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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实地考察：身处缅甸感受其发展活力
ANBOUND Survey: Review Myanmar to See the
Development Vitality

除了传统的中国手机与日本汽车，其他如韩国
三星电器、汉堡连锁店 Lotteria（乐天利）也渐渐走
入缅甸人的视线。如今的缅甸已经改头换面，虽然
局部地区在高峰时段会限制电力供应，但笑谈中那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近两年来，因其特殊

个“没电”的缅甸在大众眼里已经成为了过去时。

的地缘因素与开放政策在东南亚诸国中后发优势显

图表 2：缅甸投资委员会

著。作为亚洲的最后一块投资乐土，缅甸对欧、美、

（Myanmar Investment Commission）

日等国家都展现出了极大的吸引力。
安邦咨询（ANBOUND）东盟团队近期赴缅甸
对其现状进行调研，走访了缅甸投资委员会及仰光
蒂拉瓦经济特区（Thilawa SEZ），近距离观察了缅
甸日趋渐热的市场与投资环境。
图表 1：晚上 10 点许仍有许多顾客在专卖店选购手机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东盟团队摄影

一、缅甸开放投资政策日趋完善
此次安邦咨询走访的缅甸投资委员会（以下简
称 MIC）是缅甸国家计划经济发展部于 1994 年成
立的，在 2000 年的机构改革后，该委员会于 2011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东盟团队摄影

年重建，负责审阅投资计划的委员会成员由 4 人调
整为 16 人。在 2012 年的改革法案中，为使投资审

尽管从官方视角看来，中国因几个项目与缅甸

批过程更加透明高效，MIC 由政府指定改为独立机

投资往来进入冷淡期，但身处缅甸，仍可发现大街

构，主要负责推动外国投资及相关审批工作，目前

小巷上的华为、vivo 和 OPPO 等中国品牌。目前华

主要职位仍由政府官员担任 2。

为手机在缅甸市场占有率为 70%，此外中兴与华为
也在为缅甸修建 3G 基站，来解决一些城市间网络互

2

目前缅甸投资委员会成员有 13 人，其中主席为能源部部长 U Zayar

不兼容的问题。缅甸电信市场正在加速对外开放 1。

局长 U Aung Naing Oo 和退休局长 Daw Myat Thuzar 共同担任。其他的

Aung，副主席为酒店与旅游部部长 U Htay Aung，秘书长为现任 DICA
成员还有环保与林业部部长 U Win Tun，联邦司法部长 Tun Shin 博士，

1

随着缅甸电信市场对外开放，目前该国移动数据用户量已由 2007 年

的 21 万增至 2014 年的 300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5%。政府计划到
2015 年将国内手机覆盖率提高至总人口的 50％，这意味着价廉物美的中
国手机将会赢得更多市场。

联邦财政部副部长 Maung Maung Thein 博士，国家计划与经济发展部
副部长 Daw Le Le Thein，退休副部长 Thura U Thaung Lwin，经济学
家 Aung Tun Thet 博士，退休大使 U Nyunt Tin，缅甸工程师协会主席 U
Win Khaing 与企业家 Daw Khaing Khaing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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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MIC 与其下属的 DICA（投资与公司注册

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包括为 9 家外资银行发放牌照、

委员会）上个月才从首都内比都搬回到仰光，办公

允许私营保险业等，针对金融行业框架制定、监督

室内还堆着许多待输入电脑的文件，但前来咨询和

与管理的相关细则还在酝酿与讨论之中，预计年底

办理投资手续的商人仍是络绎不绝。据其工作人员

还会有针对该行业的新法律出台。

介绍，眼下前来咨询缅甸成衣制造业的最多，不止
香港，还有来自日本、韩国、德国、澳大利亚、以

图表 4：正在施工建设的蒂拉瓦经济特区 A 片区

色列等各个国家的投资人。
图表 3：德国协力机构为 MIC、DICA 工作人员
进行培训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东盟团队摄影
资料来源：DICA 官网

二、经济开发区情况
目前，为协 助缅 甸经 济 开放与改 革，来自各
国的协力机构与国际组织都积极为其献计献策，
尤其是在各部门公务员的能力建设方面（Capacity
Development）。除了 UNDP、IMF、ADB 和 JICA 外，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3 近期也开展了对 DICA
工作人员针对商务注册与投资流程规划的培训。值
得一提的是，在 MIC 的办公大楼里，我们还看到了
专门为 MIC 政策制定提供建议的日本办公室（Japan
Desk），由来自日本协力机构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的常驻专家组成。
外商来缅甸投资，主要需参考其 2013 年 11 月
制定颁布的新《外国人投资法》及相关实施细则。
据 MIC 工作人员介绍，该法涵盖了有关外国人投资
的所有内容，近期内不会有大的调整。随着缅甸进

缅甸政府为配合本国经济发展，由国家主持开
发了蒂拉瓦（Thilawa）、皎漂（Kyaukphyu）和土瓦
（Dawei）3 个经济特区。缅甸与日本合作建设的蒂
拉瓦经济特区距离仰光市中心 30 公里，占地 2400
公顷，作为第一个经济特区而备受各界瞩目。日本
三菱、丸红和住友三大财团牵头开发蒂拉瓦经济特
区，目标在 2015 年前在经济区内 20% 的土地上开设
工厂。
然而安邦咨询（ANBOUND）此次实地考察发
现，由于蒂拉瓦特区发生土地纠纷导致延误工期，
目前该经济特区还处于铺设管道的初期阶段。虽然
距离仰光只有 30 公里，但通往蒂拉瓦的路面破旧，
且不时有堵车，周围看不到任何发展的迹象。该特
区目前没有完善平整的土地，预计很难在明年初期
达成开设工厂的目标。2014 年 4 月该公司开通股票

3

德政府 2010 年 7 月 7 日批准了该部提交的技术合作机构改革方案，

即将现有的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德国发展服务公司（DED）和德
国国际培训与发展协会（InWent）三家公司合并成一个机构，新机构名
为“德国国际合作公司”，简称 GIZ。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IZ) 是一个在
全世界范围内致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企业，为全球的政策、经济、
生态和社会发展提供前瞻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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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每股价格 10000 缅元，售出 210 万股，可见
对于蒂拉瓦的发展前景民众信心并不充足。

图表 5：缅甸仰光信息科技园区 ICT Park 主楼

该园区在帮助缅甸完善健全各电子系统的同时，为
也为其 IT 行业培养人才奠定了基础。
图表 7：缅甸酒店及商务综合体产业外资情况

资料来源：MICTDC 官网

缅甸另外两个特别经济区虽然目前发展稍落后
于蒂拉瓦特区，但这两个经济区各具优势。其中，
皎漂特别经济区位于中缅铁路网的最南端，接临印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缅甸酒店与旅游局数据整理

度洋，一旦铁路、港口等基建配套设施完成，经济
区将面对国际企业招标，发展潜力堪比蒂拉瓦。另
一方面，土瓦经济区虽然因经济原因搁浅，但因其
具有先天的地理优势而颇受两国重视，缅泰两国已
协商计划于今年 11 月初重启该项目。
图表 6：在蒲甘 Shwe San Daw 塔观看日落的各国游客

三、旅游业成为创汇动源
缅甸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璀璨文化和独特人
文景观的国家。其旅游资源丰富，不仅有世界闻名
的仰光大金塔、文化古都曼德勒、茵莱湖和万塔之
城蒲甘，近期还完成了骠国古城的申遗并增加了以
原生态滨海风光为特色的海滩旅游。
自 2011 年缅甸民选政府成立后，随着政治改革
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缅甸旅游业发展迅速，海
外游客数量的增加使缅甸的旅游市场不断扩大。截
止到 2013 年，外国对缅甸旅游业累计投资达 19 亿
美元，其中新加坡以 8.8 亿美元遥遥领先。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东盟团队摄影

缅甸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不但积极吸引外资
完善旅游环境和软硬件设施，简化复杂的签证手续、

除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区外，政府还特别在仰光
市中心建立信息科技园区（ICT Park），作为缅甸
发展高新科技的核心动力。该园区有 50 多家企业进
驻，专门致力于缅甸的数据收集、软件、网络发展。
ICT Park 目前的项目不仅包含已建成的私人数据中
心、与东盟单一窗口联网的电子关税系统，还有正
在建设中的缅甸商品交易系统及国家计量检定系统。

实施在线电子签证制度，并将为推广旅游开展大规
模宣传促销活动。
为招徕更多的海外游客，缅甸政府将 2016 年定
位“访问－缅甸－年”。缅甸酒店与旅游部副部长
吴丁瑞透露，预计 2014 年到访缅甸的海外游客有
300 万人次，这一数次 2015 年将上升到 500 万，外国
游客的增加也将为缅甸民航业的发展提供更多契机。

3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4.10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图表 8：缅甸外来旅游者人数及旅游收入

阶段，除了基础建设与能源亟需大力发展之外，其
他领域也都充满投资机会。投资缅甸的外国资本已
呈多元化格局，日本、新加坡的对缅投资增长迅速，
与中国对缅投资的波动形成对比。
图表 9：缅甸在营的航空公司统计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缅甸酒店与旅游局数据整理

缅甸开放以来，赴缅旅游的和寻找市场机遇的
外国旅客不断增加，缅甸的国际机场已无法满足需
求。韩国企业联合体将耗资 11 亿美元在勃固为仰光
建设第二机场（汗达瓦底国际机场），并获得 50 年
机场运营权。安邦咨询东盟团队到达仰光国际机场
时发现，仰光国际机场四周也正在进行扩建工程。
与仰光国际机场相比，曼德勒机场与蒲甘娘乌机场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跑道、候机楼占地面积有限。为提升曼德勒国际机
场建设水准，日本三菱商事和日本航空组成的企业
联合体预计投入 60 亿日元，对机场进行扩改建并获
取 30 年机场运营权。

3、作为农业大国，缅甸在育种、产销及农村信
贷方面还比较落后，亟需与国际接轨。有关机构可
参考 JICA、GIZ 等国际组织的做法，向缅甸介绍农

四、总结
通过跟踪研究和实地调研，我们对于缅甸的现
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缅甸在经历了关键的政治改革之后，正在进
入以民主化改革与经济发展为主旋律的转型期，转
型中的缅甸已经确定向一个“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民主化改革已经确定，经济发展虽然百废待兴，但
机会众多。
2、从经济上看，缅甸各行业的发展尚处于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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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发展的经验，共同探讨其发展路径。
4、中国资本在缅甸的特区建设方面并不占优势，
日本资本的进展则值得关注。在皎漂特别经济区的
建设上，中国有关投资方应当充分吸收日本三大财
团在处理土地纠纷、资金问题上的经验，争取早日
完工、引资投产，真正参与到缅甸的建设与发展之中。
5、2015 年缅甸即将进行大选，安邦咨询建议投
资者在赴缅甸考察商机的同时，还需要充分考虑其
政策变化、市场动态、货币贬值等因素，规避投资
风险。

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新加坡作为知识产权中心的竞争优势

地社会经济转型再跨进一步，成为亚洲重要知识产

Singapore’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s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Hub

权中心之一。虽然新加坡 IPOS 是亚洲第五个知识
产权中心，但它其实保持了独特的优势。马来安邦
认为，该国有三大优势是值得各方认真关注的。

根据新加坡亚洲新闻频道在 2014 年 10 月 6 日

图表 11：东盟七国专利申请案例（2009-2012）

的报道，新加坡知识产权局（IPOS）在 9 月 25 日
获得专利合作条约联盟大会（Assembly of the PCT
Union）的批准，成为东南亚首位知识产权的国际
权威。这一次的委任涵盖了两个方面。第一、IPOS
将 成 为 国 际 检 索 单 位（ISA）；第 二、IPOS 也 将
成为专利合作条约联盟大会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IPEA）4。
图表 10：东盟八国与中国相比的专利申请案例
（2009-2012）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
马来安邦制作

1、新加坡具有丰富的“人才库”来检查每一个
专利申请案例。作为东盟和亚洲地区的人才集聚点
之一，新加坡已经具备了专利检查所需要的技术专
长。不管是企业界还是学术界，IPOS 都吸纳了这些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

