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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通过产业整合强化中国—东盟间互联互通

Strengthening the China-ASEAN Connectivity 
through Industrial Integration

2014 年 全 球 经 济 论 坛（Global Economic 

Symposium, 以下简称 GES）于本月 9 日在马来西亚

首都吉隆坡召开，本届会议主题定名为“重整经济

结构、推动社会转型”。由于适逢中国政府推动经济、

社会全面改革之际，此次论坛讨论除了对中国推动

中的改革表达关注外，也就如何深化区域内部整合

展开深刻讨论 1。会议期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史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z）针对自由贸易协定（FTA）

的签署所导致的产业外移可能会对国内社会秩序的

稳定造成严重破坏，进而导致区域整合受阻提出警

告 2。

在全球经贸交往日趋紧密情况下，中国新一届

政府正试图同东盟建立“命运共同体”，然而，发

展不均所导致的差异扩大也使得双边交往进一步深

化面临一些结构性制约。

一、双边发展日渐失衡

自 2003 年中国—东盟间确定双边战略合作伙伴

以来，双边经贸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十年间，双边

贸易总额由 782 亿上升至 2013 年的 4436 亿美元，

中国已取代美日两国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东盟

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过去十年间，双边

经贸快速发展使得相互依赖程度大大获得提升，然

而，区域内部发展不均也为双边建构“命运共同体”

1　Opening	 Address：Restructuring	 Economies,	 Transforming	

Societies,	Sep.	6th,	2014,	 	http://www.global-economic-symposium.

org/symposium-2014/news

2　别让FTA成为现代版鸦片战争，2014-9-8，http://money.chinatimes.

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40908000041&cid=1206

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

自 2003 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为期十年的高

速增长阶段，区域间发展不均的现象也呈现收敛；

同一时期，东盟国家则陷入发展程度不均的困局。

相较于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维持着10.2%的高速增长，

人均收入（GNI）成长 4.4 倍，东盟国家除老挝、柬

埔寨等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外，经济增长始终保持

中等速度，人均收入成长则依据发展程度高低分布

在 1.6 倍至 4.7 倍之间（见表 1）。

表 1：中国 - 东盟经济增长暨人均收入表现
（2004-2013）

注释：世界银行未公布缅甸人均收入增长数据；文莱经济

增长率数据仅更新至 2009 年，缅甸经济增长率数据仅提

供 2010-2013 年间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官网，安邦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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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年较为平稳的发展后，中国已从早先开

发程度较低的状态进入中等发展国家，然而，东盟

国家间经济发展程度并未出现显著的收敛现象。此

外，从产业结构发展来看，我们发现中国已进入工

业化起飞阶段，随着经济、社会制度进一步改革，

中国有机会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进入后、晚期工业

社会。然而，东盟国家的发展并不如中国顺遂，除

了新加坡与文莱各自凭借着自身产业特质跻身高收

入国家外，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中等发展国家在

过去十年间始终未能让产业结构获得优化（见表 2）。

当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无法向第二、三产业流动时，

东盟区域内中等发展国家将难以脱离中等收入陷阱。

为减少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中国政府将协助

低度发展地区发展作为周边外交的重要项目。在近

期公布的《中国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中，中国

政府明确将协助东盟国家缩减发展差距作为对东盟

援助主轴 3。

3　白皮书谈中国对东盟援助：支持东盟缩小内部差距，201407-10，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7-10/6370831.shtml

二、从双边产业整合落实“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宏观经济上不再鼓励出口

以拉动经济增长，释放中国内需市场潜能便成为下

一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为中国—东

盟间重新推动产业整合提供新的机会。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中国迅速取代东盟成

为外资眼中理想的 FDI 目的地。凭借着生产要素比

较优势，中国迅速在全球生产链的终端取得支配性

地位。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作为世界

工厂的地位进一步获得巩固，以电子制造业为例，

2001 年，中国在全球电子产品出口的比重仅占 6%，

到了 2003 年，这个比例已上升至 28%4。虽然这一比

重的提升多半来自于对欧、美、日等发达工业国家

低端制造业的替代，然而，同样位处于产业链尾端，

中国、东盟间在产业上竞争关系大于整合关系。FDI

的枯竭使得东盟国家工业化进程受到影响，农业劳

4　中国电子产业转型将利好东南亚，2014-9-5，http://www.ftchinese.

com/story/001058091

表 2：中国 - 东盟各国产业结构

注释：产业总产值为 2013 年数据；产业就业人数为 2012 年数据

资料来源：CIA，The World Factbook，安邦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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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无法向第二、三产业流动，产业规模受到限制，

产业竞争力因此无法获得提升。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子制造业向产业链上游发

展，东盟国家再次获得外国直接投资的青睐，这为

东盟国家继续推动工业化提供动能。另方面，随着

联想、华为、中兴等上游厂商进入升级转型阶段，

这将会带动一波中下游厂商技术升级。根据汇丰银

行的研究评估，中国企业这波升级转型将不少于五

年 5。中国企业进入升级阶段将为东盟国家开启一扇

再次工业化的机会之窗。

除了产业升级带动的转移效应外，中国企业的

技术升级有助于降低同东盟国家间产业同质性。根

据台湾综合研究院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由于产业

结构高度重叠，东亚国家间因此出现过度竞争，以

中国—东盟为例，在出口品项上逾 70% 属于重叠项

目（见表 3）。

此外，近年来，制造业快速发展使得中国政府

与企业在提升生产效率与管理方面累计了诸多相关

知识。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进入转型阶段，与制造业

5　中国电子产业转型将利好东南亚，2014-9-5，http://www.ftchinese.

com/story/001058091

相关的价值服务可以成为中国向东盟国家输出的新

型产业。为了提升中国 - 东盟间产业互补性，在中

国企业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中国政府可

以输出制造业相关管理知识，通过产业园“整园输出”

的模式在东盟国家内复制中国产业链结构。这不但

有助于强化东盟国家对中国技术的依赖，也能向中

国企业往服务业加值服务的方向转型提供诱因。通

过协助低度开发地区发展，协助东盟国家缩小发展

差距，使双边产业关系由竞争转型为合作才能真正

使“命运共同体”获得巩固。

三、结论

2003 年，中国—东盟间就战略合作伙伴达成共

识，也由此开启了双边“黄金十年”。在十年间，

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而东盟主

要国家则因为产业转型不顺利而身陷中等收入陷阱。

在中国产业持续转型的情况下，安邦（ANBOUND）

一直呼吁中国—东盟间双边经贸交往应朝向产业互

补的方向发展，借以取代双边产业竞争的格局。

为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升级为“钻石十年”，

中国应积极从“互利”的角度出发，从东盟国家的

实际需求着手推动双边交往。此外，在推动经济外

表 3：亚太地区部分经济体的出口相似度

资料来源： “东亚经济整合暨东协＋ 1 经贸效应”（洪财隆，2009），安邦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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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方面，中国更应该从全局的高度出发，对既有的

运作机制进行调整。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当

下，周边国家必然将对中国的战略意图高度警惕。

对于周边国家而言，在积极同中国深化经贸关系的

同时，同美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军事、安全合作成为

符合周边国家利益的一项选择，这对东亚区域整合

的深化起到结构性制约作用。

最后，中国应善用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所累积的

经验与资源协助周边国家的发展，并理性地对周边

外交重新进行全面评估 6。对中国而言，同周边国家

关系正常化、理性化才能在双边建立可预测关系，

进而降低误判情势的风险。也唯有双边战略意图互

相明晰才能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稳固的“命

运共同体”关系。

6　中国要全面调整中缅关系的坐标系，《战略观察》第 4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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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深圳科技园

资料来源：摘自百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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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国际中小企业是新加坡维持竞争力的

关键因素

Singapore Needs to Nurture Private Global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Keep its Competitiveness

2014 年 9 月 5 日，新加坡媒体亚洲新闻频道

Channel NewsAsia 积极报道新国再一次成为 WEF 全

球第二个最有竞争力的国家。根据各路媒体信息，

这一次也是新加坡四年连续保持的排名 7。在该组织

的报告中，新加坡依然在基本需求和效率两个指标

方面排在前列，意味着该国仍然保持它作为世界投

资天堂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引人注意的是，在创新

和商业成熟度这两个领域当中，新加坡是落后于发

达国家，如瑞士、日本、芬兰、德国、美国、英国等等。

这也进一步说明新加坡企业，如果与这些发达国家

企业相比，仍然缺乏竞争优势。

最近几年来，企业缺乏竞争优势一直是新加坡

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作为一个极小的经济体，新

加坡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来市场以维持它的经

济发展。也因为如此，该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措施

来协助有最大经济贡献者的民营中小企业 8，其中包

括落实生产力和创新信贷（PIC ＋）计划，延长创

新税收优惠政策，继续紧贴转型和创新的企业，开

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生产力和增长（IPG）计划以及国

7　Singapore	 retains	second	spot	on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亚 洲 新 闻 频 道（Channel	NewsAsia）,	2014-9-5,	http://www.

channelnewsasia.com/news/business/singapore/singapore-retains-

second/1348740.html

8　S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Singapore's	economy,	 亚 洲 新 闻 频 道	

(Channel	NewsAsia),	2013-10-22,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

news/specialreports/parliament/videos/smes-an-important-part-

of/856032.html，目前，中小企业占了新加坡总企业数目的 99%

际化融资计划（IFS）等等 9。但是，从 WEF 的报告

看来，种种有关措施并没有很明显地提高新加坡民

营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所以，怎么样整合目前的措

施以便创造良好商业环境给予中小企业是目前新加

坡要着手处理的。

图 2：新加坡中央商务区（CBD）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李志良摄

在这一点上，马来安邦认为新加坡政府需要清

楚该问题的根本原因。新加坡企业之所以缺乏竞争

优势，其原因在于该国还没有一个有活力的创新文

化。目前，新加坡教育制度依然重视“标准测试”

作为标准评估，使得较为流动性的创意教育无法真

正地实现。同时，新加坡教育制度没有给艺术和人

文教育应有的重视 10，再加上教育制度也过于看重学

生成绩作为成功指标，这些因素都使得新加坡无法

培养出一大批创意人才和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

9　Singapore	budget	2014:	7	key	points	for	SMEs,	SingTel	Techblog,	

2014-2-21,	 https://mybusiness.singtel.com/techblog/singapore-

budget-2014-7-key-points-smes#sthash.2qgcYilM.dpbs

10　Singapore’s	 innovation	output	‘below	expectations’,	ZDNet,	

2014-4-4,	http://www.zdnet.com/singapores-innovation-output-

below-expectations-2062304400/	

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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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加坡需要一个有利于解放民众思维的政策，

最终目的就是让创新文化带领整个经济的走势。而

对中小企业来说，创新发展是它们与外国企业竞争

的重要指标。

此外，新加坡政府仍然需要吸引更多民营中小

企业参与该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开发项目。据马来

安邦了解，印度联邦和安得拉邦州政府已经与新加

坡政府商讨建设“智慧城市”和新都城的项目。因

新加坡国企 JTC Corporation 和 Temasek 已经表示要

参与印度的项目 11，它们肯定需要民营中小企业的大

力协助。这包括提供环保和多媒体的服务以及其它

高端的需求。由此，我们估计印度项目将提升新加

坡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它也更加成为中小企业走

向国际的另一个平台。

总体来说，创造国际型中小企业是新加坡能否

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由于新加坡目前的国际

企业都是国企，只依赖这些较少的大企业来维持新

加坡的竞争优势是不现实的。但如新加坡能提供一

个很好的环境，让民营中小企业发挥它们的潜力，

整体情况将能有所改善。

文莱着力发展海洋经济

Brunei Strives to Develop Marine Economy

长期以来，油气产业一直是文莱经济的支柱，

其产值约占 GDP 的 2/3，并为该国贡献了 90% 的财

政收入和 95% 以上的出口额。目前，文莱已探明的

石油储量为 14 亿桶，天然气储量为 3900 亿立方米，

11　Singapore	 firms	 to	 take	 advantage	 of	 rising	 urbanization	 in	

Asia,	 亚 洲 新 闻 频 道（Channel	NewsAsia）,	2014-9-8,	http://www.

