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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中国 -东盟经济外交亟需建立适宜的模式

China-ASEAN Economic Diplomacy Desiderates 
Keerect Model

经济外交以其当今概念来讲，是相对狭义的。

即以经济手段作为本国外交中的一种特殊手段。经

济外交将外交与经济结合起来，强调经济因素对外

交关系的推动作用、以经济促政治或以政治促经济。

目前，经济外交活动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为本国

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为了在

国际上获取并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三是为了配合本

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

经济外交包括能源外交、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合作、

服务贸易、区域合作等。

2014 年 2 月中旬的一项信息表明，将在 2015 年

实现共同体的东盟正是有助于中国投资企业前去开

展经济活动的焦点 1。这个总人口约 6 亿、经济总量

达 1.85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 3% 的大型经济

体将在众多经济领域给投资者带来巨大商机。

对中国而言，与东盟发展良好关系已成为中国

外交的重要方向之一，对东盟来说，2015 年实现三

大支柱共同体，并在地区发挥战略作用，因此，中

国与东盟开展经济外交是必然趋势。

本文希望通过不同于经贸合作的角度讨论经济

外交，而是通过分析东盟三项共同体的发展目标以

及东盟对外关系中的主要方向探讨中国 - 东盟经济

外交的重组途径。

面对东盟 2015 年实现三项共同体，既应该分别

1　东盟共同体——等待中国投资企业发掘的新宝藏，2014-2-12，

http://www.caexpo.com/news/info/focus/2014/02/12/3615634.html

应对，又必然需要整合应对。政治 - 安全共同体中

东盟关注的是地区安全、人权问题、防务合作、跨

国犯罪、施法合作等。

经济共同体关注单一窗口、海陆空方面互联互

通、贸易往来和投资合作等。截至目前，东盟成员

国已经完成在所有领域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计划

80％的目标。东盟国家正继续加快谈判，力争 2015

年底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该协定将形成经济总量约达 20 万亿美元，占全球贸

易额 40％的市场。各项协定中一些已得到了全面开

展，如：投资协定、东盟关于移民的协定、试点开

展东盟一站式计划等 2。

社会 - 文化共同体中，强调灾害防御、信息交流、

科技、城市发展与社会福利等工作，而且人民之间

的交流，也是《东盟互联互通整体规划》中所强调的。

东盟与另外 10 个国家、欧盟和国际机构等形成

对话合作关系。东盟 10+3 以及东亚峰会等是中国与

东盟展开合作的较直接机会，另外还有驻东盟大使

机制、东盟中心等对话协调机制。然而，这些尚不

能引领中国企业在东盟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关系，也

不能真正达成经济外交的目标。

在东盟的对外关系方中，以日本为例，日本将

于 2 月 17 日至 19 日首次在冲绳举行日本与东盟成

员国的防卫副部长级会议 3。日本与东盟的防卫副部

长级会议始于 2009 年，过去 4 次均在东京举办。

鉴于菲律宾遭台风重创，此次会议将对如何开展防

灾领域的合作展开讨论。经济领域，对于东盟 - 湄

2　力争 2015 年建成东盟共同体，2014-2-11，http://www.cnvnlo.

com/ReadArt.aspx?Article_id=39293

3　日本与东盟下月在冲绳召开防卫副部级会议，2014-1-25，	http://

finance.jrj.com.cn/2014/01/251358165751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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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从东盟共同体中主要议题看东盟的发展需求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ASEAN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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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河地区物流、通关情况，按照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2013 年 1-3 月的数据，对新加坡、泰国、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越南的日系物流企业、

造船企业及物品制造企业做了经营调查，包括区域

内物品数量的动向、主要港口间的成本和时间、通

关事项、港湾事项等 4。JETRO 称对该地区道路情况，

包括河内 - 昆明线路等地均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最新

情报收集。总结了现状、课题和实际应用事例等。

表 2：目前东盟的主要外事关系方 5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ASEAN Secretariat）

从 JETRO 的主要工作领域可以看出，外资、

贸易和商务活动等是相对狭义范围的经济活动，而

“促进日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及商务活动”、“帮

4　ASEAN·メコン地域の最新物流·通关事情，2013-6-19，http://

www.jetro.go.jp/world/asia/th/reports/07001403

5　4ASEAN	Secretariat,	http://www.asean.org/asean/external-relations

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以及“为贸易政策和经济

伙伴关系作出贡献”等，则必然需要政府方面的活动，

这些活动也必然与政治 - 安全及社会 - 文化相关联。

因此反映出，日本的经济外交的实际概念完全超越

了狭义经济外交的概念。

表 3：JETRO 海外主要活动包括几方面

资料来源：JETRO（JETRO 官方网站）

这一全球及区域环境下的位置图反映了东盟既

作为整体存在于 RCEP 的框架中，也部分存在于

TPP 框架中。日本在 TPP 框架和 RCEP 框架中与东

盟直接关联。中国则通过 RCEP 与东盟直接关联。

而所有这些又都与美国及其他对话关系国通过政府

的政治 - 安全活动、经贸谈判以及社会文化交流相

关联。

结论

前述各项情况反映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的

经济外交已不再是单一的模式。既不应是改革开放

前的普遍政府援助模式，也不是改革开放之初若干

年的贸易模式，以及近十几年的以“走出去”为目

标的投资模式。这些单一模式都不能真正完成中国 -

东盟经济外交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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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JETRO 制作的东盟与有关国家所处的
区域政治经济地位图

资料来源：JETRO 官方网站

经济外交应该是广义的，因为资金和人员流动

远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就能进行，也不是仅靠政府

及外交部门牵引、指导即可完成。有关资料表明，

目前普遍认可的是给予经济外交更大的强调。不再

单靠政治驱动经济，或是经济驱动政治，经济考虑

与努力取得外交政策目标之间是合力关系。

因此，种种问题均关系到发挥经济作用和外交

作用的模式与途径。我们认为：

1、方向上，中国 - 东盟经济外交面临建立正确

战略和适宜模式的问题。

2、中国 - 东盟经济外交战略是“大视野”，即

将东盟三个一体化、东盟的地区战略地位以及其他

地区、国家在此的作为等通盘规划；

3、东盟一体化的质量在于落实合作。

4、经济外交一般的概念是本国对他国而言的，

而若从大视野考虑，还有一点，就是经济外交应该

是双向的，除了贸易、投资自然是双向以外，认识

上尊重对方，了解对方的真正要求和目标就是我们

提出的 “双向”概念。例如，中国 - 东盟经济外交

首先应符合《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的目标，另外

也需要符合其政治 - 安全共同体和社会 - 文化共同

体的蓝图目标。

5、开发适宜的合作模式是当务之急。日本贸易

振兴机构（JETRO）模式值得借鉴。在 JETRO 的

国别情报中，不仅有经贸数据，而且有政治 - 安全

及社会 - 文化的详细信息，更有海外日本企业的年

度调查反馈和相关海外经营风险、问题、政策适宜

度等的分析。以此为日本政府实际运行的经济外交

服务。与之相比，中国的政府机构国别数据，时效

性上有差距；国别投资指南上可操作性有差距；企

业海外经营的系统反馈上更是空白。

另外，如何开发建立中国 - 东盟经济外交的适

宜模式、中国 - 东盟双方的利益如何兼顾、中国 -

东盟双向对弈中的认识差异和复杂局面如何平衡等

等问题，均有待于我们更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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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创业社区行动检讨委员会建议

调整创业政策

Singapore Government Reviews Policies for 
Start-ups

新加坡创业社区行动检讨委员会（EnRC）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发表了它对本国创业政策的几项

建议。作为创业社区行动（Action Community for 

Entrepreneurship）的成员，该委员会呼吁新加坡政

府调整原有的政策，尤其是它对该机构和新企业的

控制 6。整体来说，创业社区行动检讨委员会的建议

包括：

1、政府的角色减为新企业与大企业合作的设施

提供者。例如，新加坡政府可以通过“商务创业中

心”的建立结合全国的新企业家和原有企业家到该

中心 7。其中心将促进新企业家和大企业家的一系列

合作，这也包括联系、研发、市场营销与资金提供等；

2、虽然政府需要减少它在整个创业计划中的参

与，但它仍然需要培养有素质的新企业家。在这一

点上，新加坡政府理应向年轻企业者提供更多培训

课程，尤其是关于现代管理和国外的商业科技运用

知识 8。这有利于减少对廉价外劳的依赖并提升本国

（以科技推动）的生产量；

3、新加坡政府应通过税收激励的方式鼓励更多

大企业（本地和外来跨国企业）投资在新企业家和

6　Government	ready	to	let	private	sector	lead	entrepreneurship	push,	

Today	Online,	2014-1-18,	http://www.todayonline.com/business/

government-ready-let-private-sector-lead-entrepreneurship-push

7　同上

8　同上

/ 或初创公司 9。这种方式将减少创业者和新公司对

政府拨款的依赖并减轻政府所要承担的财政负担。

再者，由于该国的经济政策都停留在吸引外国企业

的层面上，实施这个措施将会带动整个政策的调整

议程；

表 4：创业社区行动的背景和成就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 Today Online 信息整理

4、此外，创业社区行动检讨委员会呼吁新加坡

银行，新企业家和风险投资者（venture capitalists）

建 立 类 似 于 外 国 的 企 业 债 务 融 资（venture debt 

financing）方式 10。如果实行这个机制，政府作为新

企业的担保责任将转给风险投资者，进一步促进私

9　Start-ups	set	to	get	more	support,	 亚 洲 新 闻 频 道（Channel	

NewsAsia）,	2014-1-17,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

business/start-ups-set-to-get-more/958142.html

10　Private	sector	called	on	to	drive,	shape	entrepreneurship	scene,	

Business	Times,	2014-1-18

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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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化进程。因本地银行目前不流行这种贷款方式，

所以它在新加坡的发展前景依然乐观；

5、创业社区行动检讨委员会也建议新企业善

用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人群股权融资（equity crowd 

funding）方式，对广大投资者进行股份出售，以便

获得资金进行它们的商务活动。作为世界金融中心

之一的新加坡，该国已经是世界三万投资者的目的

地之一 11。更何况新加坡是东盟对外的金融入口点，

所以投资在本国公司有利于把资金进一步地带到其

他东盟国（通过商业业务的对外扩展）。在这一点，

新企业和广大投资者都同时得到各自的回报。与企

业债务融资一样，新加坡也具有作为人群股权融资

中心的潜力。

马来安邦认为，上述情况表明，新加坡政府将

在这两年内调整它的创业政策。在 2014 年，我们预

测该国将会逐步地修改它原有的创业措施。而这些

政策上的调整将反映在 2 月 21 日的年度（2014 年）

财政预算案中。

柬埔寨大米出口受益于政府推动及

部分国外优惠政策

The Outlook of Cambodia Rice Export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的数据显

示，该国在 2013 年出口了 290 万吨的农产品，主要

有木薯干、木薯、精米、糖、红玉米和腰果 12（请参

见以下图表）。然而，基于柬埔寨巨大的农业潜力和

高达 210 万户从事农业的家庭，该出口量被认为尚属

偏低。柬埔寨约 80％的人口都是农民，而农业贡献

于国内生产总值约 30％。此外，农业也领先于其他

行业如建筑、旅游和服装纺织业对经济的贡献。因此，

11　同上

12　Export Consistent for Cambodia’s Agriculture Sector, 2013-1-

23, http://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export-consistent-

cambodia%E2%80%99s-ag-sector

农业被政府列为优先发展的行业 13。

图 2：2013 年柬埔寨农产品出口（吨）

资料来源：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及安邦咨询整理

柬埔寨的大米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欢迎，该

国的茉莉香米连续在2012年和2013年的米商（TRT）

世界稻米会议上获得了全球最佳大米奖。柬埔寨政

府较早前已设定目标在 2015 年出口高达一百万吨

的精米，而该目标有望如期达成。这些成果皆因自

2010 年以来，柬埔寨的大米出口一直稳步增长，并

在 2013 年出口了约 379 万吨的大米，比 2012 年的

202 万吨大米出口，增加了 84％。

）吨（ 口出米大的年3102至年0102寨埔柬：3图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柬埔寨出口大米到 16 个国家，而大部份为欧盟