人才作为他们的检察员。据亚洲新闻频道所透露，

马来安邦制作

95% 的专利检察员是博士级人士 5，这也意味着 IPOS
拥有一批高度专业的工作人员。同时，我们也认为，
既然新加坡是该地区的“人才库”，新加坡 IPOS 也

然而，更重要的是，此举也使得新加坡向更好

可以动用更多来自不同专业的检查员，进一步扩大
该局所能检察的专利申请案例。而这也是新加坡独
特的优势。

4

IPOS appointed ASEAN’s first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in patent

searches, Channel NewsAsia（ 亚 洲 新 闻 频 道 ）, 2014-10-6, http://
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business/ipos-appointedasean-s/1400326.html

5

同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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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加坡是亚洲少有的双语知识产权中心。仅

总体来看，不管是人才、语言还是连接性方面，

次于中国，新加坡是亚洲第二个可以用中文来进行

新加坡都拥有了较全面的竞争优势。虽然新加坡知

专利检索的国家。根据 IPOS 的消息，它所能动用的

识产权局的委任将明年才正式开始，但该国（或者

检察员都可以用中文来检索专利资料，而这批人才

该局）的竞争优势早已浮出水面。在未来几年内，

6

也占了总检察员人数的 25% 。可以想象的是，对于

这些竞争优势将带领新加坡成为亚洲数一数二的知

一个中国大陆、 港澳、 台湾两岸三地圈子以外的国 识产权中心。
家，这样的人数比率不是一个小数目。再者，按目
前的形势来看（如图表 10），中国专利申请案例在
四年内（2009-2012）增加了两倍多 7。安邦分析估计，
在未来几年内，世界更加需要以中文来做专利检索
的人才群。在这一点上，新加坡，比起其它中国大

马来西亚财政预算案：
民生经济与资本经济中取平衡

陆、 港澳、 台湾两岸三地圈子以外的国家，已先取 Malaysia Budget: Balance between the Livelihood
Economy and the Capitalistic Economy
得了优势。
3、新加坡是亚洲的“连接中心”（connectivity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 10 月份宣读的 2015 年财

centre）之一。除了可作为中国企业进入东盟市场的

政预算案讲词中强调，这将是一份在民生经济与资

一个“跳板”，该国也是俄罗斯和西方企业进入东

本经济中力争平衡的预算案，以冀望在国家得到持

盟的“切入点”。IPOS 与德国，欧盟和俄罗斯专利

续性发展当口，也不忽略百姓的生活成本压力 10。

单位在上个月所签署的双边协定 8 就是新加坡为了巩
固其地位而进行的。扩大专利合作网不但促进俄罗
斯和西方企业进入亚洲市场，也同时方便亚洲公司
打入西方市场。两方只需要新加坡 IPOS 的 PCT 系
统来完成事务。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是东盟企业进入各成员国

尽管政府预计财政赤字将降低至 387 亿令吉（约
合 118 亿美元），即相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3%
比重，但这仍是马来西亚自 1997 年预算案后的第 18
份赤字预算案。马来西亚政府希望能在 2020 年之际
落实收支平衡的预算案 11，但依照过去的趋势，该预
期很有可能会落空。

市场的连接点。正如俄罗斯和西方企业那样，各东
南亚企业可以通过新加坡 IPOS 的 PCT 系统来进入
其它东盟市场。如图表 11 显示，每年增长的东盟国
家专利申请案例已说明了该地区拥有巨大的潜力 9。
同时，东盟企业也一样可以通过这样的程序获得东
盟以外的市场，尤其是其它亚洲国家市场。因此，
连接性是新加坡另一个竞争优势。
6

同注 4

7

东盟的专利申请案例不包括印度尼西亚在 2012 年的数据。文莱的数

据只显示在 2009 年的东盟地区总案例，该国的其它数据没有在 WIPO 数
据库显示出来。东盟总数是八国合起来的数据，它们包括文莱，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缅甸和老挝的
数据也不在 WIPO 的数据库内。
8

IPOS appointed ASEAN’s first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in patent

searches, 亚洲新闻频道。
9

WIPO 没有提供印度尼西亚的 2012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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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政治的因素（包括政党政治、全国大选等）
不谈，营运开销与发展开销的持续失衡、供应与服
务开销依旧出现疏漏、公务员体系的臃肿与低效率
等等都将让马来西亚政府的负担越趋沉重。此外，
明年 4 月推行的消费税（GST），纳入免税与零税
率范围的项目扩大、消费者对该税率的不熟悉，以
及注册消费税征收与回扣的商家数目大幅低于预期
等等，这难免让市场依然质疑着该税率将对政府税
10

BUDGET: A Fine Balance Between People's & Capital

Economy，2014-10-10，http://www.bernama.com/bernama/v7/ge/
newsperspectives.php?id=1075547
11

Tough balancing act to reform Malaysia's economy，2014-10-

11，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4/10/11/
Transition-pangs-Tough-balancing-act-to-reform-the-countryseconomy/?style=biz

收所带来的贡献 12。
图表 12：马来西亚财政赤字表现

马来西亚安邦咨询在追踪预算案过程中曾多次
提出，民生经济与资本经济之间并没有冲突，两者
之间的互动性是非常强的，问题仅在于政府对两者
之间的把握程度。民生经济不外乎改善国内的社会
与治安环境，以及百姓的就业与发展环境。前者可
通过政府的发展开支（或与私人领域合作）进行，
后者则将政府的拨款更多锁定在对中小型企业的辅
助。
图表 13：马来西亚 2015 年财政预算案与
经济报告书数据

资料来源：星洲网、财政部、大马研究

虽然过去数年的实际税收都与预算相比要高，
但政府每年“惯性定期”地追加财政预算 13，即便最
终仍能达至每年的财政目标，依然反映出政府在财
政收支上的监管与执行能力。甚至可这样推断，政
府过去数年的财政赤字不断降低，这并非是政府在

资料来源：东方日报、财政部

财政收支上较好，而是因为每年的经济成长表现都
超越预期所至。
事实上，这些都在刚公布的预算案中有提出，
财政赤字难以降低，关键在于政府在民生经济

包括加强东马海上防御与建设泛婆罗洲大道等基建

与资本经济上难以平衡，也是政府在转型计划上的

项目 14，以及大力推动中小企业的转型与发展的基金

纠结。为了降低财政赤字，政府过去数年推行的是

和贷款 15。但马来西亚安邦认为，相关拨款的比重仍

逐步废除津贴的措施，包括汽油、白糖、面粉、白

不明显，且需经历时间与执行效率的考验。这实际

米等日常用品的津贴，并在明年起征收消费税，提

关系到政府在财政开销上采取的“先易后难”趋向。

升国家税收。但政府的开源节流，却无形中增加了

削减津贴开销是易事，但 656 亿令吉的公务员薪

人民的开销负担。因此，为了顾及百姓的生活压力，

酬（占整体开销约 1/4），以及 381 亿令吉的供应与

政府也提供了多项惠民措施，包括提供援助金、降

服务开销才是关键的问题 16。

低个人所得税率等。但这些措施，又再一次加剧政
府开支能力，也对百姓没有实际的利惠。
14

国防部拨款较今年增加 17 亿令吉 希山慕丁：拨款着重提升东马安全，

2014-10-10，http://www.laksou.com/News.do?doNews=viewPoliticN
12

Analyst expects GST to bring RM690 million net revenue in 2015，

ewsDetail&id=37293

2014-10-11，http://www.themalaysianinsider.com/malaysia/article/

15

analyst-expects-gst-to-bring-rm690-million-net-revenue-in-2015

http://www.nanyang.com/node/655302?tid=510

13

16

大马全年财赤 3.5% 仍可期，2014-6-10，http://biz.sinchew.com.

my/node/96637

照顾小贩商及华裔中小企 华商：预算案果敢大胆，2014-10-12，
郭隆生：赤字、开源不节流等 “预算案有 4 失败之处”，2014-

10-12，http://news.sinchew.com.my/topic/node/454476?tid=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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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为公务员体系瘦身或提升其执行效率，以
及改善政府部门的开销陋习，届时才能真正让政府

也已制定了一些基础设施兴建，并实施多样化旅游
产品的战略，以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在财政开销上获益，并将当中更多的款项投入在治
安与基建的投资，以及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拨款以协
助其转型，这无疑才是一个民生与资本经济并重的
预算案。

虽然在 2013 年前往越南的印度游客量只有约
10,000 人次，但鉴于印度的人口数量，印度是越南
比较重视的其中一个潜能市场。印度媒体也报导了
两国正致力加强双方的旅游，更引述了越南国家旅
游总局副局长黄氏蝶（Hoang Thi Diep）关于透过印
度宝莱坞电影宣传越南旅游的建议 21。随着 2014 年

越南积极开拓新旅游市场

11 月开始印度捷特航空公司（Jet Airways）将推出孟

Vietnam Actively Explores New Tourism Market

买和新德里飞往胡志明市的每日航班，前往越南印
度游客量将会增加 22。越南官方希望以佛教景点吸引

随着中越两国在南海的领土争端，以及 2014 年

印度游客；而越南中部的占婆（Champa）古文明深

5 月在越南部分工业园区发生的反华暴力事件，对

受印度文化影响，至今仍有不少婆罗门教古迹，相

旅游业造成了相当层度的冲击。外国游客，尤其是

信也能成为吸引印度游客的主要景点。

中国游客的人数锐减；六月份越南的中国游客更是
减少了 29.5%17。

除了印度，前往越南的俄罗斯游客量也预料将
持续增加。2014 年首六个月，前往越南的俄罗斯游

截至 2014 年 9 月，中国游客仍然占据越南旅游

客总量达到约 194,000 人次，同比增长约 26%23；越

的首位；接着是韩国，其次是日本、美国、台湾、

南官方也预计 2020 年越南将迎来一百万俄罗斯游客

柬埔寨等。最近越南致力于开拓新的旅游市场；八

人次 24。越南媒体更进一步透露相对于低消费游客，

月份时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建议越南政府把法国、

旅游局更注重于向高消费俄罗斯游客群宣传。俄罗

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澳洲、纽西兰、印

斯游客一般都比较倾向于选择在越南沿海省份，尤

18

度和加拿大九国加入免签证计划 。与此同时，越南

其是位于平顺省的潘切市度假。

也正在加强对外旅游宣传；五月份时越南政府已经
意识到反华事件对旅游业不利，同月份越南副总理
武德担
（Vu Duc Dam）
即要求旅游业者
“加强对日、
韩、
欧洲、北美等关键市场，以及对印度、中东、东盟
等潜能市场的宣传”19。九月份时，越南旅游局也透

在东盟国家之中，越南则放眼开拓印尼市场。
印尼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且和越南同是东盟成
员国，被越南旅游业者视为重要的潜能市场。根据
越南媒体报导，印尼游客喜欢在越南南部购物，而

露了当局有计划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亚太
地区播放旅游宣传广告 20。越南文化体育与旅游部
17

越 南 经 济 面 临 下 , 2014-7-1, http://zh.cn.nikkei.com/

politicsaeconomy/epolitics/9928-20140701.html
18

Visa rules to be loosened to boost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2014-

10-10,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travel/113618/visa-rules-tobe-loosened-to-boost-tourism-competitiveness.html
19

Vietnam must win back tourists with safe, friendly image: Deputy

PM, 2014-5-31, http://tuoitrenews.vn/business/19998/vietnam-mustwin-back-tourists-with-safe-friendly-image-deputy-pm
20

Vietnam plans on promoting tourism on BBC, 2014-10-9, http://

tuoitrenews.vn/lifestyle/22297/vietnam-plans-on-promoting-tourismon-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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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Vietnam keen to tap India's Bollywood tourism, 2014-8-

26, http://article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2014-08-26/
news/53243737_1_direct-flights-tourism-circuit-tourism-ministry
22

Jet Airways to launch direct flights to Ho Chi Minh City from Nov

5, 2014-9-3,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jet-airways-ho-chiminh-city-direct-flights-bangkok/1/380746.html
23

Russian tourists to visit HCM City by chartered flights, 2014-7-11,

http://vietnamtourism.gov.vn/english/index.php/items/7490
24

Vietnam looks to one million Russian visitors by 2020, 2014-9-

8,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travel/111202/vietnam-looks-toone-million-russian-visitors-by-2020.html