channelnewsasia.com/news/business/singapore/singapore-firms-

to-take/1352108.html;	Singapore	could	help	develop	new	capital	city	

in	Andhra	Pradesh,	 亚洲新闻频道（Channel	NewsAsia）,	2014-9-8,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singapore-could-

help/1352278.html

且未来还有进一步发现的可能 12。

不过，文莱这种极度依赖单一产业的经济发展

模式存在明显的缺陷。2008 年金融海啸过后，受全

球经济疲软的影响，国际市场对于油气资源的需求

始终不足，这也严重拖累了文莱经济的表现。2013

年，文莱国内生产总值为 201.6 亿文元（约合 159 亿

美元），同比下降1.8%；其中，油气行业产值下降7.2%，

非油气行业产值增长 2.7%13。今年第一季度，文莱

国内生产总值仅 49.15 亿文元（约合 39.2 亿美元），

同比下滑 3.3%；尽管非油气行业实现了 3.1% 的增长，

但仍无法抵消油气产业 10.3% 的萎缩 14。

这些现实让文莱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油气经济

的不可持续性。近几年，文莱苏丹已多次在重要讲

话中表明发展多元化经济的决心，并号召民众居安

思危、勤俭节约、创新思维，积极投身私营部门。今年，

文莱政府开始研究如何利用滨海优势大力发展海洋

经济，并于近期推出了一系列招商项目。这些项目

涉及食品加工、装备制造、设备维护、物流运输、

水产养殖等各个方面，发展前景广阔，详细信息可

见表 4。

为了吸引外商投资，文莱政府还出台了配套的

优惠政策，包括：一、税收减免。投资项目可申请

先锋产业资格，享受最长达 11 年的免税待遇；如该

项目多服务于周边国家客户，则还可申请出口服务

行业资格，最长享受 20 年免税政策。二、资金支持。

文莱财政部下属的股权投资机构可为项目提供便利、

可靠的融资平台。三、政府补贴。项目投产后，如

在文莱开发新产品，可申请研发补助金，最高达 500

万文元。对该国员工进行培训还可申请获得培训补

助金 15。

12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文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3 年，第 4、10 页

13　文莱 2013 年 GDP 总额同比下降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 驻 文 莱 经 商 参 处，2014-4-16，http://bn.mofcom.gov.cn/article/

jmxw/201404/20140400552150.shtml

14　文莱一季度经济下滑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驻文

莱 经 商 参 处，2014-6-26，http://bn.mofcom.gov.cn/article/

jmxw/201406/20140600641391.shtml

15　《发展综合性海洋供给基地》，文莱经济发展局，2014 年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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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投资文莱还可在东盟各国享受贸易

和税收优惠。与周边国家相比，文莱的基础设施较

为完备，用水、用电、用地的成本较低。该国气候宜人，

常年没有极端天气；政局稳定，社会的包容性较强；

劳工政策宽松，鼓励雇佣有技术的外国劳动力。这

一切都为文莱吸引外国投资、发展海洋经济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高速发展面临

重重考验

The Rapid Growth of Malaysian SMEs Is Facing 
Huge Test

马来西亚统计局在 9 月 11 日发文告指出，马来

西亚中小型企业（SMEs）在 2013 年对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贡献为 33.1%，录得 6.3% 的增长；这

不仅较 2013 年 GDP 的 4.7% 总增长来得高，其贡

献比重也在 2007 年突破 30% 后持续维持稳健的增

长 16。

按 2005 年的固定价格计算，中小型企业在 2013

年的总产出达 2610 亿令吉（约合 810 亿美元），而

大型企业则为 5266 亿令吉（约合 1635 亿美元）。

中小型企业的表现主要由服务、制造和建筑业的增

长所带动，该 3 大领域共占其总产出的 88.8%。

马来西亚政府在 7 月份公布的《2012-2020 年

中小型企业发展大蓝图》中再次强调，该领域对

GDP 的贡献比重必须在 2020 年之际达致 41% 的目

标 17。要符合相关目标，中小型企业总产出的增长率

则需取得至少 9.3% 的增长。事实上，自 2010 年推

出经济转型计划以来，马来西亚政府就冀望以中小

型企业为首的私人领域能成为国家经济的火车头，

16　2005-2013 年 中 小 型 企 业 表 现，http://www.statistics.gov.my/

portal/images/stories/files/LatestReleases/account/Press_Release_

PKS2005-2013.pdf

17　纳吉：欲实现 2020 年目标	中小型企业成长率需达 9.3%，2014-7-

4，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540489

表 4：文莱海洋经济招商项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文莱经济发展局（BEDB）公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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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 2020 年的年均增长都需有 10.5% 的增速 18。

无论是 9.3% 还是 10.9%，这对于中小型企业来

说，都充满着挑战与考验。从 2013 年到 2020 年的 7

年时间，贡献比重的增长目标相等于 7%。但事实上，

在过去的 7 年中，中小型企业的比重仅增长了 3.5%。

因此，要在高基数下取得双倍的增长表现，马来西

亚政府与私人企业都必须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

在应对挑战的层面上，政府推出了 4 项高效计

划（简化申请手续、投资计划、鼓励出口计划与催

化计划）来刺激中小型企业的成长，并借助 2015 年

马来西亚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与东盟经济一体化的

趋势，加速提升中小型企业对区域经济的参与度 19。

18　诺丽雅：第十计划拨 150 亿融资辅助	盼私人领域当火车头，2010-

1-1，http://news.sinchew.com.my/node/144338

19　2020 年要达生产总值 41%	4 高效计划提升中小企业，2014-7-4，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212258?tid=14

但从中小企业的角度而言，未来依然充满挑战，

尤其成本问题将导致企业发展失去竞争力 20。当中，

2015 年落实的消费税制度、马新双边关卡近期的收

费调涨、通货膨胀走高等等，都将影响着中小企业

的发展。因此，要取得符合预期的增长，政府除了

推动刺激与应对措施外，中小企业也必须在思维与

运作层面上转型，方能迎合市场的考验。

20　中总上半年经济状况调查	MH370 事件影响马中经贸，2014-9-4，

http://news.sinchew.com.my/node/384849?tid=1

图 3：2005 年至 2013 年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总产出与比重（以 2005 年固定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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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摩托车市场呈现快速增长

Motorbike Market Is Rapidly Expanding in 
Indonesia

为解决交通拥挤问题，雅加达市政府积极推行

替代交通方案，除了加大对公共交通运输的投资外，

摩托车也随之成为雅加达市民通勤的新选择。根据

最新公布的调查显示，今年 1 至 8 月，摩托车的销

售达到 534 万台，较去年同期增长 16%21。

图 4、高峰期间雅加达交通堵塞状态

资料来源：百度图库

作为印尼经济的中心地带，雅加达周边常住人

口介于 3000 万至 3500 万人之间，除了城市自身的

交通负载量外，每天有超过 130 万辆的外省市机动

车进入雅加达 22。在公共运输投资不足，且城市内交

通分流机制不强的情况下，交通堵塞问题已成为雅

加达能否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见图）。

为解决交通堵塞问题，雅加达市政府积极扩

大公共交通运输建设，随着规划中公共运输系统于

2030 年前后落成，雅加达将彻底解决城市交通拥塞

21　1-8 月摩托车销量，前年比 16% 增の 534 万台，2014-9-12，

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40912-00000005-nna_kyodo-

asia

22　雅加达将成世界特大城市，交通拥堵和水患成挑战，2011-6-23，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6-23/3131871.shtml

问题 23。然而，在短期计划方面，为缓解道路负载量，

雅加达市政府除了对机动车进行限号外，还鼓励摩

托车与自行车取代机动车的使用 24。这项由时任雅加

达市长，现任印尼总统佐科所提出的交通整治方案

意外使得摩托车的销路大增。根据印尼摩托车制造

业协会（AISI）统计，今年印尼摩托车销售将首度

突破 800 万台（见图 5）；而在市场占有率方面，外

国品牌在印尼市场占据着主导性地位。

图 5：2013 年至 2014 年印尼摩托车销售量对比

资料来源：日本共同社，http://headlines.yahoo.co.jp/

hl?a=20140912-00000005-nna_kyodo-asia

今 年 1 至 8 月，本田在印尼 共计 销售 334 万

台摩托车，市场占有率达到 63%；而在增长率方

面，印度制造商 TVS 增长逾 33%，而日本品牌川崎

（Kawazaki）、山叶（Yamaha）、铃木（Suzuki）等

分别呈现稳定而温和的增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品牌在印尼摩托车市场占有率未达 1%，主要原

因包括：1. 后续服务质量不佳、2. 产品质量不如日

本品牌，价格不及印度品牌 25。

为了提升中国品牌在印尼摩托车市场占有率，

安邦（ANBOUND）建议中国企业在开拓印尼市场

23　雅加达承诺 2030 年前解决交通堵塞，2013-12-24，http://gb.cri.

cn/42071/2013/12/24/6071s4367365.htm

24　为缓解交通拥堵，印尼雅加达公务员每月首周五乘公交上班，2014-

1-14，http://news.163.com/14/0104/13/9HOGQRCJ00014JB5.html

25　印尼摩托车市场分析及对中国的影响，2013-7-30，http://www.

newmotor.com.cn/html/lssj/373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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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应在当地建立起零部件供应链，这除了有助

于在当地建立起品牌外，对于提升售后服务也有着

极大助益。此外，中国品牌应积极对自身商品进行

明确的市场定位才能在印尼这个快速膨胀的市场中

占得一席之地。

泰国商业银行信贷前景光明

The Credit Prospects of Thailand’s Commercial 
Banks

国际信誉评级机构穆迪国际看好泰国商业银行

下一季度整体发展走势，认为泰国信贷市场将在下

半年出现 5-7% 的增幅。银行信贷市场发展形势，

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信贷将呈现高速增长 26。

图 6：泰国银行信贷增长率（单位：%）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此前，泰国泰京银行启动中小企业信贷市场的

战略部署，计划在未来 3 年内，将向该产业链注入

信贷总额不低于 2000 亿铢。相比泰国大型企业，泰

国中小企业虽然风险较大，但是从中小企业的信贷

中获得的收益会更大，这也促使泰国银行增加中小

26　泰商银信贷前景光明	 获机构支持，2014-9-9，http://www.

thaizhonghua.com/article-5100-1.html

企业信贷。

今年 8 月泰国国家小额贷款担保公司（TCG）

与 19 家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中小企业幸福”计划，

旨在提供小额贷款担保，促进贷款资金注入经济体

系。此次国家小额贷款担保公司拟为中小企业提供

总额 100 亿铢额度贷款担保，对微型企业提供的小

额贷款担保额度为 50 亿铢。

此外，泰国的个人贷款也具有增长动力。据开

泰研究中心对曼谷市 500 多名使用受泰国银行监管

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个人贷款服务进行调

查后，结果显示个人贷款业务仍具增长空间。超过

80% 的消费者仍将选择使用原有贷款额度或增加额

度。

由上图可知，泰国 2011 年和 2012 年信贷增长

约为 14%，2013 年信贷增长了 16.3%，泰国银行信

贷连续三年保持 10% 以上的两位数增长。

同时，泰国的信贷市场也面临一些风险和问题。

泰国信贷市场虽然将保持增长，但是贷款增速相比

去年前几个季度趋于放缓。而且泰国的存款准备金

相对较低，2013 年泰国的存款准备金只有 10% 左右。

但是随着泰国经济复苏，泰国企业经营状况转好，

信贷质量提高，泰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将下降。

泰国的信贷市场前景光明，尤其是中小企业信

贷方面。虽然商业银行的信贷面临信贷增长减速等

风险，但是随着泰国经济的复苏，泰国的信贷风险

可控。泰国信贷政策向中小企业倾斜，并且泰国银

行从事中小企业信贷收益较高，泰国商业银行的利

润和信贷规模仍可保持不错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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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对外开放引人注目