国家。该国在 2012-2013 年度出口 196 万吨大米至

13　Cambodia Agriculture Sector 

http://angkorgreen.biz/index.php/cambodia-agriculture-sector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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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同比增长 70％；欧盟 16％的大米进口都是由

柬埔寨供应。柬埔寨受益于欧盟“除武器外的一切

商品协议”优惠政策，享有免关税和免配额的出口

市场优惠。

虽然国际市场的需求推动了柬埔寨的大米出口，

然而该国政府也必须投资和建设更多高质的碾米厂

以及改善农民的贷款条例，以提高国家的供应能力

和竞争力。毕竟，柬埔寨国内的碾米厂设施有限以

及无法配合稻米收割的增速等问题，使碾米商不得

不把稻米送到邻国越南进行加工。

此外，低利息或短期的农业贷款有助于碾米厂

商提高资本以收购农民的稻米，然后经过加工再转

卖给经销商。否则，柬埔寨无法有效地提高供应效率，

也无法与大米出口领先国家越南及泰国竞争。

出口增长及内需增加将带动

马来西亚 2014 年经济复苏

Export Growth Boosting Malaysia’s Economy in 
2014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BNM）在 2 月 12 日公布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最新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第四季度取得 5.1% 的经济增速，从而带动 2013 年

全年经济取得 4.7% 的增长，符合政府与市场的预

期 14。

2013 年马来西亚经济下半年反弹的走势，《中

国 - 东盟观察》曾在第 15 期的〈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中针对马来西亚的动态进行相关的分析。文中预计，

强稳的内需以及转型计划下的大型工程是带动马来

西亚经济反弹的主要因素，而这也基本与最新出炉

的数据相符。

但还需注意的一环是，随着美国等发达经济体

14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国内生产总值文案 ,2014-2-14，http://www.

bnm.gov.my/files/publication/qb/2013/Q4_en.pdf

开始出现相对稳健的复苏，以及与中国和东盟区域

市场的贸易活动持续活跃，马来西亚 2013 年下半

年的对外贸易也呈现了强劲的反弹。其中，根据 2

月 7 日公布的数据，马来西亚去年 12 月的出口取得

14.4% 的增长，为连续第 6 个月的正成长，成功弥补

上半年出口下滑的趋势，带动全年出口录得 2.4% 的

增速 15。

图 4：马来西亚近期贸易数据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在全年进口取得上升 7% 的情况下，2013 年的

总贸易额持续写下新高，达 1.369 万亿令吉（约合

4111 亿美元），上扬 4.6%。这也是马来西亚自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连续第 16 个年头取得贸易顺

差，为 7063 亿令吉（约合 2121 亿美元）。

当中，占进口最大比重的中介商品（intermediate 

goods）在下半年出现更为积极的增长，以及资本财

（capital goods）依然维持稳定的增长，无疑是马来

西亚未来经济发展，无论在出口还是内需方面，得

到延续的推动作用。中介商品进口的增长，将反映

制造领域的稳定性；而资本财的进口稳定，则反映

国内投资与基建发展的可续性。

同时，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部长慕斯

达法表示，欧美经济体的进一步复苏，以及最大贸

15　 大 马 去 年 12 月 出 口 劲 扬 14.4%	 优 于 预 期，2014-2-8，

http : / /www.or ienta lda i l y .com.my/ index .php?opt ion=com_

k2&view=item&id=98787:12-14-4&Itemid=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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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伙伴中国的稳定增长，预计将让马来西亚出口在

2014 年取得 3 至 4% 的增长，并在进口同样增长的

趋势下，推动总贸易额上扬 5%16。

值得关注的是，自 2008/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发生以来，以出口贸易为经济导向的马来西亚，就

将目标锁定在内需方面的增长。在首相纳吉推出的

经济转型计划下，马来西亚在吸引外资，强化内需

等方面确实有了显著的成果。然而，若仅仅依靠内

需的扶持，这对于缺乏人口红利的马来西亚而言，

依旧充斥着经济压力。

因此，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尽管这复苏仍

带有不稳定性），相信藉由贸易与内需这两大火车

头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将能在 2014 年取得更为显著

的经济增长，预计达到 5% 或以上的增速并不是个

难题。

16　欧美复苏扶持	 今年出口表现更亮眼，2014-2-8，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98788:

&Itemid=198

多元化经济发展：文莱开拓清真与生物领域

Diversification of Economy:Brunei Developing 
Halal and Bio Industry

文莱工业及主要资源部（MIPR）部长叶海亚近

期与文莱立法议会（LegCo）的闭门会议上强调，该

部门已将清真（Halal）领域与生物领域鉴定为国家

经济转型与多元化的核心发展领域，以摆脱目前高

度依赖石油与天然气发展的趋势 17。

同时，在该闭门会议上，工业及主要资源部也

宣布，将文莱农业科技园（BATP）正式易名为文莱

生物创新走廊（BIC），以更确切地定位该发展计

划 18。叶海亚指出，透过发展清真与生物领域，将为

国家带来收入的增长，并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

会。而生物创新走廊的设立，以及清真产品倡议的

举措，则有助推动该政策的拓展，与吸引更多国际

企业进驻与投资。

17　MIPR	briefs	council	members	ahead	of	LegCo	meeting，2014-2-

11，http://www.bt.com.bn/frontpage-news-national/2014/02/11/mipr-

briefs-council-members-ahead-legco-meetings

18　Brune i 	 Agro-Techno logy 	 Park 	 now	 renamed	 as 	 B io-

Innovation	Corridor，2014-2-11，http://www.bt.com.bn/news-

national/2014/02/11/brunei-agro-technology-park-now-renamed-

bio-innovation-corridor

表 5：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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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文莱生物创新走廊基本信息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图 5：文莱生物创新走廊（图中左上方白框处）

资料来源：谷歌地图、生物创新走廊、工业及主要资源部

根据相关部门的消息，占地 500 公顷的生物创

新走廊在计划完成后，将能带来 2 万 8000 多个就

业机会，其中约 9000 个岗位将属于清真食品生产的

部分。根据文莱首相署经济发展局提供的数据，截

至 2010 年，文莱人口共达 41 万 4400 人，其中劳动

人口为 19 万 8800 人 19。而根据文莱首相署经济规划

与发展部门的另一项数据，截至 2012 年，共有 3829

19　关于文莱，http://www.bedb.com.bn/why_factsfigures.html

人向文莱国内就业发展机构登记工作申请 20。这意味

着，生物创新走廊的设立除了有助填补劳动力缺口

外，也有助改善目前文莱劳动力集中在油气领域与

政府机构的现象。

图 6：文莱截至 2013 年第三季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数据

资料来源：文莱统计局

无论如何，截至目前，该占地 500 公顷的计划

只完成第一阶段的 50 公顷发展项目，这包括了去年

10 月起开放给公众的植物园。这意味着，该生物创

新走廊仍有很大的发展机会与空间，让更多的外资

进驻该发展计划，从而推动文莱的农业支援、清真

物流、技术创新、科技研发等领域的发展，让文莱

逐步摆脱常年依靠油气领域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文莱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起，

就开始高喊着要摆脱高度依赖油气领域的口号，但

多年下来，经过不同层面的尝试，依然无法有效与

显著地改善该趋势。其中，亚洲开发银行就预测，

若没有其他新油田的发现，文莱在 2035 年的石油出

口量将从当前的 770 万吨，下滑至 420 万吨；而液

化天然气也将从 760 万吨，下跌至 450 万吨 21。同时，

根据文莱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油气领域的收

20　 文 莱 2012 年 第 四 季 统 计 指 标，http://www.depd.gov.bn/SI/

BDSYB2012/BDQSIQ4_2012.pdf

21　开发多年	外因影响	文油气出口料逐年减，2013-11-7，http://

www.uniteddaily.com.my/?q=node/5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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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已连续数个季度出现下滑。本文中的图表显示，

这无疑是文莱需要迅速与深刻进行发展多元化的警

钟。

菲律宾发展制造业以增强对外资吸引力

Philippines’ Manufacturing Sector Ought To Be 
Strengthened

尽管菲律宾在 2013 年 11 月份受到海燕台风毁

灭性的袭击，造成 8000 人死亡或失踪以及毁了数

百万人民尤其是贫困农业和渔业社区的生计，但是

该国的经济增长却具有韧性，在亚太地区继中国之

后，成为经济增长快速发展的国家之一。菲律宾 7.2％

的经济增长超越了政府 6-7％的预测，同时也是阿

基诺总统自 2010 年上台以后，经济增长率创下新高

的纪录 22。

图 7：菲律宾电子制造厂

资料来源：www.investvine.com

外国投资的增加以及制造业有所改善的表现助

于菲律宾强劲的经济增长。外商投资在 2013 年激增

63％相等于 27 亿美元，而总投资则同比增长 29％至

103 亿美元。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增长在近几年来

22　Philippine	economy	expands	by	7.2pc	 in	2013,	despite	natural	

disasters,	2014-1-30,

http://www.scmp.com/business/economy/article/1417359/philippine-

economy-expands-72pc-2013-despite-natural-disasters

首次超越服务业，制造业在去年增长了 10％而服务

业则 7％ 23。

尽管电子产品制造业在最近这几年面临增长的

挣扎，但它仍然是菲律宾经济重要的支柱。制造业

在去年第四季度的表现卓越，同比增长了两倍以上。

日本电子产品公司如佳能（Canon）、兄弟（Brother）

和船井电机（Funai Electric） 去年宣布计划在菲律

宾扩大或建立新工厂，所以制造业今年的表现有待

提升。虽然菲律宾要重建海燕台风所毁坏的地区需

要很多年，但菲律宾乐观的经济表现依然是具有吸

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及制造工厂基地。

菲律宾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有望创造更多的就业

机会，并减低就业差距的问题。尽管该国的经济继

续增长，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一月份、四月份和七

月份的劳动力调查报告，菲律宾的失业率从 2012 年

的 7％提高至去年的 7.3％，在 410 万劳动力中就有

299 万人失业 24。换句话说，菲律宾的经济增长并不

全面，主要的增长动力是来自于富裕和中产阶级收

入的增加，然而低收入和贫困人口却依然保持不变。

因此，政府有必要加强国内的制造业，避免陷入中

等收入陷阱以及应追求持续的经济增长。

泰国米农仍旧要求政府落实承诺米款

Thai Farmers Expect Gov't to Settle Overdue Rice 
Payments

中国国企北大荒集团 2014 年 2 月 4 日宣布决定

终止向泰国购买 120 万吨米的协议之后，泰国看守

政府为这项备受争议的补贴大米计划作出解释，并

23　Philippine	Economy	Gets	Boost	From	Foreign	 Investment	and	

Manufacturing	In	2013,	2014-1-29,

http://online.wsj.com/article/BT-CO-20140129-703196.html

24　Unemployment	rate	slightly	up	in	2013,	2013-12-27,

http://business.inquirer.net/158033/unemployment-rate-slightly-up-

i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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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项计划是为了帮助农民 25。

北大荒集团基于泰国反贪污委员会正调查当局

补贴农民是否涉及贪污，决定终止向泰国购买大米

的协议。泰国国家反贪委员会 2014 年1月16日宣布，

泰国政府实施的大米政策涉嫌贪污，泰国总理英拉

将被调查是否渎职。泰国大米政策是泰国总理英拉

2011 年竞选时对农民的承诺，以高于市价向农民收

购大米，而所收购的大米又因为成本太高造成大量

库存，其中还有官员涉及贪污，前商业部长等 15 名

官员就牵涉贪污受到调查。

图 8：泰国大米典押政策始末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目前，泰国政府需要给 100 万名米农支付 1300