图表 14：2014 年九月访越的来源及人数

资料来源：马来安邦根据越南旅游局数据整理

越南境内清真餐馆、穆斯林旅行社也逐渐增加 25。
虽然越南积极开拓新的旅游市场，越南旅游业
很大程度仍然依赖地缘较近的中国游客。截至九月

25

Muslim tourists flock to Vietnam for delicious food, cheap prices

份，前往越南中国游客出现了回暖；根据越南国家
旅游局的官方数据统计，九月份的中国游客人数达
148,895 人次，环比增加了约 10.15%，而且中国游客
前往越南的人次仍有持续增长的空间 26。
26

International visitors to Viet Nam in September and 9 months of

, 2014-10-7, http://tuoitrenews.vn/business/23027/muslim-tourists-

2014, 2014-9-28, http://vietnamtourism.gov.vn/english/index.php/

flock-to-vietnam-for-delicious-food-cheap-prices

items/7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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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试图将摩拉港打造成区域物流中心

装箱码头扩建工程已被《文莱第十个国家发展规划》

Brunei Tries to Make Muara Port Become A
Regional Logistics Center

列为重点项目，设计工作已经完成，将于今年 10 月
下旬开始招标，工期 1 年半，预计 2016 年完工 28。
图表 16：文莱摩拉港与周边主要港口示意图

当前，文莱正着力发展海洋经济，而该国最大
的港口摩拉港无疑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去
年 12 月，文莱政府出台了 8 项政策，全力支持摩拉
港成为区域物流中心。这些措施包括：推动船运业
发展、打造世界级的船运服务设施、发展摩拉港成
为东盟东部的区域船运中心、鼓励直接航运服务、
推动港口后勤服务、鼓励快艇载客活动、发展货品
转运业务以及推出更多港口运输服务增加政府收
益 27。
图表 15：文莱摩拉港集装箱码头

资料来源：Google 图片

摩拉港具备发展转口贸易的诸多有利条件。一
方面，摩拉港位于南海南端，毗邻多条重要的国际
航线，又能方便快捷地连接区域内各主要港口，其
泊位最大水深超过 10 米，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另一方面，货物通过摩拉港转口可免费使用货仓 21
天，还能享受货柜处理收费折扣及优先使用港口一
切设施的特惠，这大大降低了货主和承运方的成本。
因此，近年来很多国际航运企业都通过摩拉港

资料来源：安邦 - 东盟事实型数据库，
http://asean.anbound.com/

在周边地区开拓业务。9 月 24 日，台湾长荣海运与
新加坡 Mariana Express 合作，投入 2 艘 1000 标箱集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今年年初文莱政府开始规

装箱船，启动华南—东马航线，中途停靠摩拉港。

划扩建摩拉港集装箱码头。根据文莱交通部公布

在首航仪式上，文莱交通部长阿卜杜拉表示本国航

的数据，在过去 5 年中，摩拉港集装箱运输量增加

运市场具备发展潜力，希望长荣海运发挥“灯塔”

了 31%，2012 年作业量最高，为 116551 标箱，2013

作用，吸引更多国际海运公司将摩拉港作为停靠港

年降至 111817 标箱。扩建后，集装箱码头将延伸

口和合作伙伴 29。

150—200 米，年吞吐能力由目前的 22 万标箱提升至
33 万标箱。
工程竣工后，
摩拉港将拥有最先进的设施，
为国际集装箱大型运输船提供包括货物转载、集装
箱卸运、物流及船运衔接等服务。目前，摩拉港集
27

文莱摩拉港出台八大策略打造区域货物转口中心，2013-12-23，

http://bn.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1/201401004506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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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文 莱 摩 拉 港 集 装 箱 码 头 预 计 将 于 2016 年 完 成 扩 建，2014-9-

25，http://bn.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9/20140900744014.
shtml；文莱政府将全面扩建摩拉港集装箱码头，2014-3-13，http://
bn.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3/20140300517760.shtml
29

长 荣 海 运 将 文 莱 摩 拉 港 纳 入 其 新 航 线， 中 国 驻 文 莱 使 馆 经

商

参

处，2014-9-25，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

j/201409/20140900743273.shtml

随着文莱积极参与中国提出的“建设 21 世纪海

心被一名前警察劫持，在解救行动中有 8 名游客死

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可以预见摩拉港将在国际航

亡、多人受伤，这一事件震惊全球。据马尼拉地区

运网络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警署公布的数据，今年 1 至 8 月，该国发生了 33 宗
绑架案，其中超过一半的受害者是华侨华人 32。9 月
11 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考虑到菲律宾安全状

治安问题困扰菲律宾旅游业发展

况正在恶化，要求本国公民不要前往该国旅行。近期，

Philippines’ Tourism Is Puzzled by Social Order
Issues

有韩国记者对菲律宾安全状况做了实地探访，发现
当地治安混乱，民众纷纷购买枪支以求自保。目前，
菲律宾有近 400 万枪支在社会上流通，每年超过 1

旅游业是菲律宾的支柱产业之一，其产值约占

万人被杀 33。

GDP 的 6%，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口的 10% 左右 30。

图表 18：长滩岛上成群的中国游客

韩国和中国大陆都是菲律宾旅游业重要的客源地。
根据菲律宾官方统计，2013 年该国共接待境外游客
470 万人次，较 2012 年增长近 10%。其中，入境的
韩国游客高达 116 万人次，排名第一；中国大陆游
客 42.6 万人次，同比增长 69%，排名第四 31。
图表 17：2009-2013 菲律宾接待外国游客数量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

出于对人身安全的顾虑，今年以来赴菲律宾的
外国游客数量出现明显下滑。1 至 6 月，韩国赴菲游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客数量同比下降 6.4%。自中国外交部发布旅游警示
之后，相关机构纷纷开始下线、退订菲律宾旅游产品。
9 月 13 日，中国最大的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携程网启

然而，严峻的国内安全形势却给菲律宾旅游业

动了重大突发事件预警机制与旅游保障，对近期准

的未来发展带来了阴影。2010 年 8 月 23 日，一辆载

备赴菲律宾旅游的数百位游客采取劝退和全额退款

有 22 名香港游客的旅游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中

措施。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沿海省市

30

32

为 吸 引 游 客 菲 律 宾 旅 游 业 预 算 增 长 20%， 中 国 旅 游 新 闻 网，

菲律宾今年发生 33 宗绑架案 赴菲旅行莫装“土豪”，中国社会科学

2014-8-19，http://www.cntour2.com/viewnews/2014/08/19/

网，2014-9-19，http://www.cssn.cn/hqxx/hqwx/hqwxnews/201409/

PWxrj4UQgj3tK8N84Dqy0.shtml

t20140919_1333774_2.shtml

31

33

菲 律 宾 2013 年 吸 引 观 光 客 470 万 大 陆 客 源 第 四 台 湾 第 七， 中

韩 媒 记 者 实 地 调 查 菲 律 宾 枪 支 泛 滥， 凤 凰 网，2014-9-29，

国 台 湾 网，2014-2-14，http://www.taiwan.cn/xwzx/bwkx/201402/

http://v.ifeng.com/news/world/201409/0142d611-a941-4d69-8494-

t20140214_5674423.htm

df8a3d46b8a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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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大旅行社已暂停菲律宾旅游线路，停止接团，
34

同时召回在菲旅游团 。

截至 2013 年，印尼已进入半工业化国家阶段，
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经济总产值达到 46.6%，而在就业
人口结构方面，制造业就业人口仅占劳动人口总量的

受此影响，菲律宾旅游业损失惨重。根据该国

13.2%，远低于农业部门 38.9% 的就业率 37。为促进农

旅游部统计，在去年的入境游客中韩国人的消费能

业劳动力往工业部门移动，并进一步优化国内经济结

力最强，人均每天花费 140.81 美元。因此，今年上

构，印尼政府将发展工业与制造业列为国家发展战略

半年韩国游客数量减少意味着当地旅游业失去了上

的重要环节 38。

千万美元的收入。而中国目前已成为长滩岛第二大
图表 19：印尼警方展示走私电子商品

海外客源地。近期，菲律宾亚洲航空往返长滩岛和
北京、上海之间的包机已全部取消，每天乘客减少
700 多人。菲最大航空公司宿务航空也取消了 9 月
至 12 月期间 149 个往返中国大陆的航班，减少乘客
2.4 万人。
根据长滩岛 36 家酒店和度假村提供的数据，
旅行警示发布后仅四天，就有 19071 名中国游客取
消在长滩岛的酒店预订，
涉及 3884 个房间。
据此测算，
长滩岛旅游业的损失已高达 4.92 亿比索，这还不包
括航空公司和包机经营者的损失 35。
由此可见，菲律宾国内糟糕的安全形势已经对
该国旅游业的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如果不能从根
本上保障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菲律宾旅游业的
前景就不容乐观。

资料来源：互联网

印尼持续强化制造业竞争力
Indonesia Strengthens the Competitiveness 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然而，相较于东盟区域内其他国家，印尼在制造
业竞争力方面表现并不突出。据印尼工业部产业司
长表示，截至现阶段，印尼在制造业上能与东盟区域
内国家竞争的产能仅占总产能 30%。在对国内制造业

富士康集团已于 2014 年 2 月同印尼政府签订投

3998 项产品所作统计中，仅有 1250 项具有较强竞争

资合作意向书（LOI）。据 9 月 23 日《南洋商报》报道， 力，主要集中在基础金属、化工、成衣等加工出口业
该集团首期预计在印尼投资 10 亿美元，最终投资金

项目。而在其余 2748 项产品中，竞争力极弱的共计

额可能上看 100 亿美元，并在当地创造逾 100 万个就

有 1001 项，以技术密集的电子制造业为主要项目 39。

业岗位 36。
电子制造业竞争力不足反应在电子产品的进口

34

中国各地旅行社开始退订菲旅游产品，菲律宾中文网，2014-9-

37

CIA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

15，http://www.philippine.cc/news/4991.html

world-factbook/geos/id.html

35

38

外 媒： 中 国 游 客 大 面 积 退 订 重 创 菲 律 宾 旅 游 业，2014-9-23，

印尼副总统：国家经济建设，工业与制造业是关键，2012-7-5，

http://world.cankaoxiaoxi.com/2014/0923/505634.shtml

http://www.caexpo.com/news/info/guest/2012/07/05/3568538.html

36

39

中 国 台 湾 企 业 拟 加 大 对 印 尼 投 资，2014-9-24，http://china.

huanqiu.com/News/mofcom/2014-09/51488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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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70% 制造业尚未准备好面对东盟经济共同体，2014-7-7，

http://www.caexpo.com/news/info/industry/2014/07/07/3626416.html

上。由于缺乏自主品牌与本土性产业链，印尼的电子

泰国政府实施稻米典押计划的初衷是将全国出

商品一直高度仰赖进口。截至 2013 年 6 月，印尼每

产的稻米以高于国际市场 50% 左右的价格集中到自

40

年销售手机逾 5000 万部，进口金额达 55 亿美元 。

己手中，对内可让农民受益，对外可刺激市场推升

其中外国品牌在印尼高端手机市场占有率几乎达到

国际市场米价。但事与愿违，全球稻米产量不断升高，

41

100% 。为扭转外国品牌对印尼电子产品市场的垄断

泰国大米无法绝对垄断市场。印度、越南等国则趁

现象，印尼政府于今年 4 月间宣布对售价逾 500 万盾

机以低价抢占泰国大米的市场份额，导致泰国国内

（约合 410 美元）的手机课征 20% 的奢侈品税，这项

稻米库存积压，政府财政吃紧，部分库存质量下降，

税收政策预计将使国内生产手机取得 50% 的市场占

不得不削价出售，最终造成巨额财政赤字。

42

有率 。

图表 20：2009-2013 年泰国大米出口情况

此外，为降低外国品牌在印尼国内市场占有率，
印尼政府正着手就手机进口制定一项行业规范，借以
阻止廉价手机在印尼国内大规模销售 43。随着印尼政
府在政策上加大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全球第四大电子
产品市场逐渐迈入进口替代阶段，可以预见的是，印
尼将迎来一股电子制造业投资热潮。

资料来源：泰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办公室，安邦制作

泰国新政府停止执行典押政策
大米出口企稳回升

停止稻米典押后，2014 年前 7 个月泰国大米实

Thailand’s Rice Export Trends to Recover

际出口总量为 562 万吨，同比大幅上涨 55.5%；出口
1979 年，泰国首次成为世界最大的大米出口国，

额为 26.24 亿美元，同比上升 3.3%44。8 月，泰国大

并在之后的 33 年中保持了这一地位。然而自 2011

米出口量达 97.5 万吨，为今年最好水平，同比增长

年起，泰国政府持续推行稻米典押政策，削弱了泰

86.4%，环比增长 3.5%。8 月大米出口总值为 149.81

国大米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使得大米出口总量

亿铢，同比增长 34.7%，环比增长 3.3%45。今年 1-9 月，

大幅下滑，拱手让出最大出口国的宝座。进入 2014

泰国已实现大米出口 750 万吨，超过了印度（640 万

年以来，新政府停止执行稻米典押政策，泰国大米

吨）和越南（530 万吨），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

出口开始企稳回升，正逐步夺回市场份额。

米出口国。据估计，泰国今年全年的大米出口量有
望超过 1100 万吨 46。

40

印尼工业部订下指标，两年内生产手机，2013-6-25，http://asean.

anbound.biz/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articleid/26449/

44

41

10-8，http://t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10/20141000752205.

