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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实地考察：从越南现况探讨东盟内部差异化
ANBOUND Survey: Review Vietnam to See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within ASEAN
从媒体与市场分析观察中国与越南 5 月中旬的
一系列情况，可以看出，越南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

对于越南工业园区骚乱事件，越南当地居民认
为，一系列的事件，都不过是工业园区的部分员工
趁游行示威之势，制造骚乱以换取个人的利益。
图 1：胡志明市国际机场外景
（并没有出现大批中国人紧张等候的情形）

尤其自 5 月 12 日起对工业园区的“中资”企业发起
的破坏性行为，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 1。
作为客观中立的独立智库，马来西亚安邦的代
表在此期间调研了越南的房地产市场，对企业与民
间进行了走访，以第三方的角度重新观察越南最近
的情况。
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已发出旅游
警告 2，但若身处越南境内，其实一切并非媒体与
市场所形容的那样紧张。至少您若处在越南南部最
大城市胡志明市，尤其在行政与商业核心的第一郡
（District 1）内，白天的都市繁华，夜晚的歌舞升平，
仍处处可见，丝毫没有任何不同的气氛。
同时，媒体的过度聚焦让原本只是集中在工业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咨询摄影

园区的骚乱事件，变成一项越南全国性的抗议与示
威活动，这不仅给越南的旅游业与投资活动带来冲

在越南从事劳动力输出行业的华侨曾先生指出，

击，更重要的是，这将间接促使中国与越南之间的

工业园区发生的骚乱事件就是一场约千名员工的行

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无论对于越南本身，还是中

为影响了上万名员工薪资的事故，有些人通过此类

越关系，或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发展，这都会带

活动向雇主争取更高工资。根据马来西亚安邦的调

来负面影响。

研，越南从事工业生产的员工一般只获得约 50 至

一、相关工业园区情况

100 美元的基本月薪，若要获得更高的工资则必须
加班，即投入更多的劳力来换取较高的薪资。
事实上，过去数年来，越南工业园区曾发生多

1

越南排华事件：军方突然介入 情况相当严重，2014-5-18，http://

bbs.miercn.com/201405/thread_310740_1.html
2

中国发布赴越南旅游警告 暂停部分双边交往计划，2014-5-18，

次规模大小不一的示威与骚乱活动，原因都是有部
分员工试图争取更高的工资，以及较好的工作与社

http://news.fx168.com/politics/other/1405/9203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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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福利等。然而，类似的示威活动最终的胜利者往

大部分南部的越南人而言，南北之间依然存在着一

往并非是员工们，甚至还会祸及没有参与示威的员

种隔膜，类似文化与理念上的隔阂。

工。必须注意的是，拥有约 9000 万人口的越南，目
前依然享受着人口红利，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促使
工业园区出现非常高的员工替换率。

一名胡志明市的计程车司机提及骚乱事件时就
表示，类似事件基本上都是北部人制造的。在南部
人的眼中，北部人基本上就与懒散、不上进等字眼

图 2：胡志明市平静如往常的街景（一）

挂钩。这种以往的主观印象，尽管经过了接近 40 年
的磨合，但似乎依然无法全部挥散。
应该了解的是，越南北部与南部，无论从历史
发展，地理位置与气候现象，乃至于殖民统治文化
与主义思想等，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差距。就历史而言，
北部河内在汉代就与中国有联系，而南部胡志明市
一带，则在明朝末年才有与中国的真正往来；而在
法国殖民期间，胡志明市的西化程度也较河内更高。
胡志明市的西化进程迅速，实际也归于南部的地理
形势——皆为肥沃的平原土地，适合农业与工业化
生产；而北部则以高原为主。
图 3：胡志明市平静如往常的街景（二）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咨询摄影

劳动力竞争激烈的环境、较低的薪资以及缓慢
的薪资增长速度，自然会引起越南劳工的不满。加
上全球化与市场自由化推高了生活成本，这更加触
动了低收入群体的敏感神经。这种累积下来的怨气，
未必需要中国采油引发的示威游行，就足以触发多
次类似事件。
同时，当前积极到越南开设厂房的企业，大半
都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而这
些在越南投产的企业都属于华资企业。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咨询摄影

二、越南统一后的南北意识依旧存在
1976 年，越南结束了北越与南越对峙接近 30
年的局面，完成了南北统一的政治格局。但越南的
统一，或许只是一种政治与地理版图上的统一，就

2 / CHINA-ASEAN WATCH / 2014.06

再者，法国殖民色彩浓郁，促使南部经济倾向
于资本主义，这与北部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也有所
不同。可以这样说，自法国实行殖民统治以来，尽

管河内是越南的行政中心，但胡志明市却是越南的

的马来西亚华裔叶先生在与马来安邦研究人员的交

经济与贸易重镇，这也促使两个地区的民族特质出

流过程中透露，类似的示威分子在越南其实是少数，

现显著的分野。

更多的越南人关注经济发展。
“生活成本压力已上升，
一般越南人关注自身的经济能力多于关注政治方面

因此，在这种多元层面的分化特质下，越南的

的事”。

南北社会在精神与文化上的不同，无法在短短的 40
年统一期间得到全面融和。这自然会让南部社会在

叶先生本来有意做些与中国贸易和投资相关的

面对类似事件时，将矛头指向北部社会。我们分析

业务，但目前只好暂缓探寻前往中国的合作商机。
“经

认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这种南北社会的文化与

济发展才是国家成长的动力，政治理念有时候还需

认知差异，或许仍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磨合，甚至需

要以照顾区域发展格局为大前提”。

要等待下一代去解决。事实上，类似的文化差异也
展现在当前越南政治体系当中，一个典型例子是，

图 5：胡志明市继承法国式的休闲享受

现任总理出生在越南南部地区，而总书记则出生在
河内 3。
图 4：热闹依旧的胡志明市的夜市集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咨询摄影

作为中立客观的智库，马来安邦认为，越南当
前的政治局势和政治发展动向需要时间去论证。但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越南的企业还是民众，大部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咨询摄影

分都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在越南经商接近 15 年
3

阮晋勇，猜到开头没猜到结尾的越南总理，2014-5-23，http://news.

sina.com.cn/zl/world/blog/2014-05-23/10541455/1302257483/4d9edf4
b0101ogw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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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盟各成员国内部的差异化：影响东盟一体化的

截至目前，为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准备工作已完
成了约 80%，但在内部隔阂与差异都无法得到完善

进展

处理的情况下，东盟的一体化将不过是个数据与数
越南的“排华”事件，最终并没有产生任何赢

字上的游戏。要让东盟真正走向一体化，首先还需
家。制造骚乱的员工，有的被定罪 4，有的失去工作， 从各成员国的内部做起。这种东盟内部差异化的认
而且拖累了那些没有参与活动的绝大部分员工，越 知与其潜在危机，若非身处东盟境内，是完全无法
南工人们将因此而再次失去薪资上调的机会。其次，
多家企业已有撤资动向，而越南政府也颁布了多项
减税或免税措施，以重新吸引外来投资 5。
该事件更凸显出东盟一体化面临的潜在问题，
那就是各个东盟成员国内部所存在的差异。就如越
南内部的南北文化、经济与政治趋向的差异等，足
以导致媒体论述以及民间反应出现两极化的趋势。
至于其他国家，泰国近期的局势实际上也源自
于多个层面的差异化，包括对君主权力的认知，对
民主的认知，以及宗教与文化的差异等等。马来西
亚方面，东马与西马之间的距离与文化差异，马来
土著、华社与印裔社群之间的差异，以及民主政治
趋向上的差异，都牵动着马来西亚未来的政治与经
济发展格局。诸如菲律宾北部与南部，以及印尼各
群岛之间的鸿沟等，都左右着这些国家的发展。这
还不包括东盟成员国之间长久以来就存在的差异与
争端，如沙巴与菲律宾南部边疆、泰国的越南工业
园区以及柬埔寨边境问题等等。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差异与问题并不会
阻挠东盟一体化的大方向；或许，我们也可以简单
地认为，这些差异和问题将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缩
小。但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40 年了，越南统一
后社会仍有南北意识；40 年了，菲律宾南部问题依
旧困扰当政者；50 年了，马来西亚社群依旧以三大
民族共称，西马与东马之间仍存在许多误解；甚至是，
80 年了，泰国民主依旧步履蹒跚。

4

越 南 暴 动 2 人 判 刑，2014-6-12，http://udn.com/NEWS/WORLD/

WOR3/8735328.shtml
5

越南宣布将减免税补偿遭打砸中企损失，2014-5-22，http://news.

china.com.cn/2014-05/22/content_324562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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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体与舆论方面获得的。

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高科技与数据分析是新加坡成为“智能”

国对于大数据的重视。同时，新加坡也建立了隶属

城市的关键因素

于本国的地理空间数据共享平台。截至 2013 年 8 月，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And Data Analytics
Are the Determinants for Singapore Becoming a
“Smart” City

该平台已经拥有了 60 多种地图。以上两个数据库都
有利于帮助新加坡政府及时发现由资源分配不当或
需求供应失衡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8。目前，利用数据
分析找到解决方案主要集中在公共交通领域。

2014 年 5 月，新加坡媒体对该国政府所倡导的

表 1：目前新加坡各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分析课程

“新智能国”议题进行了深入报道。5 月 9 日和 27 日，
新加坡主流媒体亚洲新闻频道（Channel NewsAsia）
分别刊登了两则报道，介绍了关于新加坡高科技应
用和数据分析的情况 6。根据报道，我们可以将新加
坡政府的具体举措分为两类。
一是高科技应用。去年，新加坡政府开始落实
本国的“安全城市试验”计划，科技应用是其中一
个合作组的试验焦点。目前，该组由 NEC 所主导，
它的成员包括 ESRI Singapore, iOmniscient Pte. Ltd.,
Oracle, G. Element Pte. Ltd., GreenFossil Pte Ltd. 和
ZWEEC Analytics Pte Ltd.。该组的科技应用试验主
要围绕三类监控手段 : 摄像头监控，音频监控和社
会媒体监控 7。
二是数据分析。公开数据政策已经实施了三年
多，新加坡获得的数据集的数量已达到 8,000 多个，
有 60 多个政府机构参与了该计划（数据共享在该国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机构网站信息整理

的数据门户网站——data.gov.sg）。这充分体现了该

6

此外，私营企业也投入到该领域中。和政府一

Singapore in push to become “smart” nation, 亚 洲 新 闻 频 道

(Channel NewsAsia), 2014-5-27,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

样，私人公司可以通过数据分析了解整个公司的问

news/business/singapore-in-push-to/1124326.html; Open approach to

题，比如工作效率下降、运行遇到障碍以及业务风

data can help build smarter nation, 亚洲新闻频道 (Channel NewsAsia),
2014-5-29,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openapproach-to-data-can/1127526.html
7

Singapore to embark on “Safe City Test Bed” project, FutureGov

8

Open approach to data can help build smarter nation, 亚洲新闻频道

News, 2013-5-30,    http://www.futuregov.asia/articles/2013/may/30/

; Singapore announces open data initiative, FutureGov News, 2013-8-

singapore-embark-safe-city-test-bed-project/; Singapore in push to

15, http://www.futuregov.asia/articles/2013/aug/15/singapore-moves-

become “smart” nation, 亚洲新闻频道

forward-open-data-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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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上升等。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可以“对症下药”，

中包括对企业债券与信托基金领域的全面开放 11。

解决实际问题，极大地提升公司的运营效率，提高
纳吉在其开幕演说中表示将持续开放国内的金

管理层的决策能力。这样一来，企业的收入必然会
增加 9。

融市场，并宣布三项开放措施，分别为取消企业公
开发行债券必须拥有信贷评级的强制性条件、取消

到目前为止，新加坡政府在培养数据分析人才

信贷评级机构的外资持股限制，以及取消单位信托

方面做得相当不错。根据安邦对资料进行的搜索和

公司的外资持股限制。其中，前两项措施将从 2017

分析（如表），新加坡全国一共有七项相关课程，

年起生效，而后一项则即时生效。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新加坡资讯

图 6：首相纳吉在 2014 年峰会上发表开幕演说

通信发展管理局（IDA）等提供。值得一提的是，这
些课程并没有只停留在培训阶段，它们也被纳入到
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中。根据新加坡安永会计师
事务所（Ernst & Young）的估计，该国将在中期内
培养 60-80% 的本国数据分析人才 10，大幅减少对外
国人才的依赖。在这一领域，新加坡取得的成就也
值得中国关注。中国政府要改变本国的经济发展模
式，可以考虑与新加坡政府建立相关的人才联合培
养机制。
总的来说，科技应用和数据分析是两根互相支
撑的“支柱”。考虑到只有应用高科技才能让数据
分析顺利进行，只发展其中任何一方都达不到良好

资料来源：新海峡时报

的效果。要成为真正的“智能”城市，高科技应用
和数据分析缺一不可，新加坡就是最好的例子。
相比过去两年较为关注中小企业发展的信息，
这次宣布开放部分金融领域，展现了纳吉在成功延
续与巩固执政权后，做出了一个大胆且着眼长远的