The Opening up of Myanmar Attracts Foreign 
Investors

为进一步吸引外国投资，缅甸投资委员会近日颁

布条例，扩大外国企业在缅独资范围。新增领域包括

饮料、中小型发电站等 30 个行业，但同时确定其中

21 个行业需严格遵守相应规定，如在烟草生产过程

中必须使用 50% 以上当地原料，并且保证 90% 以上

的产品出口。目前，缅甸允许外商独资的范围主要涉

及矿产、建筑建材、珠宝、煤炭出口、水力发电和燃

煤发电等领域 27。

图 7：缅甸三大经济特区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27　缅甸拟扩大外商独资范围，2014-9-9，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909/13079571_0.shtml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与印度、孟加拉国相接，

是中国实施两洋战略和印度实施东进战略的必经之

道。此外，无论是在中国拓展南亚高铁和能源通道建

设，还是在中缅油气管道上，缅甸都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缅甸目前已确定的天然气储量为 25400 亿立方

米，原油储量为 32 亿桶，位居世界第十。

缅甸吴登盛政府于 2011 年上台以来，大力推进

改革开放、民族和解，短短几年内，缅甸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随着仰光、曼德勒等多个国际口岸对外开放，

外资纷纷进入。

表 5：缅甸国内生产总值增幅（2008-2013）
（单位：%）

注释：2014 年 GDP 增幅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目前，缅甸金融当局正在就 9 月向多家日本大型

银行发放执照展开最后调整。这将是自 2011 年民主

政权上台以来，缅甸首次向外国银行颁发银行执照。

这有利于缅甸借助日本银行具有的国际影响力和顾

客基础更好地促进缅甸经济发展。

由表 5 可知，2009-2011 年，缅甸 GDP 增长率

均在 6% 以下，自从 2011 年缅甸对外开发后，2012

年缅甸 GDP 增长率跳升到 7.3%，此后 GDP 也一直

保持 7% 以上的增长。

另外，缅甸自 2012 年解除对机动车进口限制，

开放汽车市场以来，平均每月进口的汽车超过了一万

辆。国外汽车公司为此对进入缅甸设厂生产汽车与配

件，表现出了浓厚兴趣。日本尼桑计划与马来西亚公

司合作，在缅甸投资 2 亿美元建设一个占地 100 多英

亩的汽车生产企业。

此外，缅甸积极的对外开放催生了一批富豪的出

现，目前缅甸资产超过 3000 万美元的富豪约有 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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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人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增长七倍，使缅甸成为世界

富豪增速最快的国家 28。

随着向外国银行颁发执照，开放通讯市场，积极

参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进中孟印缅经济

走廊建设，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目光投向缅甸这个尚未

开发的沃土，缅甸的经济也会随着其改革开放取得较

快的发展。

TPP：越南纺织业的机遇与挑战

TPP: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Vietnam’s 
Textile Industry

2014 年 8 月越南纺织服装行业在其加工制造业

领域重获出口排名第一的地位。越南贸工部数据显

示，纺织服装业 8 月出口收入 22 亿美元，相比之下，

过去两年来出口收入排名第一的手机及零部件行业，

则以 19 亿美元屈居第二。2014 年前 8 个月，服装

行业累计出口 136.5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19.7%。预计今年工业出口额将增长 10%，达 230 亿

美元。

图 8：越南服装企业生产线

资料来源：路透社

28　缅甸对外开放催生富豪出现	西式消费观渐兴起，2014-9-5，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9/5130791.html

越南的制造成本本就比中国低，而届时签署的

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TPP）将提供 12-32% 的减

免税优惠，导致进一步刺激全球纺织和服装贸易发

生变化。2010 年，中国在美国服装市场所占份额为

39%，在 2014 年中期时就已跌破 37%，而越南在美

国服装市场的份额却攀升至 10% 以上。

图 9：中国近年对越南纺织原料及制品出口额一览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越南希望通过 TPP 协议从中国和其他非 TPP

成员国手中赢得更多的服装市场份额，而非与中美

地区争抢市场份额。服装产业是越南的优先问题，

但对其他国家来说只是问题之一，因此他们可在其

它领域让步，以换取美国的支持。

在 2013 年 8 月底的第 19 轮 TPP 谈判上，许多

专家认为越南纺织服装有国际竞争力、有条件受惠

于各贸易协定，是越南以纺织服装业作为加入 TPP

谈判首项的理由。越南对 TPP 成员国出口的纺织服

装约占越南纺织服装出口总额的 60%，加入 TPP 后

将享受的关税优惠是越南纺织服装企业扩大市场份

额、尤其美国市场份额的有利因素。目前，美国进

口越南防止服装的关税为 17%-18%，TPP 协定签署

后关税将逐渐减少至零。

虽然出口数据可观，但越南纺织服装业目前仍

有许多棘手问题，特别是在原材料采购方面。越南

纺织服装业尽管营业额很高，但由于严重依靠原材

料进口，服装产品的附加值与质量相对较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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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映了菲律宾僵化的劳动力和金融机构。与之相

比，菲律宾表现最好的是竞争力（排名第 12）和人

力资源（排名第 16），由于有许多学生参加职业培

训项目、在大学学习科学，菲律宾在人力资源一项

表现尚佳。但随着许多拥有熟练技术的菲律宾人移

民国外，尤其是医学专家，菲律宾正面临着智力流

失的问题。

表 6：亚洲国家创意生产力指数排名

资料来源：《亚洲创新与创造性分析报告》

欧盟商务委员会菲律宾负责人舒马赫（Henry J. 

Schumacher）认为，创意产业将有希望成为比商务

流程管理更大的朝阳产业，但这一过程中需要很多

供应商只能满足 1% 的棉花、及 20.2% 的布料需求。

中国是越南最大的面料供应国，以尼龙布与针

织布为主，前者主要用于越南鞋类、雨衣、雨伞的

加工，后者则多为当地成衣业者所需的高级布料。

越南方面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服装面料以及纺织机械

生产企业进驻，与越南服装企业建立长期的贸易合

作关系。

越南纺织服装企业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成

熟的劳动力，应当向现代生产方面转型、制造更多

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但是，随着越南与多国自贸

协定的签署，纺织服装业在发展本国原材料、生产

模式现代化方面仍具有很大压力。

菲律宾创新之路尚存不足

Philippines Found Wanting in Innovation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与经济学人智库 9 月 12 日

最新公布的创意生产力指数（Creative Productivity 

Index）报告显示，菲律宾在所调查的 24 个经济体

中排名第 18 位。CPI 指数反映了国家将创新投入转

为产出的效率 29，旨在衡量各国在培养创新与鼓励创

造力方面所做出的进步，包括 22 个亚洲国家以及参

与对照的美国与芬兰。

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目前许多亚洲国家都面

临着经济转型的挑战，他们必须从模仿导向型经济

向创新模式转变。尽管贫穷国家无法做到像发达国

家那样的创造力投入，但仍可通过更有效地使用资

源、用投资刺激效率与生产力，使得整个经济体与

人民共同受益。

菲律宾在企业增长动力 30 一项中排名第 23 位，

29　CPI 指数共包括 40 个指标因子，包括 36 个创新投入指标和 4 个创

新产出指标。排在综合排名前六位的国家分别是日本、芬兰、韩国、美国、

台湾、新西兰。排在菲律宾前面的东南亚国家有老挝、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菲律宾位列第七

30　Firm	Dynamics，一个衡量劳动力活力和灵活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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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政府多方面的支持。创意产业包括广告、动画、

建筑、广播艺术、烹饪文化、文化／遗产活动、设计、

电影、文学、音乐、新媒体、表演艺术、出版业和

视觉艺术，政府应当鼓励这些领域的企业并给予一

定的补助。

近年来，菲律宾在 IT 外包行业发展迅速，已成

为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国际外包目的国。但因庞大

人口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农业，政府对科技领域的

投资明显不足，在创新与发展方面的投资只占 GDP

的 1.5%。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商务与数字公司

将是未来产业的发展趋势，这将刺激创意产业发展，

不仅可以为菲提供许多就业机会，还可以为更多的

人提供电子服务，减少贫困与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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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亚洲国家创新投入排名

资料来源：《亚洲创新与创造性分析报告》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4.0915

柬埔寨发展的需要推进军事现代化需求

Cambodia Promote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的近期消息显示，柬埔寨

正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其军队建设的主要支持

国是中国，同时，柬埔寨也积极参与和接受与有关

国家的军事合作。最近，其邻国越南已向柬埔寨提

供 2200 万美元资金用来支持柬埔寨皇家武装部队

（RCAF31）的军事现代化。越南通信部于 9 月 6 日

表示，柬埔寨皇家武装部队利用这笔资金在军事现

代化方面力图加强。主要包括：

1、购买部分国防装备；2、同时加强军事训练

和医疗；3、防空司令部建设；4、部队地形能力的发展；

5、军事技术研究所等。

其中一些资金用于柬埔寨皇家武装部队位于金

边的防空司令部建设，以及部队地形能力的发展。

装备转移到柬埔寨皇家武装部队的细节并未透露，

包括柬埔寨购买越南的防空武器、相关备件或弹药。

柬埔寨皇家武装部队和越南人民军（VPA）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前苏联 / 俄罗斯防空技术和设备。

例如 ZPU-1，ZPU-2，ZPU-4 牵引式防空火炮和

57 毫米自行防空火炮（AZP）S-60。越南所提供的

财政援助进一步扩展了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存在。

近年来，越南人民军也为建立柬埔寨 Techo Hun Sen

军事技术研究所提供援助。这是柬埔寨第一个进行

军事能力发展以及柬埔寨皇家武装部队工程师和技

术人员培训的研究所，从而实现对军事装备的维护

和修理。

简氏防务周刊认为，扩大对柬埔寨的资金援助

以支持柬埔寨皇家武装部队能力的发展是必要的。

柬埔寨的国防预算大约在 4.5 亿美元，是亚洲最低

的国家之一，其中大多数资金用于柬埔寨皇家军队

31　Vietnam	extends	 credit	 for	 Cambodian	modernisation	 ,	 09	

September	 ,	 2014,	 http://www.janes.com/article/42924/vietnam-

extends-credit-for-cambodian-modernisation

的人员费用。

表 8：柬埔寨皇家军队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今年 7 月份，柬埔寨也与白俄罗斯签署了军事

技术协议，开展国防技术合作，表明了这个东南亚

国家愿意与其他国家发展军事技术合作的愿望和需

求。柬埔寨国防部的一份声明中称，开展军事技术

合作、活动推动了对柬埔寨武装部队设备的支持 32。

柬埔寨国防部表示，军事合作协议能扩展到更进一

步的国防工业合作领域。这些潜在的合作与以后的

合作方制造的设备出售有关，例如弹药和小型武器。

然而，按照简氏防务周刊的信息，柬埔寨与另

一个邻居泰国在军事管制的状况下，双方关系不可

能改善，而且波及到海岸天然气区块的争端也不大

可能解决 33。

32　Cambodia,	Belarus	sign	military-technical	agreement,	09	July	

2014,	http://www.janes.com/article/40625/cambodia-belarus-sign-

military-technical-agreement

33　Thai-Cambodia	 relations	unlikely	 to	 improve	under	military	 rule,	

resolution	on	disputed	offshore	gas	blocks	also	unlikely,	23	June	2014,

http://www.janes.com/article/39905/thai-cambodia-relations-unlikely-

to-improve-under-military-rule-resolution-on-disputed-offshore-

gas-blocks-also-unlik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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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希望开展低碳农业以改善产业结构