推 动 制 造 商 投 资 印 尼， 高 档 智 能 手 机 拟 课 奢 侈 品 税，2014-4-

泰国大米出口重返王座之路，中国驻泰国使馆经商参处，2014-

11，http://asean.anbound.biz/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

shtml

articleid/36267/

45

42

10-6，http://t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10/20141000750751.

推 动 制 造 商 投 资 印 尼， 高 档 智 能 手 机 拟 课 奢 侈 品 税，2014-4-

泰国大米 8 月份出口 98 万吨，中国驻泰国使馆经商参处，2014-

11，http://asean.anbound.biz/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

shtml

articleid/36267/

46

2014 年 泰 大 米 出 口 有 望 达 1100 万 吨， 中 国 驻 泰 国 使

43

馆

经

富士康在印尼设厂脚步渐近，2013-4-26，http://asean.anbound.

biz/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articleid/24455/

商

参

处，2014-10-6，http://th.mofcom.gov.cn/article/

jmxw/201410/201410007506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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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贝宁、尼日利亚、中国、科特迪瓦和南

柬埔寨境内的第三家营业机构 48。

非是进口泰国大米最多的 5 个国家；此外，美国、
香港、新加坡和塞内加尔也是泰国大米重要的海外

目前。中国银行金边分行目前资产总额名列柬

市场。政府对政府（G2G）的销售方式已经成为了

埔寨 35 家商业银行第九位、存款名列第六位。金边

泰国大米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渠道。日前，泰国击

分行业务涉及了网上银行、电话银行、ATM 系统、

败越南，赢得了菲律宾政府的 30 万吨大米购买合同。 短信通服务、人民币业务等等。
泰方提供的报价为每吨 475 美元，比越南大米的价

图表 21：柬埔寨金融机构数量

格低了 4 美元。此外，马来西亚也和泰国达成了口
头协议，将购入 2-2.5 万吨大米 47。
尽管当前泰国大米出口已企稳回升，但其中仍
存在隐忧。在国际稻米市场上，印度和越南是泰国
的主要竞争对手，巴基斯坦、美国、缅甸和柬埔寨
也在不断提高出口量，它们可能会进一步蚕食泰国
大米的国际份额。就内部因素而言，泰国稻米产业
长期以来一直面对着单位产量较低以及种植成本高
昂这两大问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不断降低。
因此，泰国政府应加强与民间机构的合作，共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同推动稻米品种的研发，推广科学种植和科学管理，
加大农业科技的运用，提高泰国稻米的单位产量和
质量，降低种植成本。同时，政府还要给予农户和

此外，柬埔寨国家银行已于今年 3 月正式批准

农业科研机构资金支持，领导、配合相关企业开拓

中国工商银行金边分行作为柬埔寨人民币业务清算

出口市场，继续以政府间协议的方式增加大米出口

行。工行金边分行将为当地银行同业提供包括人民

量。只有如此，泰国才能长期保持大米出口的稳定。

币账户管理、当地人民币同业清算、跨境人民币资
金清算、流动性支持以及同业人民币资金市场服务
等全面的人民币清算服务。

柬埔寨银行业吸引外资目光
The Cambodian Banking Industry Is Attracting
Foreign Capital

今年 7 月，马来西亚最大的银行马来西亚银行
拟在柬埔寨塔克马奥设立第 5 家分行，拓展当地银
行业务。2013 年马来西亚银行已在柬埔寨开设了 4
家分行，带动柬埔寨当地存款年增长 40%49。

中国银行金边分行 2014 年 10 月 8 日在柬埔寨
银联国际今年 9 月宣布与柬埔寨湄江银行在柬

首都金边举行仪式庆祝中国银行在柬埔寨新设奥林

匹克支行，
中国银行金边分行成立于 2011 年 5 月 7 日， 埔寨发行多种联名卡产品，为柬埔寨居民的日常消
它在当地的第一家支行五洲支行在 2012 年 12 月 12 费和国际出行提供更加优惠、便利的支付服务，这
日设立，新设立的奥林匹克支行目前是中国银行在
48
47

泰夺得菲 30 万吨大米竞标，中国驻泰国使馆经商参处，2014-9-

中国银行在柬埔寨开设第三家营业机构，2014-10-9，

http://roll.sohu.com/20141009/n404940877.shtml

17，http://t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9/20140900733384.

49

shtml

http://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4-07/50583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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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银行拟在柬埔寨设立第 5 家分行，2014-7-10，

此外，老挝的机场数量也很少，2004 年老挝的

是柬埔寨当地银行首次发行联名卡产品。

机场数量是 12 个，而到了 2012 年，老挝的机场数
外资在柬埔寨的投资不仅仅是柬埔寨设立分行， 量只增长了 1 个，为 13 个老挝的港口数量也比较少，
一些外资还对柬埔寨银行进行股权收购。日本三井 且增长缓慢。2004 年老挝港口数量为 24 个，其中只
住友银行今年宣布将收购柬埔寨阿克莱达银行已发

有一个国际港口。2012 年，老挝的港口数量为 28 个，

行股份的 12.25%，阿克莱达银行目前是柬埔寨最大

国际港口数量仍为一个。

银行。该收购所需资金将超过 100 亿日元，这也是
图表 22：老挝公路总里程（单位：千米）

日本的银行首次投资柬埔寨银行。

（2005-2013）
柬埔寨经济与金融的快速发展的促进了外资银
行进入柬埔寨，外资银行的进入也为柬埔寨的银行
业注入了新活力。目前柬埔寨人均年收入仅为 950
美元，是越南的一半，泰国的五分之一。柬埔寨经
济体量小，增长速度快，随着柬埔寨居民收入的提高，
柬埔寨银行业也将快速发展。

老挝将大规模升级国内基础设施
Laos Will Upgrade Infrastructure for ASEAN
Connectivity
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日前披露大规模升级国
内道路基础设施的一项长期计划，总投资额近 60 亿
美元。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部长表示，老挝未来
将大力提升道路建设标准，以适应东盟一体化要求，
老挝政府将鼓励国营机构与民间资本联合投资以及
申请国际援助来完成这一目标 50。
老挝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目前老挝公路网总
里程约 45800 公里。但是老挝的道路交通发展水平
落后于其他东盟国家，许多道路建设标准低于东盟
地区基准，难以满足东盟一体化的需求。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数据整理

目前，多个国家和组织已经将目光投向了老挝
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开发银行将提供 4000 万美元
的贷款开辟旅游业，重点用于铺设农村道路、改善
旅游区环境、提高服务等方面。老挝旅游业可能额
外增加 3.3 亿美元的收入以及可提供超过 27000 个
工作岗位。中国进出口银行于今年 7 月 28 日在北京
与老挝国家电力公司签署南俄 3 水电站项目出口买
方信贷融资框架协议。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向老挝国
家电力公司提供约 12 亿美元用于支持中国企业总承
包的南俄 3 电站项目及相关设备采购 51。
总之，老挝的基础设施缺乏和落后，基础设施
市场缺口大。目前包括日本和东盟国家在内的一些
亚洲国家都已经看到老挝基础设施市场的潜力。随
着老挝基础设施的兴建于完善，老挝的经济也将保
持较高的增长水平。

由上表可知，老挝的公路总体上来说处于稳定
增长状态。老挝公路总长从 2004 年的 31300 公里增
长到 2013 年的 45800 公里，10 年间仅增长了 46%。

50

老挝投入 60 亿美元 提升道路基础设施，2014-10-7，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4-10/07/content_29122742.htm

51

中国与老挝电力能源合作备忘录项下首个项目签署，2014-8-1，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801/12843013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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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开始允许外国银行在境内开设全资分行

期间做好营业准备，确保自营业首日起即可开展全

Myanmar Allows Foreign Banks Setting up the
Branches

部银行业务，并保证严格遵守央行各项规定。银行

缅甸的经济改革正取得进步，金融业开放的速

在达到上述标准后将获发正式营业许可。
图表 24：中国工商银行在缅甸的下一步发展目标

度也在加快。缅甸 50 余年来首次允许外国银行在境
内开设全资分行。《缅甸环球新光报》称，这是缅
甸中央银行 2014 年 10 月 1 日发布的公告 52。缅甸中
央银行此次向 9 家外国银行发放临时营业许可。获
得许可的 9 家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澳大利亚澳
新银行、泰国盘古银行、马来西亚马来亚银行、日
本东京三菱 UFJ 银行、日本瑞穗银行、日本三井住
友银行、新加坡华侨银行和新加坡大华银行。
图表 23： 在缅甸新设立的华侨银行缅甸分行将
开展以下业务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以新加坡华侨银行为例，该银行 2014 年 10 月
中旬宣布，已获得在缅甸开展银行业务的外资银行
牌照，开始筹备在缅甸地区的业务运营。华侨银行
集团环球商业银行服务总裁高体良表示 :“很高兴能
在缅甸这一重要发展阶段里获批外资银行牌照，核
准华侨银行在此设立分行。我们很荣幸能获此机会，
以重建我们在缅甸已有的分支网络”。华侨银行将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能为在缅甸运营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及当地银行
提供全系列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华侨银行计划于 12

每家外国银行获准在一处地点开设一家分支机

个月内完成缅甸仰光分行的开业筹备。

构经营对公业务，并可向外商投资企业和本地银行
贷款。此外，外国银行还可通过本地银行向缅国内

中国工商银行（简称工行）也在此批获得在缅

企业贷款，或与本地银行联合发放银团贷款。缅甸

甸设分行资格之列。这也成为首家在缅甸获准营业

央行副行长赛昂博士表示，目前暂不允许外国银行

的中资银行，工行非常重视东南亚市场的开拓，目

从事零售银行业务；每家外国银行须缴纳至少 7500

前工行在东盟 10 国已开设 8 家机构，湄公河区域已

万美元资本金，其中部分金额将被锁定，不允许全

全部设立机构，实体机构的良好布局为工行金融业

部撤出缅甸。

务区域联动互补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自缅甸 2011
年开放以来，工行抢占先机，率先在缅甸设立代表处，

相关规定较严格，所定的临时许可有效期并不

并积极参与缅甸境外银行准入竞标，在 30 多家境外

长，临时营业许可有效期为 12 个月，要求银行在此

银行竞标中成功中标 53。

52

53

缅 甸 核 发 外 国 银 行 营 业 许 可，2014-10-4，http://china.huanqiu.

com/News/mofcom/2014-10/51577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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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行 成 首 家 获 准 在 缅 甸 营 业 的 中 资 银 行，2014-10-9， http://

news.163.com/14/1009/10/A841GTCJ00014JB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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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婆罗洲大道发展将激发东马投资

存在着许多争议之处。毕竟，在 2011 年宣布的第

Construction of Pan-Borneo Highway Will
Maximise Investment on East Malaysia

十大马计划（10MP）下，政府就已提出要提升泛婆
罗洲大道项目，而当时该大道的长度达 2239 公里，
其建筑成本仅为 220 亿令吉（约合 67 亿美元），政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 2015 年财政预算案的讲