免评级债券措施推动马来西亚债券市场

新部署。马来西亚全面放开外资在评级机构与信托

发展

基金的持股限制，允许持有 100% 股权，马来安邦对

Removal of Mandatory Bond Credit Ratings Will
Boost Malaysia Bond Market

此并不感到意外。毕竟马来西亚相关行业的发展已
趋成熟，足以面对国际市场的挑战与考验。

一年一度的《投资马来西亚》峰会于 6 月 9 日

但对于政府要取消企业公开发行债券前强制

揭开帷幕，投资者皆聚焦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开幕

性接受信贷评级的规定，马来安邦则要提出一些建

式上发布的信息。相较于过去两年相对平淡的峰会

议 12。一般而言，在成熟的市场上，企业债券的发行

开幕演说，今年纳吉的开幕词确实带来了震撼，其
11

2014 年投资马来西亚峰会的开幕式演讲稿，http://www.1malaysia.

com.my/en/blog/keynote-address-by-yab-dato-sri-mohd-najibbin-tun-haji-abdul-razak-prime-minister-of-malaysia-at-investmalaysia-2014/
9
10

Open approach to data can help build smarter nation, 亚洲新闻频道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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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4 年投资大马大会．免评级刺激企业发债量 对股市或有影响，

2014-6-9，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533551

并不需要强制性的信用评级。但是，马来西亚目前
是否已达到成熟市场的标准，这或许见仁见智。
表 2：纳吉在历届《投资马来西亚》峰会上的宣布

可以肯定的是，市场要从条例导向型过渡至投
资需求导向型，无论是发债方还是投资方，都必须
要有自律的态度。也就是说，免债券评级虽然可以
激活马来西亚债券市场的发展，可一旦缺乏适当的
规则，尤其在执行层面，就会影响企业债券的发展
前景。
无论如何，尽管政府宣布取消强制性接受评级
的发债条件，马来安邦相信，企业未来依旧会发行
有评级的债券，这一方面是为了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另一方面则是可以面向更多的国际投资大户。与此
同时，相关免评级的措施，也将推动更多企业、特
别是一些新型企业转往债券市场开展融资活动。
总的来说，提出相关的金融领域开放措施，对
于国家和投资者而言，都是一桩好事，只是关键在
于相关监管单位的执行能力，以及投资者与发债商
的自律与自觉。

简析当前泰国局势对全球存储设备产业的
影响
The Influence of Thai’s Situation on Global
Storage Device Industry
泰国是全球第一大机械硬盘（HDD）组装和零
部件生产基地，其产量约占全球的一半，在整个存
储设备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全球三大硬盘
制造商西部数据、希捷和东芝都在泰国设有工厂。
其中，西部数据 70% 以上、东芝一半以上的产能都
集中在曼谷周边和泰国东北部地区。而泰国生产的
硬盘马达更是占到全球的 75% 以上 13。一旦这些工
厂的生产出现问题，势必会波及整个全球存储设备
产业。
对泰国存储设备制造厂商冲击最大的无疑是自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咨询根据纳吉历届峰会
演讲词整理

然灾害导致的停工。2011 年 10 月，曼谷及周边地区

13

泰国投资委员会，http://www.boi.go.th/index.php?pag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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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希捷 1T 硬盘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http//www.zol.com.cn

图 8：西部数据 1T 硬盘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http//www.zol.com.cn

遭遇特大洪水，所有工厂停工。受此影响，全球存

泰国政局的变化也会对全球存储设备产业造成

储设备价格出现剧烈波动。与一个月前相比，2011

影响。与自然灾害不同，这种影响更多是出于业界

年 10 月底，在中国最重要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

的心里预期。比如，自 2005 年下半年起，在全球各

14

500G 硬盘的价格翻了一番 ；而在美国著名电子产

主要市场，硬盘价格一直处于一个下降通道中。然

品交易网站“新蛋”上，1T 硬盘的价格更是暴涨

而 2006 年初，泰国局势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状况，

15

180% 。希捷泰国工厂恢复生产花费了两个月时间，

市场不免对此感到担忧，进而导致 2006 年 2 月硬盘

受灾情况更严重的西部数据则整整用了 3 个月清理

价格出现了小幅逆市上涨。2 月底他信下台后，泰

工厂、修复设备。而全球硬盘的价格直到 2 年后才

国局势恢复平静，之后 3 月份硬盘价格随即回落，

基本回落到灾前水平。

延续之前的下降趋势。

14

泰 国 洪 水 冲 击 全 球 硬 盘 产 业 链，http://tech.sina.com.cn/it/2011-

自 2013 年年底以来，泰国局势持续动荡，“红

10-27/09516238118.shtml

衫军”与“黄衫军”在多个地区对峙。2014 年 5 月

15

7 日，泰国宪法法院裁定看守政府总理英拉下台；5

受 泰 国 洪 灾 影 响 硬 盘 涨 价 180%，http://www.chinanews.com/

it/2011/11-08/34459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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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军方在未与政府商量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

老挝即将就争议性水力工程重启多边协商

实施戒严，包围聚集在首都曼谷的“红衫军”，要

Laos Government Will Reopen the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on the Controversial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Plan

求他们停止集会。5 月 22 日，泰国军方正式宣布发
动政变，实施宵禁。
截至到目前，这一系列事件尚未导致存储设备

为进一步落实“东南亚蓄电池”计划（Battery

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据统计自今年年初至今，在中

of Southeast Asia），老 挝 政 府 宣 布 将 于 本 月 26 日

国大陆市场，希捷硬盘的价格略有下降，西部数据

在泰国就启动沙宏大坝（Sahong Dam）兴建案同中

硬盘的价格基本没有变化（见下图）。我们分析，

国、美国与湄公河流域周边国家举行新一轮协商。

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一是目前泰国局势还在

另一方面，2012 年底动工的沙耶武里大坝（Xayawuri

可控的范围内，没有对工厂的生产造成明显影响；

Dam）工程将于近期展开本体结构工程，然而在周

二是受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冲击，PC 市场萎靡不

边国家未能就兴建案取得共识情况下，除了当地居

振，影响到了传统机械硬盘的出货；三是近年来固

民积极抵制造成该工程进度拖后外，越南、柬埔寨

态硬盘（SSD）发展势头迅猛，挤占了部分传统硬盘

等湄公河下游国家也将以更强烈的手段干预大坝兴

市场；四是受累于全球经济的疲软，企业对于存储

建计划 16。

设备的需求下降；五是目前经销商和厂商手中都握
图 9：湄公河沿岸水力发电水坝分布

有足够的库存，暂时不会出现供给短缺的状况。
根据以上信息不难判断，短期内即使泰国局势
持续动荡，也不会对全球存储设备市场造成重大影
响。然而从长期看，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以及大数
据时代的到来，未来市场对于存储设备的需求将持
续走高。西部数据、希捷和东芝在泰国的工厂都计
划将更多的产能投入到微型存储设备和固态硬盘的
生产中，更好地适应市场的转型。如果泰国局势再
次陷入动荡，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街头政治中，影响
厂商的正常运营，那么势必会导致存储设备价格在
短时间内出现剧烈波动。
为了规避这样的风险，三大存储设备生产商目
前正在考虑将部分工厂迁往其它国家，主要是中国、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上述三国也是传统的存储设备
产地，有较好的基础。然而，由于近年来土地价格
和劳动力成本的迅速攀升，把过多的产能集中到中、

资料来源：水资源粮食挑战项目，湄公河委员会网站

马、新三国无疑会显著提高企业成本，抬高存储设
备的终端零售价格。因此，未来泰国的局势，值得
全球存储业界关注。
16

Bloomberg News, “Laos draws ire of neighbors with

Mekong river dam plans”,Jun. 3rd 2014, http://finance.yahoo.
com/news/laos-draws-ire-neighbors-mekong-170000777.html;_
ylt=AwrSblwCWp1TUh0AEdW7HAx.;_ylu=X3oDMTByaDNhc2JxBHNlY
wNzcgRwb3MDMQRjb2xvA2dxMQR2dGlk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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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是东盟内唯一的内陆国，由于境内地势崎

题 20。倘若不能有效处理这一问题，对于经济体量较

岖且水资源蕴藏量丰富，老挝政府从上世纪 90 年代

小的老挝而言，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导致老挝经

开始计划将老挝打造成“东南亚蓄电池”，以满足

济发展陷入困境。

周边国家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依据该计划，老挝
政府将在境内建造 55 座水力发电站，并在 2030 年

近年来，老挝在经济结构转型上并未出现显著

前将发电量提升至 2.3 万兆千瓦，通过向周边国家

突破，由于总体生产要素（TPF）增长缓慢，水电投

输出电力来推动经济增长 17。

资便成为老挝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政策。然而，这
项政策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态上都面临高度风险，

然而，这一旨在推动老挝经济增长的重大经济

对此，安邦保持高度关注。

建设项目始终充满争议。泰国、柬埔寨、越南、老
挝皆为《1995 湄公河协议》签订国，该协议规定：
“周
边国家应在河道遭变更前进行相关咨询，并完成协
商”，然而该条文并未获得有效落实 18。以沙耶武里
大坝（见图）为例，大坝兴建完成后逾 95% 的电量

印度尼西亚水泥公司进军孟加拉拓展业务
Semen Indonesia Company Is Expanding the
Business

将输往泰国，然而工程完成后可能出现严重的淤积
问题，这将对大坝下游造成严重的生态冲击。湄公

印度尼西亚水泥（Semen Indonesia）公司准备

河冲积物质浓度降低会严重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

进军亚洲区域市场，计划在孟加拉扩展业务，并继

导致土壤肥力衰退、水稻产量下降，为当地人提供

续在国内扩建新工厂。印尼水泥公司财务经理强调

逾 70% 蛋白质摄取量的渔业供应也会出现短缺，这

说，孟加拉已成为印尼水泥公司扩展区域的目标之

将对湄公河下游地区社会秩序造成威胁 19。

一 21。

另外，“东南亚蓄电池”计划还存在其他重大

在地形方面，孟加拉没有生产水泥的原料，以

问题。依照计划，2030 年前老挝发电总量将达到 2.3

致，印尼水泥公司必须买进或在该地兴建研磨厂

万兆千瓦，然而当中可能存在过度投资的隐忧。从

（grinding mills），原料能从印尼水泥公司的两家子

当前周边国家承诺认购情况来看，越南与泰国各自

公司，即越南的升龙水泥（Thang Long Cement）厂

承诺认购 7 千兆千瓦；柬埔寨承诺认购 2 千兆千瓦，

或巴东水泥厂获得。

老挝可能面临近 7 千兆千瓦的产能过度投资，如何
为扩展区域业务的计划，印尼水泥公司将从每

输出这些过剩产能将是老挝政府必须解决的重要问

年大约 4 兆盾至 6 兆盾的资本支出（capex）中拨出
10% 至 20% 作为投资金。往后 5 年，在区域扩展业

20

Takepart Com, “This Dam Battery Will Power Southeast

Living on Earth, “The Battery of Southeast Asia”, Oct. 23rd ,

Asia, but at What Cost”, Jan. 18th , 2013, http://news.yahoo.com/

2009, http://www.loe.org/shows/segments.html?programID=09-P13-

dam-battery-power-southeast-asia-cost-211250462.html;_

00043&segmentID=6

ylt=A0SO81pJW51TNxIAtja7HAx.;_ylu=X3oDMTByMjAxbTBkBHNlYw

17

18

中国行业研究网：“老挝执意推进湄公河沙耶武里水电站项目”，

2012-11-14，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21114/221996.html
19

Takepart Com, “This Dam Battery Will Power Southeast

Asia, but at What Cost”, Jan. 18th , 2013, http://news.yahoo.com/
dam-battery-power-southeast-asia-cost-211250462.html;_
ylt=A0SO81pJW51TNxIAtja7HAx.;_ylu=X3oDMTByMjAxbTBkBHNlYw
NzcgRwb3MDNQRjb2xvA2dxMQR2dGlk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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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cgRwb3MDNQRjb2xvA2dxMQR2dGlkAw-21

印尼水泥准备进军亚洲市场 计划在孟加拉扩展业务，2014-6-4，

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ce/%E5%8D%B0
%E5%B0%BC%E6%B0%B4%E6%B3%A5%E5%87%86%E5%A4%
87%E8%BF%9B%E5%86%9B%E4%BA%9A%E6%B4%B2%E5%B
8%82%E5%9C%BA%E8%AE%A1%E5%88%92%E5%9C%A8%E5
%AD%9F%E5%8A%A0%E6%8B%89%E6%89%A9%E5%B1%95%
E4%B8%9A%E5%8A%A1.html

务的资金达到 1 兆盾至 2 兆盾。缅甸和孟加拉的市

柬埔寨大米出口发展迅速

场前景相当明朗，尤其是孟加拉，至今仍须大量进

Rice Exports Growing Rapidly in Cambodia

口水泥。印尼水泥产量达到 6800 万吨。今年水泥产
量约 6400 万吨，而预计全国每年消费量达到 6200
万吨 22。

据柬埔寨大米出口服务窗口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4 年前五个月柬埔寨出口约 148，262 吨大米，比

