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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从“亚太自贸区路线图”视角反思区域经济

整合政策

Rethink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Policy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FTAAP Route Map

本月 10 日至 11 日，APEC 第 22 次领导人在北

京正式展开；随后，在 12 日至 13 日间，第 9 届东

亚峰会（EAS）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召开；15 日至 16

日，20 国集团领导人会议移驾至澳大利亚布里斯本

举行。在“国际会议周”中，区域整合议题再次进

入世人眼中。通过对外交议题的有效管理，中国在

会议期间取得了全方位的外交成就（见图表 1），其

中又以 APEC 期间通过的亚太自贸区路线图最受到

重视。

图表 1：APEC 期间中国取得外交成果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在全球金融危机风暴下，近年来，东亚扮演着

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角色，当中又以中国加东盟最具

经济增长潜能。作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

加东盟人口总量超过 18 亿人，经济增长动能强劲（见

图表 2）。 

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情况下，东亚正

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力量。凭借着较高的互补

性，中国加东盟依旧保持较高增长潜能，然而，增

长潜能正在衰退。

图表 2：2014 年至 2015 年间东盟＋ 1 各国
经济增长预测

资料来源：IMF 官网，安邦咨询绘图

一、增长动能不足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进入转型阶段，在“新常态”

下，中国经济将从以往的高速增长进入中等增长。

此同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使得东盟国家面临

经济增长放缓，东亚经济因此出现增长动能不足的

困境。近期，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东盟国

家经济表现遭受严重冲击。以工业化程度较高的马

来西亚为例，出口转弱使得令吉兑换美元创下四年

来新低，今年十月份投资人减持马国资产总额超过

25 亿美元，马来西亚成为新兴工业国中经济表现最

差的国家 1。

同样情况发生也发生在印尼。作为东盟内最大

1　 商 品 价 跌， 马 来 西 亚 经 济 看 衰，2014-11-19，http://www.

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119000083-26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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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印尼出口以大宗商品（矿物燃料、矿渣、油

脂以及橡胶类制品）为主，占其出口总额 50.7%2。

随着商品出口价格下跌，印尼政府财政支出也被迫

消减。近日印尼政府宣布消减对汽油补贴，调高油

价不但将使市民阶级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外，通货膨

胀阴影也为该国政治稳定带来变数 3。

对于以大宗商品为主要出口项目的东盟国家来

说，国际商品市场低迷不振使得经济增长受到抑制，

也因此，如何扩大内需市场便成为提振经济动能的

首要目标，这与中国的目标大致相同。

二、扩大公共投资

在国际经济局势短期内缺乏动能的情况下，包

括中国、东盟十国在内的财长于 10 月 24 日在北京

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签署了意向书；

11 月 8 日，习近平主席在 APEC 会上宣布建立 400

亿美元规模的“丝路基金”用作“一路一带”建设基金。

随着上述项目进入运作阶段，中国将为周边国家提

供总额逾 1400 亿美元的发展融资，然而，对于急于

通过公共设施建设来扩大内需的周边发展中国家而

言，这笔资金并不足以填补该缺口。

随着东盟共同体将在 2015 年底完成，迄今为止

相关基础设施尚处于严重不足阶段。根据亚洲开发

银行统计，在 2020 年前，东盟国家需要投入 8000

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区域内跨国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则在 3000 亿美元左右 4。

相较于东盟国家因基础设施短缺导致的内需不

足，中国所面对的则是产能过剩的问题。如何在自

由贸易的框架下更好地媒合，进而提升总体经济效

率便成为深化双边关系中关键的一环。为了让市场

在双边关系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政府除了大幅取

消企业境外投资限制外，也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区来

2　中国—东盟中心：2013 年中国—东盟信息手册，	2014 年，第 11 页

3　印尼政府调高油价补贴价格，2014-11-19，http://asean.anbound.