Laos Hopes to Develop the Low-Carbon 
Agriculture

老挝国防部国营新农村发展集团公司董事长西

阿蒙·陪坎普（SIAMONE PHETKHAMPHOU）等

一行代表最近参观考察广西 -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

（简称东盟经开区）。希望在农业技术方面开展交

流与合作 34。老挝希望在改善本国贫困山区的农业产

业结构，提高农业产品质量方面取得成效。

图 10：老挝国防部国营新农村发展集团公司董事长
西阿蒙 • 陪坎普询问杏鲍菇栽培技术和

雾培蔬菜种植技术

资料来源：根据南宁新闻网，安邦咨询整理

老挝国防部国营新农村发展集团公司于去年成

立，位于老挝波里坎塞省和川圹省的 4 个区，是老

挝国防部旗下的一个国营企业，主要发展工程、房

屋、道路建设，农业（种植—畜牧），矿物质、木材、

电力工业，旅游 4 个领域的基础建设项目。

老挝国防部国营新农村发展集团公司是老挝政

34　老挝代表团	“取经”现代低碳农业，2014-9-15，	http://www.

tianjinwe.com/rollnews/201409/t20140915_325158.html

府为建设现代农业，而成立的老挝国防部国营新农

村发展集团公司，特别注重现代农业的发展，此次

到广西—东盟经开区进行参观考察，将用于发展老

挝本国的低碳生态农业。

对蘑菇的生产，一排排类似货架的植菇架里，

生长着密密麻麻乳白色的杏鲍菇，个大肥厚，吸引

老挝客人纷纷驻足。

老挝国防部国营新农村发展集团公司董事长西

阿蒙·陪坎普（SIAMONE PHETKHAMPHOU）询

问了杏鲍菇的栽培方式、使用价值以及所取得的效

益等相关情况。培育杏鲍菇需要甘蔗渣、玉米粉、

豆粕等原料，西阿蒙·陪坎普介绍老挝当地也盛产

这些原料，可以考虑在老挝引进杏鲍菇种植。

雾培蔬菜生长周期短，无需泥土，不受土地限制，

而且一亩地的产量相当于土地种植 3 倍。不用施肥，

人字形的泡沫架上密密层层地长满了新鲜翠绿蔬菜，

体现了先进的蔬菜栽培技术，整齐搭建的蓝色泡沫

架内，用管道向蔬菜根部通过雾化方式施加营养液，

这样的栽培方式雾培蔬菜很适合在老挝推广。

老挝地广人稀，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大米品

质良好，咖啡豆、可可生产也较突出，但总体上农

业生产落后 35。老挝希望学习高效实用的设施农业、

生态环保、植保防治等现代农业技术，解决种植、

灌溉、施肥等方面的技术问题。老挝也将学习企业

运营模式、设施农业配套、生态农业发展等。相关

低碳农业的发展将使老挝经济结构得以重新布局。

35　 大 胆 到 老 挝 做“ 农 场 主”，2014-8-8，http://news.hexun.

com/2014-08-08/167351057.html

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	ASEAN-chiNA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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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制造业合作前景广阔

Myanmar-Yunnan Manufacturing Cooperatio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近年来，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土地和人力资源成

本的日益升高，不少中外制造业企业都开始把工厂

迁往内陆地区。云南省毗邻缅甸和老挝，是中国与

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沟通交流的枢纽，具备独特的区

位优势。作为中西部沿边省份，云南不仅能享受国

家鼓励边贸发展的优惠政策，而且能借助西部大开

发战略促进产业的整体改造升级，是企业理想的落

户地。

图 11：滇缅制造业合作的有利条件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中外企业进驻云南后，可以利用当地现有的跨

境经济合作区和境外经济合作区，在缅甸完成产品

的最终组装和分包工作，取得该国的原产地证明，

之后便能在国际上享受关税减免的优惠。目前，中

国方面对于像缅甸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减免约 94% 的

进口税，而美国、日本和欧盟对于产自这些国家和

地区的商品基本是零关税。根据估算，通过这种方式，

企业的实际经营成本可降低约 15%36。

缅甸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根据刚刚公布的

2014 年人口普查初步统计结果，该国总人口 5140

万，其中既不包括罗兴亚人和大部分克钦人（总共

约 120 万），也不包括在国外打工的本国公民 37。根

据缅甸官方统计，该国 15-59 岁的劳动人口占总人

口的 69%，尚处在享受人口红利的时期，且劳动人

口的绝对数量在未来几年内仍将保持增长 38。不过，

与此相对应的是该国的劳动力素质依然较差。根据

联合国的报告，2004 年缅甸儿童辍学率高达 45%，

在校小学生只有一半能完成为期 5 年的学业 39。尽管

2010 年该国的全民识字率已提高到 94.75%，但总体

而言仍难以达到现代加工制造业的要求。

在这一点上，云南能很好地弥补缅甸存在的不

足。与中国其他省份相比，云南的劳动力成本相对

较低，且受教育水平基本相当。目前，在中缅边境

地区，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中国劳工每月工资约

1500 元人民币 40。此外，云南还是一个电力输出省份，

电能充足，价格低廉；与缅甸相比，云南的交通基

础设施更为发达，运输较为方便和快捷——这些都

是中外制造业企业进驻云南并在缅甸完成最终组装

和分包的有利条件。

总之，滇缅两地制造业合作前景广阔，正期待

更多中外企业前往当地投资。

36　罗印冲：滇设厂缅组装	台商成本降 15%，2014-8-14

37　缅甸人口 5140 万	女性比男性多 170 万，2014-8-31，http://www.

zaobao.com/sea/custom/story20140831-383548

38　人口红利将托起东南亚经济	为中国东盟合作提供新机遇，2013-3-

26，http://www.caexpo.com/news/info/focus/2013/03/26/3589590.html

39　缅甸欲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	基础教育将提升至 12 年，2013-2-

16，ttp://www.chinanews.com/edu/2013/02-16/4565575.shtml

40　罗印冲：滇设厂缅组装	台商成本降 15%

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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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观点 :	中国 -东盟高教合作机会与

标准建立

ASEAN’s Perspective: China-ASEAN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2014 年 9 月 1 日，第七届中国 - 东盟教育交流

周在贵阳开幕 41。作为中国 - 东盟的重大活动之一，

这一次的交流周也应接了许多中国国内和东盟十国

代表的积极参与。除了探讨每一年的课题之外，各

国官员和教育家也在这一届的交流周呼吁中国大学

“走出国门”，到东南亚设立分校以及与东盟大学

合作创办国际学术课程 42。

在这一点上，马来安邦认为，要实现这些目标，

中方（中央政府，省政府和大学）需要先了解东盟

教育的实际情况。为此，有三个问题是值得中方考

虑的。

一、市场需求问题。这是中方必须考虑的大挑

战。直到目前，中国文凭都还没有得到广泛地承认，

而大部分东盟国家依然没有与中国签署相互承认的

文凭资格。短期内，中国学术资格不会这么快被接受。

尽管苏州大学，新加坡技术和设计大学和厦门大学

都分别在老挝、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设立了分校 43，但

这些分校都是很新或者还未正式运作，所以实际的

成果有待观察和研讨。为了“创造”东盟市场的需求，

马来安邦认为中方需要与东盟各国尽快地达成相互

承认文凭的共识，以便中国大学可以更有效地投入

东盟市场。

二、国际化问题。由于国际课程需要流动性地

进行，学分转移（Credit Transfer）是一个关键因素。

在东盟，该问题是各国教育部的大难题。尽管有了

41　第七届中国 -东盟教育交流周昨日在贵阳开幕，2014-9-2，	http://

www.gywb.cn/content/2014-09/02/content_1348763.htm.	这一年的主

题为“友邻相携，教育惠民”

42　Chinese	colleges	reach	out	to	ASEAN	countries,	China	Daily,	2014-

9-3,	http://fuzhou.chinadaily.com.cn/e/2014-09/03/content_18541498.

htm

43　同上

东盟学分转移系统（AS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

简称 ACTS），其问题依然存在。到目前为止，很

少东南亚大学利用该系统，原因在于各大学依然怀

疑对方的学分评估方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ACTS

没有像东盟当局预期的那么成功。所以，如果东盟

学生选择在中国 - 国际课程期间转到其他东盟大学

（伙伴）做短暂的交流，中方和东盟又如何确保学

生所累积的学分会被东盟大学所接受呢？既然东盟

的 ACTS 已经是个问题，中方又如何解决它与东盟

的学分转移问题呢？这些疑问都会随着时间而出现。

解决学分转移问题，中方所倡导的中国 - 东盟国际

课程才能达到国际标准。

三、竞争优势问题。东盟各国已经有了很多顶

级和中级外国大学分校，更不要说外国大学课程。

如何在这么多竞争对手中脱颍而出是中方必须考虑

的问题。为了保持竞争优势，马来安邦认为中方应

该以新方式来创办中国 - 东盟国际课程。举例来说，

中国中央政府或省政府可以拨一笔款项作为奖学金，

来赞助东盟学生在这些中国大学分校（同时，也在

国际课程学习）完成学业。此举将鼓励更多东盟学

生选择中国大学分校和中国 - 国际课程完成他们的

学业。此外，中方可以通过创办以行业为主的国际

课程，进一步争取中企的积极参与，以及让后者成

为商业培训的伙伴。这不但协助东盟培养未来了解

中国的人才，也将使中企发挥它们在当地的影响力

以及打造它们的品牌。与目前大部分课程相比，不

同之处在于，这些独特课程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无可否认的是，东盟高教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力，

而中国，如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应该积极进军这个

市场。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有些外国大学的确

在东盟碰了“硬钉子”，最终也退出了整个东盟市

场。因此，中国大学需要对前述的几个问题做出全

面评估，以免遇到同样的问题。同样，中国有关方面，

如要在东盟创办分校或国际课程，也应该先仔细评

估东盟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再投入项目。

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	ASEAN-chiNA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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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驻马来西亚使馆脱售地段引发

相关商机

Embassy of France in Malaysia Will Got off Parts 
of Land

法国驻马大使馆今年 8 月确认，将会脱售其位

于吉隆坡安邦路（Jalan Ampang）大使馆区（Embassy 

Row）占地 3.23 公顷（7.98 英亩）的使馆地段。同时，

新任法国驻马大使在今年 10 月赴任后，将处理相关

的脱售活动 44。

法国大使馆将成为过去两年来，第三个大使馆

进行相关的脱售事项，之前两个分别为英国大使馆

与德国大使馆。这会否促成未来大使馆脱售土地的

热潮，仍是个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基于吉隆

44　French	embassy	 land	 in	KL	 for	sale，2014-8-6，http://www.

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4/08/06/Embassy-land-

sale/

坡黄金地带的可发展土地已匮乏，大使馆区的脱售

活动将有助推动该区域的发展格局。

以英国大使馆为例。该使馆在 2012 年底成功以

每平方尺 2200 令吉（约合 683 美元）或相等于总值

2 亿 9497 万令吉（约合 9160 万美元），脱售其占地 1.22

公顷的地段给实达集团（SP Setia），后者为马来西

亚最大的房地产发展商之一 45。根据实达集团在马来

西亚交易所发布的文告，相关地段被允许作为高端

商业与住宅的综合式发展项目，其发展价值（GDV）

预计将高达 10.4 亿令吉（约合 3.23 亿美元）。

德国大使馆在 2013 年 7 月宣布脱售其位于使馆

区的大使馆专员住宅地段，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主

要原因在于该占地仅 0.74 公顷的地段，每平方尺叫

价高达 2500 令吉（约合 776 美元）。无论如何，截

45　 实 达 集 团 交 易 所 文 告，http://www.bursamalaysia.com/market/

listed-companies/company-announcements/1139421

图 12：东盟学分转移系统（ACTS）截图

资料来源：ACTS 官方网站

（http://apps.acts.ui.ac.id/index.php/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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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目前，相关地段依然没有成交 46。

