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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东盟协调机制的建设和落实面临巨大挑战

ASEAN Faces Challenges for Corresponding 
System

2015 年，东盟将实现三项共同体，政治 - 安全

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 - 文化共同体。为了建

立这三个共同体目标而制订的《政治 - 安全共同体

蓝图》、《经济共同体蓝图》和《社会 - 文化共同

体蓝图》业已确立了各项协调目标，在 2015 年实现

共同体的前一年——2014 年，距离这些目标的实现

还有多少路程？是否基本有序建立和逐步落实了重

要目标呢？目前的相关信息表明，东盟距离实现共

同体蓝图规定的目标，不仅行动方面面临挑战，而

且建立完善协调机制本身尚存在巨大挑战。

以最近的事件分析，2014 年 3 月 8 日的马来西

亚航空 MH370 失联事件，让人们再一次注意到东

盟作为地区组织的作用及协调效率等问题。国际社

会关注的焦点在于，通过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可以看

到，东盟对共同体应该发挥的协调作用尚未准备好。

另外，对每个单一国家而言，其主要作用是什么？

东盟作为组织的作用是什么？协调的基础是什么？

信息共享的路径是什么？共同行动的机制如何建

立？这些都是东盟共同体所应该考虑和准备的。

1、从三大共同体的主要议题出发

东盟曾于 2004 年时开始酝酿正式成立共同体，

将 2015 年 12 月 31 日定为东盟共同体正式成立的日

期。然而，从酝酿至今年已经 10 年即将过去，我们

可以观察与应对危机有关的机制究竟有哪些，并从

中分析它们所能发挥的作用。

东盟共同体主要议题中与应对危机有关的主要

是政治 - 安全共同体和社会 - 文化共同体。而东盟

现有的各种机制里面，有若干专业委员会，包括经贸、

文化、人员、旅游等等。凤凰评论员郑浩先生认为，

这些机制中，唯一缺乏的一个机制就是应对突发灾

难性事件的一个委员会和一个专门的机制 1。尽管有

关对话的论坛一直存在，但协调应对突发事件、及

时处理危机的机制尚未建立。例如，东盟部长级会议、

地区论坛、防长会议、司法部长会议、跨国犯罪问题

部长会议等，都无法在突发事件出现时及时发挥作用。

表 1：东盟共同体中与应对危机有关的议题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ASEAN Secretariat）

2014 年的 2 月 27 日，在成都举行了一个东盟论

坛第十三届救灾“会间会”——在东盟论坛期间各

成员国参加的应对自然灾害的会议。而且 2015 年中

国和马来西亚还将共同举办，即成员国参与的一个

海上救灾大型活动。2013 年 10 月 23 日在越南举行，

当时东盟 10 个成员国有 7 个国家参加，联合国有关

的部门，美国、韩国、日本、中国都派出了代表观察、

观看。而且这个主体参加的是军方，都是现役的军

人和舰船，以及海事部门的和海上救生部门的一些

专业队伍。总之，从这些活动可以看出，即便做出

多项努力和经常性演习，也未能形成关键时刻得以

发挥作用的机制。

1　郑浩：马航事件暴露东盟存一巨大漏洞，2014-3-15，http://phtv.

ifeng.com/program/sskj/detail_2014_03/15/34792571_0.shtml

  政治-安全共同体

政府间人权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地区论坛、防长会议、

司法部长会议、跨国犯罪问题部长会议

  社会-文化共同体

灾害管理部长会议、环境部长会议、跨境雾霾污染协定

各方会议、卫生部长会议、信息部门部长会议、劳工部

长会议、科技部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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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失联飞机可能经过的两条走廊

资料来源：百度网

2、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协调机制的缺乏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马航失联客机事件 3 月

8 日发生至今已近半个月，从马来西亚的应对和东

盟国家的协作来看，暴露出来在协调、指挥、应对、

情报分享，以及灾害发生之后的各种安排方面，东

盟作为组织的机制存在着相当大的一个漏洞。既使

作为主要当事国，任何单个国家的作用终究有限，

东盟作为组织的作用恰恰应该在危机出现时尽快启

动。协调的基础是明确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汇集

和发布积极作为的信息推动机制的建设，再以共同

行动使协调的机制切实发挥作用。

那么，明年东盟共同体到来的时候，怎样能发

挥起协调作用呢？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摆在了东盟未

来进步发展这样一个非常紧迫的战略性议程上 2。

在政治 - 安全共同体中，涉及了地区安全、人

权问题、防务合作、跨国犯罪、施法合作等方面；

在社会 - 文化共同体中，灾害防御、环境保护、信

息交流、科技等也是相关应急机制的内容。然而，

从这些机制中，却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从应对危机和

突发事件的角度开展协调的机制。

2　同注 1

表 2：东盟国家最初参与失联飞机搜救简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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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信息依旧缺乏的情况下，现有信息的庞

杂和无序证明尤其需要一个能全面发挥作用的机制。

仅以失联飞机可能经过两条走廊的信息为例，这样

的搜寻范围为 770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范围北至中

亚南部，南至澳大利亚以西的印度洋，虽已有 26 国

参与搜寻，但高空通信系统、发动机数据、雷达信

息等都依旧属于协作的盲区。马航飞机失联事件再

次暴露出一个问题：东盟作为一个组织，协调功能

尚未出现。

3、从马航事件看东盟成员国的行动

截至 3 月 19 日，参加马航失联班机搜救行动的

国家共 26 个，其中东盟国家有文莱、印度尼西亚 3、

老挝、马来西亚、缅甸 4、菲律宾、新加坡、泰国 5、

越南。其他非东盟国家有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英国、美国 6、法国、俄罗斯。

在东盟十国中，除了柬埔寨，其他九国都已参

与了救援行动。然而参与的时间和力量差异很大：

以最初投入力量来看，除马来西亚最早行动外，越南、

印尼、泰国、菲律宾也都较早地响应了。越南在 3

月 9 日即在富国岛建立了搜救指挥中心，随即开放

领海领空。至 3 月 9 日时，东盟国家中的马来西亚、

越南、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五国已经开始搜寻活

动 7。至 3 月 12 日时，甚至有 1788 艘渔船也出动参

与搜寻 8。截至 3 月 19 日，印尼已经与澳大利亚一起，

3　 中 马 越 菲 印 尼 5 国 联 合 搜 救，2014-3-9，http://news.163.

com/14/0309/09/9MST18Q600014Q4P.html

4　缅甸参与搜救马航失联客机，2014-3-19，	http://www.dzwww.

com/xinwen/guojixinwen/201403/t20140319_9846828.htm

5　 中 马 越 菲 印 尼 5 国 联 合 搜 救，2014-3-9，http://news.163.

com/14/0309/09/9MST18Q600014Q4P.html

6　马航客机失联追踪，2014-3-8，http://news.qq.com/zt2014/MH370/

index.htm?1394463703412

7　11 国力量参与搜救失联马航客机，2014-3-9，http://news.qq.com/

zt2014/MH370/index.htm?1394463703412,

8　马航：已有 1788 艘渔船参与搜救失联客机，2014-3-14，http://

news.qq.com/a/20140312/008652.htm

负责印度洋南线的搜寻 9。整个过程中，马来西亚成

为主要协调和部署方。在非东盟的 17 个参加搜救的

国家中，大部分国家是东盟的重要外事关系方 10。

目前东盟外事关系方的 10 个国家：澳大利亚、

加拿大、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新西兰、俄罗斯、

美国、巴基斯坦。

东盟的其他关系方 / 协调方：欧盟、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东盟 10+3、东亚峰会、各国驻东盟大使、

东盟对话协调国、国际 / 地区组织、与东盟联合的

实体 / 各个东盟中心和设施 / 东盟基金。

4、小结

在东盟各项会议和论坛中，有防长会议、外长

会议、军事协作 / 演习、反恐演习等。目前东盟在

军事信息、民用信息以及两者结合方面，各国 / 各

方明显各自为战的情况，远远不能符合东盟希望成

为地区重要战略体的需要。

东 盟 10 国、 东 盟 10+1、 东 盟 10+3、 东 盟

10+6、东盟 10+8 等机制中，东盟作为整体的机制

首先应该得以确立。现实来看，东盟与欧盟不同，

欧盟是一个有总部所在地的实体，而东盟在印度尼

西亚的秘书处仍只是一个以协调为意愿的机制，然

而从基础来看就是不足的。在前述的东盟重要外事

关系方中，无论欧美、日韩、澳新印等国家怎样积

极参与东盟事务，也无论美国的技术和情报能力如

何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最终要建设三大支柱共同

体并希望以此来全面发展的是东盟自己。因此，建

设起来应急机制、危机处理机制和突发情况的快速

反应机制，并使之切实得以落实，都对东盟提出了

最严峻的挑战。

9　Two	MILLION	square	miles	to	be	searched,	26	countries	 involved	

-	and	still	not	a	 trace	of	Flight	MH370:	hunt	 for	 the	missing	plane	

stretches	 from	Kazakhstan	 to	Southern	Ocean,	2014-3-18，http://

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582326/From-islands-Indonesia-

steppe-Kazakhstan-Hunt-missing-flight-MH370-switches-land-

covers-ELEVEN-countries.html

10　《中国 -东盟观察》总第 024 期，2014 年 2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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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电信业成为经济发展最有潜力行业之一

Untapped Potential of Myanmar’s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据缅甸投资与公司管理局（DICA）3 月 3 日的

消息，缅甸在本财政年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预计

将高达 40 亿美元 11。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随着经济

开放而经历大幅度的增加。基本上，制造业和电信

业都是缅甸经济主要的驱动力，然而电信业有望在

今年超越制造业在经济上的贡献。

图 2：缅甸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财政年度）

注释：* 代表预测总额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缅甸近半个世纪都由军事统治，所以依然是全

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东南亚国家当中最

贫困的成员国。然而，该国正在经历着一系列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改革，有望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无限

的商机。缅甸总统吴登盛积极的结束该国二十年的

11　Telecom	sector	to	attract	largest	foreign	investment	in	2014-2015,	

2014-3-3,

http://www.mizzima.com/business/investment/item/10958-telecom-

sector-to-attract-largest-foreign-investment-in-2014-2015

停滞，并寻求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

缅甸的电信市场在亚洲相当落后，在 2012 年仅

有 1％固定电话普及率和低于 4% 的移动电话普及

率。毫无疑问，电信业在 6000 万人口的国家拥有巨

大的潜力和市场。所以政府定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

要在 2015 年提高国内的电话普及率至 50％。为了达

到电话普及率和覆盖率的目标，该国需要数千公里

的光纤基础设施及约 15000 座电讯塔 12。

随 着 政 府 在一月底 颁 发营 业 执照给 挪 威的

Telenor 电信公司和卡塔尔的 Ooredoo 电信公司，该

国电信业的前景更加明朗及有望大幅的提高移动电

话的使用量。Ooredoo 表示获得营业执照的 6 个月

内在四大城市提供移动电话聊天和数据服务以及在

5 年内达到 97％的流动电话覆盖率。估计外国企业

将在未来几年进军缅甸提供电信相关服务，毕竟瑞

典、日本和新加坡的电信公司早已表示有兴趣在该

国投资。

由此可见，缅甸的电信业有望在未来的数十年

将见证强劲增长，基于国内年轻的劳动力、收入逐

渐提升以及金融业重组的优势。电信基础设施的投

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大有帮助，它不但可以提高国家的生产能力和社交

性，长期内对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有着显著的贡献。

就如以往的研究显示，渗透率每增长 10% 就会引导

国内生产总值 1.2% 的增长。

12　Myanmar	The	Next	Asian	Telecommunications	Greenfield?	Report	

by	Deloitte	2012

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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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腰果业需追求可持续的发展