图 10：印度尼西亚水泥（Semen Indonesia）
公司分厂

上年同期的 146，854 吨增长约 1%。2014 年五月份
柬埔寨出口约 27，971 吨大米，比上年同期减少 1%，
也比今年四月份减少约 22%。柬埔寨主要出口长粒
大米、香米和蒸谷米。欧盟、马来西亚和中国仍是
柬埔寨大米的主要出口市场 23。
近年来柬埔寨大米出口增长迅速。2013 年柬埔
寨出口大米 378,856 吨，比 2012 年的出口量 205,717
吨增长了 84%。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 2014 年柬埔寨
稻米产量为 950 万吨，大米出口量将达到 120 万吨，
预计比 2013 年增长 3 倍以上 24。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图 11：柬埔寨大米出口量（2011-2014）
（单位：万吨）
印尼水泥公司于 2012 年底以 1.57 亿美元收购
越南升龙水泥公司 70% 股份后，接下来的步骤是往
亚洲区域国家扩展业务以扩张市场销售网。印尼水
泥（Semen Indonesia）公司把进军越南水泥企业作
为领先东盟市场的部分计划。
随着东盟各国的运输、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建
筑等行业的加快增长，水泥市场将不断陷入供不应
求的状况。印尼水泥公司正是看到这一机遇，在各
个地区投资建厂，扩大水泥产量，同时提高增长率。
照此发展下去，印尼水泥公司可能将会在更多的国

注释：2014 年大米出口量为 FAO 预测数据

家和地区拓展业务，不仅仅局限于东南亚地区。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在《中国东盟观察》第 024 期中曾提到，柬埔
寨政府争取 2015 年出口大米一百万吨。而根据联合
22

印尼水泥欲成为东盟市场领头羊 有意在越南再收购水泥，2014-5-

19，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ce/%E5%8D
%B0%E5%B0%BC%E6%B0%B4%E6%B3%A5%E6%AC%B2%E6
%88%90%E4%B8%BA%E4%B8%9C%E7%9B%9F%E5%B8%82%
E5%9C%BA%E9%A2%86%E5%A4%B4%E7%BE%8A%E6%9C%8

23

2014 年 1-5 月柬埔寨大米出口同比增长 1%，2014-6-5，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20140605/092219321453.
shtml

9%E6%84%8F%E5%9C%A8%E8%B6%8A%E5%8D%97%E5%86

24

%8D%E6%94%B6%E8%B4%AD.html

http://www.chinagrain.cn/dami/2014/1/7/2014179282875369.shtml

2013 年柬埔寨大米出口环比增长 84%，20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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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粮农组织的预测，柬埔寨 2014 年就可以达到这一

菲律宾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受去年
“海燕”

目标。柬埔寨大米出口商联盟曾在今年 2 月表示，

台风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在农业、贸易和旅游方面。

鉴于欧洲大米市场越来越窄小，柬埔寨应努力开拓

一季度农业只增长了 0.9%，工业增长 5.5%，而去年

其他新市场，特别是中国、美国和非洲市场。

四季度分别为 3.2% 和 7.6%。美联储持续削减 QE 规
模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也对菲律宾经济发展造成一

柬埔寨开拓新的大米出口市场的原因之一是去

定的负面影响。2014 年 5 月 22 日位于瑞士的全球第

年年底欧盟指控柬埔寨以较低的价格从邻国越南进

一流商学院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MD）公布的一份

口大米，掺杂在出口给欧盟的柬埔寨大米中，其中

年度世界竞争力排名中菲律宾排名下滑至第 42 名 26。

越南大米比例高达 30%。柬埔寨商业部和柬埔寨大
米出口商联盟今年签署的《大米出口行为准则》已

图 12：菲律宾 GDP 增长率 （2004-2013）单位：%

于今年 3 月 17 日起生效，以此回应柬埔寨出口欧盟
大米中掺杂越南大米的指控。《大米出口行为准则》
要求柬埔寨大米出口商在申请原产地证时，提供证
明保证其出口的大米 100% 为柬埔寨大米。
尽管柬埔寨大米出口遇到一些问题，但是随着
柬埔寨大米出口市场的拓展，柬埔寨的大米出口仍
会保持快速的增长。柬埔寨大米连续两年获选为世
界最优质大米奖。柬埔寨大米优良的品质可以帮助
其打开市场，迅速拓展出口渠道。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上述信息表明，柬埔寨大米出口发展迅速，前
景十分广阔。但是在大米出口中，柬埔寨应该注意
细分大米出口市场，培育高端大米出口市场与品牌，

尽管第一季度经济表现疲软，
各项指标有所下降，
而不是简单地出口未经深加工的低附加值散装大米。 但菲律宾的经济发展依然良好。菲律宾是亚洲发展最
快的经济体之一，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仅仅落后
于中国和马来西亚。随着灾后重建的完成，菲律宾经

菲律宾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济还会有进一步的反弹。菲律宾政府认为菲律宾有可

Philippines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5% 到 7.5% 的目标。

今年第一季度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仅增长
5.7%，创两年来的新低。据早先的一项调查显示，经
济学家们曾预计该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同时，
菲律宾政府在积极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以增强菲律宾的经济增长力。其中的一些措施包括，
修改央行章程、海关手续流线化、财政激励的合理化，
以及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6.35%，与去年第四季度的 6.3% 基本持平，大大低于
去年第一季度的 7.7%25。

由上图可知，菲律宾经济增长率波动大，受国际
经济环境与形式影响较大。美国金融海啸波及到亚洲

26
25

菲律宾第一季度 GDP 年率上涨 5.7%，预期上涨 6.4%，2014-5-

29，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4-05-29/1142206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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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管 理 发 展 学 院 商 学 院 发 布 2014 年 世 界 竞 争 力 年 鉴 排

名，2014-5-22，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
mtszx/20140522/010019184023.shtml

的 2009 年，菲律宾的经济增长率只有 1.1%，而 2010

图 13：2005 年—2013 年越南 GDP 增长率

年却飞涨到 7.3%。这反映了菲律宾的经济对外部环

（单位：年 / 百分比）

境的依附力较强，容易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然而随着海外劳工汇款激增及企业外包业务的
快速成长，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未来 10 年内仍可
能快速增长。根据美国智库 IHS 预测，从 2016 年至
2030 年，菲国的经济成长率平均会在 4.5% 至 5%；在
2024 年之前，其国内生产总值可从目前的 2800 亿美
元扩张至 6800 亿美元；到了 2030 年，其国内生产总
值甚至可能达到 1.2 万亿美元。
上述信息表明，菲律宾的经济增长虽然面临很多
挑战，但是通过菲律宾一系列改革，该国的经济很可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能会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菲律宾在发展经济的
同时应该注意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要降低经济的对

图 14：越南中小企业（SME）的优势和劣势对比

外依存度，以减少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菲律宾经济与
社会造成的影响与冲击。

越南政府推出政策优惠待遇辅助企业
Vietnam Government Provides Benefits to SEM
2014 年越南企业经营趋势调查结果显示，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1 日正常营 业的企 业占
94.4%，暂停经营的企业占 5.6%。越南政府致力于拯
救国内企业，首先政府面向中小企业（SEM）提供
政策优惠待遇 27。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越南中小型企业在全国企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

经过长时间的严重经济衰退，此时中小企业界

的作用。中小型企业占全国企业数量的近 97%，涵

应努力把握机遇，大力推进货物生产经营及产品销

盖所有领域和行业，并在从城市到偏远地区、平原、

售和出口等活动。中小型企业已经并正在证明他们

山区等各个地方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越南中小型企

才是最有效地使用各项资源的对象。这表示，政府

业为全国 GDP 贡献约 40%，为数千万人口解决就业

必须透过发展中小型企业来促进经济增长。越南已

问题 28。

为中小型企业制定更宽松的政策，但并未制订真正
的鼓励政策。国民经济中的资金、人力、技术、自

27

越 媒 称 不 少 企 业 因 无 市 场 导 致 停 产，2014-6-9，http://finance.

ifeng.com/a/20140609/12503695_0.shtml
28

然资源等，仍多集中在国有经济领域。在这种情况下，
中小企业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可以在自己的国家

越 南 未 来 将 着 力 扶 持 中 小 企 业 发 展，2014-5-12，http://www.

vccn.com/info/?aid=10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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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而不是冲出国际市场 29。

者对自己的权利认识日渐充分及强大的背景下发展，
必须化解内在的矛盾。CEO SME 2014 将集中解决

因此，许多相关部门对中小企业发展问题提出
了值得关注的意见。其中，越南中小型企业协会的

利益冲突，改变企业认识，促进 CEO 与劳动队伍的
高度合作 30。

意见认为，既有时效性又有长久战略性的问题是朝
着以下方向更多、更快、更有效地扶持各家中小企业：
图 15：越南中小企业协会为中小企业规划的
战略方向

上述各方面的改善加上越南中小型企业协会及
企业界的共同努力，必将为越南在新发展阶段中快
速恢复经济增长势头创造出新的动力。

缅甸成衣产业即将进入增长阶段
The Growth of Clothing Industry in Myanmar is
Speeding Up
国际知名服装连锁品牌 GAP 近期宣布将在缅甸
首都仰光设立两间成衣厂，该工厂将生产集团旗下
Old Navy 与 Banana Republic 等两个品牌商品，最快
今年夏天就会在美国市场销售。GAP 也是自去年 9
月美国政府宣布解除缅甸商品进口限制后，首家将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生产链搬回缅甸的美国企业 31。GAP 表示，集团在
深思熟虑及仔细考察后作出前往缅甸投资的决定，
该项投资计划将为当地创造逾 4，000 个工作机会，

越南中小型企业协会主席高士兼认为，政府务

预料将开启美国成衣品牌进入缅甸投资的热潮 32。

必尽快拟定《中小型企业法》草案，修订、补充若
本月初，适逢美国商务部长普利茨克（Penny

干法案，例如《投资法》、《企业法》、《破产法》等；
改革行政手续，实现资讯透明以及企业平等；成立

Pritzker）访问缅甸，在访问期间，普利茨克申明：

各个平台辅助企业家分享经验、提高管理水平。

“美国承诺支持缅甸积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她敦
促缅甸政府采取措施，增加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并且

在贷款方面，越南国内、外的中小型信贷机构

促进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从而加快政治和经济

都在制订瞄准 SME 对象的战略。例如：世行国际财

改革”33。为增进缅甸政府推动经济改革的决心，美

政公司（IFC）将透过以往仅有大型企业才可以享受
的债权领域来投资越南的中小型企业。

30

越南制定政策重新优待中小型企业，2014-5-4，http://www.vccn.

com/info/?aid=106162

在提高工商管理技能方面，皇家传媒集团也改
变 战略，通 过 推出 CEO SME 2014 版 本，将 CEO

31

Jae C. Hong, “Gap to be 1st US retailer to enter Myanmar

market”, Washington Post, Jun. 7th ,2014, http://www.
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gap-to-be-1st-us-retailer-

成功钥匙计划的主要对象转向 SME。相关人士指出

to-enter-myanmar-market/2014/06/07/a664ff4a-ee31-11e3-8a8a-

中小型企业要在越南与国际深入接轨，并且在劳动

e17c08f80871_story.html

29

越南制定政策重新优待中小型企业，2014-5-4，http://www.vccn.

com/info/?aid=10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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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同上

33

IANS, “US assures closer ties with Myanmar”, Jun. 6th

2014,    https://in.news.yahoo.com/us-assures-closer-tiesmyanmar-145205269.html

国政府宣布将在仰光开启外贸服务渠道，协助缅甸

藉此提高缅甸女性就业能力与机会，并协助美国企

政府吸引美国资金前来投资。

业更好地把握在缅甸做生意的机遇与挑战 34。

图 16：2014 年缅甸纺织品产业博览会（1）

图 18：缅甸国际服装纺织展中交易洽谈加工机械
场景

资料来源：缅甸博览会网站

资料来源：缅甸博览会网站

http://www.myanmar-expo.com/MTG/

http://www.myanmar-expo.com/MTG/

图 17：2014 年缅甸纺织品产业博览会（2）
近期缅甸制衣企业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受到越
南排华事件影响，亚洲邻近国家纷纷放慢在越南投
资脚步，贸易转移使得缅甸成为外资关注的新标的。
有别于以往缅甸的外国直接投资多数来自东盟区域
内国家，近期越来越多的欧美资金开始选择在缅甸
投资劳动力密集产业。据缅甸《7 Day Daily》报道，
缅甸制衣业协会主席吴敏俊透露，由于 GAP 等美国
大型服饰制造商纷纷表达在缅甸设厂的意愿，本财
政年度缅甸的成衣出口创汇预计将达 15 亿美元，较
上一财政年度的 11 亿美元增长近 40%35。然而，目
前缅甸成衣制造业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包括
资料来源：缅甸博览会网站

基础设施差、港口清关难、交通运输不便等。

http://www.myanmar-expo.com/MTG/

另一方面，鉴于近年来东盟国家劳资纠纷渐趋
频繁，Gap 还聘请了国际非政府组织 Verité 来对缅
甸工厂的安全及工作环境进行监督。此外，Gap 也
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缅甸国际合作组织合作，希望

34

中国纺织报：
“盖普在仰光选定两家服装加工厂”，2014 年 6 月 13 日，

http://info.texnet.com.cn/content/2014-06-13/481477.html
35

转引自商务部网站：“缅甸制衣业前景看好”，2014 年 6 月 12 日，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612/12530832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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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开始重视垃圾处理并加强环保意识

千吨的垃圾，按其最大容量计算，预计该填埋场的

Brunei Emphasizes 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可使用年限也就只剩 15 或 20 年 37。