图 13：法国大使馆地段位置

资料来源：《星报》

虽然法国大使馆证实脱售地段，但截至目前并

未公布相关细节，这或许将留待新任大使就任后才

作出宣布。目前，市场最为关注的，莫过于该地段

的脱售价格。第一，吉隆坡黄金地带土地匮乏，目

前主要透过旧区重建方式来推动发展。在这一趋势

带动下，相关地段的价位飙升幅度相当惊人。以英

国与德国大使馆为例，时隔一年的每平方尺叫价已

相差 300 令吉。

同时，毗邻的非使馆区在去年底与今年初的成

交价格更是高达每平方尺 3300 令吉，当中就有新

加坡豪利控股（Oxley Holdings）收购安邦路一占地

1.3 公顷的地段，以及 KSK 集团收购康莱路（Jalan 

Conlay）占地 1.6 公顷的地段 47。因此，法国大使馆

地段的脱售价格预计将不会低于每平方尺 3000 令吉

价位，甚至很有可能创下该区域的新高纪录。

第二，法国大使馆是目前该区域中土地面积最

46　法国欲脱售大使馆地段引关注，2014-8-20，	 h t t p : / /

gheeliam.net/2014/08/20/ 法国欲脱售大使馆地段引关注 /

47　French	embassy	 land	 in	KL	 for	 sale,	 2014-8-6,	http://www.

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4/08/06/Embassy-land-

sale/

大的脱售项目。在寸土为金的吉隆坡黄金地带，要

取得 5 英亩以上的地段已非常罕见，因此占地达 7.98

英亩的法国大使馆将会成为市场的焦点。该区域合

适进行高档的商业与住宅综合式产业，加上吉隆坡

市政局（DBKL）允许发展地积比率（Plot Ratio）达

到 1 对 10 以上的水平，这无疑将大大推高该地段的

发展潜能。

就以上述的实达集团与豪利控股为例，两者土

地的发展价值就分别达到 10.4 亿令吉（约合 3.23 亿

美元），以及介于 25-35 亿令吉（约合 7.76-10.87

亿美元）之间。换言之，一旦相关收购方善用发展

概念，法国大使馆地段的发展总值将有可能逼近

100 亿令吉（约合 31 亿美元）的水平。

总的来说，一旦法国大使馆能以诱人价格成功

脱售，而收购方亦能提呈令人满意的发展项目，这

无疑将会带动马来西亚其余大使馆地段的脱售热潮。

同时，在法国大使馆还未提出脱售细节之前，有兴

趣的投资方也可开始进行相关的研究计划。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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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中水电国际项目布局及风险防范（2）

Interview: Sinohydro’s Strategy and Risk 
Prevention (2)

中水电在老挝、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缅甸等国都设立有分支机构，总投资 33

亿美元，工程项目类别广泛，涵盖了从水电、火电

项目到输变电、轨道交通等 40 余个项目。

中水电公司 1996 年进入老挝，其中南立河上的

南立 1-2 水电站项目对环保要求很高。对此，中水

电开工前就多次组织专家对项目建设进行环境评价，

建设过程中还专门成立了环保办公室，积极接受老

挝当地环保机构的监督检查，环保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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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中水电在东南亚国家项目（不完全统计）及风险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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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84949505051515252

48　中国水电国际公司和印尼当地国有建筑企业阿迪卡瑞亚工程有限公

司组成联营体，承建的东加火电项目，以缓解加里曼丹岛电力供应日趋

紧张的矛盾

49　中国水电在海外实施的第一个燃煤电站 EPC 项目，是印尼国家电力

公司计划的重要外岛项目

50　该项目是中国和印尼两国政府合作的第三个基础设施工程，由中国

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买方信贷，中国水电联合印尼四家最大的国有建筑

公司兴建。该大坝位于印尼西爪哇省双木丹县，距离首都雅加达 230 公

里，是印尼目前在建的最大的水利工程。建成后，将为下游居民提供生活、

生产及市政用水，为 90000 公顷农田提供灌溉用水，同时将为周边地区

发挥防洪、发电、渔业、旅游等综合效益，对促进印尼西爪哇地区的社

会和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51　中国水电在印尼中标的第三个火电 EPC 总承包项目

52　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西南 32 公里的巴生谷康诺桥电厂内，是公司首

次进入马来西亚火电建设领域

5353545455555656575758585959

53　卡姆丹克太阳能国际（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的卡姆丹克晶硅厂，在

砂捞越州古晋萨马再也工业园

54　丰盛港海岸线以外填海造地2000英亩，然后建设一个集商业、住宅、

娱乐和旅游为一体的综合开发项目，该项目是政府 2020 计划的一部分，

有助于协调西马东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是东海岸旅游开发的催化

剂项目，是东部走廊的门户项目

55　马来西亚目前最大的水电工程，位于马来西亚沙捞越州中部的巴莱河

56　帮帮河治理工程又名皮纳图火山紧急减灾防洪工程，工程旨在清理

因	1991	年皮纳图火山爆发导致的河道淤积和修建损毁的河堤、公路、桥

梁等，共分三期实施

57　中水电新加坡分公司与新加坡胜科组成建筑联营体，共同竞标

58　中国水电 -尤尼克联营体

59　中国水电与合作伙伴意大利泰公司（ITD）联营体共同承建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资料来源：中水电官方网站

（表 9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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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中水电进入泰国市场实施的第一个项

目就是泰国国王御批的泰国巴帕南水闸工程。该项

目主要目的是防止上涨的海水侵入巴帕南河、解决

土地盐碱化及农业用淡水问题，改善洛坤府和附近

区域的土壤条件，解决当地工业和生活用水缺乏问

题，泰国皇室多次亲临项目现场巡视。

在菲律宾，大马尼拉供水项目是中国进出口银

行提供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的项目，该项目有效缓解

了菲律宾首都大马尼拉及其周边地区近 1500 万人口

的供水短缺问题，被称为中菲两国经贸合作的典范

工程。中水电项目全体员工通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

在确保“零安全事故、零质量事故”的前提下顺利

竣工。

中水电从传统的国际工程承包，到 EPC 总承包，

再到 BOT，每一个转变都体现了其对国际工程领域

最新发展趋势的把握、对市场定位的重新认识，也

见证了公司的战略转型，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迈进

提升的过程。

中国 -文莱两国围绕恒逸项目开展石化

产业合作

China-Brunei Cooperation on Petrochemical 
Industry by Hengyi Project

目前，文莱正在与中国合作，围绕恒逸集团石

油综合炼化和芳烃裂解项目（PMB 石化项目），打

造大摩拉岛化工产业园，推进本国的经济多元化发

展战略。

大摩拉岛位于文莱 - 摩拉县东北部，距文莱国

际机场 24 公里，距摩拉港 4 公里。大摩拉岛工业园

区占地面积 955 公顷，其中恒逸 PMB 石化项目占地

约 260 公顷，位于岛屿东部 60。根据规划，文莱政府

还将在此投资建设一座合成氨尿素厂，并上马配套

60　《发展化工产业园区》，文莱经济发展局，2014 年

的综合型海洋供给基地和大型修造船厂项目。

图 14：大摩拉岛恒逸 PMB 石化项目示意图

资料来源：文莱经济发展局

恒逸 PMB 石化项目包括 800 万吨常减压装置、

220 万吨加氢裂化装置、150 万吨芳烃联合装置、

150 万吨柴油加氢装置、100 万吨煤油加氢装置以及

码头、罐区、电站、海水淡化等配套工程建设。项

目建成后，将年产对二甲苯（PX）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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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值可达百亿美元 61。

该项目的实施不仅能填补文莱石化产业的空白，极

大地提高该国油气资源的附加值，而且有助于恒逸

集团获得稳定的原料供给，形成更为完善的产业链。

根据规划，恒逸 PMB 石化项目由恒逸实业（文

莱）有限公司负责实施，一期投资 43.2 亿美元，其

中 15 亿美元来自公司的自有资金，其余部分依靠在

当地贷款解决 62。恒逸实业（文莱）有限公司是一家

合资企业，其中浙江恒逸集团拥有 70% 股权，文莱

政府信托基金旗下的全资子公司达迈控股拥有 30%

股权。文莱财政部副部长阿旺·哈吉·巴赫林·本·阿

61　恒逸文莱项目获商务部批准引发市场高度关注，2013-6-21，http://

www.hengyi.com/cn/news_info.asp?id=644

62　恒逸文莱项目获商务部批准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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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杜拉和财政部常务副秘书长哈吉·阿布·巴卡尔

代表文莱方面出任公司董事。目前，恒逸 PMB 石化

项目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投资海外项目，也文莱

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 63。

图 15：文莱苏丹为恒逸集团题词留念

资料来源：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engyi.com/cn/news_info.asp?id=770

恒逸 PMB 石化项目起步较早，2011 年恒逸集

团就与文莱政府达成了合作的初步意向。2012 年 4

月，恒逸实业（文莱）有限公司与文莱经济发展局

签订了为期 30 年的土地租约，标志着 PMB 石化项

目建设拉开了序幕。同年 10 月，恒逸实业（文莱）

有限公司同文莱壳牌石油公司签署协议，后者每年

将负责提供 2000 万桶原油，为期 15 年 64。2013 年上

半年，恒逸 PMB 石化项目相继通过了国家发改委、

文莱环境局和中国商务部的审批，项目正式破土动

工。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恒逸实业（文莱）有限公

司十分注重自身的社会责任。在环保方面，公司严

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得到了文莱环境局的肯定。

在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恒逸 PMB 石化项目不仅将

63　恒逸喜获文莱政府巨额“彩礼”，2014-2-26，http://www.hengyi.

com/cn/news_info.asp?id=758

64　恒逸石化牵手文莱壳牌	PMB 项目原油供应协议签署，2012-10-

19，http://www.hengyi.com/cn/news_info.asp?id=570

为文莱带来数百个新的工作岗位，而且公司已出资

从文莱大学挑选学生，将他们送往浙江大学学习相

关专业技能，帮助他们未来更好地胜任企业工作。

文莱政府对于恒逸 PMB 石化项目也十分重视。

从立项到开工建设，文莱财政部和交通部的高级官

员曾多次前往恒逸公司和项目工地调研，认真听取

企业的意见和建议。2013 年 4 月，文莱苏丹访华；

在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双边会谈时，他特别提到了恒

逸 PMB 石化项目。今年 3 月，苏丹本人在文莱能源

周活动中特地来到恒逸集团展台，仔细听取了项目

规划和进展情况汇报，并题词留念。最近，文莱经

济发展局还精心制作了中文版的大摩拉岛工业园招

商计划，试图吸引相关中国企业前往当地投资，提

高本国油气资源的附加值，切实推进国家经济多元

化发展战略。

可见，恒逸 PMB 石化项目正在显著提升中文两

国的产经合作水平。围绕这一项目，两国石化企业

的合作大有可为。

山东 -柬埔寨航线推动双方旅游业发展

Shandong-Cambodia Flight  Lines Boost the 
Tourism Industry

近期，山东首次开通至柬埔寨两条国际航线，

分别为周一、周五济南始发经重庆至暹粒，周三、

周日济南始发经重庆至金边。齐鲁晚报称，这些航

班均由山东航空的波音 B737-800 机型执飞 65。山

东航空目前机队规模达到 77 架，主力机型为波音

B737NG 系列，在国内设有 6 个飞行基地，经营 130

余条国内航线，每周 2000 多个航班。

报道表示，旅游企业可根据游客需求灵活开发

设计出往返 4 天、5 天的旅游产品，便于游客合理

安排在柬埔寨的行程（见表 10）。

65　山东首开柬埔寨航线	每周各 2班济南往返暹粒金边，2014-9-15，

http://www.qlwb.com.cn/2014/0915/2047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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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拥有丰富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 , 尤其是

位于暹粒被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吴哥窟古迹，

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建筑风格。金边是柬

埔寨的首都，也是柬埔寨最大城市，是柬埔寨政治、

经济、文化、交通、贸易、宗教等中心。中国山东

省也是中国旅游文化大省，位于山东省内的儒家文

化圣地孔府、孔庙、孔林，“五岳之首”泰山，都

是享誉全球的旅游胜地。

表 10：山东济南——柬埔寨暹粒、金边航班简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近年来，柬埔寨政府对旅游业大力支持，施行“开