府也在过去 4 年间也拨出了 4.57 亿令吉来兴建该大

辞中宣布，将会启动全长 1663 公里的泛婆罗洲大道

道 57。而这 2239 公里的大道项目，实际就是现有公

（Pan-Borneo Highway），以强化东马两州之间的

路的提升项目。因此，预算案提出的泛婆罗洲大道

54

经济发展与联系 。该大道的总建筑成本预计为 270

是全新的大道，还是旧计划重提的项目，这就有待

亿令吉（约合 82.3 亿美元），其中 936 公里处在砂

于政府的进一步解说。

拉越，其余 727 公里位于沙巴州。

图表 25：现有的泛婆罗洲联邦公路一景
（砂拉越路段）

鉴于 1982 年建设，并在 1994 年开通的南北大
55

道 ，成功在过去的 20 年间，加速了西马半岛玻璃
市至柔佛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因此，政府希望通过
泛婆罗洲大道的建设，能为东马这两个州属带来
同样的效应。与此同时，加上沙巴和砂拉越两州在
2013 年全国大选中为国阵政府延续执政权贡献良多，
打出发展东马的主题牌无疑成为 2015 年财政预算案
的主轴。
尽管泛婆罗洲大道在预算案讲辞中已经提出，
但根据公共工程部长法迪拉尤索夫（Fadillah Yusof）
的说法，相关大道的建设并非由政府拨款兴建，而

资料来源：砂拉越婆罗洲博客

是透过公共私人合作伙伴（PPP）的方式进行 56。法

（http://borneo-sarawakian.blogspot.com）

迪拉尤索夫也表示，这项拥有 4 个车道的大道项目
料将在 2015 年起动工，预计需耗时 10 年完成。
但以政府现阶段所披露的细节，这很可能将是
有趣的是，这项 1663 公里的泛婆罗洲大道还

一条全新的大道，因以现存公路的地理条件而言，
要扩大至 4 个车道，存在着一定的执行难度，这包

54

THE 2015 BUDGET SPEECH，2014-10-10，http://www.bnm.

gov.my/files/2014/budget2015_en.pdf
55

括了部分道路环绕着森林区、旧有道路经常崩坏等
问题（见图表 25）。

政 府 无 需 赔 偿 36 亿 大 道 冻 结 涨 价 至 2015 年，2011-11-16，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118689
56

Pan Borneo Highway to be ready by 2025

— Fadillah，2014-

10-12，http://www.theborneopost.com/2014/10/12/pan-borneo-

57

highway-to-be-ready-by-2025-fadillah/

2013-7-27，http://www.ocdn.com.my/news.cfm?NewsID=36865

陈泓缣抨击政府漠视沙砂发展 泛婆大道建费不如巴生谷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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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项全新的大道计划在缩短了长度

的道路建设必须经过许多山区险峻的境况下。

后，还能涵盖多少个城镇与区域，则为另一焦点。
在人口分布较密集的东马两州，只有在交通衔接完

同时，一旦大道能在 2025 年或更早之前通车，

善下，才能进一步激化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否则，

这不仅带动沙砂两州的整体经济发展，更能引入外

以现况而言，这两个州属的经济来源，就只能依靠

资的积极参与以及其他项目的建设，包括提升乡区

石油与天然气、棕榈种植业，以及旅游业等来持续

与原住民的基础设施等。中国投资者可以关注这一

支撑。这对一个急需迈向高收入国的国家而言是不

机会。

利的。
图表 26：东马道路经常面对土崩、路崩、裂痕
等问题

东盟对卫星导航服务的需求为北斗系统提
供了广阔市场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Has a Bright
Future in ASEAN Members
9 月举办的第 11 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上，中
国企业推出了北斗卫星增强基站、无人机、无人船
等产品，成为了展会上的一大亮点。在此期间，中
方通过举办中国 - 东盟北斗技术转移研讨会，展示
了北斗技术转移成果、应用成果以及应用前景，为
北斗导航系统在东盟国家拓展市场创造了良好的基
础 58。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研
发，迄今已成功发射二代导航卫星 16 颗。2012 年，
北斗导航服务范围成功覆盖中国及东南亚地区。
2013 年，中国提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覆盖的发
展目标，把东盟纳入北斗现阶段重要的服务对象名
单。经权威测评表明，北斗卫星系统在低纬度东盟
地区的精度与性能，全面优于美国 GPS 等全球 3 大
卫星系统，而东盟国家对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的需
求十分广阔 59。

资料来源：沙巴论坛

若政府有意以公私伙伴模式推动泛婆罗洲大道

目前，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在泰国、缅甸、老挝
等东盟国家已有应用。在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

58

光谷北斗开发东盟市场 计划在泰国建设 200 多个基站，2014-9-

的建设，则希望东马两州的建筑业者能结合外来投

24，http://t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9/20140900742502.

资者的资源与资金配合，这对于道路建设的能力与

shtml

时间而言，都会带来最大的效益，尤其当东马两州

59

中 国“ 北 斗 ” 落 户 新 加 坡 将 成 立“ 研 发 中 心 ”，2014-9-

16，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interface_
toutiao/2014-09-16/123927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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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两国签署了合作条约，未来三年在泰国境内建

时空信息服务平台，促进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发展 62。

立 220 个地基增强站。届时，北斗在泰国的定位精
度可达厘米级。泰国政府对北斗系统的定位精度和

近期，由中国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主办、武汉

速度感到十分满意，并认为两国在北斗方面的合作

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中心协助举办的“2014

是科技转让和共同开发的关系，这有助于该系统的

年北斗技术与应用国际培训班”成功落下帷幕。此

进一步发展和应用 60。根据计划，2020 年之前中方

次培训班为期 20 天，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

将协助东盟十国建立 1000 多个北斗地基增强站。届

国和文莱等东盟国家都派出了学员参加 63。

时，中国和东盟将共享同一套卫星定位系统，这对
双方打击跨国犯罪、促进经贸交流具有重大的推动
作用 61。

可见，东盟国家对于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有着浓
厚的兴趣，东南亚的卫星定位和导航市场发展前景
广阔。中国北斗在东盟大有可为。

图表 27：泰国北斗地基增强站

马来西亚伊斯干达特区医疗教育产业发展
势头良好
Iskanda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Medical Industries Is in Progress
为落实 Vision 2020（2020 年进入已开发国家行
列）政策目标，马来西亚近年来积极推动高端服务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

业发展，希望通过吸纳国际高阶人才来推动经济结
构转型。凭借着与新加坡一水之隔的地理优势，伊
斯干达经济特区（Iskandar SEZ）正逐渐朝国际医疗

除建设地基增强站外，中国和东盟在北斗卫星

城、教育城（Educity）等高端服务业转型 64。

定位系统的技术合作上也取得了进展。9 月 11 日，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中位协）与新加坡经济发
展局签署了《建立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卓越创新合作
协议》，将在新加坡成立“卓越创新中心”。该中
心将以北斗时空信息服务体系为中心，围绕导航应
用技术，重点解决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实现重大技
术集成和行业应用示范。同时，立足新加坡国情和
实际需求，构造开放式的产业体系结构，打造强大

自 90 年代晚期，马来西亚经济转型陷入瓶颈阶
段，在经济结构上始终无法完成后工业社会转型（见
图表 28）。依据发展理论对后工业社会的定义 ——
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 70%—— 马来西亚显然尚处于
由中等收入往高收入社会的转型阶段。缺少高附加
值产业以及过多限制的产业政策使得马来西亚经济
结构转型陷入困境。

62

中 国“ 北 斗 ” 落 户 新 加 坡 将 成 立“ 研 发 中 心 ”，2014-9-

16，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interface_
toutiao/2014-09-16/12392750.html
60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东盟市场前景广阔，2014-9-16，http://news.

xinhuanet.com/fortune/2014-09/16/c_1112506755.htm

63

6 1 中 国 北 斗 挑 战 美 GPS 霸 主 地 位 亚 太 东 盟 已 全 面 覆 盖，2014-9-22，64
http://mil.news.sina.com.cn/2014-09-22/0952802387.html61

2014 年北斗系统技术与应用国际培训班成功举办，2014-8-14，

http://www.most.gov.cn/kjbgz/201408/t20140812_115029.htm
马来西亚凭什麽挖走台湾白领，〖台湾〗《商业周刊》，2014-9-

29-201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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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凭借着地理位置优势，伊斯干达经

林人口众多使得该国在吸引国际医疗旅客方面具有

济特区已逐渐在这一轮高端服务业转型中脱颖而出

较多优势。随着该国放宽对医疗专业人员的管制，

（见图表 29）。此外，面对人力资源流失的问题，

以伊斯干达为核心的医疗旅游行业正逐渐成为马国

马国政府将此视为国家重大议题，在总理署下设立

高附加值服务业的核心。

人才公司（TalentCorp）负责吸纳高素质人力资源回
流，并对高阶人力资源在马国工作的规范进行松绑，
其中以医疗业就业资格的松绑最引人关注。

图表 30：2008 年至 2012 年间国际医疗服务人次
（单位：个人）

图表 28：马来西亚产业结构（2012-13）

资料来源：CIA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
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my.html

图表 29：伊斯干达进驻企业与高校机构

资料来源：〖台湾〗《商业周刊》，
Issue 1402，2014-9-29 至 2014-10-5，第 119 页

图表 31：大马政府开放医疗产业流程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卫生部官网，安邦咨询整理
资料来源：〖台湾〗《商业周刊》，
Issue 1402，2014-9-29 至 2014-10-5，第 111 页。

近年来亚洲各国皆把观光医疗视为一项新兴
产业（见图表 30），为推动医疗观光产业，马国政
府大力松绑医疗从业人员就业资格，试图将马国
打造为东亚与伊斯兰世界间医疗旅游枢纽（见图表
31）。由于马国具有英联邦国家的背景，国内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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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香港加入 10 ＋ 1 将有助于深化区域整合

在区域进行重新定位便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对于

Hong Kong Is Joining ASEAN+1 Market That
Promotes Regional Integration Further

以服务业为经济结构主体的香港来说，加入 10+1 的
目的不在于商品进入东盟的关税税率，而是在 10+1
深化过程中强化对东盟市场的话语权。

香港正与东盟就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
判，倘若谈判进行顺利，香港有望在明年被纳入

图表 32：香港中转输往东盟的五大来源地（%）

ASEAN+1 的范围内，这为香港日后加入 RCEP 与
TPP 创造了有利条件 65。作为东亚区域内最高级别
的服务业枢纽，香港同东盟间在产业上有着极高的
互补性。此外，近日举行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
展高级论坛中，广东省长也呼吁优先在珠三角试推
10+1 升级版 66。
香港企业同东盟国家间交往由来已久，东盟是
香港的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及第四大服务贸易伙伴。
2013 年香港出口至东盟的贸易额为 304 亿元，占香
港整体出口的 6.7%，香港对东盟的进口额为 659 亿
元 67。在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中，大概超过 10% 是经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官网，安邦咨询整理

68

过香港的贸易，2013 年有 450 亿美元 。在 2012 年，
经香港为转口输往东盟的货物中，有 72% 来自中国
（见图表 32）。

作为东亚区域内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以
及区域金融中心的双重身份，香港在中国—东盟一
体化的过程中可以扮演极为关键的角色。由于具备

作为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口岸，东南亚企

专业服务优势，在中国—东盟一体化过程中，香港

业曾将香港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通道，双边在经贸

可以在法律、审核、金融等高附加值领域内扮演关

上维持着密切交往。但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

键性角色。

后，香港在区域内的中转功能遭到严重削弱，如何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65

香 港 有 望 明 年 加 入 东 盟 10+1 市 场， 争 东 盟 席 上 话 语 权，2014-

10-13，http://asean.anbound.biz/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