文莱国土面积为 5765 平方公里，人口约 41 万。

图 20：文莱教育部副部长发表关于环境保护的讲话

据文莱经济发展局最新数据显示，文莱人每日抛弃
的固体垃圾在本地区国家中居于首位，人均 1.4 公斤，
而其他东盟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只
有 1 公斤或少于 1 公斤。
图 19：文莱与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泰国比较：
每日人均产生固体垃圾量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联合日报文莱专版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哈嘉甘拉强调，对公民从小灌输环保意识是非
文莱政府公布的数据也显示，塑料废弃物占垃
圾总量的 16%。本地瓶装水生产商近两年大量涌现，
主要是因为瓶装水生产成本低、利润高。当地环保
组织呼吁政府禁止销售塑料瓶装饮料 36。目前在文

常重要的，因为这与地球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而
教育部在相关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应教育学
生参与各类环保活动，以便使他们进一步获取更多
保护环境的知识。

莱，超市和商场每个星期有 3 天不提供塑料袋。环
保组织说，废弃的塑料瓶比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危

她表示，“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各方面
都必须团结合作，才不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任何威胁”。

害更大。塑料袋平均需要 20 年时间才可以降解，而
塑料瓶大约需要 450 年才可以在土壤中分解。

文莱此次通过“Recycling Drive 2014”活动积
极配合世界环境日的宣传，目的是向年轻学生推广

文莱教育部官员哈嘉甘拉出席“Recycling Drive

环保意识。由此表明，文莱不仅在宣传环保、减少

2014 颁奖礼”时指出，文莱经济发展局的数据显示，

垃圾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也给相关部门提出

今年 3 月初，双溪巴古的垃圾填埋场已收集 31 万 5

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36

文莱人均产垃圾居东盟国家之首，2014-6-7，http://www.yangtse.

com/guoji/2014-06-07/1421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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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国人生产垃圾冠东盟 填埋场仅剩 15 年命，2014-6-6，

http://www.uniteddaily.com.my/?q=node/7564

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新加坡交易所——中国企业上市的新选择

汉语是其官方语言之一，新加坡交易所的网站也有

Singapore Exchange: A New Selection for Chinese
Corporation’s IPO

中文版本。3、不受排挤和歧视。新加坡交易所的国

5 月 23 日，新加坡交易所执行副总裁兼上市部
主任黄良颖一行到达重庆，为当地企业到新加坡上

际化程度很高，上市企业中的 40% 来自境外，其中
三分之二都是大中华区的企业 41。在这样的环境中，
中国企业可以享受国民待遇，不会受到区别对待。

市做培训。黄良颖表示，目前内地企业赴新加坡上

表 3：新加坡交易所的优势

市与赴香港上市无异，内地证监会对于两者都不设
立财务门槛，这对尚未实现盈利的新兴产业公司来
说无疑是好消息 38。
2013 年 11 月，新加坡交易所宣布已和中国证监
会达成协议，双方共同搭建框架，鼓励中国企业赴
新加坡上市。这一点也得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确认 39。
新框架推出后，中国内地企业如果想在新加坡上市，
只需向中国证监会提出书面申请，获批后即可向新
加坡交易所直接提交申请，实现上市。完成这一系
列流程最快只需 6 个月。在这个框架下，新交所和
中国证监会各司其职，证监会主要负责审查申请公
司的国内经营情况，而新交所方面负责审核这家公
司是否符合新加坡上市条件。
新加坡交易所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包括
国际化程度高、板块突出、体制完备等等（详情见
表 3）。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赴新加坡上市，还有
以下几个便利条件：1、融资成本低廉。据统计，中
国企业到美国上市所需的费用约为募集资金总额的
15%，香港约为 10%-20%，而新加坡则只需 6%-8%40。
2、交流便利。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
38

刘洋：“新加坡交易所向渝企摇橄榄枝”，《重庆晨报》，2014-

5-24，第 23 版。
39

“2013 年 11 月 29 日 新 闻 发 布 会”， 中 国 证 监 会 网 站，2013-

资料来源：新加坡交易所网站，http://www.sgx.com

11-29，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xwfbh/201311/
t20131129_239012.htm
40

盈科律师事务所，http://www.yingkelawyer.com/specialty/zqflswb/

xjpss/index.html

41

新加坡交易所网站，http://www.sg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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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加坡交易所共有三个上市板块——主

及按季上涨 0.3%，
平均房产价格为 27 万 6668 令吉（约

板、凯利板和债务证券板。其中，凯利板相当于中

合 8 万 5920 美元）。当中，所有州属与地区都实现

小企业板和创业板，适合快速成长阶段的企业。截

按年增长，虽然有 5 个州属面临着按季下滑的现象，

至去年年底，中国内地在新交所上市的企业已达百

但主要地区如吉隆坡、槟城与柔佛则依然维持增长

余家，其中绝大部分都采取境外注册、境内经营的

趋势。这意味着，降温措施的效应依然没有体现在

方式完成上市，只有 4 家得到证监会的特批直接上

首季的房产价格上，尤其大型城市的房产价格依然

市。新加坡交易所与中国证监会的合作大大简化了

有显著的升势。

中国企业赴新加坡上市的流程，为中国企业融资提
供了一条新的渠道。

表 4：马来西亚的房产贷款数据

尽管今年中国内地 A 股市场 IPO 闸门重启，但
年内仅 100 个左右的上市名额显然无法满足众多中
国企业的需求。可以想见，赴新加坡上市将会成为
其中一部分企业的重要选项。

马来西亚房地产投资及需求依然火热
Investment and Demand of Malaysia’s Property
Market Still Ongoing
马来安邦曾在《中国东盟观察》第 021 期（2013
年 11 月份）撰文分析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房地产发展
趋势，并针对当时马来西亚政府在财政预算案中提
出多项房产降温措施进行探讨 42。马来安邦曾指出，
包括限制外国投资者购屋价格底限，征收较高的房
产盈利税（RPGT）等措施 43，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BNM）近期公布的金融领域数据 44，以及马来西
亚产业评估与服务局（JPPH）发布的 2014 年首季房

资料来源：马来安邦根据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数据整理

产价格指数 45，就印证了马来安邦当时的说法。
尽管 2014 年初就开始落实相关的房产降温措
施，但马来西亚房产价格指数依然按年上升 8%，以

其次，根据国家银行公布截至 4 月份的货币与
金融数据，今年前 4 个月的房产贷款批准额按年增
长 2.5%，约为 357 亿令吉（约合 110 亿美元）。同
期的房产贷款申请额则下跌 7.5%，促使房贷批准率

42

详文参阅《中国东盟观察》第 021 期的栏目 III。

43

2014 财 政 预 算 案 重 点 摘 要，2013-10-26，http://www.nanyang.

com/node/574266
44

国家银行 2014 年 4 月份月度数据报告，http://www.bnm.gov.my/

从 47.7% 提升至 52.86%。
房贷批准额以及房贷批准率的增长，并不能反

index.php?ch=en_publication_catalogue&pg=en_publication_msb&eId=

映出马来西亚房地产销售市场及需求是否活跃。毕

box1&mth=4&yr=2014&lang=en

竟，从房产价格上升 8% 的趋势来看，房贷批准额

45

2014 年 首 季 马 来 西 亚 房 地 产 价 格 指 数，http://napic.jpph.gov.my/

portal/content/Publication_PDF/HPI/IHRM_Q1_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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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上升 2.5%，这其实意味着房产需求有着下滑的现

象。若加上房贷申请额的减少，足以显示马来西亚

的招标阶段 48，相信该工程将会如期进行，这无疑将

房产需求在今年首季或出现下滑的趋势。

带动从新加坡至吉隆坡之间衔接地区的房产发展。

表 5：2013、2014 年前四个月房贷数据的比较

同时，大吉隆坡计划、马来西亚各大走廊计划，以
及东盟之间的合作项目等，都将推动马来西亚房产
市场的投资与需求，尤其来自海外的投资与需求。
表 6：2014 年第一季度马来西亚房产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马来安邦根据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数据整理

首季的房产需求看似走软，这是否意味着马来
西亚房产需求已开始受到降温措施的影响，而将持
续低迷呢？这不尽然。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去剖析。
第一，可以肯定的是，马来西亚房产价格的涨
势将会维持一段时间，并将在 2015 年落实消费税
（GST）之前，呈现显著的上升格局。这股升势除
了受到国内成本上升影响（如土地价格、建筑材料、
税费等的增长）外，也受到东盟以及区域市场的发
展趋势影响（如海外投资者前来投资与置业等）。
根据房产代理公司莱坊（Knight Frank）发布的数据，
马来西亚房产价格今年第一季度增长 8%，成为东南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产业评估与服务局

亚增幅第二的国家，仅次于印尼的 9%46。
第二，首季传统上都是房产交易的淡季，这主

第四，消费税落实前的房产需求小涨势。消费

要在于房产市场都会在季末进行许多促销活动，同

税法案已获得国内两院的通过 49，目前仅待 2015 年

时政府都会在年初开始实行一些改革措施，因而导

4 月 1 日的正式生效与执行。由于房产项目预计将不

致末季的房产交易高度活跃，年初则显得疲软 47。国

会豁免征收税务，因此市场普遍相信有意购屋的投

家银行数据显示，去年最后一个季度房贷申请飙升，

资者，将会在消费税落实之前进行房产交易 50。这亦

批准率下滑，这些都反映了这种趋势。

足以让房产需求维持稳定及微幅增长的状态。

第三，多项基础设施发展，将推动马来西亚的
房产投资与需求。随着马新高铁已进入可行性研究

48

马新高铁可行性研究招标，2014-4-12，http://www.orientaldaily.

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11130:&Item
id=113
49

46

大马涨幅东南亚第 2 高 调查：迪拜去年房价涨 28%，2014-6-4，

国 阵 一 面 倒 赞 同 消 费 税 三 读 通 过，2014-5-5，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1498

http://propertyinfoshare.blogspot.com/2014/06/2-28.html

7:&Itemid=113

47

50

大马涨幅东南亚第 2 高 调查：迪拜去年房价涨 28%，2014-6-4，

http://propertyinfoshare.blogspot.com/2014/06/2-28.html

消 费 税 前 掀 买 潮，2014-5-18，http://property.sinchew.com.my/

node/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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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的分析，马来安邦认为，马来西亚的

千克每公顷。印尼可可产区主要分布在苏门答腊、

房产市场，无论是投资还是需求方面，都将维持在

苏拉威西、爪哇、巴厘岛等地，年产量约为 45 万

活跃与火热的状态，并基本上与中国、香港及新加

吨 52。

坡等市场的降温趋势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但关键
还是在于，投资者（无论是发展商还是置业者）必

印度尼西亚的咖啡是其最主要的农产品之一，

须认清楚自身的产业定位，并在合适的地点进行相

目前印尼是世界第三大咖啡生产国和出口国，仅次

关的投资活动。

于巴西和越南，主要的出口市场包括美国、欧洲、
日本等。不过，在本国和周边国家对咖啡的消费需
求不断上升的趋势下，印尼咖啡市场仍有较大的发

印度尼西亚可可、咖啡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展空间 53。

Indonesia’s Cocoa and Coffee Markets Show
Great Potential

图 22：印尼咖啡大力拓展中国和东盟市场

据最新数据统计，印度尼西亚可可年产量达到
95.8 万吨，是世界第三大可可生产与出口国 51。印度
尼西亚是一个农业国家，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热带
经济作物生产国之一，拥有大量的优势资源，盛产
可可、咖啡、小麦等。
图 21：印度尼西亚可可资料图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印尼地跨赤道，其热带气候为咖啡种植和生产
提供了天然的条件。目前印尼咖啡园面积达到 130
万公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印尼咖啡在生产和加
工等方面还需要改善。目前印尼具有生产能力的咖
啡园只有 95.5 万公顷，可分为 76 万公顷是罗布斯
达（Robusta）咖啡园，余下 19.5 万公顷是阿拉比卡
（Arabika）咖啡园。而且印尼的咖啡出口主要是以
资料来源：百度

印尼依然是亚洲可可生产与出口的主力军，印
尼可可的生产量占亚洲的 82%（2005 年），远远高
于普通豆类所占的比例（20%）。目前的产量是 630

51

机 遇 与 挑 战 并 存 的 印 尼 可 可 市 场，2014-5-29，http://www.

caexpo.com/news/info/original/2014/05/29/36237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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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豆为主，比例超过 70%，以加工产品出口的不
足 30%，这并不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
印尼可可和咖啡行业面临很多问题，限制印尼
可可出口的因素主要是印尼可可本身的品质欠缺，
需要进行掺和加工来提高自身的品质。而印尼本国
52

http://www.caexpo.com/special/economy/coffee/index.html

53

印 尼 咖 啡 市 场 仍 有 较 大 发 展 空 间，2014-5-21，http://www.

caexpo.com/news/info/original/2014/05/21/3623151.html

的加工技术仍存在滞后、落后等缺陷，需要发达的
54

技术进行弥补 。印尼可可与咖啡研究协会已经和国

该国的咖啡消费量增至每年 20％左右。目前，国内
的咖啡消费占生产量的 30％左右。

家机构联手设置专业研究区域，研究提高经济作物
产量的对策。

印度尼西亚是全球第三大可可生产和出口国，
仅次于象牙海岸和加纳。在 2010 年占全球市场的

图 23：保持印尼可可和咖啡行业可持续的策略

18％。
由于印尼地处热带，地理区位优势十分显著，
加上小型种植园的农业经营模式，符合印尼农业的
发展需求，印尼的可可生产逐渐扩大，而生产量已
经达到亚洲的 82%。随着美洲、欧洲等地区的可可
市场需求的扩大，印尼的可可也成为出口的主力军。
如今，印尼可可的出口地区主要是美国、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巴西等国。印度尼西亚的可可豆和咖啡
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印尼可可年产量将
近 100 万吨，而能够出口的可可仅仅只有一小部分，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印尼可可的市场依然十分巨大。