放天空”政策，使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领

略这里的古老祥和的独特魅力。山东航空开通的济

南—重庆—暹粒航线，在暹粒省和山东省之间建立

了合作的窗口和纽带，促进了双方的旅游事业的发

展以及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66。由此可见，山东与柬

埔寨的航线开通对历史、文化旅游及多项合作有重

要意义。

66　山东首次开通至柬埔寨暹粒航线，2014-9-15	14，	http://news.

hexun.com/2014-09-15/168487020.html

表 11：以柬埔寨暹粒和山东泰山为例看旅游风景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百度百科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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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新加坡在多个领域合作空间巨大

China - Singapore Cooperation Possesses More 
Opportunities

9 月 13 日，第七届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

论坛暨首届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智库峰会在中国

南宁市闭幕，在为期 2 天的论坛上，来自中国、东

盟 10 国、印度等国的专家学者就如何推动中国－新

加坡经济走廊展开了讨论，并达成了关于携手共建

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的南宁共识，认为中新经济

走廊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繁荣，

沿线国家应通力合作，加强协调，加快推进合作建

设 67。

图 16：新加坡对中国直接投资金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由图 16 可知，新加坡自 2007 年以来对中国的

投资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年投资金额由 2007 年的

26.5 亿美元增长到 2013 年的 73.3 亿美元。

中国 - 新加坡经济走廊是贯穿中南半岛国家的

跨国陆路经济带，是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与东盟国家海路统筹的运输大

动脉。中新经济走廊建设不及符合中国 - 新加坡两

国的利益，而且有利于增加政治互信，深化两国之

67　中国－东盟谋划共建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2014-9-15，

http://intl.ce.cn/sjjj/qy/201409/15/t20140915_3536821.shtml

间的人文交流和合作。

此外，中国与新加坡的投资合作项目也取得了

巨大的进展。新加坡和中国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和

天津生态城项目发展良好。中国与新加坡还尝试合

作了广州知识城项目。该项目有别于“政府对政府”

模式的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生态城，中新广州知识

城采取的是“企业带头、政府支持”模式，是新中

尝试的新合作模式。

最近，新加坡还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今年以来，

淡马锡控股逐渐把在中国的投资多元化，入股了在

美国挂牌的中国电商公司京东以及中国安全软件公

司猎豹移动。

同时，中国与新加坡在社会治理方面也存在合

作的空间。过去 20 多年中国有近 5 万名党政领导干

部赴新加坡学习。1990 年代初，邓小平南巡时称赞

新加坡“经济秩序好，他们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

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由此，从 1992

年开始中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也就是从这

时开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为中国培训官员。

从 1997 年开始，中国市长协会组织一些市长赴新加

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 年，南洋理

工大学专门开设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

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 68。

上述信息表明，中国与新加坡在经济与社会治

理等方面有较大的合作空间。中国根据自身的实际

情况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

于新加坡的经贸往来中，加深了两国的相互了解与

友谊。

68　新加坡对华投资的密码，2014-8-18，http://finance.eastmoney.

com/news/1351,20140828417179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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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东盟非关税壁垒问题需要商界的

积极参与

Business Stakeholders’ Involvements Are Vital to 
Overcome Non-Tariff Barriers (NTBs) in ASEAN

2014 年 9 月 8 日，新加坡贸工部长林勋强在东

盟商务会所论坛的演讲中，表示东盟已经着手设立

新系统来应对该地区的海关手续问题。为此，他也

介绍了东盟最新的系统，分别是自认证系统（self-

certification system）和东盟单窗系统（ASEAN Single 

Window system）69：前者是让出口商自己发行发票

申报，缩减以往向各国贸易部申请原产地证书的程

序；后者是让贸易商去一个指定地点或向一个政府

机构来提交它们的证件，包括报关单、出口申请表、

进口许可证和贸易发票，等等。

因明年是东盟经济体的“实现年”，林部长的

介绍是为了让更多不了解或完全不认识有这两个系

统的商家知晓，使其关注东盟当局所颁布的新措施。

客观而言，能设立此系统是不简单的事情，尤其是

当我们考虑到该系统是各东盟海关局长期以来所达

成的成果。东盟也应该为此而自豪。但是，这两个

系统还没有完全可以运作，进一步证明规范不同国

家的海关手续具有较大复杂性。而且，海关手续有

很多种形式和操作（见表 12），

所以这两个系统能解决的问题只是一部分，依

然有很多不同性质的非关税壁垒有待解决。在这一

点上，马来安邦认为东盟商界可以在该事项中扮演

重要角色。

69　Customs	procedures	 to	be	streamlined	 for	 intra-ASEAN	trade,	

Today	Online,	 2014-9-8,	http://www.todayonline.com/singapore/

customs-procedures-be-streamlined-intra-asean-trade

表 12：目前东盟商家所面临的非关税壁垒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马来安邦整理）

为了更好地促进商家在东盟决策上发挥重要作

用，东盟当局需要鼓励商家成为它们的积极伙伴。

目前，东盟工商咨询理事会是该地区的企业代表，

所有关于企业的问题也有各国的东盟工商咨询理事

会着手处理。但直到上个月的东盟贸易部长会议，

东盟工商咨询理事才真正积极提供它们对非关税壁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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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的建议 70。这也说明商界已经意识到东盟经济体是

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

同时，有效协调官方与商家的政策非常重要，

马来安邦认为，东盟各国和秘书处可以考虑开一条

热线或设立一个反馈管道来收集商家的反应、建议

和投诉。各国的东盟工商咨询理事会可以成为该热

线或反馈管道的主机，而位于雅加达的东盟工商咨

询理事会秘书处也可以把这些资料整理和存档起来

（如设立一个资料库）。这样不但让东盟工商咨询

理事会向各国政府和东盟秘书处提供最新的信息和

意见，它也可以作为研究各国非关税壁垒的第一手

资料。

此外，东盟当局也应该鼓励和促进企业达成商

业上的某种共识。东盟商家们必须构设一个共同行

动方案，尤其是规划它们如何可以利用东盟的逐步

经济开放来更好地投入在该市场。大企业可以与中

小企业在价值链上建立合作模式，强化自己，以便

应对各种挑战，尤其是来自外国大企业的竞争。因

外企非常积极地建立它们在东南亚的产业网和价值

链，东盟商家需要认真探讨它们所带来的商业竞争。

另外，东盟商界的集体行动也会促成种种非关税壁

垒的鉴定工作。

总体来说，这两个建议是值得东盟当局和商家

考虑的。由于非关税壁垒将直接影响商家的生计，

商界的政策参与是不可忽视的。再者，东盟经济体

能否实现也取决于商家的互利和互通。有了这样的

密切关系，东盟经济才能真正一体化。

70　企业可以提供给东盟秘书处和东盟各国非关税壁垒的所在，什么形

式以及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的监管障碍

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领域：借国际化趋势

拓展商机

Malaysia Islamic Financial Industry: Explore 
Opportunities through Internationalisation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BNM）总裁丹斯里洁蒂博

士在《2014 年全球伊斯兰金融论坛》上表示，伊斯

兰金融国际化趋势，不仅将成为马来西亚应对海外

金融市场的桥梁，也将作为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

的原动力 71。

同时，洁蒂指出，国家银行依然持续关注巨型

伊斯兰银行（Mega Islamic Bank）执照的颁发。但他

强调，国家银行并不仓促颁发相关执照，而将在审

核过程确保相关银行的设立是具备发展规模以及应

对国际化业务的能力 72。

根据国家银行的数据，巨型伊斯兰银行至少需

要有 10 亿美元的资本。巨型伊斯兰银行的概念在

2010 年提出，当时国家银行预计分别在 2010 年底与

2011 年上半年颁发两张执照 73。但截至目前，相关

执照依然没有颁发。

巨型伊斯兰银行的课题，自 2012 年以后，就

甚少被市场关注。该课题如今重新被提出，是因为

今年 7 月国内第二大金融机构——联昌国际集团

（CIMB Group）宣布有意并购第四大金融机构——

兴业资本集团（RHB Capital）和贷款机构——马建

屋集团（MBSB），以打造国内最大型的传统金融与

71　 伊 斯 兰 金 融	 大 马 经 济 主 要 推 手，2014-9-2，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3550

7:&Itemid=198

72　Maybank	 Islamic:	We’re	 already	 a	mega-Islamic	 bank，

2014-9-4，http://themalaysianreserve.com/main/news/corporate-

malaysia/6334-maybank-islamic-were-already-a-mega-islamic-

bank

73　Disquiet	over	BNM	request	to	fund	US$1b	mega	Islamic	bank，

2012-6-23，http://www.themalaysianinsider.com/malaysia/article/

disquiet-over-bnm-request-to-fund-us1b-mega-islamic-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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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金融业者 74。

图 17：马来西亚国家银行总裁洁蒂在《2014 年全
球伊斯兰金融论坛》发表开幕演说

资料来源：《每日新闻》

追溯过去，联昌国际就曾在 2011 年与国内最大

金融机构——马银行集团（Maybank Group）竞相表

态收购兴业资本的意愿，目的不仅在于扩大国内的

业务版图，更重要的是成为东盟市场中最大的伊斯

兰金融业者 75。但两者最终都因无法达成协议而宣

布并购计划告吹。

联昌国际除了老挝与菲律宾外，在其余 8 个东

盟国家都设有业务点；而兴业资本则除了菲律宾与

缅甸外都设有业务点。因此，该收购活动将让联昌

国际把业务拓展至老挝。至于菲律宾，虽然联昌国

际收购菲律宾商业银行的计划在 2013 年失败，但随

着菲律宾将外资对金融机构持股的比重从 60% 提升

至 100% 后，该集团或有意重新展开新一轮的收购

活动。而市场传闻，拥有伊斯兰金融业务的菲律宾

商务银行将是潜在的收购对象 76。

74　联昌国际集团 2014 年 7 月 10 日文告，http://announcements.

bursamalaysia.com/edms/edmswebh.nsf/all/1148D5CB659E2E0048257

D21005D7890/$File/Press%20Release%20-%2010072014.pdf

75　CIMB	and	Maybank	announce	takeover	bid	for	RHB	Cap，2011-

6-1，http://www.thestar.com.my/Story/?file=%2F2011%2F6%2F1%2

Fbusiness%2F8813583

76　CIMB	eyes	Philippine	Business	Bank，2014-7-31，http://www.

thesundaily.my/news/1127999

联昌国际的并购活动，无疑已重新掀起巨型伊

斯兰银行执照的争夺战。基于新加坡与香港已是亚

洲区传统金融的核心市场，将马来西亚发展成为东

盟，乃至全球的伊斯兰金融中心正是当中的关键之

举。

马来西亚在 2013 年伊斯兰债券发行量高达 824

亿美元，占全球总发行量 1197 亿美元的 69%，为全

球最大的伊债发行国 77。而伊斯兰基金管理、伊斯兰

金融资产与伊斯兰保险，马来西亚都在全球市场中

位居重要位置。同时，根据评级机构穆迪的数据，

截至今年 7 月，马来西亚依然高居全球主权伊斯兰

债券的首位，占整体 59% 的比重 78。而主权伊斯兰

债券则占同期总伊债发行量 2960 亿美元的 36%。

事实上，伊斯兰债券的发行已不再局限于伊斯

兰区域，许多国际金融中心包括伦敦与香港等都已

加入伊斯兰债券的市场。这意味着，目前已拥有完

善伊斯兰金融制度的马来西亚，将能借助其优势，

在东盟区域市场，乃至全球伊债市场，发挥重要的

角色作用。

77　Malaysia	still	the	largest	issuers	of	Islamic	bonds	in	2013，2014-

1-20，http://www.theedgemalaysia.com/business-news/271665-

malaysia-still-largest-issuer-of-islamic-bonds-in-2013.html

78　Malaysia	 remains	world’s	 largest	 sovereign	sukuk	 issuer	-	

Moody’s，2014-9-4，http://english.astroawani.com/videos/show/

bisnes-awani/malaysia-remains-worlds-largest-sovereign-sukuk-

issuer-moodys-3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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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进一步放松矿石出口禁令值得关注