政策方针下，通过将“点”串联成“带”，中国积

articleid/40346/

极通过政策活络区域间交往，获准参与 10+1 的香港

66

将能在整合过程中凭借自身优势找到新的定位。最

广东省长：争取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政策在泛珠先试，2014-

10-13，http://news.163.com/14/1013/10/A8E869FN00014JB5.html

后，香港加入 ASEAN+1 市场，不但有助于深化市

67

场整合，也为台湾日后循香港途径参与 10+1 市场提

东盟—香港 FTA 开谈在即，2014-6-4，http://fta.mofcom.gov.cn/

article/fzdongtai/201406/15878_1.html
68

Interview：HK Commerce Official Hopes For Early Signing of

供了先例。

ASEAN-HK FTA， 2014-5-14，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
bilingual/2014-05/14/c_1333334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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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 - 中国各项合作为海上丝路奠定基础

议。该倡议将为东盟与中国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利益

ASEAN-China Are Building New Maritime Silk
Road

共同点和经济增长点。
图表 33：东盟各国的 2013-2014 年盈利前景
（相比 2012 年盈利）

中国同东盟于 2003 年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2004 年到 2013 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从 1059
亿美元增加到 4436 亿美元，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
1200 亿美元。
2014 年 9 月 19 日，为期 4 天的第十一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中国 -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
宁于南宁闭幕。13 场高层论坛、2300 多家参展企业、
5.7 万参展参会客商围绕着“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
互联互通、产业合作、海上合作、金融合作等重点
领域，博览会务实举办系列活动，拓宽服务领域区域，
推动中国 - 东盟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69。

资料来源：安邦东盟数据库

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
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提出到 2020 年贸易
额达到 1 万亿美元的目标。

除了经济方面，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还将促进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国与东盟的
相互理解与信任，同时还能促进中国与东盟人民的

在“黄金十年”期间，东盟与中国双边互利合
作意义大、成果多。例如，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

往来，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帮助东盟拓
展中国市场。

贷款，中国提供设计、标准和规范的连接爪哇岛和
马都拉岛的跨海大桥—泗马大桥于 2009 年 6 月通车；

今年是东盟与中国钻石十年的初始年。在今年

中国援助的印尼杂交水稻技术合作项目取得丰硕结

9 月的东盟博览会的产业园区招商大会上，中国北

果；参与修建的印尼最大水利枢纽加蒂格迪大坝对

斗办公室与泰国、中马钦州产业园分别签署了备忘

地方电力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柬埔寨甘再水电站、

录以及意向书。老挝签署了水电、水果等合作项目。

中菲农业科技合作中心、昆曼公路、中马钦州和关

新加坡与广西启动了合作建设港口码头、开通海运

丹姊妹产业园等项目都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大成

班轮航线的项目；广西钦州港与马来西亚关丹港、

70

果 。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缔结国际姐妹港，促进道路联通。

再看未来的“钻石十年”，东盟与中国合作将

由此可见，在东盟与中国未来的钻石十年，双

会进入具体而深化的阶段。2013 年 10 月，中国国家

方全面合作的前景广阔，双方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将

主席习近平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

会使双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获益。

绸之路、携手建设中国 - 东盟命运共同体等合作倡

而且，这些合作必将为东盟 - 中国建成新海上丝绸
之路奠定基础。

69

中国东盟钻石十年共建海上新丝路 2014-9-19，

http://news.sina.com.cn/c/2014-09-21/105030890665.shtml
70

同一片海洋 同一个梦想——中国东盟合作回顾展望，2014-10-4，

http://news.sina.com.cn/c/2014-10-04/1548309485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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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公会致力于搭起马中互惠合作的桥梁

指出，马华必须实现政治实力、经济实力以及文教

MCA Sets up the “1 Malaysia-China Corporation”

实力的三个跨越 73。

马华公会或马华是马来西亚华人公会（Malaysian

图表 34：官联机构与中小企业一起扩大中国市场

Chinese Association）的简称，
成立于 1949 年 2 月 27 日。
它是一个代表马来西亚华人的单一种族政党，所有
党员皆是由马来西亚华人和具有华人血统的公民组
成。根据该党的党务报告，截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
马华在马来西亚全国共有 106 万 6 千 737 名党员。
马华总会长廖中莱前天在党代表大会上说，在
其他族群眼中，华人善于经商，但以华人为主的中
小型工厂多年来根本无法做大做强，要从生产制造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马华总会长廖中莱讲话整理

过渡到研发设计，似乎遥不可及 71。根据马华的观察
分析，由于资金和市场的限制，以华人主导的中小
企业很容易陷入发展的瓶颈，而土著也继续错失经
历企业由小做大的重要过程。

其中，马华施政框架，文明磁场的策略之一，
就是要帮助华人中小工业冲出海外，而要达到这个

马华公会认为，政府应该打破现有的经济结构，

目的，中小企业必须和土著企业配合，尤其是借助

让不同种族加入经济中层，也就是上层土著精英、

马国强大的、兼在本区域举足轻重的官联公司。只

中层华人和底层各族人士结合，最终打造出一个普

要政府积极介入重整经济，让财雄势大的财富基金

遍更富裕的橄榄形社会和信息化社会。官联公司也

和官联公司走出海外开拓更大的市场，就能腾出国

应该与中小企业并肩作战，一起进军国际市场，尤

内市场让给中小企业。马华倡导建设“一个马来西

其是中国、印度、中东和印度尼西亚市场。

亚文明磁场”的理念，以期将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
提升为国际竞争力。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参加马华公会大会时致词，
认同这项建议与概念。他认为，双方可坐下讨论如

因此，借助各方的这些努力，马来西亚 - 中国

何进军中国市场的细节，让官联机构与中小企业一

企业和有关机构就可抓住这些机会，并都能促进合

起扩大中国市场 72。

作和互惠互利。

廖中莱说，目前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联
邦土地国际控股（FGVH）等公司也在积极进军东
盟国家，但往往只能控制自然资源，而未进一步参
与下游工业。
马华总会长廖中莱在吉隆坡举行的马华公会上

71

助政企私企合作进军中国 马华建议设“马中机构”，2014-10-

14，http://www.zaobao.com/news/sea/story20141014-399903
72

助政企私企合作进军中国 马华建议设“马中机构”，2014-10-

14，http://www.zaobao.com/news/sea/story20141014-399903

73

廖中莱：马华要实现三个跨越，2014-10-12，

http://news.163.com/14/1012/19/A8CLCSGK00014JB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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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东盟贸易通道” 金融支持：

展最快的贸易通道之一 74。

渣打表示有领导优势
China-ASEAN Trade Channel Needs Strong
Support by Financial Industry
东盟将在 2015 年年底实现经济一体化，现在时
间紧迫，中国 - 东盟也进入钻石十年的升级合作期，

值得注意的是，渣打驻东盟和中国的各首席执
行官，在中国畅谈中国与东盟战略联盟将为两地商
界和企业带来机遇，宣布渣打集团将充分利用国际
网络的强力支持，以及在人民币领域的领导优势，
全力推动建设“中国 - 东盟贸易通道”。

中国 - 东盟的贸易和投资合作需要银行业的全力支

自 2003 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和东盟

持。然而，由于诸多因素，中国银行业的这些活动

已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双

尚未完全展开。而美国的渣打银行则已在中国 - 东

边贸易额在过去 10 年增长了 4 倍，中国已超越欧盟

盟贸易合作领域开展了较深入的工作。

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也成为中国第

图表 35：中国 - 东盟贸易的金融支持，
渣打中国力争领导地位

三大贸易伙伴。随着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完
善和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正式启动，预计 2020 年之前，
双边贸易额将达到 1 万亿美元，
双边投资将达到 1,500
亿美元。中国政府正鼓励企业“走出去”，对东盟
的投资势头将持续强劲，尤其将为当地的基础设施
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75。
上述信息给我们的启示是，仅有支持政策是不
够的，中国 - 东盟合作需有金融业的全面参与，而
这一领域要做的工作仍然很多。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制作

渣打银行 10 月 16 日在上海首次举办中国 - 东
盟联席董事会会议。东盟是渣打集团目前全球八大
业务区域之一，2013 年东盟地区收入占集团盈利的
比例高达 24%，是继大中华区之后的第二大收入增
长点。随着双边经贸的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亚洲
企业看到“中国 - 东盟贸易通道”中存在的巨大商机。
截至 2013 年，渣打在东盟十国的无缝服务网络已为
来自中国的近百家企业和几十家金融机构客户提供
了金融支持，同时也为东盟的一百多家企业客户在
中国的业务拓展提供了跨境产品和解决方案。目前，
“中国 - 东盟贸易通道”已成为全球最重要也是发

74

渣 打 全 力 推 动 “ 中 国 - 东 盟 贸 易 通 道”，2014-10-16，http://

www.cs.com.cn/sylm/jsbd/201410/t20141016_4536562.html
75

渣 打 全 力 推 动 “ 中 国 - 东 盟 贸 易 通 道”，2014-10-16，http://

www.cs.com.cn/sylm/jsbd/201410/t20141016_45365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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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保险企业应该如何挖掘东盟的保险市场？

保险，而先行发展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How Should Insurance Players Tap into ASEAN’s
Insurance Market?

泰国以及菲律宾更需要自然灾害和海上事故之类的

2014 年 10 月 1 日，新加坡贸工部长林勋强在第
一次东盟保险峰会演讲中表示，东盟保险市场具有

保障。
图表 36：像菲律宾台风海燕这样的自然灾害极为
需要保险的保障

很大的潜力 76。他说，东盟在过去的几年内所发生的
自然灾害，海上事故以及空难事件（菲律宾台风海燕，
泰国大水灾，马航 -17 和马航 -370 事件以及马六
甲海峡海盗问题就是最好的例子），都反映了该地
区严重匮乏生命和财产的保护。为了全面保护各方
的利益，他呼吁保险企业抓准这个机遇，扩大他们
在东南亚的业务，尤其是在灾害，航运和航空三方
面提供新保险产品 77。
根据马来安邦的分析，东盟保险市场的确具有
很大的潜力。从该地区非常低的保险渗透率来看

资料来源：The Nation

78

（2013 年为 3.35%） ，东南亚市场的美好前景是不
容置疑的。问题只在于保险公司如何挖掘这么庞大
和多样的市场。在这一点上，安邦认为保险商应该
以下面的三个思路来打入东盟的保险市场。

当然，如后起发展中国家（越南，柬埔寨，缅
甸和老挝）那样，这些先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城镇
化过程，因此两者都需要人寿保险，房屋保险，汽

1、保险企业应该按当地的市场需求来推介和销

车保险，火险和其它财产有关的保险产品。这也使

售它们的产品。因东盟地区分为先进国家、先行发

得这些产品具有很大的销售市场。然而，唯一不同

展中国家和后起发展中国家，保险公司必须按照各

的是，这些后起发展中国家的保险市场较为不成熟，

国的发展情况而设计它们的业务发展策略。举个例

这也为各国保险公司提供了商机。在四个后起发展

子，先进国新加坡最需要的是网络风险和海上运输

国家当中，缅甸最有成长潜力。因此，保险业者，
若要进入这些新市场，需要认清这两点。

76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insurers in ASEAN, Channel NewsAsia

（ 亚 洲 新 闻 频 道 ）, 2014-10-1,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

2、因条例问题，保险企业应该以两种方式来展

news/business/singapore/business-opportunities/1392080.html

开东盟的业务。目前，各国的具有限制性的多种保

77

险条例依然存在，也因此，保险公司必须按各国的

78

同上
Insurance customers will be big winners in AEC, The

Philippine Star, 2014-7-29, http://www.philstar.com/letterseditor/2014/07/29/1351534/insurance-customers-will-be-big-

条例来进行它们的业务。例如，印度尼西亚拥有较
高的风险资本要求（risk-based capital，简称 RBC）

winners-a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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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加坡已颁布了第二代风险资本要求的规定。

美日在跨太平洋合作协议（TPP）

同时，泰国也正在考虑落实第二代风险资本要求的

谈判中上演“大斗法戏”：

规定，而它的邻国缅甸仍然没有一个完善的保险规
定 79。东盟国家这种多样化的条例是保险企业在设
计新产品时必须考虑的。
另外，保险类机构也需要了解东盟市场所推动
的新保险统一规定。由于各国都继续延续东盟经济

对东盟参与国有什么启示？（上）
US-Japan’s Bickering i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Talks: Any Insight
for the Southeast Asian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1)