biz/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articleid/40939/

4　东盟国家欢迎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4-10-

24，http://gb.cri.cn/42071/2014/10/24/5931s4739834.htm

深化区域经贸整合。本届 APEC 期间，在中国积极

斡旋下，亚太自贸区（FTAAP）路线图正式纳入会

议宣言中，如果一切顺利，随之而来的区域整合有

望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能。

三、结论

随着亚太自贸区路线图进入研议阶段，新一轮

区域经济整合有望再次展开。安邦（ANBOUND）

认为，中国政府在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同时，应

该更加审慎地进行思考。对于本届政府而言，在周

边外交优先的纲领下，“一路一带”战略将有助于

带动周边国家内部需求，进而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

程度。然而，相对于中国，周边国家的投资环境并

不出色。除了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外，其劳动力素

质与基础设施皆不及中国。在商业环境、法治水平

等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投资能否受到公平对待

有待时间证明。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常遭遇不公正对

待。在经商环境不及中国且投资缺乏保障的情况下，

如何向中国企业提供诱因，进而引导具有竞争力的

国内企业前去周边国家投资都与亚太自贸区发展息

息相关。

也因此，在积极促进区域贸易整合的同时，相

应性配套措施是极为重要的。唯有向周边国家输出

资本与过剩产能的同时一并输出配套制度，帮助、

督促输入国建立适宜的投资环境、减少贸易障碍、

保护境外与私人投资才能真正深化周边国家对中国

企业的吸引力。而在项目选择等方面，更要注意市

场导向，确保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产生经济与社会效

益，以此维护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利益。

随着中国企业迎来了“走出去”的大潮，跨国

企业将取代政府在区域整合中扮演起更加核心的角

色。在区域整合深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角色也

应出现相应性变化，以往通过国家间签署自由贸易

条约转变成协助中国企业在当地建立起竞争力，并

参与当地经济整合。唯有更好地让企业融入当地，

才能建立真正意义的“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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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探讨在缅甸发展土瓦经济特区

Japan Stud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awei 
Special Economic Zone

2014 年 10 月 20 日，缅甸杂志伊洛瓦底江（The 

Irrawaddy）透露，日本将正式对缅甸土瓦经济特

区（Dawei Special Economic Zone）进 行 可 行 性 研

究 5。这一次的举动是日方对该项目第一次采取的具

体动作，打破了许多媒体对日方介入土瓦经济区的

怀疑和负面预测。仅次于迪洛瓦经济特区（Thilawa 

Special Economic Zone）之后，土瓦的项目，如日本

政府全面投入其经济特区的发展工作，将成为日方

在缅甸实行开放政策以来的第二大项目。

图表 3: 缅甸土瓦经济特区的模型图

资料来源：土瓦发展有限公司

（Dawei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网站

5　Japan	to	carry	out	studies	on	how	to	revive	Dawei	SEZ,	 伊 洛 瓦

底	(The	Irrawaddy),	2014-10-20,	http://www.irrawaddy.org/business/

japan-carry-studies-revive-dawei-sez.html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最新举动对缅泰“复活”

土瓦经济特区给出一个正面效应。早在 2010 年，缅

甸和泰国当局把整个工程给予泰国最大的建筑公司

意大利 - 泰国发展私人有限公司（ITD）来经营，

但该公司无法引进私人资金到土瓦投资，而且它也

在 3 年里面花费了 1.89 亿美元。直到 2013 年年底，

缅泰当局终止了 ITD 的经营特权 6，而过后，两国领

导人都积极拉拢日本政府投入土瓦经济特区的发展

工作。根据泰方所透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同意

协助缅泰政府发展该特区，并敦促三方尽快协商如

何展开有关的工作 7。

作为初步工作，日方通过日本经济产业省和东

盟与东亚经济研究所（ERIA）的资助，将对土瓦经

济特区进行三项可行性研究（feasibility studies）工

作 8。

1、日本将首先探讨土瓦的前景，也就是它是否

能成为湄公河南印度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产业枢纽 9。

因土瓦经济特区是一个产业混合区（有关的设施包

括港口、生态工业园区、发电厂和公路），日本需

要认清它的战略意义。土瓦经济特区是否真的能连

接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陆地供应链和城市，并进

一步减少 50% 的运输距离（直接减少了成本）以及

它是否能加快货物到达南印度的时间 10，其两大战略

问题都是日本需要优先考虑的。

6　同注 5

7　Japan	 recommits	 to	Dawei	project,	Bangkok	Post,	2014-10-2,	

www.bangkokpost.com/news/politics/435528/japan-recommits-to-

dawei-project

8　Japan	to	carry	out	studies	on	how	to	revive	Dawei	SEZ,	伊洛瓦底

9　同注 8

10　泰国称东南亚货物到印度的运输时间将减少三天 .	更多的信息，

请 看 :	Niwattumrong	Boonsongpaisan,	Dawei	Project	the	New	Asian	

Gateway,	2013-5-22,	http://www.mof.go.th/home/Pr/fpo_roadma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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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INA-ASEAN WATCH /  2014.114