印尼政府表示，印尼农业部会增加措施扶持可
可的生产，也希望国内外投资可可加工业，以此提
高可可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印尼可可种植业的发展，
进一步发展印尼农业。
近几年，印度尼西亚年出口咖啡豆约占总产量
的 70％。最大的咖啡出口目的地是日本、南非、西
欧和美国。大约 80％的出口是低质量的罗布斯塔
咖啡（Robusta）。另一主要种类咖啡是阿拉比卡
（Arabica）。
Robusta 咖啡豆主要种植在海拔 200-600 米的
高山坡地上，不需太多人力照料，滋味较贫乏，偏
苦 味，与 Arabica 相 比，Robusta 的 咖 啡 因 含 量 是
Arabica 的 2 倍左右，价格较低，豆形类似薏米仁。
印度尼西亚的国内咖啡消费一直属于偏低。
2012 年的数据显示，印度尼西亚人均咖啡消费量仅
有 0.95 公斤。然而，随着全球咖啡消费增长的趋势，

54

机 遇 与 挑 战 并 存 的 印 尼 可 可 市 场，2014-5-29，http://www.

caexpo.com/news/info/original/2014/05/29/36237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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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各省将成为中国 - 东盟“海上丝绸之路”

籍华人团体和行业商会建立合作机制，并通过这一

的“前线”阵地

机制开发项目。再者，福建省政府也有意深化它与

The Local Provinces Is Becoming China-ASEAN’s
“Frontline Players” for “Maritime Silk Road”

各东盟国家的人文交流，而可能的对象包括青年团
体、非政府组织、媒体、智库等等 57。整体来说，福
建省的计划是超越经济层面的，是全方位的。这也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提出“21 世纪海

显示出福建省政府具有战略眼光。

上丝绸之路”构想后，各省政府都纷纷加入这个宏

图 24：马来西亚关丹港口（鸟瞰图）

伟计划。在今年年初（尤其是 4 月到 6 月份），各
省高级官员都表达他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期盼，
甚至是参与该计划的明确意向。经过安邦搜集媒体
报道并对其进行分析，一共有八到九个沿海省政府
表现出巨大兴趣。同时，有几个省份已开始探讨有
关的计划与执行方式。福建，广西和广东就是最好
的例子。
在三个省当中，福建省政府表现最为积极。在
规划层面，该省已做出了初步的研究和论证，并会
在近期发布总体规划和行动方案 55。由于中国国家发
改委和商务部等机构都尚未制订最终的战略规划，

资料来源：Asia Shipping Media (ASM)

福建省政府的这一举措也说明该省已做好了初步准
备。
在资金扶持方面，福建省政府也为“海上丝绸

相比之下，广西政府将以稳中求进的方式来推

之路”计划设立了经营基金。福州市市长场益民所

进自治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由于广西政府

透露，海洋养殖基地和产业区的建设将成为市政府

已经有了具体定位，扩大港口之间的连接性和发展

56

与东盟各国合作的潜在项目 。

北部湾将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广西自治区常委副
主席王道伟表示，除了与越方在海洋工业、海上贸

在执行层面，福建省政府也初步确定了几种方

易和海上联合搜救领域推进新项目之外，广西也将

式来推进项目合作。这包括与东盟各国政府、福建

协助东盟各国发展港口城市 58（例如关丹海港的升级
工程），进一步打造互联互通的“海上丝绸之路”。

55

福建副省长：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与东盟全方位交流合作 ,2014-2-

23,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4_02/23/34093043_0.
shtml

57

福建副省长：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与东盟全方位交流合作

56

58

广西构筑开放“大平台”推促中国—东盟合作 ,2014-6-3, http://

福州：100 亿元基金将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2014-5-19, http://

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5/19/c_11107588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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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hinanews.com/gn/2014/03-06/5920980.shtml

与其它地区相比，广东省政府还未提出全面的

364.3 亿泰铢，约合 70.1 亿元人民币 61。

计划。但是，该省代表已开始与东盟国家进行实质

图 25：泰国 True 电信公司资料图

性接触。仅在今年 4 月份，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就
分别访问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并且还与两国总理
探讨如何推进双边关系 59。由于广东省是上述两国的
主要贸易伙伴，安邦估计广东代表团对两国的访问
将创造未来合作的机会。其中，马来西亚可以借此
次机会与广东政府打造一个全方位的伙伴关系。
目前，广东方面最需要的是探讨海上合作的初
步计划。和福建一样，粤籍华侨遍布东盟各国，因此，
广东省政府可以考虑借鉴福建省政府的方案，除了
与当地政府协调，它还可以与当地本省籍华人团体
及商会打造经济、商业和文化的合作机制。以安邦
看来，中山市政府最近所要推行的“海上丝绸之路”

资料来源：百度网

60

文化圈项目
（涵盖了十个广东和东南亚粤文化地标）

就是一个很值得省政府支持的计划。只有把各东盟

泰国 True 电信公司由泰国首富谢国民持有。谢

地区与广东连接起来，该省才能发挥它的重要角色。

国民持有的业务横跨农业、金融及消费零售行业 62。
True 公司是泰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提供的服
务包括宽带网络、移动电话以及付费电视。泰国正

中国移动入股泰国同行 收购泰国 True

大集团是这家公司的控股股东。True 在泰国拥有庞
大的客户群，在 3G 和 4G 移动业务领域也享有较强

电信股份

市场地位。不过近年来，泰国国内电信行业竞争非

China Mobile Will Take Over Thai’s True Company

常激烈，True 为了投资扩建移动网络，负债累累。
此外，True 还是泰国唯一没有外资合作伙伴的移动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6 月 9 日宣布收购泰国电信
运营商 True 公司 18% 的股份，这也是泰国自五月

通信公司，新的投资可以帮助公司进行计划中的区
域扩张。

政变以来出现的首笔重大企业交易。根据协议，中
中国移动收购泰国电信公司的一部分股权，符

国移动国际控股将以每股 6.45 泰铢的价格认购 True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交易价格约为 285.7 亿

合自身的国际化战略方向。另外，通过扩大市场规模，

泰铢，约合 55 亿元人民币。同时，True 公司也将向

让自主的 TDD 制式 4G 标准推广成为国际主流标准。

其控股股东及其他公众股东以同等价格配股融资约

2014 年 3 月，中国移动集团董事长奚国华曾对媒体
表示，中移动将努力推进 4G 标准到海外，并借此
加快海外扩张的步伐。其还透露正在洽谈海外的收

59

Najib meets with key Chinese party leader, ambassador, The

购项目，接下来也会考虑拓展欧美市场 63。

Malay Mail Online, 2014-4-18, http://www.themalaymailonline.
com/malaysia/article/najib-meets-with-key-chinese-party-leaderambassador; CPC Politburo member Hu Chunhua calls on PM Lee,

61

Channel NewsAsia, 2014-4-22,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

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2014-06/10/c_133396513.htm

news/singapore/cpc-politburo-member-hu/1079766.html

62

60

http://www.cs.com.cn/hw/hwgsbd/201406/t20140610_4413500.html

意在东盟 多省争航“海上丝绸之路”，2014-4-4，http://finance.

ifeng.com/a/20140404/12053402_0.shtml

63

中移动将收购泰国 True 电信股份 为其第二大股东，2014-6-10，
中 移 动 收 购 泰 国 首 富 麾 下 True 公 司 18% 股 份，2014-6-10，
中国移动欲 55 亿购泰国电信运营商 True18% 股份，2014-6-10，

http://www.gywb.cn/finance/html/2014-06/10/content_8925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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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中国移动积极进行国际化拓展

一次在缅甸遭遇此类事件，如何化解当地政府和民
众的怨气、防止意外再度发生，已经成为了这些企
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缅甸是中国重要的邻国，中国是缅甸第一大贸
易伙伴和最重要的境外投资来源国。据缅甸官方统
计，2013 年全年中缅两国贸易额达 64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1.8%；其中缅甸对华出口 29 亿美元，进口 35
亿美元。中缅两国贸易额的增速大于缅甸对外贸易
总额的增速，两国贸易额在缅甸进出口总额中所占
比重进一步提高 64。与此同时，2013 年中国（含港澳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地区）对缅甸投资 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9.2%；历
年累计投资达 208.59 亿美元，占缅甸累计利用外资
总额的 47.1%65。

待交易完成后，中国移动将通过移动国际控股
持有 True 公司 18% 的权益，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双

尽管如此，近年来中缅两国的经贸合作也遭遇

方将在技术和网络建设、采购共享、市场开发等多

了不少障碍。2013 年，虽然中国在缅投资同比有所

个领域开展合作，现在这笔交易尚待相关监管机构

增长，但却排在新加坡、韩国、泰国和英国之后，

的审批。若收购成功，这将是自上月政变以来泰国

屈居第五 66。而在 2011 年，中国对缅甸投资总额高

第一笔重大企业交易。中国移动一直在积极的进行

达 82.7 亿美元 67。在投资额骤降的背后，是中资企

国际拓展，2005 年至今，中国移动参与了多次的股

业在缅甸遇到的一次次困境。密松水电站、莱比塘

权竞购。2014 年 5 月，中国移动巴基斯坦公司赢得

铜矿和中缅油气管道是中国在缅甸最为重要的三大

了 3G 和唯一的 4G 拍照经营权。

投资项目。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当地民众等
多方施压下，密松水电站项目一度遭到搁置，莱比

在目前泰国政局不稳的情况下，泰国企业收购
和合并交易量锐减超过 70%，投资者对于泰国经济

塘铜矿多次停工，中缅油气管道的建设也是多有波
折。

都普遍持有观望态度，然而中国移动依然继续这次
中国企业在缅甸遭遇挫折还有自身原因。1988

收购，显示出对于进军泰国市场的信心。

年通过的《外国投资法》及 2013 年 1 月颁布的《外
国投资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是
指导和规范在缅外国企业行为的根本性法律，但是

缅甸《外国投资法》和实施细则对中国企业

截至目前很多中资企业并未完全依照上述法律约束

的启示
The Revelation of Myanmar’s Foreign Investment
Law to Chinese Enterprises
2014 年 5 月 18 日，中资企业万宝矿产有限公司

64
贸

中 国 驻 缅 甸 大 使 馆 经 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缅 甸 2013 年 进 出 口
易

创

新

高，2014-3-7，http://mm.mofcom.gov.cn/article/

jmxw/201403/20140300510637.shtml
65

中 国 驻 缅 甸 大 使 馆 经 济 商 务 参 赞 处： 缅 甸 2013 年 外 国 投 资

逾 27 亿

美

元，2014-3-7，http://mm.mofcom.gov.cn/article/

3 名员工在缅甸遭绑架，
其中一名缅甸工人随即获释，

jmxw/201403/20140300510638.shtml。

两名中国工人遭到绑匪扣押。绑匪要求这家中国公

66

同上

67

邵建平：“中缅关系及其障碍因素探析”，载《东南亚之窗》，

司立刻停工，否则将伤害人质。这不是中国企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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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第 3 期，第 8 页。

自己的行为。在缅中国企业做得不够的地方详见下

东盟促进旅游业并为中国游客提供便利

表。

Thai Promotes Tourism and Attracts Chinese
Visitors

表 7：中国企业违反《外国投资法》及其
实施细则的情况

东盟各成员国都把旅游业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
目标。近期，有信息表明，泰国旅游局现正与国家
维和委员会商讨，拟对中国游客取消约 500 元的旅
游签证收费，以便刺激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
表 8：东南亚自驾游全攻略

资料来源：缅甸《外国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安邦整理

为了扭转目前的不利局面，深化中缅两国经贸
合作，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我们认为在缅甸的中
资企业要依据《外国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做好以下几点：
1、尽可能地雇佣当地居民，优先考虑失地农民，
并加强对他们的劳动技能培训。
2、依照法律规定，切实保障职工的工资和福利
待遇，让当地民众真正从企业投资中收益。
3、积极参与所在地区的公益活动，帮助当地政
府推进医疗、教育和扶贫事业，树立负责任的形象。
4、对项目实施环境评估，改进现有的设备和作
业方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排放和污染。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江苏网相关报道整理

25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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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2014 年首季赴泰外国游客信息

资料来源：泰国旅游及体育部旅游厅 71

中国旅游界人士表示，如果最终对中国游客免

趟自驾游可以将泰国、老挝、柬埔寨玩个遍。

签证费用，泰国将成为游客“说走就走”的目的地，
这一措施必将有利于爱好出游的自驾游民众。人们

以泰国为例，泰国旅游机构制定的目标是外国

可以像去西藏、云南一样，自驾去泰国、老挝、柬

游客的旅游年收入增长 13%。最为关注的地区是亚

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68。

洲，目标增幅为 14%。其中又以东亚和东盟地区更
为重要，预期游客人数可分别扩大 9% 和 6%，收入

目前中国公民因私赴泰国可享落地签证，这表

分别增长 16% 和 12%。对这些市场，泰国旅游业需

明公民不需要组团往泰国就可以实施落地签证政策。 努力提高游客人数，促进游客消费，做好迎接 AEC
如果泰国免征旅游签证收费，不仅能减免约 500 元

时代的准备工作。至于欧洲和美洲市场，游客增幅

费用，更重要的是去泰国显得愈发方便。中国国旅

预计将同样维持在 6% 左右，收入则分别提高 12%

江苏扬州分公司副总吴军说，中国公民个人在享受

和 8%。预计欧洲、美洲、中东、非洲等市场趋势相近，

到泰国落地签证政策后，可自驾游前往。这一方式

游客人数增幅不大 70。

也成为泰国旅游部门力推的主题游之一 69。
因此，泰国旅游收入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来
泰国在中国力推五大主题游，有休闲度假、亲