Indonesia’s Mineral Export Ban Will be Further 
Loosened

2014 年 1 月，印尼正式实施原矿出口禁令，并

开始逐步调高精炼矿石的出口税，希望借此迫使矿

产企业在国内对原料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

值。当然，这些严格的措施在推行过程中也遭遇了

不小的阻力，比如国际矿业巨头自由港（Freeport 

McMoRan Inc）和纽蒙特（Newmont Mining Corp）

就表示上述规定违反了他们此前与印尼政府签订的

协议，因而两家企业一度暂停了生产和出口。

表 13：印尼矿产出口状况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

矿产企业停工对于印尼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

影响。例如，自由港在印尼的雇员总数达 2.4 万人，

是该国最大的企业之一，每年都为政府提供巨额税

收。在自由港印尼公司停止出口矿石的 7 个月中，

印尼经济损失超过 10 亿美元，数千工人面临失业的

危险 79。为此，印尼政府在早些时候对禁令进行了调

整，允许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矿石精炼或有计划修建

冶炼厂的企业继续出口部分原矿至 2017 年。可继续

79　印尼与美国矿业巨头达成协议	 为恢复矿业出口奠定基础，

2014-8-25，http: / /cn.reuters.com/art ic le/cnanalysesnews/

idcnkbs0gp08p20140825?sp=true

出口的原矿包括铜、锰、铅、锌和铁矿石，但矾土、镍、

锡、铬及金、银矿石仍须经过精炼才能出口。这一

举措无疑有助于安抚各矿产公司的情绪，减少议会

内部的反对声音。但是，调整后的原矿出口禁令依

然会对印尼经济产生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根据印

尼矿业企业联合会的调查，仅今年上半年就有 3 万

名工人失去工作，目前有超过 80 万人面临失业危险，

其中 20 万矾土矿工人面对的形势最为严峻。对此，

印尼工会已经向政府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80。

当前，印尼政府正酝酿对原矿出口禁令做进一

步的调整。7 月，赛布库公司（SILO）和圣淘沙伦

本公司（Lumbung Mineral Sentosa）获准出口一定数

量的铁、锌和铅精炼矿石，前提是缴交 20% 的出口

税。据印尼财政部估计，下半年在精炼矿石出口上，

政府可获取约 50 亿美元的收入，并有望将经常性贸

易赤字降至 230 亿美元 81。8 月，经过艰苦谈判，自

由港与印尼政府达成协议，同意建造一座冶炼厂并

支付 1.15 亿美元首期费用，同时缴纳更高的税费、

出售在该国持有的部分矿业资产；印尼政府也将大

幅下调自由港的矿石出口税 82。

目前，纽蒙特也撤回了对印尼政府的国际仲裁

申请，双方有望在近期达成类似的和解。

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印尼政府已经意识到了

同国内外矿产企业达成妥协的必要性。首先，矿业

是印尼的支柱产业。尽管从长期来看提升产业结构

是绝对必要的，但在短期内采取一刀切的激进做法

会严重损害本国的经济、就业及贸易平衡，弊大于利。

其次，矿产的开采和加工需要巨额投资，而印尼落

后的基础设施又进一步提高了开发的成本。任何一

家企业都不可能在无法获得稳定政策支持、长期经

80　印尼：符合要求的矿业公司可继续出口原矿至 2017 年，2014-

6-30，http://www.cic.mofcom.gov.cn/ciweb/cic/info/Article.jsp?a_

no=352061&col_no=458&dir=201406

81　印尼原矿出口禁令现信号	 相关金属价格或将承压，2014-8-

14，http://www.cic.mofcom.gov.cn/ciweb/cic/info/Article.jsp?a_

no=355081&col_no=460&dir=201408

82　印尼与美国矿业巨头达成协议	为恢复矿业出口奠定基础，2014-8-

25，http://cn.reuters.com/article/wtNews/idCNKBS0GP08P2014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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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权和财政担保的前提下进行这样的冒险。最后，

如果印尼政府一意孤行，不顾此前签署的合约强行

推动原矿出口禁令，就会极大地打击国内外企业投

资的积极性，对于该国未来的发展极为不利。

目前，印尼经济正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

重的下滑，失业率不断攀升，经常性贸易赤字居高

不下。面对严峻的形势，将于 10 月上台的佐科·维

多多政府必定会出台一系列刺激政策以提振经济，

预计届时印尼还会进一步放宽矿石出口禁令。

东南亚及亚太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

Southeast Asia,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东盟国家距离实现一体化目标的 2015 年正在

临近，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加强贸易和投资的便利

化措施，在互联互通方面加速努力，并力求在融合

于亚太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2014 年 9 月 10-11 日

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第 22 届会议在北京召开，主

题是“2014 年及未来的亚太经济合作”，各有关国

家积极参与讨论，提出对策建议。

PECC 是 APEC 的推动方，在 APEC 于中国举

办之年，PECC 召开 22 届会议，体现了两者的密切

关系。PECC 通过提供智力支持，在 APEC 的政策

制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APEC 的 21 个经济体的各

方均有代表出席，东盟国家的文莱、马来西亚、泰国、

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经济领域官员发表演讲。

APEC 已经成立 25 年，确定茂物目标也有 20 年，

然而离实现 2020 年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具体目标有很

大差距。APEC 的 21 个经济体对发展和目标的实现

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认识和理念上也有差异。在“新

常态：亚太地区的经济转型”一节中，讨论了亚太

经济正进入新常态，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将

温和增长，各经济体将为此进行深度经济结构调整，

一体化和碎片化的趋势同时加强。

图 18：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双主席
Jusuf Wanandi 演讲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摄

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和投资的新视角”议题中，

各方讨论了全球价值链（GVC）对贸易方式、投资

方式、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例如看其对服务贸易

的影响，对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这部分的讨论比

较微观，着重看出口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对贸易

伙伴就业的作用、对产品的依赖性、对政策改进的

影响等。事实上，每个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都有

独特的位置，是否能找准这一位置，而且发挥到最好，

非常重要。另外，全球价值链是由地区链构成，然而，

谁也没有真正受惠于像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

台湾等等经济体的经济成长中，所以，建设良好的

价值链结构更为重要。 

在主题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太互联

互通合作”的议题中，中国强调推动亚投行，且欢

迎所有有关国家共同筹建亚投行，成为创始国。

在 “APEC 中国年优先议题：地区经济一体化”

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原则、路径与展望”议题中，

各方对比了 TPP，RCEP 等，但认为多边贸易体系

的建立才是重要的，只有建设亚太自贸区，才能让

这一地区广泛受益，而不仅是 TPP，RCEP。各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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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TPP 正在建立一个高标准的贸易规则，所以，建

设亚太自贸区可以 TPP 的高标准作为为参照标准。

在关于亚太自贸区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讨论中，各

方提到“政治上的支持”，谁是领导，美国？东盟？

所有成员国？相关问题，中国和西方国家存在不同

看法。

图 19：成思危在 22 届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大会上演讲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摄

日本强调了是世界上的多项第一，所以，强调

看 TPP，是看政策上是否针对能保护日本的利益。

澳大利亚代表认为，TPP 不能确保贸易自由，任何

一个单个国家都不能单独领导亚太贸易自由化，怎

么办？需要合作。

关于“亚太金融合作：现状与前景” 议题，会

议认为亚太的金融合作仍然落后于其他经济领域的

合作，需要进一步讨论货币政策的协调、金融规则、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等。

总之，亚太经贸合作是一个前景广阔的议题，

目前中国积极推进亚投行和亚太自贸区两项工作；

东盟国家把重心放在 2015 年实现一体化，同时在

RCEP 方面积极领导，在 TPP 方面讨论参与；澳大

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日本则一方面强调作为美

国同盟，积极呼应美国的经济倡议，另一方面也努

力寻找 FTA 本身的最佳利益点。因此，相关信息给

我们的启发是，亚太经贸的全面合作是必然的方向，

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各方受益。然而，如何真正实现

各方都能受益的合作，则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常务副会长邹

明榕表示，本次会议的召开为 APEC 成员创造重要

契机，为今年及未来的 APEC 进程提供有力支持。

与此同时，会议也为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经济发展

及经济政策走向创造了难得的机会。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是 APEC 的三个观察员

组织之一，由太平洋沿岸 26 个成员经济体组成。自

1980 年成立以来，PECC 推动了一系列地区经济合

作的重大倡议，为包括 APEC 在内的地区经济合作

组织提供了前瞻性视野和支持。

可以看出，通过这次会议，各方对亚太经济合

作和 APEC 的各项发展议题都有深入的讨论并提出

非常有价值的思考和分析，对今年 11 月在北京举行

的 APEC 会议成为很好的准备。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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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几项重要投资项目

Brunei Investment Projects

一、发展综合型海洋供给基地	

为配合大摩拉岛综合工业园区的发展，文莱经

济发展局邀请有资质的企业投资发展综合型海洋供

给基地。

此供给基地主要为文莱和周边的石油天然气开

采提供配套服务。 

· 物料搬运 

· 供应泥浆和钻井液 

· 供应水泥，重晶石膨润土和其他化学品 

· 石油专用管穿线、检查和维修 

· 仓储设施 

· 供应燃料 

· 供应的饮用水和食品 

· 供应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 

· 提供海上运输 

二、发展化工产业园区	

作为大摩拉岛工业园区重点开发项目，文莱经

济发展局诚意邀请有资质的企业在大摩拉岛投资发

展以甲醇、合成氨、尿素、对二甲苯、苯等为原料

的化工产业园区和相关下游产业。另外，文莱经济

发展局也欢迎有资质的企业于文莱投资发展化学产

业例如氯碱（烧碱和氯的衍生物）。 

文莱现有年产 850000 顿的甲醇厂， 已规划的

文莱政府投资的合成氨尿素厂和浙江恒逸集团投资

的综合炼油厂和芳烃裂解厂（PX）将为此项目提供

充足的原材料。另外为配合大摩岛的建设相应的基

础设施也将配合建设。

	三、大型造船维修厂	

为配合大摩拉岛综合工业园区的发展，文莱经

济发展局邀请有资质的企业投资发展大型造船维修

厂。大摩拉岛工业园区现有总面积为 955 公顷，规

划的大型造船维修厂的面积为 30 至 50 公顷。文莱

全年气候在 25 至 33 摄氏度，无极端天气，并且文

莱海域稳定，为造船厂的全年运行提供有利条件。

文莱作为东盟经济体的成员国，该项目将辐射本地

和周边市场。  

工业园区简介 

大摩拉岛工业园区（简称“PMB”工业园区） 

总面积：955 公顷 

项目规划面积：35 至 50 公顷 

工业园区距离文莱国际机场 24 公里，距离文莱

摩拉港 4 公里 

四、藻类养殖和虾青素提炼加工项目	

文莱地处东盟中心位置，良好地连接了东盟和

中国，全年气候在 25 至 33 摄氏度，全年无极端天

气。拥有高质量的空气和水源，因此文莱经济发展

局欢迎有资质的企业在文莱 Salambigar 工业园（简

称“SIP”）投资建设藻类养殖区和虾青素提炼加工

VI. 项目与合作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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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工业园区简介 