The challenges of Vietnam’s Cashew Nuts Sector

越南连续 8 年成为全球最主要的腰果出口国，

而且腰果出口量占全球市场 50％的份额。据越南通

讯社信息，越南腰果业在 2014 年的目标是出口 18

万吨加工腰果，相等于 18 亿美元。越南腰果协会

（VINACAS）估计，果壳油及其他副产品将有助于

贡献 22 亿美元的出口收入 13。去年越南出口了约 26

万吨的腰果同比增长了 15.8％。除此之外，该国出售

到海外的腰果也赚取了 16 亿美元，同比的增幅度是

9.7％。

图 3：越南的腰豆出口收入（亿美元）

资料来源：越南海关总局（安邦咨询整理）

在 2013 年，越南的主要腰果出口市场是美国、

中国和荷兰，分别占该国腰果出口收入的 33％、

17％和 9.7％。去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再加上购买能力

显著减低的情况下，腰果出口的傲人成绩绝对归功

于越南加工业和出口企业的努力。估计越南今年将

向国内所有的农民购买生产量达 35 万吨的生腰果，

以及额外向西非、东非和东南亚国家进口 65 万吨生

腰果以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对腰果和腰果产品的需

求 14。

13　Vietnam	Targets	US$1.89	Billion	Nuts	Exports	 In	2014,	2014-

2-27,	 http://www.bernama.com.my/bernama/v7/wn/newsworld.

php?id=1017768

14　Cashew	nut	exports	to	hit	$1.8	billion	this	year,	2014-2-27,

http://www.vir.com.vn/news/en/corporate/cashew-nut-exports-to-

hit-$18-billion-this-year.html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越南依靠进口生腰果以满

足加工腰果市场的需求，将提高该国仅成为腰果加

工处理国的可能性。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并非可持续

的发展，毕竟越南的腰果出口收入将高度受到国内

低产量的影响以及西非、东非和东南亚国家腰果价

格波动而影响越南腰果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虽然越南的土地适于种植腰果但不断遭受天气

的影响以及价格波动而导致低产量。越南农业和农

村发展部（MARD）一直努力以提高国内的腰果产

量尤其是在产量较高的 Binh Phuoc 和 Dong Nai 省，

但生产力仍然不足以满足出口市场的需求。因此，

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和越南腰果协会必须设法工确保

腰果业可持续的发展，包括农民资金支持、推广多

元化的腰果产品、应用新技术于腰果种植和加工工

程、甚至建设产品的品牌。

新加坡 2014 年财政预算案：新一轮辅助

中小型企业方案

Singapore’s Budget 2014: Another Round of 
Assistance t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新加坡副首相及财政部长尚达曼 2 月 21 日发表

了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15。除了颁布有关措施，此次

的预算案也包含了政府对中小型企业的一系列辅助

方案。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从资金供应面来看，新加坡政府将加大力度辅

助本地中小企业。第一，政府将加大其对中小企业

的风险担保。与原有的 50% 相比，新措施提高了新

加坡政府对中小企业（公司财政收入不超过 10 万新

币）所承担的银行贷款率。如按计划进行，政府将

承担新中小企业的 70％银行贷款。因有了政府的有

力支持，该计划估计会带给新中小企业 3200 万新币

15　$500	million	plan	to	help	SMEs	catch	up	on	high-tech,	Asia	One	

Singapore,	 2014-2-24,	 http://business.asiaone.com/news/500-

million-plan-help-smes-catch-high-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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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额外资金 16。

表 3：新加坡政府将从 2014 年开始针对
中小企业的实行方案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第二，政府会再投入 1500 万新币协助优秀的中

小企业进行业务扩张。该措施将以私人领域合作投

资的方式来进行。这也就是说，政府将通过两个资金，

中小企业合作投资基金 II 和中小企业夹层增长基金，

共同与其它私人投资资金合作投资在有潜力的中小

企业。当然，这个措施只限于财政收入达到 5 亿新

币的中小企业 17。

第三，新加坡政府也开始考虑建立一个管制人

群（股权）融资的架构。因为这种融资方式可以从

多管道来进行（包括网络）18，这样有效的管理整个

融资过程是新加坡政府必须考虑的。再者，该融资

16　Easier	access	to	bank	 loans	for	micro	SMEs,	The	Straits	Times,	

2014-2-24,	http://business.asiaone.com/news/easier-access-bank-

loans-micro-smes

17　同上

18　同上

方式对新加坡中小企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这样

的潜在需求也使得政府必须提早颁布有效的措施。

从高端科技运用的层面上，新加坡政府将继续

深化中小企业对最新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运用。

除了延长原有的生产力及创新优惠计划（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Credit，简称 PIC）至 2018 年 19，新加

坡政府也落实了三个新方案。一是给予运用信息和

通信技术的新中小企业 70% 项目津贴，以便在三年

内打造 10000 家中小型公司，并使其应用该技术；

二是提供 80% 资金给中小企业，进一步鼓励这些

公司试验新科技（如机器人，数据分析等等），以

便解决它们的营业问题；三是每个月发给中小企业

50% 的光纤宽带连接费用津贴 20。值得一提的是，这

三种措施都是新加坡政府为了推动中小企业升级而

颁布的。

总体来看，新加坡政府在这一次的预算案中，

投入了大笔资金用于中小企业发展。无论是为了整

体的运作或者是针对性的运作（信息和通信技术运

用），我们看到，该国政府都全面地考虑并进行它

们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和辅助。创造更多有素质并有

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就是新加坡希望在长期内所要实

现的目标之一。

文莱亟需高度关注旅游业的发展

Brunei Should Focus on Tourism Development

文莱工业及主要资源部（MIPR）属下旅游部门

在 3 月 4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文莱 2013 年全年

入境旅客总人数增长 4.99%，至 26 万 8122 人次，其

中 22 万 4904 人次透过航空入境，其余则通过邮轮

19　社论：预算案强化扶助中小企业措施，联合早报，2014-2-24,	

http://www.zaobao.com.sg/forum/editorial/story20140224-313760

20　$500	million	plan	to	help	SMEs	catch	up	on	high-tech,	Asia	One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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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 21。旅客入境人数的增长，部分归功于文莱是该

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也包括了文莱官方多元化其

国家收入来源的长期方针。

图 4：2007-2013 年文莱航空与邮轮旅客入境总数

资料来源：文莱旅游局

无论如何，文莱 2013 年的旅客入境人数，仍然

无法回到 2011 年的旅客入境新高水平。相较于其他

9 个东盟成员国而言，文莱的旅客人数依然是当中

21　Brunei	tourism	up	5%	from	air	travel	support，2014-3-4，http://

www.bt.com.bn/business-national/2014/03/04/brunei-tourism-5-air-

travel-support

最低的一个，并与排名第 9 的缅甸差距甚远。

文莱旅游局年初曾透露，政府计划加大力度发

展旅游业，以争取在 2016 年之际达到 40 万旅客入

境人次的目标，并将旅游收入增加至 3.51 亿文莱元

（约合 3 亿美元）22。为了达致上述目标，政府也计

划为该领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文莱旅游局则积

极推出多项措施，以提升旅游业的表现，包括展开

海外促销活动、与国外伙伴合作、邀请外媒访问文

莱等。

回顾过往的数据，东盟成员国普遍皆呈增长的

趋势，但唯独文莱却相对不稳定，时而突破 25 万人

次，时而降至低于 20 万人次。从安邦咨询的观察中

发现，文莱旅游业这种起伏不定的表现，实际上与

该国多元化收入政策上的定位模糊，有一定程度的

关系。

《中国东盟观察》曾在第 24 期指出，文莱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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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更早前，旅游业则

曾是文莱多元化经济的重点领域之一，并在 2005 年

22　文莱 2016 年旅游收入预计达 3 亿美元，2014-1-7，http://www.

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401/20140100452558.shtml

表 4：中国与东盟 10 国 2005-2012 年旅游入境人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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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文莱旅游管理委员会来推动旅游业发展 23。

随着石油与天然气的开采活动逐步减缓，文莱

政府预计 2013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料按年下

滑 1.4%，相对于 2012 年的 0.9% 微幅增长 24。当中，

油气领域料面临 7.7% 的负增长，而非油气领域的增

长也预计仅录得 3.6% 增速，低于 2012 年的 4.0%25。

在油气领域的发展逐步受到局限下，文莱政府

确实有必要采取更为迅速与明确的多元化方针，来

推动国家经济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多元化的经

济发展也必须拥有一个较为长期与稳定的规划，决

不能在转型的过程中举棋不定。

事实上，无论文莱最终采取何种经济发展模式，

旅游业仍将需给于高度关注。毕竟，不管是休闲旅游，

商业旅游，抑或是其他各种类型的旅游，都能直接

或间接地带动国家的经济与投资增长。

泰国为发展旅游业扩建清迈国际机场

Chiengm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is Expanding in 
Hurry

2014 年 3 月 3 日，持续 50 多天曼谷封城行动结

束。至此，泰国政治乱局告一段落，已经持续四个

多月的示威抗议活动已经给泰国的旅游市场造成了

极大的影响。而实际上，在曼谷以外，泰国的各个

景区一直都与往常一样迎客，各地游客对泰国各地

的旅游兴趣不减反增，泰国自驾游上升了 30%。泰

国清迈国际机场拟抓紧扩建而容纳迅速增长的旅客

人数，2013 年清迈外国游客人数出现跳跃式增长达

540 万，清迈机场有信心 2014 年成为世界服务最好

23　 文 莱 积 极 发 展 旅 游 业，2013-3-18，http://www.qtbclub.com/

Article.aspx?id=1744

24　$550m	hike	in	budget	proposed，2014-3-11，http://www.bt.com.

bn/frontpage-news-national/2014/03/11/550m-hike-budgetproposed

25　Brunei	oil	and	gas	sector	projected	to	post	7.7%	decline	in	2013，

2014-3-10，http://www.bt.com.bn/bookmarks-breaking/2014/03/10/

just-brunei-oil-and-gas-sector-projected-post-7-7-decline-2013

的十大机场之一 26。

图 5：泰国清迈国际机场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清迈机场管理局局长眉清表示，2013 年清迈机

场接待旅客人数出现跳跃式增长，超过 500 万人次。

为此，2014 年机场将抓紧推进扩建，以让清迈机场

接待旅客的能力提高至 500 至 1500 万，成为世界 77

个大机场的有力竞争者，并争取将清迈机场的服务

质量提升至世界最佳十大机场之一 27。

图 6：清迈机场总收入和净利润增长对比
（单位：亿泰铢）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26　国外游客激增	清迈抓紧扩建机场，2014-3-5，http://www.asean-

china-center.org/2014-03/05/c_133158581.htm

27　国外游客激增	清迈抓紧扩建机场，2014-3-5，http://www.asean-

china-center.org/2014-03/05/c_1331585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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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清迈机场的数据表明，2013 年清迈机场总