亿泰铢 26。这次中国取消购米，势必令泰国政府承受

更大压力。泰国米农协会主席巴实 2 月 5 日带领米

农集结位于泰国暖武里府的商业部办公大楼，以向

泰国政府施压，催促其尽快支付给米农米款。

泰国总理英拉今年 2 月表示，由于泰国国会于

去年 12 月解散，在现有宪法框架下，泰国政府根本

25　中国终止购米协议引争议 英拉称称“补贴计划为助农民”，201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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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id/34347/

26　追讨米款 泰国稻农围堵商业部，20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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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id/34386/

不能批准向农民付款。这势必造成越来越多的泰国

农民涌向泰国街头，加入反政府游行示威的行列。

泰国实行大米政策以来，政府共向农民支付了

6800 亿泰铢的米款。同时政府已开始出售仓库里的

大米，赚取了 2000 亿泰铢的利润 27。泰国政府今年

2 月还表示将继续出售大米，并通过国家预算、农

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等多方管道筹取资金，向农民

支付米款。

上述信息表明，泰国大米政策正面临严重的问

题，需要进一步改善。虽然在泰国政府换届选举和

国内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泰国农民很难在泰国本

届政府任期内拿到全部米款，但是泰国政府表示要

尽快向农民支付米款，泰国农民也对政府的努力抱

有希望。

2014 年越南力争各项经济指标持续改善

Vietnam Will Improve Development Goals in 2014

澳新银行 2 月 10 日公布亚太地区经济月度研究

报告指出，从 2014 年年初至今，越南各项经济指标

持续改善 28。预计越南 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5.6%，2015 年可达 5.8%。

越南计划投资部长裴光荣指出，越南仍将依赖资

本和资源来实现 2014 年的 5.8% 以及之后几年 6% 至

6.2% 的经济增速。他指出，在影响越南 GDP 增长的

因素中，资本贡献了 57.5%，劳动力贡献了 25.5%，生

产率贡献了 16.25%29。

另外，越南统计总局的数据显示，2013 年越南

27　泰国农民拟向政府索回大米，20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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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id/33987/

28　澳新银行预计越南 2014 年 GDP 增长 5.6%，2014-2-11，http://

www.chinanews.com/gj/2014/02-11/5823921.shtml

29　 越 南 经 济 增 长 仍 依 赖 于 资 本 和 资 源，2014-2-10，http://www.

vccn.com/info/?aid=10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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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同比增长 5.42%，虽然没有实现 5.5% 的预期目标，

但高于 2012 年的 5.25%，这说明，目前状况已释放出

经济复苏的信号。越南政府设定的 2014 年经济增速

目标为 5.8%。另据汇丰银行数据，2014 年 1 月越南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 52.1，并连续第二

个月上升，创下 2011 年 4 月以来新高，这也反映了

制造业扩张步伐加快。

图 9：越南 1999 年 -2013 年 GDP 增长率走势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澳新银行报告认为，随着越南政府提高外资占

越南银行股份比例上限，外商直接投资（FDI）将持

续进入越南 30。

越南政府颁布的关于外资在越南金融机构所占

股份的议定详细内容如图 10：

同时，像其他成功吸引外资的国家一样，越南对

于外商直接投资正从多多益善开始变得更加精挑细

选，排除和拒绝那些不符合其长期目标的项目，以努

力使国家发展最优化。

越南 2013 年吸收 FDI 超过 200 亿美元。FDI 部

门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并有助于越南贸易

的平衡。

越南计划投资部副部长阮文忠表示，越南需要资

30　同上

源支撑开放经济、解决就业问题，但目前越南对于投

资的关注焦点已集中到从事关键领域（如支柱产业、

制造和加工工业、农业等）、使用先进技术的环境

友好型、能源节约型项目。他指出，这一转变与完善

FDI 法律框架有关，其中首要的工作是修改企业法和

相关法规，权衡分散 FDI 吸收和管理的优势，并微调

投资促进政策。

图 10：越南政府颁布的外资议定内容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上述信息表明，越南首先计划改善基础设施，培

养足够合格的人力资源，发展支柱产业，并加快资金

的落实和发挥作用。越南对本土企业和外国企业并没

有歧视，在越南经营的企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也

为越南的国家预算作出了较大贡献 31。

图 11：越南 FDI 部门创造的各项收益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31　越媒称越南对于 FDI 正变得更有选择性，2014-2-8，http://china.

huanqiu.com/News/mofcom/2014-02/48146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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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出等，缅甸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实现经济持

久、强劲、全面的增长。

IMF 认为，在结束军事统治后，缅甸政府正努力

快速重建经济，在过去一年里，达成了多数财政和金

融目标。不过，缅甸目前提出的保持赤字在 5% 以下

的目标是适当的，但税收仍较低，税收基础过窄 33。

图 13：缅甸 2012 年至 2013 年外国投资额及变化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按照缅甸投资委员会的预测，缅甸外国投资在

2013-2014 财年有望达到 35 亿美元，较上年的 14 亿

美元增长超过一倍 34。

现在，已有很多外国投资商进入了缅甸的工业、

制造业、服装业、电信业等行业。

33　IMF 肯定缅甸经济改革成效	称将会继续支持，2014-1-22，http://

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1/4778651.html

34　缅甸：外国投资增长快速，2014-2-13，http://www.yn.xinhuanet.

com/asean/2014-02/13/c_133111945.htm

从上述金融可以看出，越南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各

项改革将为越南吸引外资创造动力，给该国金融机构

带来生机。尽管越南 2000 年至今的 GDP 增速有所放

缓，但却不影响投资者对越南各行业的投资信心。越

南政府近期强调机构改革，尤其是私营部门参与基础

建设是建设、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简历一套法律框架，

旨在促进国内外经济领域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流动，

并将进一步提升越南的经济实力。

缅甸政府努力实现经济强劲而全面性增长

Myanmar Aims to Speed up Economic Restructur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发布的报告称，

目前缅甸经济前景向好，该组织预测缅甸 2013 至

2014 财年的 GDP 增长为 7.5%，而下一财年这一数字

将会达到 7.75%32。

图 12：1990 年 -2012 年缅甸 GDP 增长率走势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IMF 肯定了缅甸经济改革成效，称其达到强化

财政和改革管理的目标。IMF 一个审查小组负责人麦

特·戴维斯（Matt Davies）认为：“缅甸正在经历一

个令人兴奋的过渡”。他例举了缅甸的几项改革措施，

如取消对汇率的限制、实行浮动汇率，加大对健康和

32　 缅 甸 经 济 前 景 向 好，2014-1-29，http://money.163.

com/14/0129/05/9JNUSUBH00253B0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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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缅甸公布了一份新的

经济特区法。将经济特区相关事务的决策权由中央政

府下放给经济特区委员会，给予投资者 7 年的所得税

减免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并给予相应的奖励，

预计此举将推动缅甸多个经济特区的建设 35。

图 14：外国投资商在缅甸投资的各类行业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缅甸仍需要持

续几年的改革以使其财政系统现代化。IMF 也表示准

备好继续支持缅甸政府的改革，IMF 将给予缅甸政策

建议、监督其发展并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技术协助，

以帮助缅甸构建管理经济的能力。

同时，投资者投资缅甸还需注意以下几点。第一，

由于缅甸宏观管理能力有限，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存在

高通胀的风险。为降低通货膨胀可能带来的压力，缅

甸要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和增加税收稳定经济。

 

印尼希望以廉价航空推进航空业发展

Indonesia Low-cost Airline Industry Is Rapidly 
Developing

东南亚航空公司在 2014 年 2 月举行的新加坡

航空展上持续大举下单，将飞机制造商所能供应的

飞机悉数纳入囊中，预计到年底时，东南亚航空公

35　缅甸：外国投资增长快速，2014-2-13，http://www.yn.xinhuanet.

com/asean/2014-02/13/c_133111945.htm

司的机队规模将达到 1800 架，而其订单数也将突破

2000 架大关 36。

印度尼西亚狮航总裁认为，在廉价航空市场行

业整合是不可避免的。他表示，虽然对廉价航空业

的快速发展有些担忧，但是印尼最大的民营航空公

司狮航也在廉价航空方面大举扩张。在 2013 年与两

大飞机制造商波音和空中客车签约，共签署了价值

460 亿美元的购机合同。狮航计划购入 234 架空客

A320 型客机和 230 架波音 737 客机。

图 15：狮子航空规模扩张路线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目前，印尼狮航仍在扩展其航空业务，其中主

要是廉价航空业务。狮航来往于印尼的各大城市，

以及东南亚其他航线，包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

中国、香港以及沙特阿拉伯等。该公司还设立 2020

年拥有 1000 架客机的目标。

印尼廉价航空公司的业务在快速的发展，但是

印尼的机场设施建设不足却影响了航空公司的运力。

印尼雅加达国际机场初始设计游客容量仅为 2200

万游客。经过 5 年年均 11.5% 增长过后，该机场国

36　东南亚廉价航空大举购买飞机	乐观过头恐尝运能过剩之苦，2014-

2-10，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210/11619133_0.shtml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4.0215

际客流大增，仅 2012 年一年的游客就超过了 5000

万 37。

此外，以狮航为代表的印尼廉价航空存在与东

南亚其他国家廉价航空公司竞争亚洲廉价航空市场

份额。目前东南亚已有亚航、泰国鸟航、新加坡虎

航和菲律宾东南亚航空公司等 24 家廉价航空公司。

仅过去 16 年中，亚太地区新成立的廉价航空公司就

超过了 12 家 38。

上述信息表明，随着人们对廉价航空需求的增

加，赴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游客的增长，印尼的廉价

航空还会快速扩张，同时面临着激烈的同业竞争。

印尼廉价航空公司应该把握发展机遇，克服面临的

行业竞争等问题，以服务质量和安全在廉价航空市

场竞争中获胜。

老挝经济特区投资额已达到 10亿美元

Investment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 Reaches 
US$1 Billion

老挝正在着力打造经济开发区和经济特区以吸

引更多外资参与老挝的建设发展。据《万象时报》

2 月 11 日报道，老挝国家经济特区委员会 39 副主

席 Bouatha Khattiya 女士在全国会议上表示，有 100

多家企业已经在老挝的现有 10 个特区和经济特区

（SEZs）开展投资。这些投资的金额已达到 10 亿美

元，并创造了 8000 个工作岗位 40。

老挝各省的官员都出席了这项工作会议，该会

议的主要目标是评估老挝经济特区的发展成就。老

37　东南亚廉价航空激烈竞争被指机遇与挑战并存，2013-11-15，

http://www.zhicheng.com/html/archive/139/201311/3236283.html

38　印尼狮航进军马来西亚	亚洲廉价航空竞争日趋激烈，2013-3-28，

http://gb.cri.cn/27824/2013/03/28/6251s4067197.htm

39　老挝国家经济特区委员会，http://www.sncsez.gov.la/index.php/zh/

40　Investment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	reaches	US$1	billion,	2014-

2-11,	 http://www.vientianetimes.org.la/FreeContent/FreeCont_

Investment%20in.htm

挝经济特区发展和管理对老挝而言是一项全新的任

务，经济特区的发展仍然缺乏相关模式，因此有关

部门需要认真讨论并改变方式，以确保特区的发展

是基于国家 2020 年目标的战略需要。

按照会议提出的报告，老挝 10 个特区的开发者

原要求 40 亿美元来开发必须的基础设施以满足投资

流入特区的需要。尽管如此，事实上，因为资金的

局限性以及对影响工程的村民给予土地补偿金出现

困难，开发商只好继续开发基础设施。

图 16：约有 24 家公司已经在万象的 Nonthong
工业贸易园投资

资料来源：老挝万象时报（Vientiane Times）

然而，该报告指出，目前很难确保开发商有足

够运营资源以及技术来保证项目的开发和完工。基

础设施发展的缺乏使得吸引外资和商人在经济特区

实施商业计划。对老挝来说，另一项挑战是能否在

开发区提供足够的老挝籍熟练工人。农业产品也未

能像期待的那样提供给开发区足够数量。

老挝目前的 10 个开发区已达到 13500 公顷的土

地面积。

像丰田等一些国际公司已经决定在经济特区进

行商业活动。中国开发商已经投资 1.3 亿美元开发

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供水、通信、道路、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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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排水系统。