2、日方也会探索如何三方能够合作推动土瓦的

发展 11。安邦咨询估计，在这么多问题当中，资助问

题将成为日本的大难题。日本是否以官方发展援助

（ODA）来资助土瓦工程，需要多少资金才能进行

项目开发以及以什么机制来推动该工程，这些问题

都是需要日方深入考虑的。

此外，泰国也希望日本给予该国科技和技术上

的援助以及培训，所以，日方也必须探讨一个既能

符合泰国的需求也同时保护本国技术产权的解决方

案。从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援助史来看，能达成各

方都满意的科技转移方案是极度困难的。

3、长远之计是，日本也将研究如何吸引民营企

业和资金来投资土瓦经济特区的建设 12。在这一点

上，日本特殊的政府与民营企业伙伴关系将成为关

键因素。

由于日本政府已有了各种机制来协助本国民营

企业在海外投资开发，因此，寻找这方面的合作问

题并不大，而且也有可能很多民企加入土瓦的工程。

上述情况也充分解释了为什么缅甸和泰国愿意寻求

日本作为它们的第一合作伙伴。与以往 ITD 不同的

是，日本政府的加入间接地解决了该工程最要紧的

问题——私营资金的不足。

总体来说，这三项研究成果将决定日本能否全

面投入土瓦经济特区的建设。当然，政治考量也是

另一个关键因素，尤其是当安倍政权高调地实行“重

返东南亚”政策。如果日本真的全面投入该经济特

区的建设，那么土瓦经济特区真的会成为东南亚规

模最大的工业园区。

11　同注 10

12　同注 10

麦肯锡生产力科学中心有望提升新加坡

企业的生产力

McKinsey Productivity Sciences Centre Is 
Expected to Elevate the Productivity of Singapore 
Companies

2014 年 10 月 16 日， 根 据 新 加 坡 亚 洲 新 闻

频道的报道，麦肯锡生产力科学中心（McKinsey 

Productivity Sciences Centre） 正 式 在 新 加 坡 拉

开 帷 幕 13。 作 为 新 加 坡 经 济 发 展 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与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最新

一项合作项目，该中心的成立其实来自于两方在麦

肯锡创新校园（McKinsey Innovation Campus）的计

划下而推行的工作。但与该计划的其它项目不同的

是，麦肯锡生产力科学中心是一个罕见的政府与私

企的合作项目。

图表 4：新加坡总理办公处部长及第二内政部和
贸工部部长易华仁（中）与麦肯锡高级人员合影

资料来源：麦肯锡东南亚的 Twitter

如新加坡亚洲新闻频道所报道的那样，MPSC

的成立是为了协助本地公司与外企提高他们的生产

13　First	McKinsey	 productivity	 research	 centre	 launched	 in	

Singapore,	 亚 洲 新 闻 频 道	(Channel	NewsAsia),	2014-10-16,	http://

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business/singapore/f i rst-

mckinsey/14176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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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具体地说，麦肯锡将以它的咨询专长提供咨询

与研究服务以及基准标记工具。此外，该公司也帮

助各公司寻找以科技为主的解决方案，开展的种种

服务都是为帮助提高各公司的生产力为目标。有关

信息也指出，麦肯锡将把注意力锁定在三个行业，

它们是建筑业、制造业和饮食业 14。在达到企业效率

的总体上，节省商界的运作时间以及成本，但又不

影响整体的生产力，这已成为该中心短期内的方针。

以麦肯锡的管理合伙人，Oliver Tonby 的分析

为例，如果企业确实能遵循世界级的商业惯例并运

用最现代管理系统与工具的话，企业生产率将能达

到 10% 到 15% 的提升。在某一些行业，生产率甚至

可以提升到 40%15，大大超越任何一方的预期。对于

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如新加坡那样，生产力就是

关键因素，因没有强大的生产力，该国就无法在经

济上保持竞争力，也无法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同时，麦肯锡也着手实行它的长远计划。其公