收入为 9.0892 亿铢，比 2012 年增长 23.11%，净利

润为 2.6 亿铢，比 2012 年增长 70% 多。

图 7：2013 年清迈机场总收入来源比例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目前使用清迈机场升降计有 8 家航空公司开通

的 14 条国内航线，和有 19 家公司开通 18 条国际航

线，平均每日升降航班 159 班。同 2012 年相比较，

2013 年清迈国际机场商业班机增长了 17.27%，旅客

总人数增长了 21.67%，货运总重量减少了 8.97%。

表 5：2013 年清迈国际机场航班、旅客及
货运量情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根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公布的通知，中国公

民个人因私前往泰国从 2 月 28 日起正式实施落地签

政策。现在，旅客只要手持往返泰国的机票以及有

效的护照，即可通过浦东边检直飞泰国。

相关数据显示，近年前往泰国的中国游客数量

年年攀升。2013 年，共有 72.9 万余名国人由上海机

场前往泰国曼谷、普吉、清迈、苏梅等旅游目的地，

泰国成为最受国人欢迎的旅游地之一。2014 年春节

黄金周期间，仅普吉岛、曼谷、清迈等地的团队或

自由行游客，就占整个上海春节出境游人数的 60%

以上。有关人士透露泰国与中国今年年内有望达成

互免签证协议，届时中国公民前往泰国将不用再办

理任何形式的签证，出游将更加便捷 28。

事实上，泰国曼谷封城结束后，为了恢复游客

对曼谷旅游的信心，泰国旅游局正在制定相关计划，

推动曼谷旅游回暖。泰国旅游局昆明办事处预计受

到泰国政治动荡影响的曼谷旅游市场，将能够在 4

个月的时间里回暖，在今年 7 月将恢复正常 29。尽管

泰国政局暴乱严重影响了泰国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

但是除了曼谷地区，旅游业仍然前景大好，仍然是

世界各地游客出游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柬埔寨抓住机会提升旅游业发展速度

Cambodia Tourism is Developing Rapidly

柬埔寨政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发展旅游产业。

根据柬埔寨官方数据，在 2013 年，柬埔寨接待的国

际游客达 421 万人次，在 2012 年为 358 万人次，增

长 17.5%。其中到访的越南旅客最多，其次是中国旅

客，日本旅客排名第六。

柬埔寨首相洪森 2014 年 3 月 4 日在金边举行的

政府与私人企业论坛上表示，柬埔寨政府将推出在

航班上办理旅游签证的服务，以简化入境手续吸引

更多日本游客。将来这个服务会扩大，让韩国游客

28　泰国游实现“说走就走”	中国公民拿到“白本护照”，2014-2-

18，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2014-02/18/c_133123253.

htm

29　泰旅局：曼谷旅游 7 月恢复正常，2014-3-6，http://www.yznews.

com.cn/ly/2014-03/06/content_50027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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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享有在飞机上办签证的便利 30。

图 8：柬埔寨国际游客量（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由图 8 可知，2013 年到柬埔寨旅游的各国游客

中，越南游客约为 85.4 万人次，中国游客约为 46.3

万人次，韩国游客约为 43.5 万人次，日本游客约为

20.7 万人次。

柬埔寨旅游部国务秘书苏玛拉今年 2 月透露，

随着柬埔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趋势，柬埔寨中文导

游的人数供不应求，尤其是沿海旅游区和东北部生

态旅游区尚未有中文导游。截至 2013 年为止，获得

柬埔寨旅游部正规培训的导游人数突破了 5000 人，

设有英语、法语、中文、日语、韩语、泰语、越语、

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罗斯语和马来西亚

语的导游，其中中文导游的人数 753 人 31。

今年 2 月 25 日，中国 - 东盟中心组织拍摄的电

视连续剧《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在柬埔寨首都金

边举行开机仪式 32。这部电视剧对进一步促进两国

人民的相互理解，加深中国人民对柬埔寨的印象，

30　为吸引更多日本游客	柬埔寨实行机上办签证，2014-3-5，http://

asean.anbound.com/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articleid/35148/

31　柬埔寨旅游业发展势头迅猛	沿海城市尚未有中文导游，2014-2-

28，http://www.7jpz.com/article-28899-1.html

32　中国电视剧在柬埔寨举行开拍仪式，201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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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id/34966/

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到柬埔寨旅游观光将发挥重要而

积极的作用。

上述信息表明，柬埔寨正在积极促进当地旅游

业的发展，中国是其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

着中国 - 柬埔寨两国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两国人

民对各方文化了解的加深，中国赴柬埔寨旅游的游

客可能会持续增加。柬埔寨政府应该制定对中国游

客免签或飞机上办签证等便捷政策，吸引更多的中

国游客到柬埔寨旅游。

印尼为吸引外国投资而修改税收

和投资政策

Indonesia Attracts Actively on Foreign Capital 
Investment

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始注意通过修改外资政策有

效地吸引外资。印尼财政部财政政策处执行主任在

2014 年 3 月 5 日称，不把利润汇回海外而进行再投

资的外资企业，可以得到 5 年以上的税收减免奖励。

此外，把至少 30% 产品输出国外的企业也可以获得

免税期限的延长 33。

图 9：印尼政府对外资企业获得税收
减免奖励的条件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33　为推动外资企业再投资		印尼政府将放宽企业优惠条件，2014-

3-7，http://asean.anbound.com/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

articleid/3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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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政府减免税条件的示图中所列 5 项，再投

资的外资企业只要满足其中之一就可享有印尼的税

收减免政策。

图 10：印尼政府放宽投资限制的行业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印尼政府此前一直在放宽外资投资限制，希望

成为“投资亲善型”国家。印度尼西亚政府 2013 年

12 月 24 日宣布放宽外资在电力、广告和药剂等领

域的投资限制，以吸引更多外资来刺激放缓的经济。

在新政策下，印尼药剂公司的外国投资最高比率从

75％提升到 85％，广告公司的外资最高比率将从

49％提高到 51％。电厂的外资最高比率则可从现有

的 95％提高到 100％ 34。

印尼政府还于 2013 年 11 月修订了今年的《不

开放投资项目表》, 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或放宽了部分

领域或行业。按照投资项目表，向外国投资开放的

领域或行业包括：机场与港口管理，外国投资者仅

在管理方面拥有 100% 的权利，货运码头与内河码头，

外国投资者可拥有 49% 股权；园艺部门，外国投资

股权为 30%。

2014 年 2 月印尼驻中国广州总领事亚礼特表示，

2012 年中国在印尼的投资增长了 22 亿美元，并且中

国在印尼的投资将会逐年增加。他建议中国投资者

多关注印尼政治和经济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未来印

尼将邀请中国企业参与到印尼基础建设中来。

34　印尼放宽外资投资限制	欲打造 " 投资亲善型 " 国家 ,	2013-12-25，

http://gb.cri.cn/42071/2013/12/25/6071s4368535.htm

上述信息表明，印度尼西亚通过放宽外资投资

限制积极吸引外资投资，以发展印尼经济。中国企

业应该深入了解印尼的吸引外资优惠政策，抓住印

尼经济发展的机遇，实现中国企业与印尼的双赢局

面。

马来西亚维持利率以推动经济增长

Malaysia Maintains Interest Rate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BNM）在 3 月 6 日的货

币政策委员会（MPC）会议后发文告宣布，将隔夜

政策利率（OPR）维持在 3%35。这也是国家银行自

2011 年 5 月将利率从 2.75% 上调至 3% 以来，连续

34 个月或 17 个会议维持在相同的水平。

该文告也指出，货币政策委员会将持续评估全

球与国内的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对马来

西亚经济成长与通货膨胀前景的影响。同时，该委

员会也将持续监管任何会造成金融失衡的不稳定风

险。因此，该委员会将关注和确保当前的货币政策

能促成价格稳定，以及延续国内的经济成长。

从维持利率的举动及上述文告中可看出，马来

西亚央行当前并不急于调整利率，并仍在谨慎权衡

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走向。虽然 2014 年 1 月份

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已按年上升 3.4%，创下

2011 年 10 月以来的 27 个月新高 36，但这股涨势主

要还是来自于政府削减津贴措施，以及气候反常影

响供应等“成本推动”因素。

也就是说，当前的通胀趋势，与 2010 - 2011 年

之间的有所不同；当时的通胀走高，主要来自于利

率低、热钱多、投资与投机活动并增等“需求拉动”

因素。所以，当时马来西亚央行有必要将利率逐步

35　Monetary	Policy	Statement，2014-3-6，http://www.bnm.gov.

my/index.php?ch=en_press&pg=en_press_all&ac=2970&lang=en

36　创 27 个月新高	1 月通胀 3.4% 超预期，2014-2-19，http://www.

nanyang.com/node/600899?tid=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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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以避免投机活动失衡，影响到国内经济的增

长表现。

表 6：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
时间表（2013-2014）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从目前的发展而言，马来西亚依然缺乏“需求

拉动”的通胀迹象，其中最低薪金制、消费税即将

落实、房地产降温措施、政府财政改革等都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消费者与商业市场的信心与情绪。在

消费情绪相对低落的趋势下，相信消费性质的内需

表现将趋向温和发展，但投资性内需则依然在政府

与私人领域的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下维持稳健的增长。

还需注意的是，马来西亚今年 1 月份出口连续

7 个月取得按年增长，达 12.2% 的增速，并主要由电

子与电器产品类带动 37。电子与电器产品出口的亮眼

表现，反映出欧美经济的复苏已在预期之中；而令

吉汇率的走软，也相对提升了马来西亚出口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

37　1月出口增长 12.2%超预期，2014-3-7，http://www.orientaldaily.