另外，金山角特区也取得进步。自从2007年以来，

8.6 千万美元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开发方面，包括道

路、电力、供水、旅馆和娱乐中心等。台湾企业也

积极在老挝开展投资。位于万象的 Nonthong 工业

贸易园由老挝工业和商务部与一家台湾企业合作运

营。这项投资的成本是 4.3 千万美元，老挝占 30%

的份额，而台湾公司占 70% 的份额。已经有 24 家公

司在万象的 Nonthong 工业贸易园投资。

我们认为，老挝虽然商未发展起繁荣的商业活

动，但经济特区的建设步伐正在加快。相关发展情

况和入驻企业的商业活动等均值得中国企业关注。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图 17：老挝国家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组织结构

注释：老挝国家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部门分为主任和两位副主任，下设计划和评估部、人事管理和财务部、国际

关系和合作部、土地和环境部，以及技术和法律事务部。

资料来源：老挝国家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官网

（http://www.sncsez.gov.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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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槟城威省南部经济蓄势待发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Seberang Prai, Penang 
Well Prepared to Boost

马来西亚槟城州政府宣布，槟城州发展局（PDC）

以总值 4 亿 8395 万令吉（约合 1 亿 4533 万美元），

将威省峇都加湾（Batu Kawan）占地 245 英亩的地段，

脱售给 Aspen-Ikano 合资公司，每平方尺价格相等

于 45 令吉。后者将在该地段的第一期发展计划中兴

建马来西亚第二家宜家家居（IKEA）为主的购物广

场 41。

同时，槟城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在记者会上也发

表声明指，宜家家居（IKEA）进军峇都加湾，展示

他们对槟城的信心，也是威省做为未来投资、旅游、

永续生活选项的强心剂 42。值得注意的是，峇都加湾

位于威省的南部，也是槟城第二大桥的主要衔接点，

接通对岸槟岛的峇都茅（Batu Maung）与峇六拜国

际机场。

过去数年，在州政府的极力推广下，峇都加湾

已逐步成为槟岛以外的主要投资点，成功吸引国内

KDU 大学学院与英国赫尔大学等教育投资，以及建

设综合性商业区、高端制造业及服务中心等发展项

目。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槟城州政府也计划

兴建上万的可负担房屋，供中低收入群体居住，以

41　IKEA	to	open	doors	 in	Penang	soon，2014-1-10，http://www.

themalaymailonline.com/money/article/ikea-to-open-in-batu-kawan-

in-penang

42　IKEA’s	Entry	 Into	Batu	Kawan	 Is	A	Vote	Of	Confidence	For	

Penang	And	A	Boost	To	Making	Seberang	Perai	As	The	Future	Choice	

For	 Investments,	Tourism	&	Habitat	For	Sustainable	Living，2014-1-

10，http://cm.penang.gov.my/index.php/darimejaketuamenteri/1303-

ikea-s-entry-into-batu-kawan-is-a-vote-of-confidence-for-

penang-and-a-boost-to-making-seberang-perai-as-the-future-

choice-for-investments-tourism-habitat-for-sustainable-living

打造相对具有素质的生活水平。

图 18：槟城发展协议中 245 英亩地段将
分 3 个阶段发展 43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根据马来西亚资产服务与估价部门公布的数据，

截至去年第三季，槟城房屋价格平均为 31 万 5348

令吉（约合 9 万 4699 美元），按年增长 14.3%，为

全马第 5 高的州属。同时，槟城是唯一自 2012 年以

来每个季度皆维持房价双位数增长的州属 44。但若

将槟岛与威省区分，则槟岛的房屋价格平均约为 78

万令吉，而威省产业平均价格仅约 22 万令吉。

这无疑反映出，过去槟城的发展都局限在槟岛

43　245	acres	for	mall,	property	development	 in	Batu	Kawan，2014-

1-10，http://anilnetto.com/society/health-care/245-acres-integrated-

mall-property-development-batu-kawan/

44　	Indeks	Harga	Rumah	Malaysia	2013	Q3，http://napic.jpph.gov.my/

portal/content/Publication_PDF/HPI/IHRM_Q3_2013.pdf

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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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威省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威省北部与中部工业

区上，导致槟城出现“岛富内陆穷”的局面，也出

现了工作在岛，居住在内陆的异像，让衔接两岸的

大桥与渡轮陷于阻塞的情况。

随着槟城第二大桥预计在 3 月份开通 45，以及州

政府与联邦政府积极开发威省的经济，上述贫富差

距，房价参差不齐的现象，料将出现改善。同时，

这也将加速威省地区，尤其毗邻峇都加湾区域的经

济发展。

在宜家家居仍未进驻峇都加湾以前，威省南部

的经济发展在第二大桥工程的推动下已蓄势待发。

事实上，国内多家大型基建与产业公司都纷纷前来

威省南部地区抢购土地，无论是政府的地段，还是

私人的地段。

而最近期的一宗土地交易，则是在 2013 年 12

月 10 日，华资企业马星集团（Mahsing）与多名卖主

签署合约，以 4258 万令吉，相等于每平方尺 12.80

令吉，收购位于威省南部爪夷约 76.38 英亩的地段，

作为综合式发展计划，当中包含一个休闲中心 46。该

计划的发展总值（GDV）估计达到 4 亿令吉，而爪

夷距离峇都加湾第二大桥约 15.6 公里，位置相当接

近，可受惠于该地段的发展。

因此，在政府与私人领域的极力发展下，槟城

的发展，尤其威省南部，将有机会成为继吉隆坡与

柔佛依斯干达特区之后，另一个海内外投资者的热

门投资点。而海外投资者的合作对象，既可以是州

政府旗下的发展计划，或联邦政府的北马经济特区

走廊（NCER）项目，也可以是来自私人企业的大

型发展项目，尤其是房地产与基建相关的项目。

总之，马来西亚槟城的发展机会应该成为中国

45　收费细节待公布	 槟二桥下月通车，2014-2-11，http://www.

chinapress.com.my/node/498425

46　Mah	Sing	Group	plans	RM400m	 township	 in	 Jawi,	Penang，

2013-12-10，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

News/2013/12/10/Mah-Sing-Group-plans-RM400m-township-in-

Jawi-Penan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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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合作的良好契机。

老挝铜矿开发呈现明显投资机会

Laos Copper Mining Show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老挝计划投资部 1 月末的信息显示，老挝全国

获批并进行勘探、开采的矿产项目主要集中在 21 种

矿产中，其中投资项目数量最多的是铜矿，有 49 个

项目，占总项目数的 24.02%，面积 14463 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的 39.82%；排名第二的是铁矿，共有 29 个

项目，占总项目数的14.12%，项目面积3428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的 9.44%；排名第三的是金矿，有 24 个项目，

占项目数的 11.76%，项目面积 4394 平方公里，占总

面积的 12.10%；排名第四的是煤炭，有 18 个项目，

项目面积 2782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7.66%47。

图 19：老挝主要矿产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DOG（老挝地质部）

目前，老挝矿产投资项目分布在全国各地，北

部有 15 种矿产，特许经营面积 21433 平方公里，其

47　老挝矿业开发中铜矿投资居首位，2014-2-10，

http://commerce.dbw.cn/system/2014/02/10/0008054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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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铜矿占面积达一半以上，达到 57.56%，之后依

次是金矿、铁矿和煤炭。老挝全国获批的矿产类投

资项目达到 470 个，项目特许经营面积 36323.64 平

方公里，总投资额 59 亿美元。其中，南部有 7 种矿

产，特许经营面积 7297 平方公里，其中铝土矿面积

3101 平方公里，占南部总特许权区面积的 42.50%，

随后依次是铜矿和铁矿，分别占南部总特许经营面

积的 23.24% 和 15.39%。

表 7：老挝铜矿的主要矿床有如下几处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老挝境内矿带属中国三江成矿带延伸部分，主

要矿藏有金、银、铜铁、钾盐、铝土、铅及锌等。

其矿业资源多未开发。据老挝计划投资部统计，截

至 2012 年老挝累计吸收外国投资金额约 166 亿美元。

项目投资主要在矿业、水电、农业、服务业、工业

和手工业等领域 48。其中，矿产、水电行业为外资在

老挝主要投资领域。资金来源地主要为周边国家。

越南、泰国、中国分别为老挝前三大投资国。

48　东盟 10 国投资合作指南 - 老挝篇，中国 - 东盟中心（ACC），

http://218.245.4.52:200/lhc_tzzn/dm10/home.htm

老挝矿产的生产量是否增加取决于该国开采项

目的情况以及在老挝开采矿产的公司的采掘水平和

能力。老挝有大量的未开采的矿业资源。政府已经

认识到采矿业是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支

撑产业。这一部门也是吸引外资前来投资的重要产

业。在老挝 1997 年设立并于 2002 年实施的矿业法里，

国家领土内的所有矿业资源均是国家财产和归国家

所有。地质部和矿业部联合审视采矿和开发活动。

两家机构也帮助采矿协议谈判、矿产开采、矿业许

可证工作等；促进矿业部门的投资；地址信息数据库，

并提供采矿支持和数据分析。

据老挝矿业部（DOM）信息，目前在老挝投资

矿业的公司主要来自中国、越南、泰国和澳大利亚

等。中国公司在 2008 年时即已占外国公司总数的

56.5%，越南占两成。目前澳大利亚公司找到了两座

开采前景良好的铜金矿。

老挝铜矿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砂岩型铜矿，

主要分布在老挝北部的南塔、乌多姆赛和丰沙里等

省以及南部的占巴省、阿速坡一带。第二种类型是

矽卡岩型铜矿，缝补广泛，铜的品位较高，有较大

经济价值。第三种类型是斑岩型铜金矿，主要分布

在沙耶武里、万象省等地区，矿床规模大，一般与

金矿共生，找矿的前景较大。

越南新能源及环保产业为投资国及企业

带来商机

Vietnam’s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Presents 
Huge Opportunities

近十几年来，越南经济迅速发展，整个国家在

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的同时，环境保护问题也成为

其发展的瓶颈。截至 2012 年底，越南人口达到 8878

万人 49。2010-2013 年，GDP 增长率分别为 6.4％、

49　东盟 10 国投资合作指南 - 越南篇，中国 - 东盟中心（ACC），

http://218.245.4.52:200/lhc_tzzn/dm10/ho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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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5.03% 和 5.5%。2013 年 一 季 度，越 南 GDP

同比增长 4.89%，而其中，工业和建筑业增长 4.93%，

超过了总体增长水平。因此，工业快速增长也带来

了环保问题。

表 8：2014 东盟（河内）节能环保及新能源展览会
主要涉及的产品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中越物流网信息整理

据中越物流网信息，今年 4 月份越南将举办

2014 东盟（河内）节能环保及新能源展览会。越南

国家工贸部、越南计划投资部、越南建设部、越南

国家环境保护管理局主办，中国广西南宁鸿越展览

服务有限公司将承办。

相关资料显示，越南近年来工业区发展很快，

现在由工业区产生烟尘和废水造成的污染已经到了

严重地步。

越南全国目前有 300 余个工业区，目前 70％的

工业区没有废水处理设备，90％的生产性企业将废

料直接丢在垃圾场，产生的工业垃圾达 30 余万吨，

工业废水 6000 余万立方米。越南每年 30％的雨水

都是酸性的，在该国北部的一些地区甚至达到了

50％ 50。

图 20：2014 东盟（河内）节能环保及
新能源展览会将展示的环保技术产品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中越物流网信息整理

50　2014 东盟（河内）节能环保及新能源展览会，2014-2-12，	http://

www.cnvnlo.com/ReadArt.aspx?Article_id=3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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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社会与经济谐调发展，越南政府制定