Salambigar 工业园（简称“SIP”） 

总面积：137.2 公顷

工业园区距离文莱国际机场 11 公里，距离文莱

摩拉港 20 公里 

五、建立发展传统医药种植加工产业园区	

文莱经济发展局诚意邀请有资质的企业对文莱

特里塞工业园（简称“TIS”）投资建立发展传统医

药种植加工基地，以文莱为中心向周边和国际市场

出口。文莱拥有高质量的空气和水源以及无极端天

气，为此项目提供了优良的自然条件。文莱与国际

市场有良好的合作经验，为出口企业提供了合作平

台。文莱丰富的热带雨林和自然物种有利于传统医

药企业进行进一步开展研发工作。 

六、建立发展高科技农业经济区	

文莱的位置、气候、天气、空气和水源质量适

合农业生产，因此文莱经济发展局为配合国内农业

发展，诚意邀请有资质的企业于文莱特里塞工业园

（简称“TIS”）投资建立发展高科技农业种植和加

工经济园区。特里塞工业园周边分布着本地小型的

农场和渔业养殖场。文莱良好的环境资源非常适合

种植高附加值的有机农作物。并且文莱也将为下游

加工企业提供优惠的投资政策。  

工业园区简介 

特里塞工业园（简称“TIS”） 

总面积：3000 公顷 

工业园区距离文莱国际机场 64 公里，距离文莱

摩拉港 81 公里

上述项目可享受的优惠政策	

1. 免税政策：项目可申请获得先锋产业资格，

可享受最长达 11 年的免税待遇。如数据中心和操作

中心的项目多为周边国家客户，项目可申请出口型

服务行业，可享受长达 20 年免税政策。 

2. 融资平台：文莱财政部下属股权投资机构可

为项目提供可靠的融资合资平台。 

3. 政府补贴：项目完成投资后在运行的同时如

有新产品在文莱开发，可申请研发补助金，可享受

最高 500 万文币补助。对本地员工的技术培训可申

请培训补助金。 

4. 东盟经济共同体：文莱作为东盟成员国，项

目可享受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贸易税收政策。 

5. 良好的基础设施：在东盟成员国中，文莱的

基础设施建设良好，公路，码头，电讯等发展成熟。 

6. 优惠的价格成本：在基础设施完备的东盟国

家中，文莱包括用地，用电，和用水的成本低廉。 

7. 宽松的雇佣政策：文莱的雇佣政策宽松，允

许外国投资者在合理的情况下雇佣外国劳动力。 

8. 良好的地理位置多元的人文环境：文莱地处

东盟中心位置良好地连接了东盟和中国。文莱人文

环境多元化，有一定比例的华语人口。为中国投资

者带来交流和沟通便利。 

9. 安全稳定的环境：文莱安全稳定的社会政治

经济环境为投资和投资者提供保障。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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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由东南亚国家联盟发

起国于 1976 年 2 月 24 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东盟

第一次首脑会议上签署的。所有东盟成员国随后成

为签约国。1987 年，东盟修改《条约》，邀请东南

亚地区以外国家加入《条约》，以便建立信心、促

进和平与安全，并推动地区繁荣。

条约的宗旨是“促进地区各国人民之间永久和

平、友好和合作，以加强他们的实力、团结和密切

关系”。条约规定，缔约各方在处理相互间关系时

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即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平等、

领土完整和各国的民族特性；任何国家都有免受外

来干涉、颠覆和制裁，保持其民族生存的权利；互

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分歧或争端；反对诉诸武力

或以武力相威胁；缔约各国间进行有效合作。

1987 年 12 月 15 日，《第一修改议定书》在原《条

约》基础上增加两款，内容分别为：“东南亚以外

的国家，经过东南亚所有缔约国及文莱达鲁萨兰国

的同意，也可加入”该条约、“但是，加入本条约

的东南亚以外任何国家只有直接涉及以及需要通过

上述地区程序解决的争端时，才适用第十四条第一

款”。 

1998 年 7 月 25 日，东盟外长在马尼拉签署了《条

约》的《第二修改议定书》，内容为：将《条约》

第十八条第三款中“东南亚以外的国家，经过东南

亚所有缔约国及文莱达鲁萨兰国的同意，也可加入”

修改为“经东南亚所有国家，即文莱达鲁萨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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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意，

东南亚以外的国家也可加入”该条约。从而使非东

南亚地区的国家也可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除了东盟成员国外，目前加入该条约的还有巴布亚

新几内亚、中国、印度、日本、巴基斯坦、韩国、

俄罗斯、新西兰、蒙古、澳大利亚、法国、东帝汶、

孟加拉、斯里兰卡、朝鲜、美国、英国、挪威、欧

盟等。

主要内容

前言	

缔约国： 

意识到把各国人民联结在一起的既存历史、地

理和文化联系； 

渴望通过尊重公正、法规和法律以及加强彼此

关系中的地区性恢复力来增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期望本着《联合国宪章》、1955 年 4 月 25 日万

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1967 年 8 月 8 日在曼

谷签署的《东盟宣言》和 1971 年 11 月 27 日在吉隆

坡签署的《吉隆坡宣言》的精神和原则以加强和平、

友谊和在东南亚问题上相互合作； 

相信国家间分歧和争端的解决将按照理性的、

有效的和充分灵活的步骤，以避免出现可能的危害

和妨碍合作的消极态度； 

相信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和谐必须同东南

亚内外的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进行合作； 

郑重地赞同缔结友好合作条约如下： 

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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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宗旨和原则	

第一条 本条约是促进缔约国间人民的持久和

平、永远友好和合作以为各国力量的增强、团结和

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作出贡献。 

第二条 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缔约国将

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a）各国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平等、

领土完整和民族特性； 

（b）每个国家都有维护其民族生存、反对外来

干涉、颠覆和强制的权力‘ 

（c）互不干涉内政 

（d）用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 

（e）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 

（f）在缔约国间进行有效的合作。 

第二章	友	好

第三条 根据本条约的宗旨，缔约国将努力发展

和加强传统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友好、睦邻合作关系，

并且应该真诚地履行本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为了加

强相互间的了解，缔约国应当为成员国人民之间的

接触和交往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章	合	作

第四条 缔约国应当促进在经济、社会、科学和

管理方面的积极合作，同时也要为在本地区实现国

际和与稳定的共同理想和愿望以及所有其他共同感

兴趣的问题积极合作。 

第五条 为了履行第 4 条所作的规定，缔约国应

本着平等、互不歧视和互利的原则，多边和双边地

做出最大的努力。 

第六条 为了加速建立繁荣与和平的东南亚共同

体的基础，缔约国应当开展合作以促进本区域的经

济增长。为此，缔约国应该为本国人民的利益更大

极度地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扩大贸易，改进经济

基础结构。在这一点上，缔约国应该继续探索同其

他国家以及本地区以外国家和地区性组织开展紧密

有效的合作的所有途径。 

第七条 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和提高本区域人民的

生活水平，缔约国应加强经济合作。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它们应当为经济发展和相互援助而采取适当

的地区性战略。 

第八条 缔约国应当努力在最大范围内开展最紧

密的合作，并且应当探讨在社会、文化、技术、科

学和管理领域提供便利的培训和研究条件相互提供

援助。 

第九条 缔约国应当努力为促进本区域出现和

平、和谐和稳定的局面开展合作。为此，缔约国彼

此间应当相互就国际和地区性问题保持定期的接触

与磋商，以协调各自的观点、行动和政策。 

第十条 每个缔约国决不能以任何形式或方式参

与对其他任何一个缔约国的政治和经济稳定、主权

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的活动。 

第十一条 缔约国应当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努力加强各自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

方面的国家恢复力，摆脱外来干涉和内部颠覆活动，

以保持各自的国家特性。 

第十二条 缔约国在努力实现本区域的繁荣和安

全方面，应当本着自信、自立、相互尊重、合作和

团结的原则以增强地区恢复力，这些原则将奠定在

东南亚建立一个强大而充满活力的国家共同体的基

础。 

第四章	和平解决争端

第十三条 缔约国应有决心和诚意防止争端的发

生。当直接影响到它们的争端发生时，缔约国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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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在任何时候都应通过友

好协商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 

第十四条 为了通过地区内部程序来解决争端，

缔约国应当建立一个由各缔约国的一个部长级代表

组成的高级委员会来受理已经出现的而且有可能破

坏区域和平、和谐的争端或情况。 

第十五条 如果无法通过直接协商达成解决，高

级委员会将受理这种争端或情况，向有争议的各方

建议适当的解决办法，诸如斡旋、调停、调查与和解。

高级委员会可以直接斡旋，或者在争议各方同意的

情况下建立调停、调查和调解委员会。在认为必要

时高级委员会可以建议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阻止某一

争端或情况的恶化。 

第十六条 本章前述条款知识在争议各方都同意

运用于这一争端时才能执行。然而，这并不排除采

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其他程序前主动通过友好

协商来解决争端。 

第五章	一般性条款	

第十八条 本条约将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马来

西亚、菲律宾共和国、新加坡共和国和泰王国签署。

它将按照各个签字国的法规程序予以批准。它将向

东南亚其他国家开放。 

第十九条 本条约将从把第五份批准书交由签署

国政府保存的那一天起开始生效，本条约的文本、

批准书或其他国家加入联盟的文件指定由签署国保

存。 

第二十条 本条约用缔约国的官方文字写成，各

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同时还有一个一致同意的共

同的英文文本。对这个共同文本若有不同解释，将

通过谈判解决。 

1976 年 2 月 24 日于巴厘登巴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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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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	AppENDi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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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理中心框架内设立的永久性东盟贸易、投资和旅游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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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寻找当地的商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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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便利；

（十一）提供中国和东盟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有关的机构和政府官员名录；

（十二）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活动；

（十三）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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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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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互了解；

（十六）研究开展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相关的人员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十七）支持关于缩小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的项目；

（十八）开展中心实现其目标所需其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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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介绍

APPENDIX B    ABOUT CHINA-ASEA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UND (CAF)

成立背景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简称“中国 - 东盟基金”或“基金”）是由温家宝总理于 2009 年在博鳌亚

洲论坛上宣布成立的离岸私募股权基金。经中国政府国务院批准，基金于 2010 年初开始运作，主要投资于

东盟地区的基础设施、能源和自然资源等领域，为中国及东盟地区的优秀企业提供资本支持，并且动用基

金的丰富资源为合作企业提升价值。基金的愿景是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有力推动者和整合者，成为在东

盟地区声誉卓越及业绩优秀的私募股权基金，为东盟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 - 东盟基金的专业团队成员来自于不同国家，在项目开发与谈判、资本运作、推动企业发展上市

及金融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东盟地区有着多年成功的投资业绩。

中国 - 东盟基金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强大的投资实力，丰富的行业经验，及对东盟地区和目标投资领域

的深刻理解，并且获得背景雄厚的基金投资股东鼎力支持。中国 - 东盟基金参与投资可为合作企业及项目

带来不可比拟的、持续的价值提升和协同效应。中国 - 东盟基金希望通过自己的股权投资参与，推动中国

海外投资不断实现优化、升级和持续成长。

主要特点

- 是目前少数致力于投资东盟地区的大型私募股权基金；

- 专注于支持基础设施、能源以及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优秀企业和项目；

- 可投资于不同阶段的项目，实现商业成功和最佳社会效应的双重目标；

- 资金募集的目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其中一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

- 拥有一支国际化的专业团队，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以及相关行业经验。

投资理念

中国 - 东盟基金的专业团队将为每一个潜在投资项目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内容包括行业吸引力及增

长潜力，企业的财务表现和竞争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和项目的环保贡献和社会责任等方面。

在此基础之上，基金将与合作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企业及项目实施有效的商业模式提供增值服务。

- 单笔投资额通常介于 5 千万至 1.5 亿美元之间；

- 希望与其他战略投资者实现共同投资；

- 采用多元化的投资形式，包括股权、准股权及其他相关形式；

- 不谋企业控股权，持股比例小于 50%；

- 可投资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

- 既可单独投资企业或项目，也可同时投资企业和项目层面；

- 推动资产和运营的整合、重组；

- 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常规能源 / 新能源、自然资源和东盟地区其他战略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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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筛选标准	

- 实力较强且可靠的项目发起人；

- 已见成效且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 经验丰富、有抱负且稳定的管理层；

- 可靠稳定的未来现金流或可预见的盈利能力；

- 具有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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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ENDIX C    ABOUT ANBOUND CONSULTING (AN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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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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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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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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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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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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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实用建议和项目评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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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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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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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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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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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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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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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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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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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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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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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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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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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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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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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营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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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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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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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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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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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的主要大学展开研究合作，专门用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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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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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	AppENDix c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4.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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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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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