阶级对国内与国外跨的

的 10％左右。东南亚是电子商务理想的发展环境，

物品、奢侈品、金融服务等等的需求。除此以外，

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菲

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有助于促进东盟经济一体化的

律宾 50% 以上的网民都年是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

进程，提高商品、服务、 资本等等的流动率以及协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网民喜爱在线上购物。

助东盟更快的融入全球经济。因此，东南亚国家正
在期待电子商务领域能在 2014 年形成健康发展的态

虽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总人口仅占东南亚

势。

区域的 8％，然而这两国的线上零售销售额却占整
个区域近一半的销售。此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
别 55% 和 40% 的电子商务交易都属于跨界交易，相
比之下这两国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比日本（18％）
84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Asian Markets: Singapore and

Malaysia
http://www.payvision.com/cross-border-ecommerce-singapore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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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劳动力成本将无可避免地上涨
Inevitable Labour Cost Hike in Southeast Asia

另外，马来西亚经过一年的延后，也在 2014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行该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最低薪金制。
马来西亚半岛的最低月薪定为 275 美元（900 令吉）

2014 年东南亚区域将随着一些国家实行最低薪

而东马的最低月薪则为 245 美元（800 令吉）。该国

金制而见证劳动力成本的攀升。最低薪金的实施主

各个部门大量的雇主因各种原因包括公司的财力无

要是为了打击通货膨胀和防止劳工骚乱的爆发，此

法执行最低工资而要求政府延期实行该政策。大马政

外也被视为提高劳动力生产率的好方法来迎接东盟

府称每隔两年将检讨最低薪金的标准，以为了促进大

经济一体化，以及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群体。

马在 2020 年达成高收入国家的一部分战略。

迈入新的一年里，柬埔寨服装工业的工人罢工

同时，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最低薪金在

事件就成为了国际瞩目的焦点。在金边为期两周的

2014 年一月份起生效调高至每月 197 美元（240 万

罢工不幸的经过暴力事件，4 人丧命和数十人受伤

盾）。由于印度尼西亚的法律规定允许地方政府设

后终于告一段落。该罢工事件主要是随着国家劳动

定各自的最低工资标准所以该国各省都有不同的最

部公布服装工业每月的最低工资为 100 美元所引发，

低月薪。但是一般的情况下，雅加达的最低工资标

服装工人为了争取每月 160 美元的最低工资而进行

准是其他省份的基准。整体而言，印度尼西亚去年

示威活动。

所有省份的最低工资平均增加了为 18％ 86。
无可否认，劳动密集和低成本的行业为了配合

图 35：柬埔寨纺织工厂一景

最低薪金的实施，在短期内将面临财政的负担。鉴于
部分东盟国家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正在逐步削
减政府对化石燃料和电力的补贴。马来西亚的电费从
2014 年 1 月 1 日开始调高 15％。同时，印度尼西亚
政府也持续实行每季度上涨 4.3％的电费率。虽然这
一系列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出口竞争力，但整体而言东
南亚的劳动力成本和生产资源仍然比中国便宜，所以
东盟成为投资目的地的焦点不会因而大幅衰退。
资料来源： 柬埔寨先驱网站 (www.thecambodiaherald.com)

然而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最低薪金制拥有积
极的作用。增加的收入将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对商品

值得一提的是，服装业对柬埔寨的经济有显著

和服务良性的消费量循环。此外，它也能推动工人

的贡献，不但雇用超过 50 万名的员工还占国家出口

自我提高技能水平和工作效率。这有助于提高生活

的 95％，年度出口额相等于 46 亿美元左右。估计新

水平、降低贫困率及通过增强国内消费以平衡国家

一潮的罢工事件会再度爆发，皆因服装工人经常在

的经济。

设施简单的工厂加班谋生，而且根据英国标签劳动
力和金边社区法律教育中心（CLEC）的数据，每位
员工平均需要 150 美元的月入来支付他们的基本需
求及生活费 85。
85