2010-2015 年环境保护主要规划，目标是根据环境

标准，实现医疗废物处理率 100％，一般固体废物

处理率 95％，危险工业废物处理率 85％以及工业废

水处理率 100％。规划中也制定了其他目标，包括推

广废物回收利用，提高环境友好产品生产，制定环

保经济技术标准，根据环境友好标准建立各项规划，

如信息收集、污染监测、城市森林发展、洪水防治

及生产设施分类规划。

图 21：2014 东盟（河内）节能环保及
新能源展览会将展示的节能技术产品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中越物流网信息整理

世界银行于早在 2008 年即正式公布了越南环境

污染最严重的 10 个工业省市，即胡志明市、河内市、

海防市、平阳省、同奈省、太原省、富寿省、岘港市、

巴地 - 头顿省、芹苴市。这 10 个省市主要是土地环

境污染、水环境污染、空气环境污染等。

其中生活废水、生产金属矿类及纺织产品致污

最重。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越南对能源的需求大

大增加。在一些电力供应不足的落后地方，能源的

需求每年以 17％的速度增长。

在意识到全国性严重的缺电影响到国家以及传

统能源如煤炭和原油之后，最近，越南政府强烈呼

吁将投资引向可再生能源项目。

中国企业近年来在环保及节能产品的发展方面

进步很快，已经拥有一批较成熟企业。然而，上述

信息表明，在环保和新能源领域，有非常广阔的发

展空间。在产品、环保技术和节能技术三大方面，

中国企业可在投资、研发、产品销售、人员和技术

培训等等方面加强与越南以及有关国家的合作。

      在越南，可再生能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越南政府计划在 2015年到 2025 年期间

用新的能源资源替换掉长期以来使用的矿物燃

料，预计风能和太阳能将占总能源资源的一

半。越南的地理位置为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

风能、地热能的收集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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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盟成为广东鞋最大出口市场看

产业转型的必要

Industrial Restructure: ASEAN Becomes the 
Largest Export Market for Guangdong Shoes

根据广州海关的统计，广东省 2013 年共出口

34.1 亿双鞋，按年虽减少 5.9%，但出口总值却高达

139.2 亿美元，增长了 5.2%51。而在中国 - 东盟自

由贸易区的日渐成熟下，广东省对东盟出口鞋类大

增 39.4%，达 7.7 亿双，总值为 14.9 亿美元，激增

69.8%。

表 9：中国广州 2013 年全年对东盟国家贸易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广州海关

当中，广东省鞋类对新加坡、泰国、文莱与马

来西亚的出口量分别增加 1.6 倍、1.3 倍、61.1% 与

51　 东 盟 成 广 东 鞋 出 口 第 一 大 市 场，2014-2-11，http://finance.

chinanews.com/cj/2014/02-11/5821042.shtml

56.6%；该 4 个国家的出口量已占整体东盟出口量的

75.3%。同时，在东盟鞋类进口的强势增长下，东盟

已超越美国与拉丁美洲，成为 2013 年广东鞋类的第

一大出口市场。

除了鞋类以外，广东省对东盟出口商品中，主

要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皆出现显著增长，

其中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增 10.7% 至 22.3 亿美元，

服装及衣着附件上涨 36.4%，至 22.3 亿美元 52。

东盟成为广东省最大的鞋类出口市场，其它劳

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也出现显著增长，这当中其实

既存在着商机，也存在着危机。商机，无疑就是东

盟市场的庞大需求；而潜在的危机，也自然就是东

盟市场需求在未来的潜在转变。

不能否定的是，中国目前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劳

动密集型生产基地，这或许也是未来数十年间仍未

改变的事实。然而，从当前的广东鞋类出口，就明

显看出一个趋势，中国已开始面对着劳动密集型产

业高度与迅速发展的后果。其中，劳动力成本逐步

上升，人民币汇率对外升值，国际市场需求缓慢或

倾向转变等，这些都影响着出口市场的表现。而广

东鞋类整体出口量滑落，都与这些因素有关。

虽然如此，成本上涨与汇率升值后的售价调升，

以及部分产品转型与升级等，自然又促使了出口总

值的提升。但这种提升并非必然，也绝非长期性的，

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产品还需要面对其他劳动

密集型市场的较量，最终或许得到的，还可能是价

量齐跌，而非量跌价升的结果。

在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护航下，大部分低

52　同上

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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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产品，包括鞋类产品从西方国家逐步转向需求庞

大的东盟市场，这无疑是客观存在的市场现实。毕

竟，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绝大部分都是生活必需品，

这对于东盟成员国中经济正在起步的柬埔寨、老挝

与缅甸等，还是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与泰国等，其需求总体而言仍是相当稳定，尤其

其国民多半仍在中等收入以下。

但这种市场却又是相对被动的，除了议价能力

被动外，市场需求也因为竞争而显得被动。因此，

中国与东盟的出口关系，应该以当前最大的出口市

场发展作为一个借鉴，或一个转折点，从以往的劳

动密集型产品输出，逐步转向至拥有附加价值的中

高端产品输出，从而将被动形势化为主动，让双边

贸易能在真正意义上发展成为价量齐升的趋势。

2013 年云南与东盟贸易呈现几个新亮点

The Trade Volume between Yunnan Province and 
ASEAN Peaks Again

2013 年云南省对东盟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好成绩。据昆明海关统计，2013 年云南省与东盟贸

易实现进出口额 109 亿美元，较上年（下同）增长

61%，再创历史新高，高于云南省外贸整体增速 38.1

个百分点，占云南省外贸总额的比重达 42%，贸易

重心地位进一步凸显。其中，对东盟出口67.5亿美元，

增长 83.5%；自东盟进口 41.5 亿美元，增长 34.3%，

进出口均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云南省对东盟贸易

呈现出新亮点 53。图 22 是 2013 年云南省对东盟进出

口数据总览。

整体来看，2013 年云南省与东盟各国贸易新亮

点有几大方面。

1、云南省海关统计显示，这是去年云南省对东

盟贸易呈现出的新亮点。海关统计显示，除 2 月份

53　云南与东盟贸易再创新高，2014-2-11，http://www.asean-china-

center.org/2014-02/11/c_133105514.htm

受春节假期影响外，云南省与东盟单月贸易额均实

现正增长，月均贸易额 9.5 亿美元。全年出口增势显

著，7月份以来增速进一步加快，增幅均在50%以上；

进口保持增长态势，增幅波动明显。12 月云南省对

东盟贸易额达到 2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 倍，其

中，出口 14 亿美元，增长 2.4 倍，进口 7.5 亿美元，

增长 1 倍。

图 22：2013 年云南省对东盟进出口数据总览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2、国别集中度较高，滇缅贸易额稳居首位。

2013 年，云南全省与缅甸贸易额 41.7 亿美元，增长

83.6%，占云南省与东盟贸易额 38.2%；马来西亚位

居第 2，贸易额 15.2 亿美元，增长 49.2%；与越南和

印度尼西亚分别实现贸易额 13.3 亿美元和 12.3 亿美

元，增长 27.4% 和 8.1%；与泰国、老挝贸易额相当，

均达到 10.5 亿美元，增长 50% 和 2 倍；与新加坡贸

易额增幅显著，达到3.9亿美元，增长2.8倍；与文莱、

柬埔寨贸易增长较快，但贸易规模依然较低。此外，

云南全省与菲律宾贸易额出现下滑，仅为1.2亿美元，

减少 24.3%。

3、2013 年，云南省对东盟贸易呈现出的新亮点

之一如海关统计显示，一般贸易方式在云南省与东

盟贸易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全年实现进出口额 57.9

亿美元，增长 35.8%，占东盟贸易额的 53%；与此同

时，边境小额贸易也呈现出稳速增长态势，全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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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33.3 亿美元，增长 55.1%，占比为 30.6%；与东

盟的加工贸易也得到全面发展，贸易额 24.8 亿美元，

增速达 82.9%。此外，海关特殊监管区进出口 14 亿

美元，激增 21 倍。

图 23：2013 年云南省与东盟贸易新高亮点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4、2013 年云南省对东盟产品进出口额及增长

率情况表明（详见表10），机电产品继续保持云南

省对东盟出口的优势地位，其中以电器及电子产品

出口规模最大、增速最快；农产品进口趋缓，原材料

进口快速攀升。2013 年，云南省从东盟进口农产品

14 亿美元，增长1.9%，其中棕榈油占 73%；水果进

口增幅达 31%；进口各类金属矿砂 6.8 亿美元，增

长 50.9%，铁矿砂、锡矿砂是主要进口品种且增速

较快。

图 24：云南省与东盟各国 2013 年贸易额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图 25：云南省与东盟贸易的主要方式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表 10：2013 年云南省对东盟产品进出口额及
增长率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数据整理

近年来，云南省不断加强与东盟经济和贸易的

合作，这得益于云南省的自身区域优势和政府各项

政策的扶持。同时，中国与东盟可以形成优势互补，

促进双方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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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新加坡投资往来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China-Singapore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izes 
RMB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2014 年 1 月 24 日发布公告

称，新加坡所有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均可以申请人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的牌照，持牌

照者将有权提供人民币投资产品，并使用离岸人民

币投资中国证券市场 54。

图 26：新加坡对中国投资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RQFII 试点成功引入新加坡，将有助于在新加

坡市场建立人民币生态系统，同时，也将促进更多

人民币产品和服务的发展，满足更多投资需求。新

加坡长期以来在中国累积投资近 550 亿元美元，超

过 23000 个项目，2013 年新加坡对华投资 73.27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2％，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

随着中国新加坡两国投资交往日益紧密，加上

中国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在新加坡

的货币作用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银行 2013 年 2 月

指定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为人民币清算银行，

新加坡由此成为中国以外第一个拥有人民币清算行

的区域金融中心。2013 年由工行新加坡分行担当的

54　新加坡金融机构将可用人民币投资中国证券市场，2014-1-24，

http://money.163.com/14/0124/21/9JCSCMCR00254TI5.html

新加坡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共完成人民币清算笔数 3.6

万笔，清算量达到 2.6 万亿元 55。此外，部分周边国

家的中央银行也在新加坡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开立了

人民币账户，将美元储备转换成人民币存放，人民

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开始显现。

图 27：中国 - 新加坡互设分行的银行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新加坡做为全球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以及亚洲

石油和商品的主要集散地，其吸收的人民币存款规

模仅次于中国和香港。目前，中国的五大银行已经

在新加坡建立分行，新加坡三大银行也已经在中国

建立分行。

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使用范围

的不断扩大，中新两国企业的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

中国银行新加坡举办人民币业务推介会，在全球首

发跨境人民币指数（CRI）。这一指数能综合反映

人民币在跨境及境外交易中流通使用的活跃程度，

为选择使用跨境人民币产品和服务的客户提供了指

引。

上述信息表明，中国与新加坡经贸投资持续升

55　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人民币清算量达 2.6 万亿，2014-1-8，

http://hn.ifeng.com/jingji/qiyebang/detail_2014_01/08/1703109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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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新加坡作为中国人民币离岸市场中心，为人民

币国际化提供了助力。中国应控制人民币国际化的

速度，积极稳妥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中国 -印尼通过贸易强化双边合作纽带

China-Indonesia Deepen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印尼中央统计局 2 月 3 日公布了 2013 年印尼对

外贸易统计数据。按非油气类商品贸易统计，1-12

月，印尼对中国出口 21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自中国进口 29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0%。中国为

印尼非油气产品最大出口国，占印尼非油气类产品

出口总额的 14.19%，而 2012 年占比为 13.63%56。

图 28：中国 - 印尼 2013 年非油气类商品贸易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由上图可知，2013 年中国印尼非油气类商品贸