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04291:1-12-

2&Itemid=198

可以预见的是，马来西亚今年的经济成长，将

主要由出口贸易，以及国内投资性内需所带动，而

前者的表现将攸关重要。因此，在这种趋势下，相

信马来西亚央行将会在今年之内对利率按兵不动，

为经济增长提供扶持。

老挝增长放缓加大了经济结构转型的

迫切性

Lao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s Urgent as the 
Growth Slows Down

世界银行本月4日公布一份“老挝经济观察”（Laos 

Economy Monitor），该报告指出，由于大型水力设

施投资项目迟迟无法运营，该行预测老挝今年经济增

长率将由先前预估的 8.1% 下降至 7.2%。

图 11：老挝贸易平衡图（2005-2014）

资料来源：

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 / Bank of the Lao PDR

老挝地处中南半岛内陆地带，也是东盟区域内唯

一的内陆国家。由于境内地势起伏较大，在湄公河流

经地段蕴藏极大的水力资源可供开发，周边国家也相

继表达开发的意愿。迄今为止，老挝最大的 FDI 来源

国前五名分别为：越南 27 亿美元、中国 20 亿美元、

泰国 14 亿美元、挪威 3.6 亿美元、韩国 2.8 亿美元。

除了水力项目外，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与天然资源—— 

林业、稀有金属 ——也为老挝带来了一波制造业投

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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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南部局势趋稳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Stabilizing In the South 
Area of Philippines

菲律宾政府和该国最大的反政府武装“摩洛伊

斯兰解放阵线”（“摩伊解”）的谈判代表终于在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达成了和平框架协议最后一个

附件“正常化”协议，从而使菲南部棉兰老地区露

出一线和平曙光 38。

图 12：菲律宾政府谈判代表（左）与摩洛伊斯兰
解放阵线代表握手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

菲律宾南部的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组织在政府

的武装打击下，自身实力和影响力都大不如前。

菲律宾政府与“摩伊解”达成的和平协议包括

一个框架协议和四个附件。2012 年 10 月 15 日双方

签署了框架协议 39，接着又在 2013 年签署了“过渡

安排和形式”、“财政收入和财富分享”、“权力分享”

三个附件 40。根据协议，“摩伊”同意在一定时期内

38　和平协议能给菲律宾南部带来和平吗？，2014-1-26，http://	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4-01/26/c_126065925.htm

39　菲律宾南部和平框架协议签署	和平之路依旧漫漫，2012-10-17，

http://news.163.com/12/1017/09/8E0QNPLI00014JB5_2.html

40　和平协议能给菲律宾南部带来和平吗？，2014-1-26，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4-01/26/c_126065925.htm

然而，受到大型水力设施项目无法按时运营的影

响，老挝经济增长因此放缓。此外，受到近期国际金

属期货价格下跌影响，贵重金属部门（黄金、铜、锡）

减少产量使得世界银行下修老挝经济增长预期。

由于长期依靠出口天然资源维持经济增长，经济

结构单一导致老挝经济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影

响过大。为促进经济结构多样化，老挝政府鼓励私人

部门在经济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近期老挝国家

商业发展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老挝国内

注册私人企业较前一年增加 5,474 家，较前一年增长

6%，私人企业总数达到 97,122 家。然而，相较于政

府所规划的 15% 的增长幅度，私人部门在经济的表

现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从私人企业的性质来看，多数私人企业为农村中

小型个体户，以初级农业贸易与农产品加工为主。由

于缺乏资金积累与技术创新，私人部门在提升生产力

方面表现不如预期，也因此导致老挝长期保持贸易逆

差（见老挝贸易平衡图）。虽然 FDI 持续流入，但老

挝的外汇存底却达到近十年新低，仅够支付老挝 1.3

个月进口额。

今年早些时候，在世界银行发布的“老挝经济观

察”中曾对老挝教育制度无法推动该国经济结构转型

发出警告。由于政府部门在基础设施项目上过度投资

使得教育经费遭到排挤，在扣除经常性薪资项目支出

后，教育资源已所剩无几，也因此导致老挝国内人力

资源的积累速度不及经济增长速度，经济转型计划陷

入停摆状态。

对于老挝来说，天然资源开采受到限制导致年

度经济增长放缓。可以预期的是，在较为稳健的政策

基调下，老挝政府可能会降低基础设施支出比例，同

时投注更多资源在教育部门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等项

目上，借以化解生产力增长停滞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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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一定数量的武装人员“退役”。菲政府则承诺，

减少在该区域的驻军，并帮助解散棉兰老地区的私

人武装。这也是新和平协议与 1996 年拉莫斯政府与

“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摩解”）达成的和平协

议的最大不同 41。

图 13：2012 年的框架协议主要包括八个方面问题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属热带气候，而且相

比菲律宾的其他地区，较少受到台风袭击，有利于

农业生产。当地地广人稀，物产丰富，棉兰老岛农

产品主要有椰子、香蕉、麻、稻米、玉米、烟草、

咖啡、菠萝和木材，矿藏有铁、金、铬、铜、煤等。

同时当地的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应该说是一个具有

很大贸易和投资潜力的地区。阿基诺政府也在大力

吸引外资对于棉兰老岛的投资。

菲律宾政府与该国南部的穆斯林武装分子签署

和平协议，让马来西亚企业看好当地发展潜力，纷

41　菲南部和平曙光初现，2014-1-28，http://news.gmw.cn/2014-

01/28/content_10252844.htm

纷前去寻找投资机会。马来西亚最大银行——马来

亚银行已宣布将注资 3 亿美元在菲律宾各地开设分

行，包括反政府武装长期盘踞的菲南部棉兰老岛。

同时，至少两家马来西亚企业有意在棉兰老岛种植

油棕、香蕉及其他农作物 42。

图 14：菲律宾政府与“摩伊解”冲突地域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菲律宾棉兰老岛已经战乱近半个世纪，和平是

数百万棉兰老岛人民共同的期许，也是菲律宾社会

的共同心愿。虽然前路艰难，但棉兰老岛的和平已

经曙光初现。

42　菲律宾南部局势趋稳	商机增加吸引外国投资，2014-3-5，

h t t p : / /www . c h i n a d a i l y . c om . c n / h q g j / j r yw / 2 0 14-03-05 /

content_11335988.html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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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和菲律宾的太阳能市场存在很大商机

There A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ailand and 
Philippines Solar Energy Market

近年，众多分析研究表明，泰国及菲律宾太阳

能市场前景较佳 43。据台湾经济部门的信息，该部门

推动绿色贸易专案办公室 3 月 7 日举办了东南亚新

兴市场绿色商机说明会，与会代表就东南亚国家能

源发展现状、印尼及泰国等能源市场商机做了分析。

图 15：东南亚太阳能市场商机大的主要因素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泰国是目前东协国家中推动绿色能源最积极的

国家，除原先规划于 2021 年太阳光电装置容量达到

3GW，更于 2013 年加码提出政府电力收购计划（FIT）

共 1GW，其中 200MW 为发展屋顶太阳能装置，另

外也将补贴发电装置大于 1MW 的“一村一 MW 计

划”之社区接地型太阳能计划共 800MW。

随着泰国湾蕴藏的天然气资源日渐枯竭，主要

依赖天然气发电的泰国不得不制定新的电力发展规

划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要，泰国政府进行了一

43　东南亚太阳能市场：泰国及菲律宾商机大，2014-3-10，

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310/145043288.html	

些列的政策措施来加强太阳能的建设及发电工程 44。

除了泰国外，菲律宾因电力复盖率不高，且日

照强度为东南亚第二，适合太阳能发电。菲律宾由

于电力供应不足，不少地区经常闹“电荒”，而且

电价长期居高不下，这促使菲律宾当局持续推动加

大对电力行业投资，风力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受

到政策扶持 45。据菲律宾官员透露，菲律宾能源部已

正式批准兴建该国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发电项目。

表 7：泰国政府加强太阳能建设及发电的
一系列措施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44　天然气资源渐枯竭	泰国将大力开发太阳能源，2013-12-23，http://

finance.huanqiu.com/view/2013-12/4687710.html

45　菲律宾正式批准兴建全国最大太阳能发电厂，2013-6-20，

http://www.yn.xinhuanet.com/asean/2013-06/20/c_1324715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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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欧洲、日本、中国、

印度在内都在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太阳能是一种

非常独特的自然资源，尤其适合拥有得天独厚条件

的国家，例如东南亚。然而，尽管泰国、菲律宾政

府出台各种政策鼓励太阳能发展，考虑到此处复杂

多变的政治环境等因素，投资者仍需谨慎观察，注

意观察能源政策的变化。

图 16：泰国太阳能市场一片旺热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对东南亚太阳能的发展，中国也给予了支持。

泰国邦乍石油运营的太阳能电站的一期工程，中

国太阳能巨头尚德集团为其供应了 34.5 兆瓦的晶

体硅太阳能电池板。邦乍石油首席执行官 Anusorn 

Sangnimnuan 表示：可再生能源技术是邦乍公司长

期发展策略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能与尚

德集团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在东南亚地区开展

更多太阳能项目。而承建该太阳能电站的 Solartron 

Public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Patama Wongtoythong 也表

达了对尚德的信任：尚德集团业内领先的功率输出

保障，以及其闻名全球的高性能装置给我们公司留

下了深刻印象 46。

总体来说，中国企业进军东南亚太阳能市场透

露着巨大的机会，无论是独资经营还是与当地企业

合资发展都是如此。中国企业可借鉴上述例子得以

46　泰国领军东南亚太阳能市场，2012-8-18，http://www.chinanews.

com/ny/2010/08-18/2475536.shtml

成功立足东南亚太阳能市场，并且能够强化与东南

亚的经济合作。

越南巴地头顿地区：产业升级的新亮点

Ba Ria Vung Tau, Vietnam’s Emerging Investment 
Destination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2014 年 3 月初，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越南巴

地头顿省（Tinh Bà Ria - Vung Tàu）政府正式提

出经济增长规划路线图。依据该路线图，巴地头顿

政府将不再刻意追求 FDI 绝对值的增长，而是通过

吸引优先项目来对当地经济结构进行调理 47。

图 17：巴地头顿交通基础设施图

资料来源：Google 地图

事实上，巴地头顿政府内部早自 2012 年初便达

成产业升级的共识。2012 至 2013 年间，该省同意新

增投资项目 12 个，协议投资金额 1.25 亿美元；增资

项目 5 个，新增投资金额 6000 万美元 48。对于年吸

引 FDI 逾 200 亿美元的越南而言，巴地头顿这场缓

慢而持久的产业升级转型才刚开始。

近年来，以初级加工出口业为主体的 FDI 快速

47　巴地头顿省吸引对优先领域的投资，越南人民报，2014-3-12，

http://www.vccn.com/info/?aid=105184

4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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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转移至越南，越南也因此出现严重的缺工潮。