一体化的道路，保险企业应该留意各国放松管制的

2014 年 9 月 25 日，路透社报道，跨太平洋合作

措施和政策，尤其是那些措施和政策促进各成员国

协议（TPP）的美日双边谈判又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的保单能否在其它东盟国家生效。以新加坡为例，

根据日本贸易部长甘利明所透露的情况，日方已经

新加坡部长建议保险公司投入自然灾害、海上事故

做出较为灵活的提议，但这依然没有获得美方的通

和空难事件的保险业务，保险业者需要关注有关的

过，最终谈判以失败而告终 82。在这种状况下，日本

跨国措施和政策。总而言之，保险市场一体化是未

已把矛头指向美国。

来发展的新趋势，而保险业者应该为此作好准备。
图表 37：美国谈判代表 Michael Froman（左）和
3、保险企业需要利用好大数据分析（big data

日本贸易部长甘利明（右）在华盛顿展开 TPP 谈判

analytics）作为调查东盟市场的主要工具。从这一点
看，马来安邦非常赞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所建议的外内大数据资料库的成立（内部
数据指的是保险公司本身的数据，而外来数据是来
自于外面信息来源，比如，媒体和智能手机等的数
据）80。结合了这两种数据，保险公司就可以获得东
盟的准确分析。这不但使得保险企业了解东盟各国
和整个地区的保险购买趋势，保险问题和失效率，
它也很大程度上帮助保险业者设计针对性的保险产
品 81。提供自然灾害、海上事故和空难事件的保险产
品都需要这一类的分析。任何保险公司能做到这点，
它就在东盟获得全面的竞争优势。
从长远来看，东盟的保险市场只会变得更加庞
大。如前面所说，关键在于如何挖掘该市场。为此，
马来安邦所分析提议的三个思路是保险企业值得参
考的。
资料来源：日本时报
79

2014 EY Asia-Pacific insurance outlook: Continuous evolution,

Ernst & Young,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__2014_Asia-Pacific_insurance_outlook/$FILE/EY-2014-EY-AsiaPacific-insurance-outlook.pdf
80

同注 79

81

同注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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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Japan, US remain apart in trade talks, dealing blow for TPP, 路透社

, 2014-9-25, http://uk.reuters.com/article/2014/09/25/uk-japan-tradeusa-idUKKCN0HK04W20140925

同时，美国谈判代表 Michael Froman 也在 10 月
10 日公开批评日本政府，以严肃的字眼来形容该国。
据他说，日方没有意要推动该国所倡导的以 TPP 来
促进国内经济结构改革（进一步落实安倍经济学的

菲律宾南部与伊斯兰国挂钩 沙 巴 东 部 安 全
再现波澜（上）
Linkage between ISIL and Southern Philippines:
Challenges Remain in Sabah’s East Coast (1)

第“三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双边的 TPP 谈判
由去年 12 月延迟到今年年底 83。美日两方最新的争
论又在 TPP 的事务上添加了一个不确定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公开批评的做法也是两国
盟友间少见的现象。它说明了两国提出的要求均超
出对方所能够接受的程度，从而使得这两个 TPP 大
国都面临了困境。它们的争执同时会给较小的四个
东盟参与国以什么启示呢？

虽然菲律宾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
简称摩伊解）今年 3 月签署了“邦萨摩洛综合协定”
（CAB），冀望在 2016 年于棉兰老岛特定区域成立
邦萨摩洛自治区 86，但随后陆续发生的绑架与枪杀事
件，以及境内其他武装部队宣布效忠伊拉克与黎凡
特伊斯兰国（ISIL）等，都持续考验着和平进程，甚
至对菲南、印尼与马来西亚沙巴的海域范围带来潜
在的危机。

按目前的情况来看，TPP 已陷入了明显危机。

图表 38：沙巴与菲南的地理位置与沙巴东部

参与该协定谈判的两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都在

安全区简介

打着自己的算盘，不愿意在农产品和汽车关税问题
上再作让步。举个例子，日澳自由贸易协定所定下
的 19.5% 关税率是日本在 TPP 牛肉进口问题上定下
的最后底线，而且该国也要求这一关税率以十八年
时间来落实其措施。除了肉食产品之外，日本也继
续要求该国的大米、小麦和糖产品获得 TPP 免降税
条例 84，从而再次挑战了美国原定下来的 0% 关税率
目标 85。
（待续）

83

US accuses Japan of jeopardising trade pact, 金 融 时 报 , 2014-

10-10, http://www.ft.com/intl/cms/s/0/3a9c5dc2-504b-11e4-982200144feab7de.html
84

Clint Richards, Chances of a TPP Agreement by Year’s End

Fading, The Diplomat, 2014-9-10,   Aurelia George Mulgan, Why the
US struggles against Japan in TPP negotiations, East Asia Forum,
2014-8-27,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4/08/27/why-the-us-

资料来源：星洲日报

struggles-against-japan-in-tpp-negotiations/
85

US-Japan trade talks hit new farm exports snag, CNBC, 2014-9-

26, http://www.cnbc.com/id/102037251#; Why the US struggles against

86

Japan in TPP negotiations, East Asia Forum.

www.uniteddaily.com.my/?q=node/68397

历时 17 年马拉松谈判 菲与摩伊解终签和约，2014-3-27，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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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摩伊解成员在 9 月份宣布将在年底之前放下
87

武器相比，完成第一梯次的解除武装程序的消息 ，
菲南另外两支武装组合—阿布沙耶夫以及摩洛伊斯
兰自由战士（BIFF，简称摩伊战在 8 月份先后宣布
效忠 ISIL88 对区域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震撼性无疑更强

《成都宣言》为中国 - 东盟合作提出
新的思路
“Declaration of Chengdu” on China-ASEAN
Relations: New Thinking for the Future

大。值得注意的是，ISIL 在叙利亚“起义”后，就

中国 - 东盟关系已经进入到细化合作的新阶段。

吸引了全球各个地区上万名自愿军的参与，参与过

第九届中国 - 东盟民间友好大会则是在在东盟国家前

程绝大部分更是来自于互联网上的联系与号召。在

政要、政府官员、各国友好组织负责人、各国驻华使节、

全球化与数码化的年代，这波武装动员能力将存在

各国地方政府、企业界、文化界和新闻界代表共同见

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倘若 ISIL 与菲南武装分子确实

证下，通过了《成都宣言》。

联系起来，将对菲南与沙巴之间的海域问题形成全
此届中国 - 东盟民间友好大会围绕“中国 - 东盟

新的危机。

关系：面向未来的新思考”的主题，进行深入讨论。
因此，在菲南自治区建设依然未完全明朗之际，

成都宣言指出，将积极支持签署“中国 - 东盟国家睦

由另一批武装组织主导的效忠 ISIL 行动，几乎对菲

邻友好合作条约”、启动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

南和平进程造成沉重的一击。这群武装组织甚至恫

判、设立亚洲基础设置投资银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

言重新在苏禄海域范围内建构伊斯兰神权国，范围

绸之路等重大倡议，支持东盟 2015 年建成共同体，支

甚至还包含了马来西亚的沙巴与砂拉越两州，以及

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91。

89

印尼加里曼丹等区域在内 。
图表 39：中国 - 东盟关系高层论坛的会议现场
有趣的是，这群武装组织所要成立的伊斯兰国
范围，正是与东盟三大次区域之一，即东盟东部增
长区（BIMP-EAGA）的合作范围相重叠，这无疑
也将让东盟关联成员国颇感头疼。毕竟，从区域规
模而言，这是东盟最大的次区域范围 90；但从经济发
展的现况与前景而言，该区域却又是次区域合作中
最缺乏关联成员国关注的地区。同时，相关地区实
际上却又是拥有最多天然资源的区域，如菲南的矿
业，沙巴的石油与天然气、海产、种植业等等。因此，
一旦区域内的武装组织与 ISIL 挂钩，所带来的连锁
效应，尤其经济层面，将会难以想象。

资料来源：四川新闻网

（待续）
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在论坛上表示，“国之交在
87

菲 南 分 离 组 织 开 始 解 除 武 装，2014-9-29，http://news.sinchew.

com.my/node/389018
88

菲律宾两支反政府武装宣布“效忠”ISIS 极端组织，2014-8-17，

http://mt.huanqiu.com/Html/ahtml/mil/2014-08-17/5108290.html
89

于民相亲”。在《以东方智慧开启中国 - 东盟友好新
历程》的演讲中指出，中东盟关系已进入“钻石十年”
的成熟期，双方合作已进入快车道，中国与东盟各国

防 长 忧 菲 武 装 组 织 挺 ISIS 煽 动 沙 砂 脱 离 威 胁 更 大 ,2014-9-22,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222721?tid=3
90

东东盟经济成长区（东盟东部增长区） 加强内部合作整合，2014-

6-19，http://www.seehua.com/node/11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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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第九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大会通过《成都宣言》，2014-9-19，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9/19/c_1112555908.htm

应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更具东方智慧的理念，共同开

标 93。

启和平、友好、合作的新历程 92。
从深层意义上说，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在于
中国 - 东盟中心秘书长马明强强调应做好宣传， 建成一个有竞争力、发展平衡并与国际接轨的单一
迎接中国东盟合作进入内地。他说，四川有非常好

市场和生产基地。杨大使认为，在这一进程中，东

的资源，熊猫、饮食、川剧及其中的变脸表演 ...... 但

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市场分割将被打破，贸

是需要宣传。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合作从沿海发展进

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东南亚地区

入内地是一种必然，你会发现沿海城市已经陆续成

将逐步形成一个具有 6 亿多人口、经济规模超过 2

为东盟的贸易伙伴，这种贸易伙伴关系很快会到达

万亿美元、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经济体，这有利于

四川。我们要做的是加快这个速度，把更多的从东

中国在更高的水平上与东盟开展经贸合作，优化资

向西走的资源、客源、物源引入四川来，这就需要

源配置，延伸产业链条，有利于中国东南沿海及西

更好的展示自己。

部沿边省区进一步扩大开放。

图表 40：东盟共同体建设正快马加鞭

资料来源：中国驻东盟杨秀萍大使讲话，安邦咨询制作

另外，中国和东盟国家互联互通的建设方面，
成都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成都市是连接东盟国
家和内地的重要枢纽。
中国驻东盟大使杨秀萍今年 8 月在雅加达表示，
将于明年底建成的东盟经济共同体。目前相关举措
已完成 80% 左右，这对于以多样性为特征的东盟来
说，成绩已十分突出。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如制定统一标准、减少非关税壁垒等，东盟内的一
些欠发达成员国已表示无法如期完成经济共同体目

92

《 成 都 宣 言 》 通 过 中 国 与 东 盟： 永 做 好 邻 居、 好 朋 友、 好

93

伙

伴，2014-9-19，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4-09/19/

2014-8-1，http://news.xinhuanet.com/yzyd/local/20140801/

content_28856605.htm

杨秀萍：东盟经济共同体建成为中国带来哪些机遇？

c_1111900032.htm?prolonga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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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AND COOPERATION
中国 - 东盟产业园区：泰中罗勇工业园

公路。从曼谷到园区只有 1 个半小时的车 程，距离

China-ASEAN Industrial Park: Thai-Chinese
Rayong Industrial Zone

泰国最大的深水港廉差邦仅 27 公里。园区周边水、
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十分发达，非常适合加工转口
型企业发展。园区按“现代化工业园”的高标准进

泰中罗勇工业园由中国华立集团与泰国安美德

行 基础设施配套，土地平整，道路宽阔，水电充足，

集团合作开发，是中国确定的首批境外经济贸易合

蒸汽、天然气、污水处理一应俱全，完备的基础设

作区之一，也是一个主要面向中国投资者的现代化

施为世界 500 强企业所认可。同时，园区是与泰国

工业园区。该园区是中国商务部批准的首批境外经

工业区管理局（IEAT）签约合作的工业区。园区客

济贸易合作区，为中国企业入驻工厂提供最佳的平台。 户可享受泰国工业区管理局提供的园内“一站式”
2005 年 7 月 1 日，在泰国前总理他信和中国国
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合作开发
“泰国工业园”的备忘录。2006 年 3 月，园区开始