易中，印尼对中国出口 212.8 亿美元，占比 42%，自

中国进口 295.7 亿美元，占比 58%，印尼处于贸易逆

差地位。 

目前，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尼是中

国在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印尼之间贸易

上的互补性非常明显。印尼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

56　2013 年中国与印尼贸易保持增长，2014-2-7，

http://gb.cri.cn/44571/2014/02/07/3005s4413664.htm

国家，其能源、矿产、木材、香料，各种稀有金属

是中国与印尼发展合作的资源基础。另一方面，印

尼也需要中国投资它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铁路、

港口、公路和桥梁项目。

随着中国印尼两国经贸交往日益密切，中国对

印尼的投资也在快速发展。印尼水力资源丰富，但

开发率极低，印尼官员曾呼吁大力发展水力发电。

近年来，中国电力企业加大在印尼水电投入，一定

程度上缓解印尼目前的燃油补贴压力。早在 2006 年，

中国华电集团参与印尼阿萨汉水电一期投资建设。

今年，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拟在印尼北加里曼丹省卡

扬河流域投资兴建 600 万千瓦水电站。葛洲坝集团

拟投资兴建卡拉玛 30 万千瓦水电站 57。

由于需要资金发展经济，印尼很欢迎中国企业

到印尼投资。2014 年 2 月 12 日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广

州总领事亚礼特表示，希望中国投资者多关注印尼

政治和经济释放出的积极信号，印尼将提高投资委

员会的服务水平，同时也会和其他的机构特别是地

区政府加强合作，未来印尼将邀请中国企业参与印

尼的基础设施建设。

上述信息表明，中国与印尼的经贸投资交往稳

步发展，未来中国对印尼的投资可能有更快的增长。

中国在印尼投资时要注意保护印尼的环境，不能只

是从印尼简单的获取自然资源，更要在交通，能源，

电力等基础设施方面帮助印尼发展，实现互利互惠

的双赢局面。

广西南宁建设“总部经济”以立足辐射东盟

Nanning Aims to Cover ASEAN by Building 
“Headquarter Economy”

中国 - 东盟合作枢纽城市广西南宁市建设面向

东盟“总部经济”的集聚效应正日益凸显。南宁五

57　印尼拟大力发展水电	中国电力企业或再拓市场，2014-2-11，

http://news.bjx.com.cn/html/20140211/4902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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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新区总部基地 95% 的土地已落实项目，投资达到

500 多亿元人民币 58。

2013 年，深圳宝能、上海绿地、万科、富力、

雅居乐等 30 多家国际、国内知名企业落户南宁五象

新区，兴业银行、太平保险等 9 家金融、保险机构

集聚总部基地金融街，南宁投资环境满意度排名广

西首位。

表 11：2013 年广西对东盟、美国和欧盟的
进出口额对比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南宁市依托独特的区位及多重叠加的优势，南

宁市近年来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已在五象新区核心

区内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2.6 平方公里的总部基地，

主要承担商务办公、金融服务、产品展示、信息交流、

研发创新、配套服务等功能。

2014 年 1 月，广西 -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

收入实现 2014 年的良好开端，财政收入累计完成

5649万元，同比增长75.16%。进入2014年以来，广西-

东盟经开区强调依托食品加工、生物制造等优势产

业，采取多项措施促财政收入稳步增长。财税部门

通力配合，强化税源监控，特别是加大对重点税种、

税源大户的监控力度，确保税款及时足额入库。另外，

园区新建企业开始建成投产，形成新的税收增长点，

如双汇食品等大企业的相继投产，税收收入实现大

幅增长 59。

58　南宁建设面向东盟“总部经济” 投资达 500 多亿，2014-2-13，

http://news.163.com/14/0213/14/9KVIMR4T00014JB6.html

59　 广 西 - 东 盟 经 开 区 财 政 收 入 实 现 2014 年 开 门 红，2014-2-

10，http://www.nanning.gov.cn/NNNews/jrnn/2014nzwdt/201402/

t20140210_146309.html

图 29：2013 年广西省进出口额统计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此外，广西 2013 年与东盟双边贸易有较快增长。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数据表明，2013 年广西

对东盟进出口 159.15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2.1%，

广西与东盟双边贸易较快增长。而对美国进出口

24.78 亿美元，仅增长 2.9%。对欧盟进出口 17.6 亿

美元，则下降 6.4%60（详见表11）。

广西既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积极参与

者，也是最早受益的省区。广西商务部门数据显示，

2002 至 2012 年，广西与东盟贸易额增长了 18.2 倍，

利用东盟资金增长了 5.56 倍，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制造业等领域正在商谈或建设一批大型合作

项目 61。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广西和东盟双边

投资、贸易的前景均有很好的趋势，双方经济贸易

合作和经济发展得到了各方各界的支持。同时，双

方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交流也得到了进一

步的深化，并且正在积极实现互利共赢。这些基础

均有利于广西 - 东盟建立辐射整个东盟的共赢区域。

60　广西与东盟双边贸易较快增长，2014-2-10，http://news.hexun.

com/2014-02-10/162011910.html

6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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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以谨慎的方式展开 2014 年东盟讨论会

Myanmar Starts Its ASEAN Chairmanship with 
Low-key Foreign Ministers’ Retreat

东盟十国外长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在缅甸古城

蒲甘展开维持一天的官方讨论会 62。由于这一次是

缅甸第一次当人东盟主席并首次主持会议，各媒体

都非常关注这一次的会议结果。从各方报道来看，

普遍都给了较为一般的信息。虽然蒲甘讨论会是为

了更大的东盟外长正式会议铺路，它其实含有深层

的意义。

图 30：东盟外长在蒲甘讨论会的情况

资料来源： 缅甸外交部

在这一方面，整个会议的举办和处理方式本身

是一个重要信息。与往年不同，主办当局缅甸用了

比较“高度严格”方式来举办整个外长会议。换句

话说，整个讨论会过程是以高度低调的方式来进行。

以安邦的观察，其原因有二个。

1、经过 2012 年在柬埔寨的风波，缅甸的最新

举措是对外界派了一个“定心丸”。这也就是说缅

62　Ministers	discuss	ASEAN	Community,	Bangkok	Post,	2014-01-17,		

http://www.bangkokpost.com/breakingnews/390084/asean-ministers-

meet-in-myanmar-for-first-time-discuss-asean-community

甸的主席接任不会影响到东盟多年来所建立的团

结。具体来说，缅甸要避免如柬埔寨那样出现任何

对东盟中立和团结不利的情况。如新加坡著名学者

Simon Tay 所指出，虽然各国对大国采取了不同政

策，但一到东盟的大国政策，各国都必须放下它们

的外交政策，并遵守和维护该区域团体的中立外交

原则 63。 

2、缅甸的低调举行方式也代表了本国全年的工

作途径。同样的，安邦分析认为缅甸将奉行谨慎态度，

而这个态度将使得该国在很多课题上低调地处理。

通过这种方式，各种矛盾，如南海争议（菲越与其

他东盟国家）和东盟经济体问题（各国进展和异议），

都不会像往年那样的公开化。这样的方式必然减少

外界媒体的猜测和其他外来因素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而且，它还可以增加各国的互信建立机会，进一步

迈向共同体（2014 年的主题是“团结起来向和平与

繁荣的共同体迈进”）。

从会议的新闻声明来看，蒲甘讨论会基本上达

到了东盟所定下来的目标。经济上，各国外长同意

继续促进东盟共同体措施，这也包括在 2014 年落实

更多东盟共同体的总体计划措施。再者，东盟部长

们也正式同意展开后 2015 年的新一轮工作 64，符合

了前一段时间印度尼西亚外长马尔迪所提出的建议。

在安全议题上，东盟外长重申了东盟在南海问题上

的“中立”政策并敦促各争议方保持克制 65，以避免

发生任何海上冲突。该声明也延续了东盟多年以来

63　A	promising	start	to	Myanmar’s	ASEAN	challenge,	The	Malaysian	

Insider,	2014-01-29,		http://www.themalaysianinsider.com/sideviews/

article/a-promising-start-to-myanmars-asean-challenge-simon-tay

64　同上

65　MFA	Press	Statement: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Retreat,	2014-01-17,	 	http://www.mfa.gov.sg/content/mfa/media_

centre/press_room/pr/2014/201401/press_20140117_01.html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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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海政策。

总体而言，这一次的闭门讨论会打消了某些对

缅甸的怀疑和负面猜测。虽然该国是首次担任东盟

的主席，但缅甸已证明了它对东盟政策的尊重和奉

行。从缅甸当局处理这一次讨论会的方式来看，缅

甸似乎汲取了柬埔寨的教训。当然，蒲甘讨论会的

成功只是第一步。即将在 5 月举行的正式外长会议

（AMM）仍然是缅甸的“成功测量”。

印度尼西亚的矿石出口禁令政策有待改善

Indonesia’s Mineral Export Ban Policy Needs 
Amendment

据雅加达环球时报 2014 年 2 月 5 日的报道，印

度尼西亚游说团体 Kadin 敦促立法者从新衡量 1 月

12 日生效的矿石出口禁令，皆因该政策可能导致采

矿业背负数十亿美元的不良贷款和损失 66。印尼政府

在上个月正式禁止一切未经加工的矿石出口，但同

时也允许矿商三年临时豁免继续出口半加工金属的

条列，条件是必须满足特定最低的纯度水平。

初步开始，矿商对这些半加工矿物出口必须

缴交 20％的出口税，随后在 2016 年下半年将提高

至 60％，而 2017 年则开始全面禁止任何矿石的出

口 67。各界认为印尼政府在最后一分钟修改及推介新

的出口税以设法宽松矿石出口禁令对两大矿业巨头

即 Freeport McMoRan Copper & Gold 和 Newmont 

Mining Corp 。

66　Indonesian	Lobby	Group	Kadin	Urges	Legislators	to	Reverse	Ore	

Export	Ban	on	Bad	Loan	Fears,	2014-2-5,

http://www.thejakartaglobe.com/business/indonesian-lobby-group-

kadin-urges-legislators-to-reverse-ore-export-ban-on-bad-loan-

fears/

67　Indonesia’s	Ban	on	Raw	Mineral	Exports	Takes	Effect	,	2014-1-

15,

http://www.aseanbriefing.com/news/2014/01/15/indonesias-ban-raw-

mineral-exports-takes-effect.html

印度尼西亚是全球领先的镍矿、动力煤和精炼

锡出口国，同时也是全球第二主要的铜矿和铝土矿

供应商。该国占全球 3％的铜、18％ -20％的镍以及

9%-10％的铝供应。矿业对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生产

总值贡献大约 12％，印尼政府为了提高矿石的附加

值、发展下游业务以及加强矿石供应而采取了矿石

出口禁令的措施。另外，印尼政府也希望通过该新

政策缩小该国的账户赤字以及提高印尼盾的表现。

印尼政府估计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年将损失约 832 万

美元，但 2016 年将随着更多的冶炼厂和精炼设施完

工而产生超过 17 亿美元的收入，毕竟经过处理或纯

净的矿物比原矿的价值还要高。

图 31：矿商必须满足特定最低的纯度水平

资料来源： 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相反的，Kadin 估计高出口关税将导致采矿业高

达 37 亿美元不良贷款和损失。与此同时，国家账户

赤字将进一步恶化，印尼盾的表现将受牵连继续下

挫。Newmont Nusa Tenggara 的合约持有人表示，新

的出口税政策与该公司当初所签署的合同有所出入，

并有可能向印尼政府提出控诉，因当初的合同声明

该公司将免受任何税收的改变。

除 此 之 外，Freeport McMoRan Copper & Gold

为世界最大的上市铜公司，自 70 年代就活跃于印尼

的采矿业。该公司声称针对印尼新的出口税将“捍

卫自己的权利”以及有信心无需通过仲裁 来解决

其争议。该公司与印尼政府位于 1991 年签署的合

同声明免受任何新税、关税或费用的影响。目前，

Freeport 支付每年 35％的企业所得税，加上特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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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费和其他费用。然而，新的税收率导致该公司

在未来的三年支付 50 亿美元税务的可能性 68。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印尼政府从 2009 年宣布至