根据越南政府公布 2013 年第 1 季就业率数据显示，

该国失业率仅为 1.8%，已接近完全就业状态。此外，

自 2010 年至 2012 年 7 月间，越南国内累计非法罢

工事件达 1625 件。可以预见的是，以生产要素价格

为基础的竞争优势已无以为继，吸引优先项目落地

将是下一阶段越南政府产业政策的重点。至于优先

项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巴地头顿省委书记阮俊明

表示将加强引进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先进技术。

巴地头顿地处越南南部，比邻南部大城胡志

明市。为提升区域内经济质量，巴地头顿积极响应

2013 年所提出的“大胡志明市”计划，通过同胡志

明市进行经济整合，力争成为“大胡志明市”辅助

工业与物流产业服务中心 49。在巴地头顿省境内有越

南最大深水港——盖梅港（Cai Mep）；此外，平福—

巴地头顿之间的省际铁路兴建完成后，巴地头顿将

成为越南南部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见图）。

巴地头顿省计划投资厅数据显示，美国目前在

对越南南部的巴地头顿省投资的二十多个国家中投

资额排名第一，注册资本 54 亿美元，占该省吸收外

商直接投资总额的 20%。紧随其后的是加拿大，注

册资本 42 亿美元，占 15%。之后依次是泰国、韩国、

荷兰、新加坡、日本、中国台湾、英国和法国。分

行业看，巴地头顿省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工业

占 48%，旅游业占 40%，港口占 8.4%。

看好巴地头顿作为大胡志明市的产业物流中心，

泰国泰伦森集团（Thoresen Thai Agencies）在盖美港

投资兴建总面积 20000 平方米的保税港区，该投资

项目完成后，货物储存量达到 75000 吨，成为越南

现今最大的保税港。此外，巴地头顿省人民议会已

核准同日本厂商合作开发位于红土（Dat Do）与川

木（Xuyen Moc）两县的垂直营运工业区，该计划

预计在 2020 年前将巴地头顿港建设为越南南部最大

49　大胡志明市打造越南经济火车头，人民日报，2013-3-2，

http://news.163.com/13/0302/03/8OU9OH6F00014AED.html?f=jsearch

的国际港口转运站 50。

然而，对于巴地头顿省而言，外资开发项目尚

有以下方面值得注意：截止 2013 年，外国企业在巴

地头顿省开展投资项目共有 292 个，协议资金超过

270 亿美元，国内投资项目 415 个，协议资金超过

230 万亿越盾。而实际上在近期该省投资结构中，

大部分集中于重工业、石油工业、旅游业、房地产

等项目。工业生产虽实现较高增长，但是大部分仍

偏于开发、加工及装备，工业附加值仍较低、导致

竞争力薄弱。因此，吸引各方投资商投入辅助工业

和物流领域是正确的方向，一方面为提高投资效果，

增加生产价值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为该省发展高科

技以及现代的管理方式创造良好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巴地头顿省招商引资工作仍存

在一些问题，诸如：巴地头顿省乃至越南的技术设

施仍未充分满足投资商的要求，地区各国城市工业

区的模式比较普遍，但是对越南而言，该模式仍是

非常新鲜的。

以全国最现代以及能够迎接 10 万吨级船舶的深

水港系统，这是越南石油工业的摇篮，也是越南东

南部和南部地区的海上门户。一些大型企业对越南

投资时不想在越设立卫星公司，而他们更希望与在

越南的辅助公司直接开展合作。

迄今为止，中国厂商尚未大规模进入越南巴地

头顿省进行直接投资，依据该省近期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14 年初，该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

外资来源前三名分别为美国、泰国、韩国 51。随着以

胡志明市为核心的南部八省份进入经济转型过程，

该地区所释放的经济潜能将为中国厂商带来新的商

机。

50　越南巴地头顿省本（2013）年GDP成长5.37%，越南巴地头顿日报，

2013-12-16，http://tecohcm.org.vn/business-news-detail/6/3404

51　巴地头顿省从美国吸引了 54亿美元直接投资，	2014-3-14，

http://vietnam.caexpo.com/jmzx/2014/03/14/36187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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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沙巴纳闽大桥激活石油领域发展

Sabah Labuan Bridge Activates the Oil and Gas 
Development

马来西亚槟城第二大桥在今年 3 月份通车后，

除了舒缓第一大桥的拥挤情况，并有助于带动槟岛

与威省南部的交流，从而激活威省南部的投资与消

费活动。在槟城第二大桥竣工后，马来西亚衔接大

桥的投资项目，似乎将转向沙巴纳闽大桥这个期盼

已久的大型投资项目。

图 18：马来西亚沙巴与纳闽地图

资料来源：Google 地图

2013 年 12 月 3 日，由沙巴前首席部长哈里斯

持有的 Gaya House 有限公司与中国山东莱钢集团合

资的山东莱钢 Gaya House 有限公司宣布，已拟好一

份发展计划书，并预计在今年上半年以前，向联邦

政府与沙巴州政府提呈相关总值 54 亿美元的发展计

划，当中包括建设沙巴纳闽大桥这项工程 52。根据该

合资公司的说辞，相关计划已获得联邦政府内阁的

初步同意。

该发展计划主要包含 3 大发展项目，即：（1）

52　 明 年 48 亿 建 沙 闽 大 桥，2013-12-3，http://www.orientaldaily.

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87761:48&Item

id=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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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全长 13 公里的沙巴纳闽大桥，涉及经费 15 亿

美元；（2）建造占地 600 英亩的综合转口港，涉及

经费 5 亿美元；（3）进行 8500 英亩的填海项目，

其中 4400 英亩为纳闽东部，以及 4100 英亩为沙巴

西部，以作为设立海港城的基础设施等发展用途，

涉及经费总共 33.5 亿美元。

在该计划下，综合转口港工程预计在 36 个月内

竣工，沙巴纳闽大桥工程料耗时 60 个月，而整体海

港城计划则需 20 年的时间分阶完成。

然而，这项建议提出后，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市

场的热烈回响。这主要在于，沙巴纳闽大桥的建议

早在 1997 年就已被提出，期间也已投入数以亿计的

资金用于研究调查中。根据当时的发展大蓝图，预

计全长 17 公里的大桥需耗资 5.5 亿令吉（约合 1.7

亿美元）53。由于涉及的经费庞大，因此联邦政府趋

向于让私人领域去发展相关的计划。

随着哈里斯自动请缨发展相关计划，沙巴纳闽

大桥工程预计将重燃希望。根据这家中马合资公司

的建议，相关工程并不需要动用政府的任何资金，

只需以土地进行交换，也就是上述提及的填海项

目 54。

图 19：沙巴纳闽大桥的概念图（桥梁设计）

资料来源：婆罗洲内幕者网站（borneo insider）

53　重新探讨建沙巴纳闽大桥，2009-3-5，http://www.nanyang.com/

node/161329

54　Labuan	excited	over	bridge,	Palawan	 ferry，2014-1-2，http://

www.dailyexpress.com.my/news.cfm?NewsID=8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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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尽管纳闽与沙巴仅相隔一海之遥，

但纳闽是属于联邦直辖区的管辖范围，因此，相关

的大桥工程需要获得联邦政府与沙巴州政府各别部

门的批准才能建设。纳闽原属于沙巴的管辖范围，

随后在 1984 年，沙巴将纳闽脱售于联邦政府，成为

吉隆坡之后的第二个联邦直辖区，纳闽至今仍享有

自由与免税港的地位。有趣的是，1984 年将纳闽售

于联邦政府的，正是当时任职首长的哈里斯。

图 20：沙巴纳闽大桥的概念图
（桥梁衔接处以及填海地区）

资料来源：房地产狩猎者网站（property hunter）

虽然该项计划仍需通过联邦与州政府的批准，

但从近期的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联邦与州政府，

还是朝野阵营的态度，对于沙巴纳闽大桥的计划皆

给予相对正面的评价。毕竟，倘若大桥的计划获得

批准，这不仅能进一步推动沙巴与纳闽之间的交流，

更能激活两地的石油与天然气领域发展，以及旅游

业的推展。

在政府的经济转型计划下，沙巴与纳闽都是继

柔佛之后，最主要的石油与天然气领域的重镇。当

中，政府计划在 2017 年之际将纳闽打造为亚太区油

气工业中心，提供更多的就业良机 55，而沙巴金马尼

士（Kimanis）耗资 38 亿令吉（约合 11.7 亿美元）

55　政府计划打造纳闽岛	2017 年成亚太区油气工业中心，2013-11-

13，http://www.ocdn.com.my/news.cfm?NewsID=39878

的油气终站，以及实必丹耗资 15 亿令吉（约合 4.6

亿美元）的尿素厂房，也将让沙巴成为区域的主要

油气枢纽 56。

有者称，沙巴纳闽大桥的竣工，意味着沙巴与

纳闽将朝向柔佛与新加坡、槟岛与威省，乃至于香

港与深圳般的发展趋势。但与上述三者不同的是，

沙巴与纳闽之间并不存在着“此强彼弱”的最初形势，

两者的发展将会是相辅相成，共同成长的。

因此，相信在油气领域的蓬勃发展下，加上潜

在大桥建设，以及填海区发展的助力下，沙巴与纳

闽将会成为油气领域与基建设施相关领域的海外投

资者，另一火热投资的新焦点。

56　沙油气终站耗资 38 亿	打造区域油气枢纽，2012-10-31，http://

www.nanyang.com/node/488201?tid=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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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愈加优先看好投资新加坡

The Investment Prospect of Singapore Is Looked 
Promising by Chinese Enterprises

据中国商务部研究院数据统计，2012 年中国对

新加坡直接投资流量为 15.19 亿美元。截至 2012 年

年末，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存量 123.83 亿美元。

新加坡列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国（地区）环境指数首位。

据新加坡数据统计，至 2013 年 4 月，有超过 7000

家中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分公司或代表机构 57。

表 8：投资新加坡的各项优惠及优势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57　新加坡列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国环境指数首位，2014-3-3，

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303/135048829.html

对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让当地员工

融入中国企业的文化是门重要功课，也是许多中国

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 58。

图 21：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新加坡的商业环境和强劲的贸易造就了许多专

业人才，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作和经商平

台。目前，有超过 7000 家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

了营运中心，有些甚至把总部搬迁过来。这说明，

新加坡的劳动力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稳固的基地，

使它们得以巩固专业知识和竞争优势，利用新加坡

强大的专业人才市场地位来抓住机遇，并加快拓展

成为跨国企业的步伐。因此，那些有志于发展成为

跨国企业的中国公司完全可以对投资新加坡抱有信

心 59。

58　人才优势助力中国企业投资新加坡，2014-3-7，

http://www.taiwan.cn/xwzx/gj/201403/t20140307_5783402_1.htm

59　人才优势助力中国企业投资新加坡，2014-3-7，

http://www.taiwan.cn/xwzx/gj/201403/t20140307_5783402_1.htm

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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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信息表明，中国与新加坡的投资项目将会

持续升温，尤其是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走进”

新加坡，利用新加坡当地开放的投资环境和便利的

上市条件，使双方获得更多的利润并且推进中国企

业“走出去”的步伐。

中国 -马来西亚加速推动“两国双园”

开发建设

China-Malaysia is Boosting Development on 
Industrial Parks

目前，中马“两国双园”建设加速发展。中国－

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和马来西亚－中国关丹产业

园区联合合作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2 月 25 日在北京

召开，这明确标示了中马“两国双园”联合协调机

制正式建立，双方将高效推动“两国双园”开发建

设 60。

图 22：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发展始末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60　中国－马来西亚建立“两国双园”联合协调机制，201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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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id/34965/

2013 年钦州产业园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6.5

亿元人民币，多个项目开工建设。关丹园区合资公

司已正式成立，关丹港参股工作基本完成，首个入

园项目基本确定。

图 23：中国 - 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开发建设
优惠政策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钦州产业园位于广西北部湾畔的钦州市，毗邻

的钦州港是中国中南、西南与东盟各国贸易往来最

便捷的港口。中国政府为中国 - 马来西亚钦州产业

园区开发建设提供相关优惠政策。2012 年 10 月，广

西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马来

西亚钦州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的优惠政策》，决定对

中马钦州产业园实行系列扶持政策，打造中国 - 东

盟合作的示范项目 61。

由优惠政策图可知，中国对中国 - 马来西亚钦

州产业园区给予了财政，税收，金融等多方面的支持。

61　中国 -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优惠政策出台，2012-10-12，

http://news.hexun.com/2012-10-12/1467055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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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业园进行财政补贴，优惠税率和退税政策吸引

了企业开发建设钦州产业园，提高了钦州产业园产

业园的建设速度。给予信贷额度和支持企业上市与

发债，解决了企业资金问题，促进了产业园的开发

建设。

关丹产业园区位于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

距离关丹港口 5 公里。马来西亚贸工部副部长哈

敏·沙慕利今年 2 月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继续支

持关丹和钦州两个产业园的建设，为产业园吸引更

多的项目。2013 年 2 月，中国 - 马来西亚两国企业

界签订 5 份策略性文件，投资总额从之前宣布的 75

亿令吉（约 140 亿人民币），一跃增至 105 亿令吉（约

200 亿人民币），就业机会也从 5500 个增至 8500

个 62。

上述信息表明，中马“两国双园”建设在获得

两国政府大力支持下发展迅速，两国产业园将促进

两国双边经济贸易的发展。中国与马来西亚应以更

加开放的发展两国贸易，保持两国友好的政治经贸

关系，共同发展海上丝绸之路。

菲律宾经济园区盛情邀请中国企业	

落户可免所得税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Warmly Invited by 
Philippines Gov.