服务，
以及园区提供的包括 BOI 证书、法律政策咨询、
员工培训等服务。
图表 41：泰中罗勇工业园周边交通图

开发建设。同年 8 月，中国华立集团成为商务部首
批“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中标企业之一。2010
年 11 月，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与泰
国前总理阿披实的见证下，华立集团又与泰国安美
德集团签署了联合深化开发泰中罗勇工业园备忘录。
在东盟，泰国 GDP 总量居第二位，经济年均增
长稳定，市场潜力大，辐射能力强。泰国还建立了
完善的交通、公共与工业基础设施，成为许多中国
企业理想的投资对象国。同时，泰国是受欧美等国
家认可的、具有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这些国
家对泰国采取相对宽松的经济贸易政策。多年来，
泰国几乎没有与欧美国家发生反倾销等贸易壁垒，
它可以成为中国商品出口欧美的避风港，对制造业
企业很适合。
一、区位优势明显的泰中罗勇工业园
泰中罗勇工业园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投

资料来源：百度图库

资政策优惠，基础设施完善，是中国企业赴泰国投
资兴业、开拓东盟市场的最佳选择。
泰中罗勇工业园位于泰国东部海岸、靠近泰国
首都曼谷和廉差邦深水港，紧邻罗勇府 331 号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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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中罗勇工业园区享受泰国最优惠的第三区政
策，并且是享受三区政策中地理位置最好的工业区。
在泰中罗勇工业园投资，拥有土地永久产权；前 8
年可免除企业所得税，后 5 年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

8 年内免征进口机器关税；为外销目的，5 年内进口
原材料免缴关税；自产品销 售之日起 10 年内，可
将交通、水电费用作为成本从所得税中双倍扣除；
自企业有收入之日起 10 年内，基础设施安装和建设
费的 25％可作为成本从利润中扣除（可选择在任何
一年扣除）。
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泰中罗勇工业园总体规划面积 12 平方公里，将
建设一般工业区、保税区、物流仓储区和商业生活区。
其中，一期规划占地 1.5 平方 公里 , 二期规划占地 2.5
平方公里，三期占地 8 平方公里。自 2006 年 3 月开
发建设以来，目前已经开发超过 1.5 平方公里，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其中，园区 土地开发经切割填充，
紧密度达到 80%。平整后的土地海拔 90-105 米，具
有坚实的地基，适合安置重型机械和建筑厂房，节
省打桩费用。水库蓄水量 350 万立方米，年可供水
600 万立方米，外部水库年可供水量 600 立方米。

转口贸易和商业生活区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园区。
泰中罗勇工业园开发建设以来，良好的投资环
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周到细致的服务已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企业前来投资兴业和参观考察。截 止今
年 8 月中旬，共计吸引 42 家企业入驻园区，协议投
资金额合计 8.09 亿美元。其中 21 家中资企业已经
开工投产，年销售额超过 6 亿美元；其余 21 家企业
处于建厂或设备安装调试阶段。目前已经入驻的企
业包括浙江盾安环境、重庆力帆摩托、杭州中策橡胶、
无锡西姆莱斯钢管、富通集团、河北立中车轮、重
庆宗申摩托等一批中国著名企业，以及美国菲利普、
韩国 Monami 等国际知名企业。投资领域涉及汽车
零部件制造、摩托车组装、电子电气产品加工、建材、
机械产品加 工等。未来泰中罗勇工业园将重点吸引
机械、建材、汽配、电子、电气等领域的企业前来投资，
也欢迎其他有意开拓泰国和东盟市场的其他类型企
业投资。

园区变电站可提供 22 千伏的电力，泰国地方电力局

泰中罗勇工业园专设一支由中泰员工组成的专

提供 110 千伏的专线。泰国石化局铺设的天然气管

业团队为入园企业提供一站式投资服务。从投资前

道直接通到园区，可以充分供应给需要天然气的用户。 的商务考察、政策咨询到土地产权办理、公司注册、
BOI 优惠申请，再 到工程承包、会计税务服务推荐、
园 区 备 有 2048 线 的 光 纤 电 信 系 统 和 ISDN/
员工招聘与培训，甚至向泰国当地银行融资，入驻
ASDN，可保证高效通讯需求。园区所有 道路均由
企业都可以在讲中文的服务人员协助下轻松完成。
钢筋混凝土铺设，主干道宽 52 米，8 车道。同时园
“一站式”服务主要内容为： 园区可代客户向泰国
区活化淤泥废水处理系统可接受来自各个工厂已符
投资促进委员会（BOI）进行投资政策的咨询以及
合排放标准的废水，目前处理量 18000 立方米 / 日。
申请投资办厂的优惠政策；可向客户提供在泰企业
园区可提供垃圾回收服务，焚化炉日处理垃圾能力
注册登记的相关咨询以及办理具体手续；入园企业
达 33 吨。此外，园区环境优美，绿化率达到 30%，
建造厂房时，园区可协助客户安排设计、施工招投标、
并获得 ISO14001 环保标准认证。目前，园区道路开
申请厂房建筑许可证、厂房验收执照及开工许可证
阔，厂房整齐，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厂房严格按
等；可为企业提供招工咨询、员工培训、办理劳工
照环保标准建立，整个园区符合环保标准，已在泰
证等人力资源方面的服务；可为企业提供标准厂房、
国形成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中国境外经贸
写字楼、仓库、展示厅、堆场等设施的租赁服务；
合作区”。 同时，园区内中资企业会所、诊所、餐厅、
可为企业提供员工宿舍、高级公寓、中式餐饮等生
银行、宿舍、商业中心等配套生活设施也基本完善，
活配套设施服务等。
具备了企业大规模入驻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
在中泰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未来泰中罗勇
三、重点吸引有比较优势的中国制造产业投资
工业园的建设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几年后将形成一
按照规划，泰中罗勇工业园的产业定位主要为：

个年生产规模达 15 亿美元，集制造、仓储物流、转

汽配、机械、建材、家电和电子等有比较优势的中

口贸易和商业生活区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园区，为

国产业。园区计划引进中国企业 50 至 100 家，年产

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东盟市场提供一个坚

值 15 亿美元，最终形成为集制造、会展、仓储物流、 实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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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缅甸转型过程中的黑暗面：反穆斯林暴力事

若开邦的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爆发冲突，导致近

件—— 国际危机组织 亚洲报告 N° 251（1） 200 人死亡，约 14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绝大多数为
The Dark Side of Transition: Violence against
Muslims in Myanmar——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N°251 (1)
执行摘要

穆斯林。直到今天那里的族群之间实质上仍处于相
互隔离状态，人道主义形势相当严峻。
2013 年初，暴力活动蔓延至缅甸中部。最严重

的事件发生在密铁拉市，某个店铺里发生的一起争
端引发了反穆斯林暴力冲突：一名佛教僧侣被残酷

继 2012 年若开邦族群之间爆发致命冲突之后，

杀害，导致局势迅速升级，多达 1000 名暴徒在持续

反穆斯林暴力事件已经蔓延到缅甸其他地区。由于

两天的骚乱中给穆斯林社区带来了大范围的破坏，

缅甸国内对穆斯林积怨已深，安保力量又应对无力，

造成至少 44 人死亡，其中包括在某伊斯兰学校的一

意味着冲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除非政府做出有效

场屠杀中丧生的 20 名学生和几名老师。

反应，同时扭转社会上的态度，否则暴力可能会继
续蔓延，影响缅甸的转型进程，并危及其在本地区
以及国际上的地位。

警方的应对一直饱受缅甸国内以及国际舆论的
诟病。若开邦的警察几乎全由若开佛教徒组成，据
称他们无力制止针对穆斯林的袭击，有的还被指控

暴力冲突发生的背景是，缅族佛教徒的民族主

参与了暴力活动。一旦部署了军队来实施行动，军

义情绪日益高涨，由僧侣发动的倡导不宽容和抵制

队的表现会更好一些。密铁拉市的警察显然无力控

穆斯林商业的“969”运动的影响力逐步扩大。这两

制那些聚集在店铺外面的愤怒民众，当冲突迅速升

个因素构成一个危险的组合：多年独裁统治下民众

级时，警察无可救药地陷入寡不敌众的境地，无法

压抑已久的巨大挫败感和愤怒情绪，现在被一个披

采取有效措施。

着宗教地位和道德权威外衣的民粹政治力量所引导，
将矛头指向了穆斯林。

缅甸的暴力冲突对本地区也产生了影响。乘船
离开若开邦，历经千辛万苦前往本地区其他国家的

反印度和反穆斯林的暴力事件在缅甸屡见不鲜。 穆斯林人数一直在急剧增加，引发了其中一些国家
这些问题的根源是该国的殖民历史和人口组成，以 公众的谴责之声。随着缅甸佛教徒在马来西亚被杀
及在此背景下缅族民族主义的兴起。在随后的几十

害、其他国家发生相关的暴力冲突，种族间的紧张

年里，致命的暴力事件在缅甸各地时有发生。然而，

局势也蔓延至缅甸边界之外。缅甸还一直受到圣战

极权统治的废除和现代通信的普及，都意味着暴力

的威胁，一直以来也都还有针对缅甸或针对本地区

蔓延的风险大大增加。

佛教人物的阴谋和袭击。缅甸准备在 2014 年接手成

缅甸最受歧视的人口是若开邦北部地区的穆斯
林罗兴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剥夺了公民权，

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轮值主席国，暴力冲突
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在人身自由方面也受到严格限制，同时强加于他们

缅甸政府明白这一问题利害攸关。吴登盛总统

的还有许多残暴严苛的政策。2012 年 6 月和 10 月，

公开阐明了暴力的危害性，并宣布对暴力事件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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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态度。警方的应对已有所改善，能够更快、 的。本报告讨论了自殖民时期以来缅甸族群紧张关
更有效地采取干预措施，更迅速地控制暴力事件。

系的历史渊源、若开邦的局势和缅甸各地最近发生

尽管有所延迟，但犯下这些罪行的肇事者都被起诉

的暴力事件。本报告还进行了暴力冲突的动态分

和判刑，然而也存在这种担心，那就是对佛教徒的

析，并指出其可能的责任人、对本地区造成的后

处理有时会较为宽大。

果、政府当局的反应以及为了解决暴力和极端言论
所应该采取的进一步行动。

然而，还有更多的工作亟待处理。除了加强警
察的防暴训练和升级其装备外，有必要对警察服务
进行更广泛的改革，使包括来自少数民族和信仰少
数派宗教等在内的警察的服务更高效，更取信于民，
尤其是在族群层面。现在万事才刚刚开头。政府和
全社会也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打击在公共场合、
媒体和网上发布的极端偏激言论。缅甸正处于历史
性的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绝不能因为狭隘和偏执而
功亏一篑。
仰光 / 雅加达 / 布鲁塞尔，2013 年 10 月 1 日
I. 引言
当缅甸正在摆脱几十年的独裁和孤立状态之
时，族群间爆发的暴力冲突使国家的转型变得更为
复杂，并损害了缅甸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地位 94。2012
年，两轮暴力事件席卷了若开邦，并在今年年初蔓
延到缅甸中部地区。同时伴随出现的还有对穆斯林
容忍度的下降和日益极端的反穆斯林言论，参与散
布这两种观点的其中一些力量包括激进的佛教民族
主义团体和一小撮言谈活跃的僧侣极端分子。如果
缅甸无法应对这一问题，暴力事件有可能进一步升
级。
本报告是基于详细的背景调查和对大量人士进
行深入访谈而完成的，访谈是在近几个月发生过暴
力冲突的城市以及仰光和曼德勒等主要城市进行

94 关于缅甸自现政府上台以来危机组织所做的相关报告，见危机组织
亚洲简报140A号：《缅甸克钦冲突的暂时和平》，2013 年6月12日；亚
洲简报136号：《缅甸改革：一周年记》，2012年4月11日；亚洲简报
127号：《缅甸：重大改革进行中》，2011年9月22日；亚洲报告238
号：《缅甸：风雨欲来》，2012年11月12日；亚洲报告231号：《缅
甸：经济改革的政治学》，2012 年7月27日；以及亚洲报告214号：《缅
甸：和平新倡议》，2011年11月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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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东盟中心
APPENDIX A

ABOUT ASEAN-CHINA CENTRE (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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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CHINA-ASEA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UND (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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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china-asean-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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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 Appendi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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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