今长达 5 年的宽限期，缺乏显著的准备以及完善的

跨部门协调。因此，采矿业出现有越来越多的混乱

和骚动。该国新的出口税将减低矿商在印尼投资建

设昂贵的冶炼厂和精炼设施，毕竟这严重影响公司

的盈利。印尼政府在未有足够冶炼厂的情况下依然

坚持实行矿石出口禁令和新出口税率引起各界的关

注，让人不得不质疑该政策是否能够坚持不变。虽然，

印尼政府在去年为止批准了 28 家冶炼厂的申请，但

是预计只有三间冶炼厂可以在 2014 年内如期完成。

城市对比案例：马来西亚槟城与新加坡的

自行车路线建设（1）

Comparative Case Study: Penang and 
Singapore’s Construction of Cycling Routes (1)

2014 年 1 月 25 日， 慈 善 机 构 Apex Harmony 

Lodge 宣布该团体本年内的马来西亚槟城 - 新加坡

自行车竞赛。从 2 月 25 日开始，来自两地的二十九

名骑手将从马来西亚槟城出发，穿过怡保，万挠，

马六甲等地，并在十二天之内到达最终目的地，新

加坡（一共有 850 公里）69。尽管这样类似的活动看

起来很普遍，但其实它含有深层意义。除了显示了

两国人民对自行车的热爱，该活动也肯定了两国政

府近年来所推动的自行车政策。从这一期的《中国 -

东盟观察》，马来安邦将揭示这一慈善机构对马来

68　UPDATE 3-Freeport confident of resolving Indonesia export 

impasse, 2014-1-2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1/22/freeport-results-

idUSL2N0KW0L020140122

69　Apex 850 returns to raise funds for dementia patients, needy 

students, 新 加 坡 亚 洲 新 闻 频 道（Channel NewsAsia）, 2014-1-25,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apex-850-returns-

to-raise/968074.html

西亚槟城与新加坡自行车轨道建设的调研成果。

图 32：槟州政府所计划的槟城全岛自行车道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公司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信息由槟城市政局与槟州丹绒文雅州议员郑雨周所贡献）

由于两地都要成为国际宜居城市，各政府颁布

了各种措施，其中包括草拟了全岛自行车计划。为

了舒缓该州的严重交通组赛问题，减少空气噪音污

染，打造槟城成为国际城市和推动自行车作为重要

旅游工具，马来西亚槟州政府在 2012 年 9 月对外公

布该岛的全槟岛（槟城）自行车路线图。如下图显

示，该岛的自行车跑道一共有 147.07 公里，而乔治

市世界文化遗产区（自行车车道 7.81 公里）已经是

外国和本地自行车爱好者的结合点。以马来安邦在

当地的观察，自行车业务和使用率已达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尤其是在旅游区如亚美尼亚街（Armenian 

Street），海 滩 街（Beach Street），亚 齐 街（Acheh 

Street），加拿芬街（Carnavon Street）等等。目前，

槟州政府与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依然为整个西南自行

车路线建设进行协商，而某部分的东北自行车路线

有望在近期内全面地建成 70。如果逾期，本岛的自行

车路线建设将在明年内完工 71。

70　本信息来自于马来西亚安邦研究员李志良对槟州丹绒文雅州议员郑

雨周所进行的采访

71　槟城市政局，Laluan Basikal di Pulau Pinang （槟城自行车路线）, 

http://www.mppp.gov.my/png_mpp-theme/pdf/LALUANBASIKAL_905.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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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新加坡政府所计划的全岛自行车道

资料来源：新加坡市区重建局

为了减少车量和进一步深化绿色政策，国际贸

易 / 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加坡也投入了自行车路线建

设。如安邦咨询在《中国 - 东盟观察》第 021 期所

指出，该国政府也计划在 2030 年前建造全岛 700 公

里的自行车路道，几乎是槟城的五倍。2015 年前，

其计划将连接重要建屋局城镇（淡滨尼、三巴旺、

裕廊、樟宜 - 四美、白沙、裕廊公园、义顺、东海

岸、裕廊湖区、滨海湾和榜鹅）与新加坡连接各个

运站 72。新加坡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造自行车

文化，进一步把该国推进到其他欧洲著名城市（哥

本哈根、阿姆斯特丹、柏林、伦敦、巴塞尔、巴黎，

巴塞罗那、特隆赫姆等等）的行列。

无论是规模还是全面性，新加坡的自行车轨道

建设依然高于马来西亚槟城。再者，由于新加坡的

自行车路道结合了住宅区，我们认为，该计划的效

应必定会比槟城大得多。但因槟城具有“自行车天堂”

的吸引力（自然环境与历史文物区因素），该岛的

自行车政策前景依然乐观。

72　Singapore’s Nat iona l  Cyc l ing  P lan,  S ingapore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市区重建局），http://www.ura.gov.sg/MS/

DMP2013/key-focuses/transport/cycling-for-all.aspx

东盟 2015年单一航空市场的挑战

The Challenges of ASEAN Open Skies Policy in 
2015

近年，东南亚的飞机订单显著增加，这一地区

已经成为全球飞机制造商的新宠儿。东南亚的航空

公司基于低票价和 6 亿人口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带动

了该地区的航空业，也促使消费者不断飞往新的目

的地。飞机采购的热潮推动由低利率、较低的预付

款以及拥有显著节省燃料功能的新改良引擎。越南

的 Viet Jet Air 和泰国的 Nok 航空在新加坡 2 月 11

日举办的航展中再下订单 73。

表 12：东南亚每周国际座位运力
（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10月）

资料来源：航空中心和 Innovata

亚太地区的飞机订单占全世界的 36％，而该数

字依然不断上升。东南亚国家的飞机订单是世上唯

一比航队（fleet）还要多的地区，预计东南亚航空公

司在今年年底会拥有 1800 个航队，而他们的订单却

超过 2000 架飞机。但是在 2013 年，马来西亚、菲

73　Starry-eyed budget carriers in Southeast Asia stare at overcapacity, 

2014-2-9，

http://finance.yahoo.com/news/starry-eyed-budget-carriers-

southeast-1121329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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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宾和新加坡的飞机容量比乘客需求增长得更快，

这对航空业的盈利施加了不少的压力。

亚洲航空景观随着廉价航空公司的兴起经历了

实质性的变动和转型。目前，廉价航空公司占东南

亚航空市场的 50％份额，主要专注于短途飞行，把

航空旅行带到次要机场并与传统航空公司代码共享

合作。

东盟国际航空市场在过去的 18 个月（2012 年 4

月 至 2013 年 10 月）经历约 20% 的增长，而各国除

了文莱以外，都经历两位数的座位运力增长。缅甸

自 2012 年大选后发展航空市场而得到显著的增长。

廉价航空公司以降低票价竞争和刺激中等收入群体

来提高航空旅行的需求。

随着航空流量的增长，各国政府对机场的容量

也有压力，必须确保适当的改善或扩充。亚洲航权

的限制对 2015 年东盟单一航空市场的策略一直是存

在的问题。各国越来越多的监管分歧和“独特的方法”

规范航空业会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因此，亚洲国

家仍需要进一步开放航空运行政策、建设连通性和

更多的基础设施 74。

虽然东盟国家计划在 2015 年实行单一航空市

场，而开放天空政策的法律文书制定自 2010 年以来

也已存在，但是唯独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依然未达

到共识。目前，两国尚未同意向其他成员国提供第三、

第四和第五自由飞行的权利。所谓第三、第四和第

五自由飞行的限制，是针对多边协定向东盟国家放

宽国内的首都、次要城市和次区域的飞行限制 75。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忧虑国内许多近期没有改

74　Asia Must Liberalize Air Transport Says Singapore Minister, 2014-

2-10，

https: / /www.a inon l ine .com/av ia t ion-news/s ingapore-a i r-

show/2014-02-10/asia-must-liberalize-air-transport-says-

singapore-minister

75　Open Skies Policy, 2013-2-7，

https: / /www.a inon l ine .com/av ia t ion-news/s ingapore-a i r-

show/2014-02-07/open-skies-policy

善或升级的机场和大型的飞行网络将随着航空市场

自由化而被其它国家取代。

印尼对开放天空策略依然保持保护主义的态度，

该国只愿意在 2015 年开放国内 29 个国际机场当中

的 5 个机场即雅加达、泗水、棉兰、登巴萨和望加

锡机场给东盟国家的航空公司。印尼未给予全面的

配合将造成开放天空策略受到显著阻碍，毕竟该国

是东盟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占东盟人口近一

半的总量。

东盟成员国对第三、第四和第五自由飞行限制

放宽方面无法达到共识也意味着未来在第七、第八、

第九自由宽松方面也将受到阻碍。毕竟东盟区域合

作是基于达成共识，而且东盟秘书处也没有权力向

成员国施压，不像欧盟委员会可以迫使成员国遵守

团体法则。

然而，无论东盟在 2015 年是否成功全面或部分

实行单一航空市场，可以确定的是，东盟的航空公

司将坚持追求突破、扩大及多样化该地区的航空市

场。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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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经济改革的政治学

——	国际危机组织	亚洲报告No.231（12）

Myanma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12)

（上接第 023 期）

八、稳定和增长前景

多年来，糟糕的决策、国际制裁和孤立状态阻

碍了缅甸经济的发展。目前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

随着改革进程向前发展，政府出台了更好的经济政

策。同时，由于制裁措施被暂停或者取消，缅甸重

新开始参与国际经济。前行路上的经济前景将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因素：宏观经济稳定和政治稳

定。

这两个因素相互交织。如果宏观经济形势不稳

定，会造成政治后果——通胀加剧、汇率波动和失

业率上升都可能导致公众的不满、引起动荡。如果

政治状况不稳定，将摧毁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的

信心，破坏宏观经济的稳定。一些因素将影响稳定

和增长的前景。

1. 政治稳定

一个稳定而可预见的政治环境对实现经济增长

至关重要。短期之内这似乎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总统和其他关键的改革者看起来对他们政治地位的

实力很有信心，来自强硬派或者军队的严重阻力似

乎不太可能发生。改革进程已经获得了强劲动力，

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当然，一个无法预料

的事件——如总统的提前离职，将有可能扰乱政治

稳定。从中期来看，局面更不明朗。吴登盛总统曾

私下透露他无意再继任，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健康

欠佳 76。

无论他是否会改变主意，2015 年的选举都会是

一个具有极度政治不确定性的时刻。NLD 在最近的

议会补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让人几乎可以肯定，

民众对昂山素季极高的支持率会让该党在 2015 年的

选举中胜出。考虑到目前昂山素季已有身体虚弱的

迹象，届时她又将步入古稀之年，她自身的健康在

一定程度上会是个问题。无论如何，如果 NLD 赢得

压倒性胜利、获得绝大多数席位，将会使 USDP 以

及其他民主力量和少数民族政党靠边站。会出现这

种情况部分源于英国式的相对多数（得票最多的人

即当选）投票制，这种投票制会造成不成比例的状况，

即偏袒占主要地位的政党，同时边缘化小型政党。

政治精英和军队会对这种局面如何作出回应不

得而知，但是有可能会引发政治危机。鉴于 NLD 缺

乏执政经验、决策能力也不强，它将如何适应政府

的职责也是一个未知数。这对工商团体而言会造成

不确定性，影响其投资和增长。在有关方面看来，

2012 年在曼谷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昂山素季对

潜在投资者所说的谨慎之言，以及 6 月她在欧洲发

表的类似言论，都表明她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与现任

政府背道而驰，可能会对经济改革进程造成负面影

响 77。

这样的局面可能也会影响到和平进程。政府对

少数民族武装团体开出的交换条件是要他们放弃武

76　众所周知他植入了心脏起搏器。

77　维克拉姆·纳鲁（Vikram	Nehru）在《昂山素季也须转型》（Aung	

San	Suu	Kyi	must	transition	too）（《华尔街日报》，2012年 6月 20日）

中充分阐述了这些担忧。

V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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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以换取通过政治体制来实现他们目标的可能性。