司在 MPSC 的团队已开始研究“改变当代经济格局”

的各种趋势。根据新加坡总理办公处部长（以及第

二内政部和贸工部部长）易华仁（S. Iswaran）的透

露，中国经济改革，东盟经济一体化和颠覆性科技

的使用都是麦肯锡咨询，以及其研究和分析团的研

究议题 16，尤其是了解这些趋势对各国经济与企业

的影响。在未来几年内，安邦咨询估计麦肯锡会如

其它新加坡研究所和咨询公司那样，将提出更多的

应对方案和建议。科技化的解决方案（technology-

based solutions）和新决策方式（new decision-making 

methodologies）都是麦肯锡在新加坡等国能发挥的

方面。

14　同注 13

15　同注 14

16　Speech	by	Mr.	S.	 Iswaran,	Minister	 in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and	Second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	and	Trade	and	Industry,	

at	 the	 Launch	 of	 the	McKinsey	 Productivity	 Services	Centre	 at	

McKinsey’s	8th	 Innovation	Forum	Event,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MTI)	Singapore	News	Room,	2014-10-16,	http://www.mti.

gov.sg/NewsRoom/Pages/MR-S-ISWARAN-AT-THE-LAUNCH-

OF-THE-MCKINSEY-PRODUCTIVITY-SCIENCES-CENTRE-AT-

MCKINSEY%E2%80%99S-8TH-INNOVATION-FORUM-EVENT.aspx

整体来说，麦肯锡与新加坡政府的合作模式是

很值得中国有关机构探讨的。这种合作模式是新加

坡政府很鼓励的新趋势，尤其是借用智库的能力来

探索解决经济、社会和政策上的问题 17。因目前全球

都面临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复杂形势，中国和新

加坡政府都应该让官方和民间智库（如安邦智库）

参加一系列的决策探讨和推动。只有这样，各方才

能全面地投入中国主席习近平之前所提出的“新型

智库”的建设。

柬埔寨燕窝业者放眼中国市场

Cambodia Bird Nest Farmers Eye on Chinese 
Market

根据柬埔寨燕窝业联合会（Cambodian Bird’s 

Nest Federation，CBNF）的消息，该会计划在 2015

年开始向中国出口柬埔寨当地生产的燕窝，并针对

国际燕窝出口事项拟定了价值达 15 亿美元的投资计

划 18。

随着中国对来自马来西亚燕窝的进口解禁，

以及印尼获准直接向中国出口燕窝，如今柬埔寨燕

窝业者也有意直接向中国出口燕窝。和印尼、马来

西亚等国家相比，柬埔寨的燕窝业起步得晚；迟至

2011 年柬埔寨才拥有本国生产的燕窝 19，此前该国

的燕窝都是进口的。随着燕窝业的发展，柬埔寨燕

窝公司联合会正式在 2014 年 7 月成立。联合会主席

南速提（Nang Sothy）表示，柬埔寨尚未正式将燕

窝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不过该联合会已要求柬埔

寨商业部以协调包括把该类食品列入中国卫生和植

物卫生申请列表等事宜。

17　麦肯锡虽然不是一间智库，但是它拥有了很强的研究和分析团队；

此外，该公司也不是普通业务性的咨询公司，换句话说，麦肯锡是以高

端研发工作来推动咨询服务的咨询公司

18　柬燕窝联会投资 15 亿	提高产量出口中国，2014-10-19，2014-

10-19

19　柬埔寨天然燕窝开业，2011-7-6，http://news.sinchew.com.my/

topic/node/223560?t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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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燕窝业在柬埔寨开发之后，该国以大约每公