自欧洲、美洲、非洲的游客中是增长的，而在东亚、

子、蜜月、自驾游及高尔夫等。休闲度假产品是目

南亚、澳洲、中东游客是减少的，尤以来自东亚游

前泰国品质游线路的主力军，约占整个品质游线路

客收入的减少更为明显。这表明，泰国的旅游市场

的 80%，主要覆盖普吉岛、苏梅岛、沙美岛、象岛，

受地区内部的影响较为突出。71

以及芭提雅等海滨资源，很多扬州游客都曾去过。
看了《泰囧》的人都知道清迈，但市场团队游去清
迈的不多，自驾可以满足不少游客的需求。同时，
因为柬埔寨免签，自驾去泰国必经过老挝，所以一
70
68

泰国拟免中国游客签证费 自驾东南亚有望“说走就走”，2014-6-

泰国旅游业 2014 艰难前行，2014-6-13，http://finance.ifeng.com/

a/20140613/12539362_0.shtml

15， http://js.xhby.net/system/2014/06/15/021180472_01.shtml

71

69

a/20140613/12539362_0.shtml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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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旅游业 2014 艰难前行，2014-6-13，http://finance.ifeng.com/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私募股权投资——投资东盟的新渠道

的 12 家企业中，有 3 家高科技企业、5 家金融类企业，

Private Equity: A New Channel for Investment in
ASEAN

合计比例高达 66.7%。
表 10：TPG 投资东盟国家一览表

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简称 PE，是通
过私募形式募集资金，对非上市企业进行权益性投
资，从而推动该公司价值增长，最终通过上市、并购、
管理曾回购、股权置换等方式出售持股套现退出的
一种投资行为。在结构设计上，私募股权投资公司
一般涉及两层实体，一层是作为管理人的基金管理
公司，一层则是基金本身。有限合伙制是国际上最
为常见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组织形式。一般情况下，
基金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不参与管理、承担有限
责任；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投入少量资金，
掌握管理和投资等各项决策，承担无限责任。
近年来，私募股权投资在东南亚地区悄然兴起，
众多国外投资企业纷纷前往当地淘金。其中，美国
大型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TPG）
已在东盟五个国家布点，涉及的领域包括移动通讯、
信息工程、金融投资、食品加工、医疗卫生、资源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 TPG 公司信息整理

开发等等，详情见表 10。
TPG 在东盟的投资有几个特点：

3、看重公司的西方背景。比如，Apollo Towers
的总裁曾在西方通讯企业中任职，目前该公司正

1、注重各国的私营龙头企业。上表所列的 12

同挪威电信合作开发缅甸通讯市场；73 而 Parkway

家公司都是私营企业，而且在各国国内都保持领先

Holdings 与 United Test and Assembly Center 的 骨 干

地位。比如，Delta Dunia 是印尼本国最大的矿产开

人员都接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

发和服务企业；FPT Corporation 和 Masan Group 是
越南排名前列的私营企业，在各自领域内都是翘
72

楚 。

4、投资计划谨慎而细致。印尼民众对于外国
公司投资本国矿产资源十分敏感，且 Delta Dunia
公司还有军方背景（董事会和公司高管中都有退

2、偏好高科技和金融领域。在 TPG 目前投资

72

TPG 公司网站，http://tpg.com/

73

Apollo Towers 公司网站，http://apollo-tow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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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的高级军官）74。因此 TPG 并未直接入股，而是

王冠中重申中方确定的四个安全目标：共同安全、

通过注资印尼当地的股权投资公司 Northstar Pacific

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以及可持续安全。因为安全是

Partners， 间 接 投 资 Delta Dunia 公 司。Northstar

发展的基础，中方强调将努力推动各国和地区性的

Pacific Partners 派驻 Delta Dunia 董事会的代表，就

发展计划，以便全面保障地区安全 76。再者，王冠中

是 TPG 在东南亚的合伙人。

也强调习近平主席的表态，坚决反对外部势力介入
亚洲目前的主权争议 77。

近年来，东盟国家中小企业发展较快，这些企
业对于私募股权投资的需求很大。同风险投资（VC）

图 27：中国代表团团长王冠中在新加坡第十三届

相比，私募股权投资主要关注已进入平稳发展期的

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言

企业，投资的额度更大，持有股权的时间更长。虽
然其投资成功后的回报率不如风险投资，但承担的
风险较小，收益更为稳定。同直接并购相比，一般
而言私募股权投资并不寻求掌握企业的主导权，只
是试图推动企业发展，通过分红和套现获益。因此
其敏感性较低，不易引发当地民众和政府的反感，
尤其是在关乎国民生计的领域。
综上所述，东盟国家的私募股权投资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它能够成为未来各国企业投资东盟的
重要渠道。

资料来源：新加坡海峡时报

随着中方提出新亚洲安全观，这就意味着本地

中国新亚洲安全观：对东盟地区有何影响？

区又多了一个安全模式 78。由于东盟是亚洲的重要成

China’s New Asian Security Concept: What Are Its
Impacts towards ASEAN?

员，中方新亚洲安全观的提出也必然会影响整个东
南亚。关于这一点，安邦认为两个层面可反映相关
影响。

2014 年 6 月 1 日，第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进入
1、中国与同盟各国的双边关系。随着中国新安

最后一天。经过两天的“火爆”场面，中国代表团团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发言。与以往不

全观的表述，马来安邦分析中方将调整本国的东盟

同，中国代表此次强势回击美日领导人（日本安倍

外交。为此，
中方将奉行著名学者阎学通所提倡的“分

晋三和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对中方的一系

发有为”政策。这也就是说中方将根据东盟各国的

列指责 75。中方的举动也让美日两方大感吃惊。

重要性来衡量它对各国的资源和精力投入。而最终
的效果必然是创造对中国较为友好的伙伴圈或者“朋

与此同时，中国代表团团长王冠中也借该对话

友圈”。

讲解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新亚洲安全观。在演讲中，
76
74

Delta Dunia 公司网站，http://www.deltadunia.com/

75

China slams US, Japan for “provocative remarks” at Singapore

王冠中：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亚太美好未来，中国经济网，2014-

6-1，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406/01/t20140601_2907167.
shtml

报 ), 2014-6-1, http://www.

77

同上

straitstimes.com/the-big-story/shangri-la-dialogue-2014/story/china-

78

目前的安全模式有两种，一是以东盟为首的安全合作框架，二是以

slams-us-japan-provocative-remarks-singapore-foru

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

forum, The Straits Times ( 海

峡

时

28 / CHINA-ASEAN WATCH / 2014.06

与美国所领导的同盟不一样，中国的伙伴关系
是以经济为主的。当然，东盟各国的安全姿态也会
大幅度地影响中方所能投入的资源和精力数量。例
如，马来西亚和文莱在南海争议上都保持克制和友

剖析马来西亚各源流媒体对纳吉访华之旅
的报导
Analysis of Malaysia’s Various Media Reports over
Najib’s China Visiting

好姿态，这两个国都有潜力成为中国的重要伙伴。
在不久的未来，预计中国将深化它与这两个国的双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 5 月底的访华之旅，其意

边经济合作关系，开发双边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

义除了在于维系与中国建立的 40 年邦交外，更重要

项目。如一切顺利，我们也不排除中方会在近期内

的，无疑释放出大马对中国的友好，以及大马可成

与马来西亚和文莱展开南海争议的谈判，全面寻求

为中国在东盟市场中最可靠的伙伴 79。相较于去年

解决方案。至于菲律宾和越南，以目前的形势来看，

10 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马之旅 80，本轮纳吉

中国很有可能投入较少的资源和精力（与马来西亚

的访华之旅，更加受到国内外媒体的聚焦。

和文莱相比）给予这两个国家，起码等到越方和菲
马来安邦咨询公司曾在去年 10 月份进行一项调

方在南海问题上改变现有的态度。

查研究，发现当时习近平访马之旅，马来西亚国内
2、中国在东盟组织所领导的多边机制。在这一

媒体出现了“中文热英巫文冷”（ 巫文为马来文）

方面，我们预计中国的新安全观不会与东盟为首的

的现象，即中文媒体采取大幅度报导方式，而英巫

各种安全合作机制产生矛盾。但在前一段时间的亚

文媒体的报导则相对低调 81。

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善用多边合作框架，提出中
方的新亚洲安全观；同样的，东盟地区论坛、东盟

本次纳吉访华之旅，同时遇上了国内几项重大

10+8 防长扩大会议和东盟与中日韩（10+3）框架都

课题，包括霹雳州安顺国会补选、霹雳州苏丹驾崩、

可以成为中方发表新亚洲安全观的重要场合。而以

检讨国内汽油津贴机制等，再度让这种“中文热英

往，中国在这些多边框架中并未明显开展此项外交。

巫冷”的现象在封面报导上持续发酵。若注意 5 月
28 日至 6 月 2 日的媒体报导，无论国内发生任何重

另外，中国也有待于探讨如何通过东盟旗下机

大事件，与纳吉访华之旅有关的消息依旧会出现在

制，建立新合作项目。比如，中方可以拨款给东盟

中文媒体的封面新闻。而英巫文媒体则除了将纳吉

秘书处和其它东盟单位来协助东盟一体化的进程。

抵达中国、与习近平和李克强会面的新闻植入封面

这不仅帮助东盟实行有关的项目，也进一步树立中

报导外，其余的封面故事多半以国内事件进展为主。

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方可通过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提供款项用于东盟有关单位来实行其发

至于内版新闻报导，“中文热英巫冷”的现象

展项目。这将体现中国“以发展作为安全基础”的

则不太显著。基本上与纳吉访华相关的新闻，三大

倡议。

媒介的报章都给予充分报导。虽然各大媒体都追踪
着纳吉访华的行程，但从新闻选题与角度来看，则

无可否认，亚洲地区已成为中国和美日的竞争

可以发现到三大媒介报章的着重点有所不同。中文

地区。作为各方都希望争取的重要力量，东盟各国（除
了菲律宾和某种程度上的越南）和东盟组织都对本

79

地区安全问题奉行谨慎态度。按照安邦首席研究员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1933

陈功先生的“均衡竞争”理论，中国新安全观的诞
生就说明“均衡竞争”的时代已拉开帷幕。

邦交 40 年纳吉访华 和平共荣好伙伴，2014-5-30，http://www.

3:40&Itemid=113
80

习近平访马 中马合作关系未来 5 年跨大步，2013-10-5，http://

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
77752:5&Itemid=113
81

相关研究为内部参考文章，类似文章可参阅：全面策略伙伴关系的

机遇，2013-10-8，http://opinions.sinchew.com.my/node/3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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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不必多说，几乎各个层面的新闻都会进行报导，

马来安邦曾在习近平访马之后分析，尽管中国

包括与华商的交流、人质安全释放、其他当地花絮等。 崛起乃不争的事实，但在马来西亚，中国崛起的效
图 28：马来西亚国内各源流媒体在纳吉访华之旅的
封面报导

应基本局限在华人社群，而非一种全民共享的趋势。
马来安邦也指出，中国实际上有庞大的清真市场等
候马来各社群去开拓，同时对其他各领域的投资与
发展合作，马来西亚全民也都存在同样的机会与平
台。一旦中国确定重新启动“新丝绸之路”与“海
上丝绸之路”等经贸路线，马中经贸活动可以让全
体马来西亚人，尤其是土著社群，从中获取更大的
发挥空间。
因此，本次纳吉访华之旅中的西安之行，能引
起马来土著社群的注意，这对于拓展中国崛起效应
至马来土著社群，无疑将是关键与必行的一步。而
马来西亚政府未来与中国的外交或经贸方面，更应
把焦点专注在类似课题上，让土著社群对中国的崛
起与友好产生共鸣。
其次，近期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或许因与越南
和菲律宾的南海争端问题上陷入胶着的状态，而纳
吉访华之可说是东盟区域的破冰之旅。在这一层面
上，英文媒体关注焦点，都是一些面向区域与国际
关系的课题，包括马中友好对区域所带来的效应与
影响等等。
可以这样说，纳吉访华之旅，相对于习近平访
马之旅更受英巫文媒体的广泛报导，主要在于几个
因素，包括行程中涉及伊斯兰课题与清真工业发展，
东盟区域的最新动向，以及马航班机失联后的马中

资料来源：马来安邦收集各媒体报导封面编辑而成

关系动向等等。撇开这些特殊和具备时效性的问题，
纳吉访华之旅是否依旧能获得类似的报导，将是未
知数。

马来文媒体方面，由于纳吉访华之旅有前往拜
访西安的清真工业展览，以及一些与伊斯兰教相关
的活动，因此马来文媒体在这方面的着墨会比其他
新闻来得多，尤其是国阵最大成员党巫统持有的《前
锋报》（纳吉为巫统主席）。英文媒体则把焦点锁
定在马中之间的经贸关系，以及马中友好预计在区
域内所带动的效应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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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藉由本次访华行程，可为马来西亚
政府带来一些信息。当中包括在关注与中国之间的
发展与交流时，绝对不能忽略与伊斯兰教或清真工
业相关的课题。其次，马来西亚政府在处理区域课题，
尤其与美中角力相关的国际课题上，应扮演着“平衡”
与“润滑剂”的角色，以逐步提升马来西亚在国际
上的地位，并持续从中国崛起的效益中受惠。