如果 NLD 取得压倒性胜利的代价是少数民族只获

得很少席位——最近的补选和 1990 年的选举都表明

这个可能性很大，那么政府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协议

可能会瓦解。在独立之后、1962 年吴奈温将军政变

之前的议会时代，由于相对多数投票制有利于缅甸

的大型政党却牺牲了少数民族政党的利益，少数民

族的不满情绪高涨 78。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往往会改

革它们的选举制度。政府应该考虑这种可能性，那

就是缅甸应该在转型期间采用一个能为其提供更好

服务的、更成比例的、更具代表性的体制。

2. 动荡的可能性

在任何改革进程中，都存在着民众的期望值超

过政府所能满足的水平的情况。经济改革更是如此；

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社会服务

的提供都无可避免地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实现。当人

们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时，就会造成政治后果——

尤其是当长期以来对民众的独裁控制同时被取消时，

人们的失望之情就会浮出水面。

5 月 20 日在曼德勒爆发了希望改善电力供给服

务的游行，并蔓延至仰光和其他城市。这些都是和

平游行，在许多城市都没有遇到行政部门的阻挠 79。

政府在国家媒体上发表了一个通知，呼吁公众的理

解 80。政府在通知中保证将紧急处理这个情况，官方

媒体上也一直在定期刊登关于政府努力增加发电能

力的详细报道 81。几天之后游行便销声匿迹了。此外

78　见《处于十字路口的缅甸：保持改革的势头》（Burma	at	the	

crossroads:	maintaining	the	momentum	for	reform），跨国研究院，缅

甸政策简报 9号，2012 年 6月，第 8页。

79　也有例外情况；在一些省级城市，游行的领导者遭到了短期拘留。

80　《与电力供给减少（有关的）公众要求》（Public	request	[in	

relation	to]	decreased	power	supply），《缅甸新光报》，2012 年 5 月

22 日

81　目前的情况很严峻，电力供应只能满足一半需求，甚至只有不到四

分之一的人能获得电力供应。要提高发电能力，满足目前尚未满足的需求

以及GDP	增长催生的需求，需要大量投资。详细讨论见《缅甸的电力供应：

缺失的发展前提》（Electricity	in	Myanmar:	The	missing	prerequisite	for	

development），哈佛肯尼迪学院和飞鹰基金为 Proximity	Designs 公司

准备的文件，2012 年 5月。

还有希望获得便宜手机的小规模抗议 82。这些都是

即将到来的事情的一种表现。安全部队尚未习惯也

没有能力以非暴力的手段控制人群，不难想象他们

对民众的粗暴回应会使事态发展升级。

然而，可能无法实现的并不仅仅只有对更好的

生活的期盼。经济现代化的本意是实现这些期盼，

但如果经济现代化造成了意料之外的经济冲击——

如食物成本上升或者汇率上升影响到农业的收益，

那么有可能会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考虑到有

相当比例——大约 25%——的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以

下，还有更多人的收入仅仅是刚过这条线，即便是

很小的经济冲击都会对民生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83。

土地兼并在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是一个常见现

象 84。

如果不对这种现象加以抑制，就会巩固经济和

政治精英的地位，加大经济上的不平等，损害发展

成果，并造成社会局势紧张。最近颁布的土地法旨

在通过放松对获取注册证书的管制和允许土地作为

贷款抵押品，来刺激农业的发展。人们注意到，土

地法还取消了登记土地的面积限制，使传统的土地

占有形式更难于辨认。除非很快出台解决性的政策

措施，否则土地法这些条款只会推动土地兼并的发

生。

82　见敏津：《在缅甸我们有的只是沟通的失败》（What	we	have	here	

in	Burma	is	a	failure	to	communicate），对外政策（在线），2012 年 6

月 29 日。

83　2011 年联合国发展署在缅甸进行的一个贫困状况评估发现，25%

的缅甸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相对更大比例的人口的收入则刚刚达

到贫困线而已（《缅甸家庭综合生活水平评估第二篇—	—	贫困状况》

（Myanmar	 Integrated	Household	Living	Conditions	Assessment-II,	

Poverty	Profile），缅甸，2011 年）。

84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一个专注于土地问题的国际 NGO 的负责人，

2011 年 6月。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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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东盟中心

APPENDIX A    ABOUT ASEAN-CHINA CENTRE (ACC)

2009 年，在第十二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王国、印度尼

西亚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联邦、菲律宾共和国、新加坡共和国、泰王国和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等东盟 10 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国 -

东盟中心的谅解备忘录》。缔约各方据此建立一个信息和活动中心，即中国 - 东盟中心。

中国 - 东盟中心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促进中国和东盟在贸易、投资、旅游、教育和文化领域

的合作。中心总部设在北京，今后将不断拓展，并在东盟各成员国和中国的其他地区设立分中心。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国和东盟 10 个成员国是中心成员，中国和东盟的企业和社会团体可通过向中

心秘书处提出申请成为联系会员。中心将根据《谅解备忘录》所赋予的使命，推动中国 - 东盟各领域的务

实合作。

2010 年 10 月，温家宝总理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启动了中心官方网站（www.asean-china-centre.

org），并宣布 2011 年建成实体中心。2011 年 11 月 18 日，中国 - 东盟中心在第十四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

会议暨中国 -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20 周年纪念峰会上正式成立，温家宝总理与东盟 10 国领导人及东盟秘书

长共同为中心揭牌。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心职责如下：

（一）成为信息、咨询和活动的核心协调机构，为中国和东盟的商务人士和民众提供一个关于贸易、投资、

旅游、文化和教育的综合信息库；

（二）成为中国与东盟就有关促进贸易、投资、旅游和教育信息进行有益交流的渠道，包括涉及市场准入，

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

（三）通过对数据和信息的广泛收集、分析，以及对市场趋势的预测，开展贸易和投资领域的研究，

彰显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益处；

（四）通过宣传中国和东盟的传统艺术、手工艺品、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和语言，以及在中国和东

盟的教育机会，促进文化和教育；

（五）通过征询意见、提供教育咨询服务和组织贸易投资交易会、旅游展、食品节、艺术展和教育展，

向中国和东盟的公司、投资者和民众介绍和宣传中国和东盟的产品、产业和投资机会、旅游资源、文化及教育；

（六）开展市场调查活动，确定潜在市场和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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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理中心框架内设立的永久性东盟贸易、投资和旅游展厅；

（八）成为核心的投资促进机构，建立行业联系，向中国和东盟企业推介商机，特别是协助投资者和

公司寻找当地的商业伙伴；

（九）与中国政府、东盟各成员国政府，以及相关区域和国际组织在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保持密切合作；

（十）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便利；

（十一）提供中国和东盟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有关的机构和政府官员名录；

（十二）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活动；

（十三）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

（十四）组织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关于贸易、投资和旅游便利化等问题的研讨会或研修班；

（十五）建立一个艺术、文化和语言的学习中心，以加强民间交流，增进中国和东盟民众和社会之间

的相互了解；

（十六）研究开展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相关的人员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十七）支持关于缩小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的项目；

（十八）开展中心实现其目标所需其它活动。

附录一	/	AppENdi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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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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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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安邦咨询简介

APPENDIX C    ABOUT ANBOUND CONSULTING (ANBOUND)

安邦（ANBOUND），或称“安邦咨询”及“安邦集团”，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

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 1993 年的安邦咨询（ANBOUND），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

公共政策智库。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安邦咨询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基于信息资源和田野考察，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通过专业研究团队长期

而坚持不懈的跟踪研究，在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撰写大量的分析报告，在宏观经济、城市研究、空间开发、

政治判断、产业和风险评估等特长领域，为中国政府客户、外国政府客户和广泛的有代表性的企业客户提

供实用建议和项目评估意见。

近20年的发展中，安邦建立起自己强大的信息分析研究平台，汇聚了一支以经济、金融专业为主、跨学科、

跨领域专业人才在内的复合型研究团队。同时，安邦自主开发数十个研究型数据库系统平台，其设计功能

适用任何外部专业投资机构。针对不同客户的决策层级和信息需求特点，安邦咨询提供不同的研究成果，

包括每个工作日以邮件形式出版的信息简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每日经济》、《每日金融》；包括每周以

邮件形式出版的战略分析报告《战略观察》；每个月以印刷形式定期出版的《策略研究》以及系统产品《全

球核心金融报告》等。具有建设性价值、丰富的研究成果，对应灵活的产品结构体系，使得安邦咨询在各

个行业、企业和政府决策层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所有这些报告和简报的选择

性内容，均可以在“第一智库”网站（www.1think.org）浏览和下载。

专注于经济分析和评估领域，安邦的合作对象包括有非常多具有领导性地位的机构和政府部门，如：

安邦·牛津大学信息分析培训项目、安邦·中国 - 东盟中心·中国东盟投资基金的东盟研究合作项目、安

邦·中信研究合作项目、安邦·EUROMONEY·ISI 信息合作项目、英国利物浦市政府的城市合作项目、

全球第三大城市基础设施运营商 Enterprise 的城市管理项目等等。在信息产品的企业客户层面，从软件业巨

头 MICROSOFT、APPLE、IBM、GE、德国大众、丰田、壳牌、NEC、东京三菱银行、汇丰银行、美国银

行等跨国公司，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海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中国著名企业，他们都是

安邦咨询长年的忠实客户。安邦独有的经营模式在商业表现上也十分成功，20 年来始终保持了年均两位数

以上的营收增长。

安邦在慈善事业领域同样有着卓越而富有效率的表现。安邦积极推动政府部门向西藏贫困地区提供“智

力扶贫”，安邦启动并且承担了中国西南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的慈善活动，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察，进行

了广泛的合作，并且有了初步的成果；安邦对新疆社会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考察，向有关部门提供了大

量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安邦积极推动并参与了四川汶川、云南昭通的贫困留守儿童的捐助活动，参加了陕

西省儿童村的建设，提供物资帮助刑满释放及解教人员的安置就业。每年，安邦还安排专项研究资金与中

国的主要大学展开研究合作，专门用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

安邦咨询的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杭州、成都、重庆、深圳、长春、乌鲁木齐、马来西亚吉隆坡拥

有 8 家分公司和法人实体。安邦咨询目前正在积极推动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 2012 年，安邦在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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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DISCLAIMER

本报告信息均来源于联合主办方认为可信的市场公开资料，但联合主办方对所引用信息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明示或

暗示的承诺或保证。本报告的内容、观点、分析和结论仅供参考，不代表任何政治倾向，联合主办方不承担任何第三方因使用本报告

及信息时之作为或不作为某项行动而产生的（无论是直接、间接或随之而来的其他事项）任何责任。

如果需要征求具体建议或希望获取本报告所提及内容的更多信息，请您按本报告封底所示的联系方式直接咨询服务。

© 2013 中国 - 东盟中心、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安邦咨询。版权所有。

吉隆坡建立了安邦集团东盟研究中心，未来还有可能在非洲、英国和美国派驻研究团队或研究小组。安邦

管理决策层的主要负责人是创始合伙人陈功，安邦所有的研究团队实行合伙人体制，法人实体实行全员共

享体制，20% 的净收益由全体员工共同分享。

安邦的专家群体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大量的中国政府部门的专业官员群体，他们拥有较高的学历

教育，拥有丰富的实际运作经验，并经历过改革开放的激烈社会进程考验。其次是专家、学者团队，包括

金融界的权威巴曙松先生、钟伟教授，赵晓教授，高辉清博士，以及其他声誉卓著的学者、建筑师和文化

界人士。

安邦迄今坚持第三方的独立运作路线，没有任何外部基金背景，并且谢绝一切赞助。安邦长期坚持建

设性原则，我们认为在当今浮躁的世界中，从来不缺意见领袖，不缺时尚和流行，但中国社会的发展一向

缺少专业精神和科学态度，因此安邦未来将会继续奉行专业性和建设性原则，从事公共政策智库的工作。

安邦管理团队深信，安邦将会始终保持理想主义的色彩，推动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和繁荣。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anbound.com / www.1thi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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