菲律宾全国建有 360 多家经济园区，涵盖制造

业、信息科技、旅游、农产品工业等领域。中国企

业赴菲发展选择落户经济园区，企业可以享受到免

除 8 年所得税，以及原材料、设备进口关税免除等

优惠政策。事实上，中菲经贸互补性强，两国企业

加强合作不仅有利于企业发展，也有利于改善两国

62　纳吉：以“关丹速度”开发关丹产业园，2013-2-5，

h t t p : / / w w w . m c c c . m y / i n d e x . p h p ? o p t i o n = c o m _

content&view=article&id=178:2013-02-08-04-21-40&catid=16:-

activity-reports&Itemid=85

政治关系 63。

图 24：1990 年 -2013 年菲律宾 GDP 增长率（%）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图 25：中国 - 菲律宾双方投资贸易统计
（2012-2013 年）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63　中国企业落户菲律宾经济园区可免所得税，2014-2-24，http://

www.chinaacc.com/shuishou/ssch/zh2014022409420776441068.shtml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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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经济增长率近两年来在东盟十国中名

列前茅。根据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提供的数据，

2012 年，菲律宾 GDP 增长率为 6.6％，2013 年 GDP

增长了 7.2％。

菲律宾地理位置优越，劳动力成本低、开放政

策优惠，这些都是吸引外国投资尤其是服务业投资

的重要因素。目前，菲全国建有 360 多家经济园区，

涵盖制造业、信息科技、旅游、农产品工业等领域。

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可以享受经济园区的“一站

式服务”及“全天候服务”。

菲律宾 300 多个经济园区中，入驻企业以日本、

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主，目前仅有 75 家中国企业进驻

经济园区，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图 26：菲律宾经济园区的“一站式服务”及
“全天候服务”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总经理王禹介绍了该公

司开发菲律宾市场的成功经验。中国水利电力对外

公司已走进菲律宾 19 年，在当地先后承建了 16 个

工程项目，获得菲方好评 64。

菲律宾经济园区提供了众多优惠给中国企业，

中国企业应综合分析并运用好相关政策。同时，中

国进入菲律宾一定要注意遵守菲律宾的各项法律法

规，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中国企业恒逸石化投资文莱石化项目

取得新进展

Hengyi Petrochemical Co. Ltd Made New 
Progress

浙江恒逸石化与文莱政府背景的公司达迈控股

于今年 2 月签署合资协议，获对方 3000 万文莱元现

金注资，约合人民币 1.5 亿元。达迈控股是文莱战略

发展资本基金专为参股恒逸石化文莱项目所设立的，

而文莱战略发展资本基金则是文莱财政部下设的国

家战略发展基金。根据双方签署的合资协议，达迈

控股将认购恒逸文莱实业新增的 3000 万股股份，将

拥有恒逸石化文莱 PMB 项目 30% 的股权 65。

在安邦咨询《中国东盟观察》第 3 期和 13 期的

报告中，都曾关注了这项大投资规模的恒逸石化文

莱 PMB 石油化工项目。从恒逸集团最初与文莱经济

发展局签署《土地租赁框架协议》，签订 30 年土地

租约到如今具体签署合资协议，该项目旨在促使公

司成为贯穿石化行业上下游的一体化企业。该项目

自 2012 年筹备至今，先后获得了国家发改委和商务

部的批复、文莱环境局的核准。为了解决 PMB 项目

的原油供应，恒逸石化已于 2012 年 10 月和文莱壳

牌石油公司签署了长达 15 年、每年约 275 万吨的原

64　中国企业落户菲律宾经济园区可免所得税，2014-2-24，

http://www.chinaacc.com/shuishou/ssch/zh2014022409420776441068.

shtml

65　恒逸石化文莱 PMB 项目获文莱政府基金注资，2014-2-25，

http://www.ccstock.cn/gscy/gongsi/2014-02-25/A1393316904771.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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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供应协议。

根据《土地租赁框架协议》的原则约定，2014

年 1 月 27 日，恒逸文莱实业与文莱经发局签署了《土

地租赁协议》，明确了租金费率及支付方式等具体

事项。主要内容如下：

1、租赁土地地点；

2、文莱达鲁萨兰国（Brunei Darussalam）大摩

拉岛（Pulau Muara Besar）；

3、租赁土地面积：260 公顷；

4、土地租赁期限：30年，到期前可申请续期30年；

5、土地租金确定方式：

（1）考虑到 PMB 石油化工项目土地需经过填

方及处理，文莱政府给与 PMB 石油化工项目初期免

租金的优惠，

（2）土地租金比照当地租金水平，考虑 PMB

石油化工项目对当地的其他贡献，给与一定的优惠，

（3）考虑到通货膨胀以及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因

素，文莱经发局将每 5 年对租金费率上调一次，每

次上调幅度最高不超过 10%。

恒逸石化文莱 PMB 石油化工项目是一个以原

油、凝析油为原料的石油化工项目。一期建设 800

万吨 / 年炼化装置，以及相应的原油、成品油码

头、电站等配套工程，建成后主要产品的年产能为

PX150 万吨、苯 50 万吨、柴油 150 万吨、汽油 40 万吨、

航空煤油 100 万吨、轻石脑油 150 万吨 66。

66　恒逸石化近 43亿美元投资文莱石化项目，2012-4-11，

h t t p : / / www . z g s x z s . c om / a / n e w s / z h a o s h a n g d o n g t a i /

guojizixun/2012/0411/2361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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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恒逸石化文莱石化项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据业内人士分析，恒逸石化 PMB 项目正式建

成后其年营业额预计可达 100 亿美元，同时将切实

解决恒逸石化原料来源瓶颈，打通石化上下游产业

链，形成炼化一体化产业格局，进一步巩固公司主

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促进恒逸石化业绩增长。

上述信息表明，恒逸石化文莱 PMB 石油化工

项目受到文莱政府的支持，项目未来前景广阔。作

为石化等可能涉及污染的企业，恒逸石化应该在发

展项目的同时注意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不能只顾

企业效益，不注意生态保护。企业应该抓住国内产

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提升主营业务的竞争力和市场

份额 , 拓展新兴化工产业，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

实现企业效益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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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东盟跨国界烟雾污染协议的意义

The Significance of ASEAN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 Treaty

根据新加坡亚洲新闻频道的报道（2013 年 3 月

4 日），印度尼西亚国会有望通过东盟跨国界烟雾

污 染 协 议（ASEAN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 

Treaty）。作为唯一一个尚未签署该协定的国家，印

尼此举是一个重大决定。由于接近 65% 印度尼西亚

国会议员都投赞成票，再加上政府的积极推动，估

计印尼会在国内通过有关的法案并在下一次东盟阴

霾会议之前完成其协定的签署仪式 67。

图 28：吉隆坡最新阴霾的情况

资料来源：The Sun Daily

那么印度尼西亚签署该协议的消息为什么对东

盟那么重要？以重要性来衡量，这个跨国界烟雾污

染协议比不上东盟经济体的重要性。同时，东盟阴

67　Indonesia	 closer	 to	 ratifying	 ASEAN	 trans-boundary	 haze	

treaty,	 亚 洲 新 闻 频 道	(Channel	NewsAsia),	2014-3-4,	http://www.

channelnewsasia.com/news/asiapacific/indonesia-closer-to/1018816.

html

霾问题实际上只围绕着三个主要国家，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整个问题也没有涉及到全部或

大部分东盟成员国。那为什么它依然对东盟这么重

要呢？

其实，整个问题不但重要，它还含有它的复杂性。

早在 90 年代初，阴霾问题已经是马来西亚，新加

坡和印度尼西亚的争论点。从 90 年代到目前，东南

亚总共有过三次严重阴霾危机：1997 年，2006 年和

2013 年。虽然阴霾的来源是多方面，专家认为印度

尼西亚的农业燃烧活动是该危机的源头。为了更好

应对阴霾危机，东盟各国在 2002 年拟草了东盟跨国

界烟雾污染协议。过后的十多年，东盟各国都一一

签署了该协定，唯独印尼到目前为止还没这么做 68。

所以，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国会）的目前妥协是一

个突破，它也显示了印尼要在东盟地区扮演一个负

责任大国的角色。

在目前三月份，马来西亚又再次被印度尼西亚

的阴霾袭击 69。距离去年的阴霾危机，这一次的阴霾

危机也说明了其跨国性问题有频繁的现象。为了全

面应对该问题，监督印度尼西亚签署东盟跨国界烟

雾污染协议是一个决定因素。

此外，印尼国会的决定也代表了马来西亚，新

加坡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成就。因在去年遭受严重阴

霾危机，马新两国的外长都聚合在吉隆坡与印方展

开谈判。由于这种默契，三国外长都取得相当不错

的成就，这包括把该问题带到今年的第 46 届东盟部

长级会议。再者，马新印外长也谈了关于印尼签署

68　在 2008 年，印度尼西亚国会拒绝签署东盟跨国界烟雾污染协议。因

东盟跨国界烟雾污染协议有条理让其他国家进入该国的领土进行救火行

动，印尼国要避免该国的主权受到侵犯。

69　ASEAN	leaders	agree	to	adopt	haze	monitoring	system，The	Sun	

Daily，2013-10-10，	http://www.thesundaily.my/news/852228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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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跨国界烟雾污染协议的可能性 70。在这一点，

我们看到印马新三国已建立了一个完善的谈判“渠

道”。另外，其三国也显现了它们对危机处理的成

熟程度 71。这些独特因素都是目前其它东盟国应该参

考的。

最后，印尼国会的决定也是东盟集体的成就。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1、东盟已打破很多对该区域