斤 800 美元的价格出口未加工燕窝至越南和泰国，

并在这两国以大约 2,000 美元的费用进行加工，然

后销售到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等市场 20。由

于加工费昂贵，柬埔寨燕窝业者所获得的利润不高，

因此联合会希望该国燕窝业能减少对泰、越两国的

依赖，直接向中国出口燕窝产品。

图表 5：金边一家售卖柬埔寨国产燕窝的专卖店

资料来源：柬埔寨日报

联合会披露，柬埔寨有计划设立近 1,500 座饲

养燕子的燕屋，每个月的燕窝产量能达到 1 吨，并

预计能为约 1,000 人带来就业机会。这些燕屋的初

步阶段主要集中在西哈努克省（Preah Sihanouk），

该省预计将有超过 250 座燕屋，其他将设立燕屋的

省份包括了白马（Kept）、唝吥（Kampot）和国公

（Koh Kong）省，同时首都金边（Phnom Penh）、

干拉（Kandal）、磅针（Kampong Cham）、磅通（Kampong 

Thom）、马德望（Battambang）、菩萨（Pursat）、

暹粒（Siem Reap）等省也被视为适合设立燕屋的地

点 21。

20　Bird’s	nest	producers	eye	China	market,	2014-10-21,	http://

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bird%E2%80%99s-nest-

producers-eye-china-market

21　 柬 埔 寨 燕 窝 养 殖 业 有 利 可 图，2014-10-20，	http://www.

cambodiasky.com/business/zshz/2928.html

虽然联合会当局对柬埔寨开拓国际市场的前景

感到乐观，但实际情况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根据《柬

埔寨日报》的报导，生产燕窝的资本高昂，建造燕

屋的最低价格需要 100,000 美元，还需要大约 20,000

美元购买潮湿器、播音器、观察摄像器等器材；部

分燕屋每个月的燕窝产量只达 4 至 5 公斤，目前全

国 500 至 700 家燕屋的每个月燕窝只达 150 公斤 22。

成本昂贵也不是柬埔寨燕窝业面对的唯一问题；

由于柬埔寨燕窝业起步得晚，和燕窝业成熟的印尼、

马来西亚相比，柬埔寨缺乏相关人才和技术；同时

目前柬埔寨的燕窝产量低，不足以应付国内需求，

因此柬埔寨燕窝业要做好进军中国市场的准备，可

能还需要 2、3 年的时间。

老挝经商便利度排名上升

Laos Improves Standing in Ease of Doing 
Business Ranking

老挝于 2013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该国的

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也为这个人民平均收入最低

的东盟国家带来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机会。这些包括

申请加入世贸的一系列措施，实际上是老挝人民革

命党政府自 1986 年经济改革以来的深入举动。同时，

在 2014 年老挝也维持了 7.6% 的 GDP 成长率，是全

世界 GDP 成长率最高的其中一个国家。

在 2014 年 10 月，世 界 银 行 的《经 商 环 境 报

告》公布了 2015 年老挝的经商便利度排名（Ease of 

Doing Business Ranking）为全球 189 经济体的第 148

位，和去年的 163 相比上升了 15 位 23。经商便利评

估涵盖了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电力取得、登

22　Nest	Farmers	Hatch	Ambitious	China	Export	Plan,	2014-10-22,	

http://www.cambodiadaily.com/news/nest-farmers-hatch-ambitious-

china-export-plan-70521/

23　Lao	 PDR	 Advances	 in	 Global	 Ranking	 on	 Ease	 of	 Doing	

Business,	2014-10-29,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

release/2014/10/29/lao-pdr-advances-in-global-ranking-on-ease-

of-doing-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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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财产、信贷取得、投资者保护、纳税、跨境贸易、

执行合约、破产声请和雇用工人等十一个领域，是

世界银行建立的评价经济政策的一项指标 24；经商

排名指数越高，表明该经济体的整体环境越有利于

开创和经营企业。

图表 6：东盟国家经商便利度排名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世界银行公布数据整理

目前中国、越南、泰国为老挝的三个主要投资

国，不过近几年来老挝也积极的招揽更多国家前来

老挝投资；韩国、日本、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

澳洲等国皆在老挝一些领域有所投资，美国公司则

在老挝几乎没扮演什么角色 25。

老挝的经济体为东盟国家之中最小的，不过近

年来老挝政府的经济政策奏效，不少经济领域都有

明显的提升，尤其在建立抵押登记方面以保障借款

人和贷款人合法权益、提高老挝证券交易所（LSX）

上市公司的董事信息披露标准以强化对中小投资者

的保护；这些都是该国在经商便利度排名上升的原

因。

24　世界银行经商便利度指数 ,	2014-3-27,	http://www.digitimes.com.