以什么形式挽救泰国经济？

经济摆脱数月政治动荡带来的衰退威胁。泰国军政

Thai Tries to Save the Economy

府正计划重启基础设施项目。若官方大型投资计划
获得放行，可望带动民商投资和消费，拉动泰国的

泰国自今年 5 月 22 日宣布政变以来，军政府进

经济。泰国前看守政府与“黄衫军”冗长的对峙使

行了一系列的稳定政局和提振经济的措施。相比之

本已濒临崩溃的经济陷入零投资状态。后军方接管

前泰国混乱的局面，军政府治理下的国家让人感到

政权，结束近七个月的政治僵局且迅速有效地挽救

耳目一新。

本国经济。其执行能力之强，可通过接管政权后短
期内还清前政府大米典押计划欠款 920 亿泰铢看出。

图 29：2014 年泰国军事政变基本历程

图 30：泰国民主发展进程计划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泰国的此次军事政变控制了该国的混乱局势，
使国家免于继续陷入游行示威的恶性循环当中，可
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泰国。泰国自从进行游行
示威以来，通货膨胀率持续走高，今年 5 月泰国通
货膨胀致消费者价格指数创 14 个月新高。据泰国工
业部报告称 2014 年 1-5 月泰国新增工厂量下滑达
16%82。泰国今年前 5 个月新开业工厂缩减因素是，
政局高度动荡，官方大型投资计划遭搁置。
基本上，泰国历次军事政变都是以军政府稳定
泰国政治经济大局后，政权交由民选政府。

为了减少宵禁令对泰国旅游业的影响，泰国军
政府宣布从 6 月 6 日起解除差安、华欣、甲米府和
攀牙府的宵禁，至最后全面解除宵禁。泰国陆军旅
游办公室表示将采取措施吸引游客，重振旅游业。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 6 月 2 日确认泰国的 Baa1 主权评
级，对其稳定的评级展望预期，在未来 12-18 个月内，
泰国的军事政变和政治不确定性不会对该国的信用
实力产生实质影响 83。
泰国的经济情况目前有所改善，泰国军人银行
今年的贷款总额，也将从原本预测的增长 6% 至 8%
上升至 10%。

泰国军方制定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对燃料
价格设定上限以及为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以促进
82

泰国工业部报告称 2014 年 1-5 月新增工厂量下滑 16%，2014-

由此看来，泰国经济将步入复苏与发展阶段。
预计在进行一系列的经济与政治治理与变革后，泰
国的经济与社会将重回正轨。

6-4，http://t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6/20140600612684.
shtml

83

穆迪：确认泰国 BAA1 级主权评级 展望为稳定，2014-6-2，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602/12461111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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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项目与合作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中国 - 东盟产业园区：泰国经济开发区 （1） 区的投资人而言，而不是针对坐落在工业区里面的
China-ASEAN Industrial Park: Thail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1)

企业，也就是说，进驻享有鼓励政策的工业区之企业，

一、泰国经济开发区的发展情况

以获得享有的鼓励政策，我们将在后文阐述。

（一） 概况
泰国将全国 76 个府根据行政区距离曼谷的远近
和当地收入高低划分为 3 个投资区域，在各个区域
内的大多数工业园区（相当于各国的经济开发区）
享有泰国 政府的各项优惠投资政策。泰国的工业园
区主要分为 3 种类型，
第一类是一般工业园区
“General

并不自动享有相关投资鼓励政策。关于投资企业可

上述的 60 多个享有 BOI 鼓励政策的工业区，其
中的 34 个是完全由政府投资设立，或者是政府和私
人合伙设立，或者是私人设立而由政府和私人合作
经营，其余的 20 多个则完全由私人设立并经营，政
府除批准土地使用权外没有任何投入。
（二）工业区管理机构

Industrial Zone（GIZ）”，第二类是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EPZ)”，第三类是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FTZ)”， 其 中 绝 大 部 分 是 一 般 工 业 园
区和出口加工区，有的工业区即是 GIZ，同时又是
EPZ，而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则很少。从 2002 年 9 月
19 日起，泰国取消了对投资项目指定区域的规定，
获奖励投资的项目可在全国各区设厂，免税优惠按
工厂所在区的规定获得。但对环境有影响等项目另
作特别规定。

泰 国 工 业 部 下 属 泰 国 工 业 区 管 理 局“The
Industrial Estate Authority of Thailand（IEAT）” 对 工
业园区实行政府管理职能。该局根据泰国相关法律
法规对工业区的设立履行审批；对工业区的建设，
配套设施的完善，土地分配等实施管理；对工业区
土地使用、园区经营、税收优惠、工作许可和外籍
劳工等提供相关服务。另外，工业区管理局还赋予
工业园区享受 BOI 优惠政策之外的特别优惠，主要
是涉及外国投资者进驻工业园区对土地所有权、劳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泰国的工业园区大大小小

工及家眷、利润汇出境外等方面的待遇。

共有 100 多个，其中约有 60 余个是享受泰国投资促
进委员会（BOI）的鼓励优惠政策的，其余的或者是
因为面积小（注：500 莱以上才可申请，约合 1200 亩），
或者是没有申请，而不享受该投资鼓励政策。需要
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投资鼓励政策是针对工业园

泰 国 投 资 促 进 委 员 会“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BOI)”亦是泰国工业部的下属机构，由
泰国总理担任主席，工业部部长担任副主席。BOI
全面负责泰国投资促进工作，制定有关投资促进鼓
励政策，还负责根据投资优惠政策以及为投资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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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各种与投资有关的服务措施来招商引资。其与工

完善。属于第二区的享有 BOI 投资鼓励政策的工业

业区的关系主要是受理工业区及工业区内投资企业

园区共有 34 个。

的优惠政策申请和进行审查批准，投资企业若应用

第三区：其余的 58 个府都属于第三区的，地理

投资鼓励政策，一般情况下，工业区内会有代理服务， 位置距离曼谷较远，在工业区当中处于最外围，但
统一向 BOI 申报。

享有十分优惠的投资鼓励政策。这 58 个府当中又划
分出 22 个低收入府治，
区别于第三区的另外 36 个府，

图 31：泰国投资优惠区分布

是所有工业区当中能享受优惠权益最多的区域。属
于第三区的享有 BOI 投资鼓励政策的工业园区共有
15 个。
投资企业进入不同区域内投资所享有的奖励政
策，大体情况是距离曼谷越远越优惠，也就是说，
第三区的条件最好。

二、泰国工业区相关的法律、法规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一）投资法律法规
泰国与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

（三）投资优惠区域的划分

（1）、管制外籍法人经营的法律——《外商企
业经营法》。泰国政府于 1972 年颁布了《革命团

全国 3 个投资优惠区域，不同区域内的工业园
区享受不同的投资优惠政策。

第 281 号公告》，也称《外国人经营法》（ALIEN
BUSINESS ACT）。1978 年进行了两次修改。现行
法规是泰国政府于 1999 年 11 月 24 日重新颁布（2000

第 一 区：由 中 部 的 六 个 府 组 成， 分 别 是 曼

年 3 月 4 日起施行）的《外商企业经营法》（简称

谷 (Bangkok)、 佛 统（Nakhon Pathom）、 暖 武 里

外企 法）（FOREIGN BUSINESS ACT）。该法列

（Nonthaburi）、巴吞他尼（Pathom Thani）、北榄（Samut

出了鼓励、限制和禁止外籍人士经营的项目。从法

Prakan）、龙仔（Samut Sakhon）。上述 5 个府围绕

律条文上，相当于我国国家计委、经贸委及商务部（原

在曼谷周围，坐落其中的工业区是泰国工业区当中

外经贸部）联合发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 向暂行规

距离曼谷最近的，大约几十公里左右，交通十分便利， 定》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到泰国投资的
配套设施相当完善。属于 第一区的享有 BOI 投资鼓 外国企业，该法律是首先要了解的。
励政策的工业园区共有 10 个。

（2）管制外国人工作许可的法律——《外国人

第二区：由 12 个府组成，分别是北碧、北柳、

就业法》（ALIEN OCCUPATION LAW）。该法于

春武里、坤西育、大城、普吉、罗勇、历丕、北标、

1973 年公布实施，1978 年进行了修改。规定了外国

夜功、素攀和红统。这 12 个府相当于第一区的外围， 人申办工作许可的程序、可以从事的职业等。到泰
距离曼谷 100-200 公里左右，交通便利，配套设施 国从事商业活动的外籍人士，首先必 须得到劳动部

33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4.06

项目与合作 /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外侨工作管理部门的批准。工作期间，还必须得到

1、 报业、广播电台、电视台

移民局的居留延期签证，才可以工作，否则被视为
非法入境或非法劳工。
（3） 签 证 移 民 法（THE IMMIGRATION
LAW）。1929 年公布实施，1980 年进行了修改。该
法对签证的种类、申请移民等作了相应规定。
（4）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商标法》、《专
利法》、《版权法》。
（5）《商业登记法》：1956 年颁布实施，规定
了办理商业注册、登记的手续等。
（6）关于税务方面的法律——《税法典》，对

2、 种稻、旱地种植、果园种植
3、 牧业
4、 林业、原木加工
5、 在泰领海、泰经济特区的捕鱼
6、 泰药材炮制
7、 涉及泰国古董或具有历史价值之文物的经
营和拍卖
8、 佛像、钵盂制作或铸造

个人所得税、法人所得税、所得预扣税、增值税等
税率及申报程序作了详细的规定。2002 年 1 月 1 日
以来，税务厅对现行税法实施细则发布了若干修正
案，对法人所得税、资产折旧率等做出了一些新的
规定。
（7）货币兑换管理的最高法律——《一九四二
年外汇管理法》。这是一部关于外汇买卖和外币兑
换的法规，对携带外汇或泰币、银行存款账户、贷款、
国外投资款等作了规定。
（8）外籍法人在泰国持有房地产业的法律——
包含于民商法典、土地法典及内务部法规（《组屋

9、 土地交易
（2）涉及国家安全稳定或对艺术文化、风俗习
惯、民间手工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
响的投资业务。为经商业部长根据内阁的决定批准
后外国投资者才可以从事的行业
1、 生产、销售、修理军用设备及装备
2、 国内陆上、水上、空中等运输业，包括国内
航空业
3、 涉及泰国传统工艺品的古董、艺术品买卖

大厦法》）等有关条款中。
4、 木雕制造
（9）与投资有关的法规还有国务院关于跨国公
司申请设立区域代表处规则（1992 年）、泰国投资
促进委员会（BOI）投资优惠政策及执行准则等。
（二）泰国对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的市场
准入政策
根据泰国《外商经营企业法》规定，限制外国
人投资的行业有以下三类：
（1）因特殊理由禁止外国人投资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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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养蚕、泰丝生产、泰绸织造、泰绸花纹印制
6、 泰国民族乐器制造
7、 金器、银器、乌银镶嵌器、镶石金器、漆器
制造
8、 蔗糖生产
9、 海盐、矿盐生产

10、石盐生产

《工业区管理局法》或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受鼓励的
投资者，则可以从事第二、三类中规定的行业。

11、采矿业、石头爆破或碎石加工
在泰国投资获得优惠投资的企业，投资额在
（3）本国人对外国人未具竞争能力的投资业务， 一千万泰铢以上（不包括土地费和流动资金），必
为经商业部商业注册厅长根据外籍人经商营业委员 须要获得 ISO9000 国际质量标准或其它相等的国际
会决定批准后可以从事的行业。
1、 碾米业、米粉和其它植物粉加工
2、 水产养殖业
3、 营造林木的开发与经营
4、 胶合板、饰面板、刨木板、硬木板制造

标准。
以下行业的泰籍投资者的持股量必须不低于
51%：农 业、畜 牧 业、渔 业、勘 探 与 开 采 矿 业 和
1999 年颁布的《外籍人经商法》附录的第一类行业
中的服务行业。
（未完待续）

5、 石灰生产
6、 会计、法律、建筑、工程服务业
7、 宣传广告业
8、 旅店业
9、 旅游业
10、 植物新品种开发和品种改良等。
外籍法人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可以从事第二类
中规定的行业：
一是泰籍人或按照本法规定的非外国法人所持
的股份不少于外国法人公司资本的 40％（除非有适
当原因，商业部长根据内阁的决议可以放宽上述持
股比例，但最低不得低于 25％）；
二是泰国人所占的董事职位不少于 2/5。
对属于本法所规定的需得到允许的行业，外籍
法人在泰国开始商业经营的最低投资额不得少于
300 万泰铢。其他行业最低不少于 200 万泰铢。最
低投资额 对在泰国注册的法人来说是指注册资本，
对未在泰国注册的外国投资者或法人来说是指来泰
经商所汇入的外汇。如果外籍人属于《投资促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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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中泰关系发展远景规划 （2）

化石燃料（石油、天然气、煤炭）开发与利用；（二）

The Long-term Program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Thailand Relations (2)