团体的怀疑 72。仅仅在阴霾的问题上，我们还看到东

盟的外交磋商和集体共识是见效的，而并不是某些

专家所说的不团结和无效。2、除了签署阴霾协定和

颁布区域行动计划，东盟各国也采用了新加坡的灰

霾监测系统（haze monitoring system）73。同样的，

该系统的采纳也证明了东盟具有能力达到重要共识

的。

从新加坡 2014 年航展看其未来发展动态

Singapore Airshow 2014: Important Developments

2014 年 2 月 14 日，维持六天的新加坡航展终于

在顺利闭幕 74。作为亚洲最大的航展，这一次的展览

吸引了各界人士的注意。相比以往的展览，此次交

易金额又创下新高。关于这一点，有两个动态是值

得关注的。

如新加坡航展交易金额的图示数据为例，新加

70　Malaysia,	 Indonesia	and	Singapore	discuss	ways	to	mitigate	risk	

of	haze,	 马 新 社 ,	2013-6-30,	http://www.themalaysianinsider.com/

malaysia/article/malaysia-indonesia-and-singapore-discuss-ways-

to-mitigate-risk-of-haze/

71　虽然阴霾危机也使得印尼，马来西亚与新加坡陷入口水战，但它们

不足于影响其三国的外交和有关阴霾的合作

72　ASEAN	as	a	grouping	 is	a	 failure,	academic	 insists,	The	Nation,	

2013-8-24,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national/Asean-as-a-

grouping-is-a-failure-academic-insists-30213347.html

73　采用灰霾监测系统可以查到阴霾的准确来源，以便把犯罪的公司和

业者控上法庭

74　Singapore	Airshow	deals	hit	record	high,	 亚洲新闻频道	(Channel	

NewsAsia),	 2014-2-14,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

singapore/singapore-airshow-deals/998190.html

坡 2014 年航展的交易金额是目前最高的。与 2012

年相比，这届航展的交易金额增加了 10 亿美元，或

者 3.23%。但是，以 2010 年作为底线，整个交易金

额其实上升了 220%，足以证明新加坡航展的潜力，

并且由此呈现了整个四年的交易金额都是增加的。

图 29：新加坡航展交易金额（2010-2012）

资料来源：新加坡航展网站的媒体发布（马来安邦整理）

除了数字的层面，马来安邦认为这一次航展所

达成的交易类别有两个。第一，是亚洲的民用飞机

需求增加了许多。以空中客车公司（简称空中巴士

或 Airbus）和波音公司（Boeing）为例。在这一届的

航展中，这两家企业所销售的民用飞机大半都是给

东盟国家的新航空公司。

越南廉价航空公司 VietJetAir 用了 64 亿美金采

购和租借 63 架 A320（空中巴士），而另一家泰国

廉价航空公司 Nok Air 也购买了 15 架 B737 波音飞

机（交易金额高达 14.5 亿美金）。缅甸国家航空公司，

缅甸航空，也投入资金租借 10 架 B737 飞机 75，进一

步证明该国的改革开放决心。因东盟国家的经济含

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估计，除了中国航空公司

以外，东盟新兴国家的廉洁和国家航空公司将会是

全球民用飞机市场的另一个增长动力。

第二，私人飞机的销售也有上升的趋向。无可

否认的是，在私人飞机领域，中国仍然是主要买家。

75　Asian	carriers	 lift	Singapore	Airshow	deals	to	new	high,	亚洲新闻

频 道	(Channel	NewsAsia),	2014-2-14,	http://www.channelnewsasia.

com/news/business/international/asian-carriers-lift/9975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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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一次新加坡航展的交易当中，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富豪们都成为私人飞机的新

买家 76。这种现象也足以证明正在崛起的东盟富人阶

层有潜力成为另一个主要买家。对于销售企业如巴

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和庞巴迪（Bombardier）

来说，这些必然是个好消息。

图 30：在新加坡航展的空中巴士 A350

资料来源：美联社（AP）

从这两个动态来看，东盟国家是国际民用和私

人飞机生产企业的其中一个重要市场 77。当然，以目

前的销售量来比较，中国仍然是最重要的市场。然

而，东盟的两极化发展阶段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这已经充分表现在民用和私人飞机供需的方面。当

新兴国家的航空公司大量地采购和租借民用飞机时，

我们也看到较为发展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

西亚）都出现了很多富豪，其结果必定是私人飞机

购买量的增加。

至于新加坡下一届的航展，72% 的参展商已表

示它们将出席两年后的活动 78。以这一次航展所达到

的效果来说，我们已经看到该活动的长期前景。更

何况，整个地区的大背景也协助新加坡在 2016 年再

创新高峰。

76　同上

77　中国依然是最重要的民用和私人飞机销售市场

78　Singapore	Airshow	deals	hit	record	high,	亚洲新闻频道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2014	年棕榈油

价格之思考

The Outlook of Palm Oil Price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in 2014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自 2014 年 2 月底已开始

面临旱季，东南亚地区受东北季候风的影响导致天

气干燥以及较低的雨水机率。马来西亚尤其是雪兰

莪州深受影响，自 3 月初已进行规律的制水活动。

同时，印度尼西亚的廖省也在 3 月初因森林火灾导

致浓烟密布而宣布紧急状态。若干燥的天气持续，

棕榈果的产量将受到影响而最终影响印度尼西亚和

马来西亚的供应量 79。

图 31：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棕榈油生产量
（万吨）

注释：* 表示预测数据

资料来源：亚洲生物能源办公室和安邦咨询整理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供应全球86％的棕榈油，

然而两国今年的库存很可能低于去年，基于较低的

生产率以及国内和国际增强的需求。估计今年棕榈

油低生产量有利于提高价格，皆因棕榈油期货在 4

个月内有望攀升至每公吨约 914 美元，自 2012 年以

来最高的价。相反的，若雨水正常地将临，那么棕

79　Drought	 threatens	Southeast	Asia	 food	prices	as	haze	worsens,	

2014-2-28,

http://www.themalaymailonline.com/money/article/drought-threatens-

southeast-asia-food-prices-as-haze-wors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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榈油七月份至十月份的期货将维持在每公吨约 792

美元至 884 美元之间。

棕榈油的消费随着用于生物柴油掺混而激增，

印尼身为世上最大的棕榈油供应国自 2010 年以来

第一次没提升出口量，维持去年 2100 万吨出口。身

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预计印尼今年将随着生物

柴油混合棕榈油比例从 7.5％提升至 10％以及发电

厂的比例提高至 20％，而有望消耗 340 万吨的棕榈

油 80。印尼政府实行生物柴油掺混新比例以推动国内

棕榈油消费，再加上棕榈油出口的削减将促使棕榈

油的高价格维持一段时间。

相比于周边国家即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马来西

亚尽管具有巨大的棕榈油库存但却是最小的生物柴

油生产国。尽管缺乏生物柴油工厂和设施，大马政

府计划在今年 7 月份把现今 5％的生物柴油掺混比

例提高至 10％，所以棕榈油的消费将提升至 50 万

吨左右。

然而，高价格对棕榈油的需求不利，基于它的

竞争对手大豆油的产量在今年有望增加。估计巴西

的大豆产量将从去年的 8200 万吨增加至 9000 万吨，

同时阿根廷的大豆产量预计将从 2013 年的 4930 万

吨攀升至 5400 万吨。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蔬菜油进

口国，然而棕榈油的价格攀升缩小了它于大豆有之

间的价格差距，促使该国降低高达 6％的棕榈油采

购 81。原因是，一般棕榈油贸易都折扣每吨 100 美元

至 150 美元，但如今的价格差距却不再显著。 

无可否认，生物柴油具有很大的潜力，毕竟它

除了可持续发展以外，还可以作为可再生能源，消

减社会对原油高度的依赖。所以，先进国家正把生

80　Palm	Oil	Export	Growth	Stalling	 in	 Indonesia	on	Biodiesel	Surge,	

2014-3-3,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4-03-02/palm-oil-export-

growth-stalling-in-indonesia-on-biodiesel-surge.html

81　Dry	Weather,	Biofuel	Mandate	to	Boost	Palm	Price	In	2014,	2014-

3-5,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3/05/palmoil-outlook-

idUSL3N0M14CJ20140305

物柴油燃料列为提供能源安全的范围。然而，值得

思考的是，身为全球最主要的棕榈油生产与出口国，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棕榈油出口价格方面依然

缺乏有效的机制与协调，相反的两国经常透过出口

关税互相竞争，最终得利方仍然是棕榈油进口国。

两国的合作有必要跨越应对各界对棕榈油种植的负

面批评，如破坏森林以及制造高温室气体排放量等。

重要的是，两国必须携手合作以提高棕榈可持续性

的生产，推广多元化的棕榈产品以及拓展下游业务，

共同提高棕榈产品的附加值。

东南亚大米出口国所面临的挑战

Facing Challenges by Southeast Asia’s Rice 
Exporting Countries

柬埔寨的香米销售在近几个月急剧下降，基于

泰国大米典押计划随着政治危机的不确定性而导致

大米价格继续下降。保守估计，泰国的大米库存目

前拥有 15-18 百万吨大米。据 Oryza 信息，泰国政

府将在一月至三月之间每月出售至少100万吨大米，

以削减库存历史新高的纪录 82。

然而，把大量的大米充斥全球市场不但导致国

内的价格迅速下降，也压低全球大米的价格而且对

邻国的大米业以及出口带来负面的影响。目前泰国

香米每吨售价于 955 美元，与去年十二月份的 1163

美元相比下降了 17％。另一方面，柬埔寨香米的现

今售价为每吨 885 美元，与去年十二月份 950 美元

的售价相比下降了 7％。

据泰国商会大学（UTCC），该国的低产量和

高成本将导今年的大米出口下滑至 680 万吨，比去

年的 700 万吨出口下降了 3％。今年泰国将成为全

球第三大大米出口国，仅次于印度（预计将出口 930

82　Cambodian	Rice	Trade	Hit	By	Thai	Sales,	2014-3-3,

http://www.bangkokpost.com/breakingnews/397987/cambodian-rice-

trade-hit-by-thai-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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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大米）和越南（估计出口 780 万吨大米）83。据

美国农业部，印度 在 2013-2014 年度将连续第三年

成为世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参见全球大米出口国

表）。基本上，泰国大米销售的跌幅度也受进口商

下滑的需求以及质量的质疑深受影响。所以泰国大

米出口商协会（TREA）敦促政府释放或出口 2013-

2014 年度的大米生产于国外而旧的大米生产则供于

国内消费，以挽救泰国大米在国际市场的盛誉。

图 32：全球大米出口国 （2012 至 2014 年度）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

柬埔寨在 2013 年出口约 379 万吨大米，比 2012

年的 202 万吨大米出口增加 84％。然而，该国在今

年首两个月的出口仅是 4.9 万吨大米，与去年同一

时间出口约 5 万吨的大米相比下滑约 2.5％。柬埔寨

今年首个月的香米出口近一半运往五大目的地包括

法国、荷兰、波兰、马来西亚和加蓬 84。柬埔寨的稻

米投资公司表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即使遭受损

失也只能降低大米的价格以巩固持续的销售。这意

83　Thailand	Rice	Exports	May	Decline	 to	6.8	Million	Tons	 in	2014,	

UTCC	Says,	2014-2-26,

http://oryza.com/news/rice-news/thailand-rice-exports-may-decline-

68-million-tons-2014-utcc-says

84　Cambodia	Exports	48,573	Tons	Rice	So	Far	in	This	Year,	2014-3-

3,

http://oryza.com/news/rice-news/cambodia-exports-48573-tons-

rice-so-far-year

味着，与大米相关各个阶层的利润将遭受挤压，毕

竟便宜的大米价格意味着农民被迫以便宜的价格出

售稻谷。

越南去年出口 688 万吨的大米相等于 29 亿美元，

预计该国今年将出口约 150 万吨大米到菲律宾以及

100 万吨大米到印度尼西亚。然而，越南在 2014 年

也将面临激烈的竞争，由于全球大米市场的价格将

随着泰国不断降低其销售价格而被拉低，亚洲出口

国之间的竞争是无法避免的。尽管出口量降低，越

南大米估计仍然享有来自中国、非洲和东南亚市场

的优势。

由此可见，今年亚洲的大米出口国将面临极大

的挑战，皆因全球的大米供应尚高然而同一时间却

得面对泰国积极削减国家存库的举动而导致激烈的

竞争。因此，大米生产和出口国有必要确保大米市

场的稳定以及确保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之外，也有

必要创造更有效的大米价格机制以及反倾销的倾向，

透过科技进步互助一起提高稻农的生活和改善贸易

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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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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yanma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13)