Cambodia garment worker strike unravels 2014-1-8

86

Minimum Wage Levels Across ASEAN 2013-4-16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4/01/cambodia-

http://www.aseanbriefing.com/news/2013/04/16/minimum-wage-

garment-worker-strike-unravels-20141755530526443.html

levels-across-ase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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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缅甸：经济改革的政治学

如果不能保证这些地区的人民得到明确的和平

—— 国际危机组织 亚洲报告 No.231（11）
Myanma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11)
（上接第 022 期）

红利——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还有经济上的，那么
就会严重损害这些协议。对这些冲突地区的政治经
济学需要有一个详细的理解，这对成功实现和平建
设进程至关重要，因为缅甸“自独立以来麻烦不断
的历史已经表明，冲突问题的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
从来就不能完全割裂开”89。

七、政治经济学与和平建设
除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外，正在发生的第三个重
要变化是缅甸从一个战乱国家转变为和平国家 87。和
平进程仍处在最初的不稳定阶段，但是朝着结束与
少数民族武装的长期冲突这个方向迈进的趋势是明
确的。政府第一次表现出了考虑解决基层政治不满
情绪的意愿。对于在中央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更公
平地分配资源这个关键性问题，政府据说很快会提
出一个相应的宪法修正案 88。
其中一个冲突— — 与克钦独立组织（Kachin

缅甸的边境地区有着丰富的资源，包括宝石、
矿产财富、木材（尤其是柚木）以及巨大的水利发
电蕴藏量。几十年的冲突与资源开采紧密交织在一
起。一方面，武装组织需要资金支持常备军及军事
行动，这迫使他们要进行资源开采。另一方面，资
源开采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也成为了冲突的一个幕后
推手。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但在过去 20 年中，武装
分子、20 世纪 90 年代的停火协议以及武装团体的
分裂，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上述情况进一步恶化。
这种紧密交织的状况造成了复杂的交叉控制区域和
影响区域，对某些武装组织来说，获取资源开采权
成为了与追求意识形态目标并重的冲突原因。

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 KIO）的冲突——仍有待
解决，但是在 5 月和 6 月中，该组织与新政府和平
委员会进行了 3 次非正式会议，这足以让人们乐观
期待在未来几周内可能会实现停战。达成停战协议
将会是一个历史性的成果——缅甸境内 60 年来首次
不会再听到任何枪声。达成停战协议之后，要实现
冲突结束的可持续性仍然任重道远。要保证持久的
和平不仅需要把边境地区的政治由武装斗争转变为
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还需要把冲突经济转到和
平经济上来。
87

详细分析请见国际危机组织亚洲报告 214 号：《缅甸：和平新倡议》，

2011 年 11 月 30 日。
88

该修正案将在 2012 年 7 月开始的议会会期内提出（国际危机组织采

访缅甸内阁部长，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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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 年代，最后一轮停火给冲突地区的人
们带来了一些和平红利：与武装冲突有关的不安全
感和民不聊生的状况有所减弱，侵犯人权的行为减
少，人员流动性增大，经济机会增加。但是，从战
争经济向停火经济的转型并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
好处。停火只是口头协议，能达成协议的部分原因
是政府向武装团体的领导人提供了利润可观的特许
经营权以及给予他们控制所在地区资源的权力。少
数民族领导人觉得他们唯一的保障是维持相当数量

89

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纷争局势：缅甸民族冲突的格局》

（State of Strife, The Dynamics of Ethnic Conflict in Burma），
《政策研究》
第 36 期（Policy Studies 36），东西中心（East-West Center），2007
年，第 20 页。