电力生产、贸易和基础设施开发；（三）可再生、

科技与创新

上述合作有助于促进能源安全，实现两国绿色增长

十九、双方同意在中泰科技合作联委会框架下，
加强科技创新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构建科技与创新

替代和清洁能源开发；（四）能源效率与能源节约。

和可持续发展。
海洋

领域更紧密关系，助力两国创新与知识型社会建设。

二十四、双方同意加强海洋和极地科考合作，

二十、双方同意积极推动两国科研院所、高校

支持在泰国普吉设立的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联合实

和企业在双方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共建联合实验室

验室的运行和发展，支持中泰南海和安达曼海海洋

和联合研究中心，开展高水平联合研究，促进长期

环境监测与预报系统建设，开展中泰海洋濒危物种

稳定合作。双方同意加强人员交流与人才培养，落

研究等项目合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

实青年科学家间的交流，鼓励并支持互派青年科学

与泰王国自然资源和环境部海洋领域合作五年规划

家到对方国家开展短期工作。

（2014 － 2018）》予以支持。中方欢迎泰方派员参
与中方进行的南极科考和研究。

二十一、双方积极支持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
心建设。双方同意促进中泰间技术转移，进而带动

国际和地区合作

本地区技术能力的提高。
二十二、双方同意加强高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推动建立一定的合作平台，深化移动通信、高

二十五、双方重申加强战略沟通与协调，加强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相互配合与支持，促进地区
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愿望。

速互联网等领域相关企业的经贸合作，促进航空、

二 十 六、 双 方 重 申 愿 在 东 盟 防 长 扩 大 会

航天、卫星技术与应用、生物医药等方面开展项目

（ADMM-PLUS）框架内推进共同安全事务方面的

合作。双方同意积极拓展两国在空间技术及其应用

地区合作，特别是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的合

领域合作，完善遥感卫星数据共享与服务平台建设。

作。

能源

二十七、中方赞赏泰国作为中国－东盟关系协
二十三、双方同意加强以下领域能源合作：（一） 调国所作的积极贡献。双方重申密切合作，以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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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为契机，增进
中国与东盟的互信，增强彼此信心，深化各领域合作，
共同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用好中国－
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拓展海上合作，进一步提升中
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泰方对中方提出设立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表示赞赏。
二十八、双方同意深化东盟与中日韩（10 ＋ 3）、
东亚峰会（EAS）等东盟引领的地区框架下的合作，
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双方同意共同推进清迈倡议
多边化（CMIM）、10 ＋ 3 大米紧急储备（APTERR）
机制化建设、10 ＋ 3 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等合作。双
方期待成功落实东亚峰会《金边发展宣言》。
二十九、中方支持泰国关于举办澜沧江－湄公
河次区域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的倡议。
三十、中国重申将继续支持东盟发展壮大，支
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后 2015 议程，支持东
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三十一、双方一致认为，南海问题应由直接有
关的主权国家在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直接友好协商
和谈判和平解决。有关争议彻底解决前，各方应“搁
置争议，共同开发”。双方同意密切合作，推动全
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在协
商一致基础上推动“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
进程，把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三十二、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世界
贸易组织（WTO）、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
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和其他地
区和国际机制框架下的协调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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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东盟中心
APPENDIX A

ABOUT ASEAN-CHINA CENTRE (ACC)

2009 年，在第十二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王国、印度尼
西亚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联邦、菲律宾共和国、新加坡共和国、泰王国和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等东盟 10 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国 东盟中心的谅解备忘录》。缔约各方据此建立一个信息和活动中心，即中国 - 东盟中心。
中国 - 东盟中心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促进中国和东盟在贸易、投资、旅游、教育和文化领域
的合作。中心总部设在北京，今后将不断拓展，并在东盟各成员国和中国的其他地区设立分中心。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国和东盟 10 个成员国是中心成员，中国和东盟的企业和社会团体可通过向中
心秘书处提出申请成为联系会员。中心将根据《谅解备忘录》所赋予的使命，推动中国 - 东盟各领域的务
实合作。
2010 年 10 月，温家宝总理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启动了中心官方网站（www.asean-china-centre.
org），并宣布 2011 年建成实体中心。2011 年 11 月 18 日，中国 - 东盟中心在第十四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
会议暨中国 -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20 周年纪念峰会上正式成立，温家宝总理与东盟 10 国领导人及东盟秘书
长共同为中心揭牌。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心职责如下：
（一）成为信息、咨询和活动的核心协调机构，为中国和东盟的商务人士和民众提供一个关于贸易、投资、
旅游、文化和教育的综合信息库；
（二）成为中国与东盟就有关促进贸易、投资、旅游和教育信息进行有益交流的渠道，包括涉及市场准入，
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
（三）通过对数据和信息的广泛收集、分析，以及对市场趋势的预测，开展贸易和投资领域的研究，
彰显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益处；
（四）通过宣传中国和东盟的传统艺术、手工艺品、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和语言，以及在中国和东
盟的教育机会，促进文化和教育；
（五）通过征询意见、提供教育咨询服务和组织贸易投资交易会、旅游展、食品节、艺术展和教育展，
向中国和东盟的公司、投资者和民众介绍和宣传中国和东盟的产品、产业和投资机会、旅游资源、文化及教育；
（六）开展市场调查活动，确定潜在市场和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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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理中心框架内设立的永久性东盟贸易、投资和旅游展厅；
（八）成为核心的投资促进机构，建立行业联系，向中国和东盟企业推介商机，特别是协助投资者和
公司寻找当地的商业伙伴；
（九）与中国政府、东盟各成员国政府，以及相关区域和国际组织在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保持密切合作；
（十）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便利；
（十一）提供中国和东盟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有关的机构和政府官员名录；
（十二）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活动；
（十三）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
（十四）组织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关于贸易、投资和旅游便利化等问题的研讨会或研修班；
（十五）建立一个艺术、文化和语言的学习中心，以加强民间交流，增进中国和东盟民众和社会之间
的相互了解；
（十六）研究开展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相关的人员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十七）支持关于缩小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的项目；
（十八）开展中心实现其目标所需其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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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介绍
APPENDIX B

ABOUT CHINA-ASEA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UND (CAF)

成立背景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简称“中国 - 东盟基金”或“基金”）是由温家宝总理于 2009 年在博鳌亚
洲论坛上宣布成立的离岸私募股权基金。经中国政府国务院批准，基金于 2010 年初开始运作，主要投资于
东盟地区的基础设施、能源和自然资源等领域，为中国及东盟地区的优秀企业提供资本支持，并且动用基
金的丰富资源为合作企业提升价值。基金的愿景是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有力推动者和整合者，成为在东
盟地区声誉卓越及业绩优秀的私募股权基金，为东盟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 - 东盟基金的专业团队成员来自于不同国家，在项目开发与谈判、资本运作、推动企业发展上市
及金融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东盟地区有着多年成功的投资业绩。
中国 - 东盟基金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强大的投资实力，丰富的行业经验，及对东盟地区和目标投资领域
的深刻理解，并且获得背景雄厚的基金投资股东鼎力支持。中国 - 东盟基金参与投资可为合作企业及项目
带来不可比拟的、持续的价值提升和协同效应。中国 - 东盟基金希望通过自己的股权投资参与，推动中国
海外投资不断实现优化、升级和持续成长。
主要特点
- 是目前少数致力于投资东盟地区的大型私募股权基金；
- 专注于支持基础设施、能源以及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优秀企业和项目；
- 可投资于不同阶段的项目，实现商业成功和最佳社会效应的双重目标；
- 资金募集的目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其中一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
- 拥有一支国际化的专业团队，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以及相关行业经验。
投资理念
中国 - 东盟基金的专业团队将为每一个潜在投资项目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内容包括行业吸引力及增
长潜力，企业的财务表现和竞争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和项目的环保贡献和社会责任等方面。
在此基础之上，基金将与合作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企业及项目实施有效的商业模式提供增值服务。
- 单笔投资额通常介于 5 千万至 1.5 亿美元之间；
- 希望与其他战略投资者实现共同投资；
- 采用多元化的投资形式，包括股权、准股权及其他相关形式；
- 不谋企业控股权，持股比例小于 50%；
- 可投资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
- 既可单独投资企业或项目，也可同时投资企业和项目层面；
- 推动资产和运营的整合、重组；
- 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常规能源 / 新能源、自然资源和东盟地区其他战略性行业。

40 / CHINA-ASEAN WATCH / 2014.06

项目筛选标准
- 实力较强且可靠的项目发起人；
- 已见成效且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 经验丰富、有抱负且稳定的管理层；
- 可靠稳定的未来现金流或可预见的盈利能力；
- 具有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china-asean-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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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安邦咨询简介
APPENDIX C

ABOUT ANBOUND CONSULTING (ANBOUND)

安邦（ANBOUND），或称“安邦咨询”及“安邦集团”，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
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 1993 年的安邦咨询（ANBOUND），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
公共政策智库。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安邦咨询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基于信息资源和田野考察，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通过专业研究团队长期
而坚持不懈的跟踪研究，在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撰写大量的分析报告，在宏观经济、城市研究、空间开发、
政治判断、产业和风险评估等特长领域，为中国政府客户、外国政府客户和广泛的有代表性的企业客户提
供实用建议和项目评估意见。
近 20 年的发展中，
安邦建立起自己强大的信息分析研究平台，
汇聚了一支以经济、
金融专业为主、
跨学科、
跨领域专业人才在内的复合型研究团队。同时，安邦自主开发数十个研究型数据库系统平台，其设计功能
适用任何外部专业投资机构。针对不同客户的决策层级和信息需求特点，安邦咨询提供不同的研究成果，
包括每个工作日以邮件形式出版的信息简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每日经济》、《每日金融》；包括每周以
邮件形式出版的战略分析报告《战略观察》；每个月以印刷形式定期出版的《策略研究》以及系统产品《全
球核心金融报告》等。具有建设性价值、丰富的研究成果，对应灵活的产品结构体系，使得安邦咨询在各
个行业、企业和政府决策层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所有这些报告和简报的选择
性内容，均可以在“第一智库”网站（www.1think.org）浏览和下载。
专注于经济分析和评估领域，安邦的合作对象包括有非常多具有领导性地位的机构和政府部门，如：
安邦·牛津大学信息分析培训项目、安邦·中国 - 东盟中心·中国东盟投资基金的东盟研究合作项目、安
邦·中信研究合作项目、安邦·EUROMONEY·ISI 信息合作项目、英国利物浦市政府的城市合作项目、
全球第三大城市基础设施运营商 Enterprise 的城市管理项目等等。在信息产品的企业客户层面，从软件业巨
头 MICROSOFT、APPLE、IBM、GE、德国大众、丰田、壳牌、NEC、东京三菱银行、汇丰银行、美国银
行等跨国公司，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海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中国著名企业，他们都是
安邦咨询长年的忠实客户。安邦独有的经营模式在商业表现上也十分成功，20 年来始终保持了年均两位数
以上的营收增长。
安邦在慈善事业领域同样有着卓越而富有效率的表现。安邦积极推动政府部门向西藏贫困地区提供“智
力扶贫”，安邦启动并且承担了中国西南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的慈善活动，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察，进行
了广泛的合作，并且有了初步的成果；安邦对新疆社会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考察，向有关部门提供了大
量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安邦积极推动并参与了四川汶川、云南昭通的贫困留守儿童的捐助活动，参加了陕
西省儿童村的建设，提供物资帮助刑满释放及解教人员的安置就业。每年，安邦还安排专项研究资金与中
国的主要大学展开研究合作，专门用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
安邦咨询的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杭州、成都、重庆、深圳、长春、乌鲁木齐、马来西亚吉隆坡拥
有 8 家分公司和法人实体。安邦咨询目前正在积极推动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 2012 年，安邦在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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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建立了安邦集团东盟研究中心，未来还有可能在非洲、英国和美国派驻研究团队或研究小组。安邦
管理决策层的主要负责人是创始合伙人陈功，安邦所有的研究团队实行合伙人体制，法人实体实行全员共
享体制，20% 的净收益由全体员工共同分享。
安邦的专家群体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大量的中国政府部门的专业官员群体，他们拥有较高的学历
教育，拥有丰富的实际运作经验，并经历过改革开放的激烈社会进程考验。其次是专家、学者团队，包括
金融界的权威巴曙松先生、钟伟教授，赵晓教授，高辉清博士，以及其他声誉卓著的学者、建筑师和文化
界人士。
安邦迄今坚持第三方的独立运作路线，没有任何外部基金背景，并且谢绝一切赞助。安邦长期坚持建
设性原则，我们认为在当今浮躁的世界中，从来不缺意见领袖，不缺时尚和流行，但中国社会的发展一向
缺少专业精神和科学态度，因此安邦未来将会继续奉行专业性和建设性原则，从事公共政策智库的工作。
安邦管理团队深信，安邦将会始终保持理想主义的色彩，推动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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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DISCLAIMER

本报告信息均来源于联合主办方认为可信的市场公开资料，但联合主办方对所引用信息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明示或
暗示的承诺或保证。本报告的内容、观点、分析和结论仅供参考，不代表任何政治倾向，联合主办方不承担任何第三方因使用本报告
及信息时之作为或不作为某项行动而产生的（无论是直接、间接或随之而来的其他事项）任何责任。
如果需要征求具体建议或希望获取本报告所提及内容的更多信息，请您按本报告封底所示的联系方式直接咨询服务。
© 2014 中国 - 东盟中心、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安邦咨询。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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