（上接第 024 期）

八、稳定和增长前景

2.	动荡的可能性

（接前期本节）

最近，若开邦的佛教徒与罗兴亚穆斯林之间爆

发了流血冲突。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区族群暴力都

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在这些地区与印度人团体

和华人团体的紧张局势由来已久——独裁统治时期

这种紧张局势遭到了压制 85。这次特殊的暴力事件

的起因是，3 名穆斯林据称在 5 月底强奸并杀害了 1

名女佛教徒。出于报复，6 月 3 日一群暴徒拦下了一

辆载有穆斯林朝圣者的公共汽车，10 名乘客被欧打

致死。之后，在靠近孟加拉（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

的边境地区的 3 个北部城镇以及实兑市（以佛教徒

为主的若开邦的首府），对立的佛教团伙和穆斯林

团伙开始纵火焚烧对方教徒的房屋，袭击并杀害他

们。

政府对公车袭击事件进行了调查，并起诉了当

事人和教唆者。当冲突事件持续升级时，政府对这

些地区实行了宵禁，随后在若开邦宣布进入紧急状

85　见国际危机组织《缅甸冲突警报：制止群体流血事件，改善关系》

（Myanmar	Conflict	Alert:	Preventing	communal	bloodshed	and	building	

better	relations），2012 年 6月 12 日。

态，给予军队广泛的权力来恢复法律和秩序。目前

事态已得到控制，但是局势依然高度紧张，潜在的

不满情绪尚待解决。

3.	内部和外部的经济冲击

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这个转型阶段，存

在着经济冲击的特殊风险。对经济体制要进行重大

改革，但这些重大改革却几乎不为人所了解。后视

性的 GDP、贸易流动等数据并不可靠也不稳定，能

对问题提供预警的实时信息几乎也不存在。为了使

国家预算合理化，实行缅元有管理的浮动是一个关

键性改革，可以降低经济中的低效行为和寻租机会，

为私营部门的发展提供空间 86。外国直接投资、海外

发展援助和越来越丰厚的自然资源开采收入，来自

这三方面的大量资金流可能会快速涌入，在这样一

个时期，缅元有管理的浮动也是一招险棋。所有这

些因素加起来可能会形成缅元的升值压力。这种“荷

兰病”现象可能会破坏更大范围的经济，使本国出

口商品竞争力下降，并损害农业生产和制造业 87。

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之一是采取措施缓解缅元

的升值压力。一个稳定的、可预见的汇率对商业和

国内市场对缅元的信心都至关重要 88。许多经济学家

建议，1 美元兑 800 缅元的汇率太高，汇率应该接

近 1 美元兑 1000 缅元的水平，才能使农业和出口制

造业具有竞争力 89。对一个成功的出口导向型战略而

86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世界银行官员，仰光，2012 年 5月。

87　“荷兰病”（Dutch	disease），或者叫“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指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趋向于获得低速经济增长和不良发

展结果的一种效应，造成这种效应的部分原因是高估的汇率破坏了制造

业。其他被认为是造成资源诅咒的因素包括有自然资源收入固有的波动

性以及资源使用方面的不良管理或是腐败。

88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一个全球知名银行的经济学家，仰光，2012年5月。

89　IMF工作人员报告，2011	年，引用如前；以及哈佛肯尼迪学院：《工

业政策改革》，引用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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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一个重大威胁是，人们对更好的经济未来前景

持乐观态度，这种态度诱使资金流入，结果导致非

官方汇率上升 90。人们并不清楚政府和央行是否持

有能调整汇率使出口商品对外国消费者而言更加便

宜的工具。如果不能正确地调整汇率，使之既保持

稳定同时又处在一个合理水平的话，那么就可能对

出口部门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破坏经济体的整个

生产基础 91。

长期来看，保持平衡的发展很有必要。通过支

持能创造就业机会的新工业和减轻对自然资源开采

的过度依赖，平衡的发展能使经济基础更多元化。

同时，缅甸需要益贫式（pro-poor）的平衡增长，

以使相当大一部分的人口脱贫。这些目标都不是一

夜之间能够实现的。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有：具启发

性的宏观经济决策，有效的机构建设，能促进农业

生产和工业化的合理政策，以及与教育体制有关的

能力的发展和提高。

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解决从前任政府那里继承

的扭曲的预算优先项，包括高额的军费支出以及在

社会服务提供方面极低水平的支出。要改进预算优

先项、增加社会服务支出，可以通过一个多种收入

形式（如一些使税收体制合理化的简单步骤）的组

合以及利用自然资源的部分收入来实现——而不是

采取印刷钞票这种多届前任政府的惯常做法 92。

与此同时，政府要找到方法来应对民众日益增

长的期望值，这一点也很重要。这包括向民众保证

变化是真实的、是会给他们带来实惠的，并且，他

们很快就能感受到变化的影响，而不是在遥远未来

的某个时刻才能看到变化带来的影响。任何改革方

案都必须包括能迅速见效、给人民生活带来实质性

影响的措施。这包括能为普通居民增加电力供给、

改善公共交通（减少其拥挤程度、提升安全性以及

90　芬德利，外交政策（在线），引用如前。

91　过高的汇率不仅会损害出口者的利益，而且会使进口商品更便宜，

从而可能导致国内制造的商品竞争不过进口商品。

92　这是看过这份报告初稿的一位经济学家兼税收专家提出的建议。

提高现代化水平）、打破通讯领域的垄断以降低手

机售价、或者减少乱收费以使人们获得卫生和教育

服务等这样一些短期性补救措施。最终，公众的支

持才是改革进程是否可持续以及是否成功的决定因

素。

4.	地区背景

虽然缅甸开放经济的努力是在全球经济面临强

劲阻力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但是缅甸有着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它地处全球经济增长的 3 个关键驱

动力量——中国，印度和东南亚——之间，这给它

带来了极大的机会和潜力 93。

政府已经计划修建或正在修建大型基础设施项

目，以利用该国的地缘战略位置，加强与地区内经

济强国的联系。这包括：兴建中的若开邦首府实兑

附近的印度洋海域深海港口以及平行公路、高速铁

路、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这将建起一个缅甸通

往中国西南部内陆省份的能源和贸易走廊；加叻丹

多式运输项目（Kaladan multi-modal project）将在印

度洋和印度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印度洋和印度东北

部内陆地区之间建起一条交通走廊；以及达维发展

项目（Dawei Development Project），按照计划，该

项目将在缅甸南部修建一个大型工业区和一个现代

化深海港，以及连通泰国并进一步通至越南的公路

和铁路，这样可以从陆路将货物运送至泰国和越南，

比起经马六甲海峡的海路运输要少花好几天时间。

处在地区贸易的交汇地带能带来显著好处。然

而，与经济和制造强国比邻而居也有坏处。缅甸本

国工业效率低下、技术欠缺、规模小，很难在全球

出口市场和本国市场上与其他经济体抗衡。2015 年

缅甸将致力于在东盟经济共同体之内融入地区经济，

这之后它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据东盟经济共同体的

设计师称，东盟经济共同体将“把东盟转变为一个

商品、服务、投资、熟练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

93　对缅甸地缘战略位置的历史和潜力的详细研究，参见吴丹敏：《中

国与印度的交汇处：缅甸和亚洲的新十字路口》（Where	China	Meets	

India:	Burma	and	the	New	Crossroads	of	Asia）（伦敦，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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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94。

缅甸将为此进行大范围的调整，同时，它将面

临的挑战是缅甸大多数企业——以及缅甸整个经

济——都还没有准备好来迎接的。一些公司正游说

缅甸政府在 2015 年之后保留一定的关税和非关税壁

垒，这可能会违反东盟条约。目前尚无迹象表明政

府会做如是考虑。政府能够做到的是，在 2015 年到

来之前以补贴的形式提供短期支持，帮助企业做好

调整以适应新的竞争市场 95，然而，这是否会是一个

有效措施不得而知。

在未来几年中，另外两个事件也会给政府的能

力和基础设施带来不小的压力。一个是缅甸将在

2013 年举办两年一届的大型地区体育赛事东南亚运

动会，另一个是缅甸将在 2014 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

国。后者将涉及到组织和举行大量会议，主办东盟

峰会、一年一度的外长会议、同对话伙伴国的外长

扩大会议以及东盟地区论坛。

结论

缅甸在进行全面政治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实施

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计划，经济改革的目标在

于重建停滞不前的经济并实现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缅甸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打破旧的体制，

取消垄断以及获得执照、许可证和合同的特权。这

些改革将对根深蒂固的商业精英——裙带商人、军

队以及与执政党有关系的前重量级政治人物产生极

大影响，这些商业精英将不得不在一个更公平的环

境中与其他人进行竞争，甚至要开始纳税。

考虑到这些利益集团的财富或政治影响力，他

们其实会是改革强有力的阻挠者，但是，并没有迹

象表明他们试图扰乱经济改革。他们看清了风向，

似乎也已经接受了改革的必然性。他们意识到，与

94　《 东 盟 经 济 共 同 体 蓝 图》（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Blueprint），东盟第13次峰会通过，新加坡，2007年11月20日，第4段。

95　用一位政府顾问的话来说，“我们对此作出了承诺，并致力于此。

不要要求政府的保护；要求政府给予转型支持吧。”（国际危机组织采访，

仰光，2012 年 5月）

从改革中可能获得的利益比起来，挑战改革的政治

风险可能会让其得不偿失。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自身

优势，这些优势能让他们从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增

长的经济中获利，虽然获取的利润相比以前要减少

一些。为此，这些商业精英开始努力重新调整立场

并重塑形象。军队意识到，如果继续以低效的方式

经营他们庞大的商业利益，对军队的预算最终会是

消耗而不是补充。

尽管如此，经济重建的道路不是平坦或一帆风

顺的。为了达成吴登盛总统的目标，实现具有广泛

基础的平等增长，需要精心制定政策并有效实施。

需要改革的方面非常之多，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

方面的能力却很有限，因此行政部门可能会面临疲

于应付的风险。除此之外，在这个过程中要取得成

功，取决于有保障的宏观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在

2015 年选举之前的这段时间，无法预见的经济冲击、

社会动荡或是政治上的不确定性都是破坏稳定的潜

在风险。但是，如果缅甸能够处理这个复杂的过程，

它有可能最终发挥其巨大的经济潜力，赶上周边国

家，并在这个过程中避免重蹈周边国家的覆辙。

雅加达 /布鲁塞尔

2012年 7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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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