的武装部队，他们从经济交易中获取的收入大部分

安全形势变好只会加剧这种状况 94。最近的立法取

用作了维持部队的开销，或者成为了个人的收入。

消了对商用土地规模的上限，但却没有确认把传统
权利作为土地登记的一个基础，因此可能会促使土

之前掌控战争经济的人也掌控了停战经济 90。目

地兼并情况的发生 95。这为包括农业企业在内的商业

前的和平进程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超越过去资源

利益团体积极购买土地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这些地

开采型的经济形式，为边境地区带来具有广泛基础

区，即便是更平等的经济发展也是需要土地的，但是，

的发展。政府意在超越安全协议、进一步解决长期

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政策来保证当地社区的权利得到

的政治不满，这种意愿前所未有，也将为解除军事

尊重。

化开辟道路。但是，前方的道路并不平坦；政治不
满和不信任已深入骨髓，强势的经济参与者在经济

边境地区巨大的获利潜力，加之高度军事化的

体中的基础仍根深蒂固。在最近几轮的和平会谈中，

状况，也催生了军阀统治的风险 96。少数民族的核心

双方经济利益的紧密交织引发了人们对这些地区将

领导人总的来说既有政治利益也有商业利益，要区

要发展的和平经济类型的担忧。
达维王子公司
（Dawei

分意识形态动机与经济动机往往很困难。有效的和

Princess Company） 在克伦民族联盟（Karen National

平建设需要当地民众对和平进程的具有广泛基础的

Union）控制的地区有大量的开采和伐木业务，该公

支持。如果民众能看到明显的民生和人权利益，会

司已与克伦民族联盟取得了联系、为双方协商做好

有助于他们成为和平的广泛拥护者，从而限制滥用

91

了后勤安排并承担有关费用 。

个人的经济和政治议程。冲突地区的政治经济是扑
朔迷离、复杂而高度本地化的。基层和平建设行动

政府和 KIO 之间的非正式会谈是由一位知名的

的成功需要政府和国际机构对反动力有非常详尽的

克钦商人——玉地公司（Jadeland Company） 的玉

理解，保证他们的干预：首先，不能造成任何伤害；

梭坤（Yup Zaw Hkawng）安排的，玉地公司是克钦

其次，尽可能的有效。

邦从事玉石开采和伐木的一家主要公司 92。既然和
平使得进入过去的冲突地区更为安全并更具可预见
性，商业利益团体无可避免地会进入这些地区。据
说“一旦关于阵地的协议得以签署”，克伦尼族团
体准备为伐木公司进入由武装部队控制的区域亮起
绿灯 93。开采自然资源是最容易、最迅速的赚钱机会，
但几乎可以肯定也会危害到可持续发展和持久和平。
这种类型的经济活动并不能使当地人民受益，长期
来看往往还会对民生造成威胁。
另一个担忧的重点是土地。同缅甸其他地区一
样，这些边境地区近年来都发生了土地兼并的情况，
90

对这些问题的详细分析，见汤姆·克拉默（Tom Kramer）：《既

非 战 争 也 非 和 平： 缅 甸 停 火 协 议 的 未 来》（Neither War nor Peace:
The Future of the Ceasefire Agreements in Burma）， 跨 国 研 究 院
（Transnational Institute），阿姆斯特丹，2009 年 7 月。
91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和平会谈时在场的人士，仰光，2012 年 5 月

92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与和平会谈有密切联系的人士，仰光，2012 年 5

月
93

94

关于土地兼并问题的评论，见《缅甸罹患土地兼并流行病》
（Myanmar

at risk of land-grabbing epidemic），亚洲法律资源中心（Asian Legal
Resource Centre）向人权委员会第 20 次大会提交的声明，2012 年 6 月
6日
95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当地一个环境组织的负责人，仰光，2012 年 5 月

96

这种风险并非新鲜事物。1988 年，克伦民族联盟的一位领导人评论

说“克伦民族联盟面临的所有问题——军事的、政治的或是财政的——
之中，军阀主义是最严重的问题”（史密斯的《纷争局势》中引用，引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武装团体领导人，清迈，2012 年 6 月

用如前，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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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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