tw/tw/dt/n/shwnws.asp?CnlID=10&Cat=35&Cat1=&id=373022

25　Laos	Market	 Profile,	 2013-5-8,	 http://export.gov/thailand/

doingbusinessinthailand/doingbusinessinlaos/index.asp

老挝每一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达三十亿美元，

居东盟国家的首位。和邻近的柬埔寨（排名 135 位）

和越南（排名 78 位）相比，老挝的经商便利度排名

来得低，不过老挝的矿业、农业发展潜能大；该国

的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合栽种不同种类的农作物，

同时老挝铜产丰富，对吸引外资发展农、矿有相当

大的吸引力。

目前，老挝的城镇化率为 35%26，反映了经济的

较快增长。而且，城镇化发展也能带动旅游、服务

和零售业。随着老挝的经商便利度排名的提高以及

经济保持继续增长，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有更多外

资进驻老挝。

虽然老挝的经商便利度排名上升，这个东南亚

唯一的内陆国家却还是面对着不少问题。老挝的农

业有发展潜能，但目前的增长缓慢；虽然矿物产量

丰富却受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所影响。

此外，老挝的交通系统和基础设施都不算发达，

使其在运输商品和货物方面均受到制约。同时，老

挝的司法制度尚未成熟，在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方面

仍有改善空间。另一方面，老挝面对的财政赤字问题，

对未来的经济稳定性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近 30 年来老挝的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带来了令

人瞩目的成果，经商便利度排名上升也反映了该国

在各方面有所改善。即便如此，老挝依然面对着不

少问题；能不能吸引更多外资在于老挝政府在政策

方面是否做出调整，以及其在营造投资环境方面的

努力。

26　Laos:	Business	growth	opportunities,	7.6%	 in	GDP,	2014-6-

20,	http://decisioninsider.com/index.php/supply-chain-logistics/news/

item/801-laos-business-growth-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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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交易所欲提升创业板竞争力

Bursa Malaysia Is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GEM

马来西亚交易所（Bursa Malaysia）在 11 月 18

日发文告寻求公众咨询，以完善旗下创业板（ACE 

Market）的上市与交易机制，从而提升该板的市场

吸引力以及整体竞争力 27。完善创业板的机制是必要

的举动，这不仅在于创业板是国内中小型企业另一

项融资平台，更重要的还在于可避免创业板沦为市

场投机的对象。

图表 7：马来西亚创业板企业领域分布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交易所

马来西亚交易所在 2009 年 8 月对其交易板块进

行调整，把当时的主板（Main Board）与第二板（Second 

Board）合并为一，并把过去作为科技股投资平台的

自动报价股板（MESDAQ），重新定位为创业板，

作为马来西亚国内各领域企业的一个相对宽松与便

捷的融资平台。

截至 2014 年 11 月，创业板交易的股项共有 108

个 28，这包括了即将在 11 月 20 日转至主板交易的

OCK 集团，该集团主要从事电讯网络服务与绿色能

27　修改创业板上市条件　寻求公众回馈，2014-11-18，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4918

4:&Itemid=198

28　创业板企业名单，http://www.bursamalaysia.com/market/listed-

companies/list-of-companies/ace-market

源解决方案等业务 29。自创业板开设以来，就有 32

家企业成功转战主板交易，反映出创业板不仅是马

来西亚国内中小企业的融资平台，亦是壮大实力的

一个踏脚石。同时，创业板整体市值也从 2009 年的

52 亿令吉，提升至 2014 年 10 月的 130 亿令吉（约

合 38.8 亿美元）。

图表 8：马来西亚创业板指数过去 12 个月走势

资料来源：丰隆投行

然而，基于上市条例的相对宽松，创业板也面

对着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甚至其“低价股”的特质，

更成为市场投机与炒作的主要对象。最新的例子就

在 11 月 11 日，创业板的全天成交量高达 13 亿 7732

万股，大幅超越主板共计的 12 亿 3168 万股 30。值得

注意的是，主板上市股项多达 814 个 31。

尽管透过创业板融资并成功发展的企业案例不

少，但这种“司空见惯”的投机炒作风气，却也让

许多有意融资的企业裹足不前。有关数据表明，在

过去 3 年间，仅有 6 家企业申请上市创业板，包括

短短两年内成功转板的 OCK 集团；反之，单单在

2014 年申请主板交易的企业就已达到 10 家 32。作为

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之一的创业板在过去数年的低迷

29　OCK	gets	nod	for	main	board	transfer,	2014-10-27,	http://www.

thesundaily.my/news/1208662

30　垄断热门榜交投超主板	创业板炒风狂吹，2014-11-11，http://biz.

sinchew.com.my/node/105188

31　 主 板 企 业 名 单，http://www.bursamalaysia.com/market/listed-

companies/list-of-companies/main-market/

32　 首 次 公 开 发 售（IPO） 名 单（2012-2014），http://www.

bursamalaysia.com/market/listed-companies/initial-public-offerings/

ipo-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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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实际反映出企业对创业板上市机制的信心依

然不足。

随着政府要让中小企业在 2020 年之际对国内生

产总值的贡献比重提升至 41%33，融资管道的多寡和

健全与否，都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未来发展。因此，

马来西亚交易所在现阶段征询公众意见以改善现有

的创业板机制，确实是必要之举。毕竟，单靠金融

领域以及政府的融资平台，不足以应对如此庞大的

中小企业数量。更为重要的是，改善机制与提升透

明度，亦有助马来西亚交易所提升其投资组合的素

质，以壮大东盟交易所一体化的势头。

油价暴跌促使文莱加快经济转型步伐

The Collapsing of Oil Price Compels Brunei to 
Speed up Economic Transition

长期以来，文莱一直过分依赖油气资源，经济

结构很不合理。目前，该国政府已充分意识到这种

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相继出台了促进海洋经济、

扶植农业发展、鼓励高科技企业落户等政策。文莱

苏丹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表明发展多元化经济的

决心，号召民众居安思危、勤俭节约、创新思维，

积极投身私营部门。不过，迄今为止该国经济转型

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截至 2013 年，文莱财政收入

的 90%、出口额的 95% 和 GDP 的 2/3 依旧来自油气

产业 34。

自今年 7 月起，受全球经济疲软、欧佩克增产

及美国“页岩气革命”等因素影响，国际油气价格

出现暴跌，截至 11 月初已下跌约 30%，文莱经济遭

遇了严峻挑战。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该国原油出

口量已从 7 月的 14.51 万桶 / 日下降到 8 月的 9.49

万桶 / 日；8 月原油出口额环比减少 37.2%，导致出

33　2020 年要达生产总值 41%	4 高效计划提升中小企业，20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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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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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总额环比减少 24.9%。与此同时，8 月文莱天然气

出口额环比减少 14.3%35。预计 9、10 月份，国际油

气价格下跌对文莱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更为显著。

图表 9：近半年原油价格走势图

资料来源：cn.oiloilprice.com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2014 年一

季度文莱油气行业产值下滑 10.3%，导致 GDP 降低

3.3%。自 2006 年以来，该国每日原油出口量已减少

40%，出口额也连续三个季度出现下滑。如果油气产

业无法恢复增长，那么文莱将在今明两年面临更为

严重的经济萎缩。考虑到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该

国油气产业很难在短期内摆脱困境。一方面，需求

不振和产能过剩决定了油气价格将在较长的时期内

保持低位运行；另一方面，资源枯竭、设备落后和

产能有限也令文莱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

额 36。

因此，本轮油价暴跌是一个契机，将促使文莱

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本月，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借

35　“Export	value	for	crude	oil,	LNG	down	due	to	 low	price,”	The	

Brunei	Times,	November	7,	2014,	http://www.bt.com.bn/business-

national/2014/11/07/export-value-crude-oil-lng-down-due-low-

price

36　Leo	Kasim,	“Brunei	GDP	seen	at	1.1-1.2%	in	2014-2015:	ADB,”	

The	Brunei	Times,	October	21,	2014,	http://www.bt.com.bn/business-

national/2014/10/21/brunei-gdp-seen-1-1-1-2-2014-2015-a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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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机，希望通过与中

国合作推动本国经济结构转变。通过首脑会晤，双

方达成了共识。中文两国将加强产业合作，并鼓励

中国企业扩大对文莱投资。文方高度评价中方提出

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

议，赞赏中方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的重要贡献，

愿意同中方一道，推进亚太一体化进程。作为创始

成员国，文莱将积极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

设 37。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哈桑纳尔表示希望有更多

中国企业到文莱投资出口导向型产业，如清真食品、

石油化工、信息通讯技术和高科技产业，以及海空

物流和油田服务业。除此之外，中国投资者还可以

利用文莱与东盟自由贸易有利条件，以东盟对话伙

伴身份进行投资 38。

图表 10：习近平会见文莱苏丹哈桑纳尔

资料来源：中新网

由此可见，当前油价暴跌无疑让文莱承受了阵

痛。但如果文莱能痛定思痛，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

建立起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文莱的经济将有更

好的发展前景。

37　习近平会见文莱苏丹哈桑纳尔，新华网，2014-11-10，http://

news.xinhuanet.com/2014-11/10/c_1113185076.htm

38　专访文莱苏丹：支持中国在 APEC 上提交的议题，新华网，2014-

11-7，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07/c_127186226.htm

泰国积极推进经济特区建设

Thailand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泰国财政部常务次长朗申近日表示，泰国政府将

力争在今年完成五大经济特区的设立工作。五大经济

特区分别是夜硕、莫拉限、阿兰、孔艾和孔乐。经济

特区的具体政策包括：对经济特区相关投资项目加快

审议和批准，投资项目在 5-10 年内享受税收优惠，

减免投资项目的相关手续费，为在经济特区创建的企

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以及给予物流企业特别优惠

等 39。

图表 11：泰国首批边境经济特区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减缓以及泰国出口萎缩对泰

国经济造成消极影响，今年泰国经济增速预计只有

1.7%。为了避免经济大幅度下滑，泰国政府将加大经

济刺激力度，加快吸引投资，泰国经济特区的各项优

惠政策加强了泰国吸引外资的吸引力。

泰国还在其与周边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设立经

济特区，发展对外贸易。泰国 - 缅甸边境的达府的

湄索县是泰国首批经济特区之一。泰国商会主席艾萨

拉预计 2014 年度泰国浴缅甸之间的边境贸易较去年

39　泰国加快筹建五大经济特区，2014-10-21

http://news.ifeng.com/a/20141021/42251028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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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 1970 亿泰铢相比，有 10% 的增长 40。

泰国政府确定边境经济特区的依据是地理位置

与邻国连接、具有经济发展潜力、当地民众支持、可

以与周边国家共同制定发展政策。对于边境经济特区

支持原则是投资权益保护、一站式服务、合理利用外

国劳工、基础设施开发、边贸税收等。在政策支持上，

确定由财政部作为边境经济特区具体负责机构、根据

不同特区制定不同政策扶持。在与邻国合作方面，泰

国外交部将提供支持，与邻国共同探讨合作，协调双

边基础设施建设步调一致，实现共同效益最大化。

当前泰国边境经济特区的最大困难是交通等基

础设施缺乏。缅甸和老挝国内基础设施较差，泰国边

境地区通往这些国家的道路交通设施不足。这明显降

低了边境贸易的物流速度，提高了物流成本。

上述信息表明，泰国正在推进经济特区建设，加

强边境贸易，通过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

拉动泰国经济增长。泰国还将大力开发边境的经济特

区交通设施，完善经济特区的基础建设。

越南农产品出口有喜有忧

Happiness Mixes with Sadness in Vietnam’s 
Exports of Farm Products

拥有 9000 万人口的越南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

国。今年前三季度，该国 GDP 为 2672.97 万亿盾，

同比增长 5.62%；农、林、渔业实现产值 548.1 万亿盾，

同比增长 3.5%，仍占 GDP 的 20% 以上。其中，农

业产值 395.5 万亿盾，增长 2.4%；林业产值 18.2 万

亿盾，增长 6.1%；渔业产值 134.4 万亿盾，增长 6.5%41。

在出口方面，越南农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高

40　达府经济特区带动泰缅边境贸易，2014-10-15，

http://www.thaizhonghua.com/portal.php?mod=view&aid=5792

41　越南计划投资部，2014 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http://www.mpi.gov.

vn/portal/page/portal/mpi_en/31435713/31914364

价值农产品的出口大幅上升，产品质量有所提高，

销路进一步打开。今年前 10 个月，越南出口胡椒

14.5 万吨，创汇 11.06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8.5%

和 34.5%；出口腰果 25.7 万吨，创汇 16.8 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 20.5% 和 24.4%；水产品出口额达 6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9%42。近年来，越南水果蔬菜

依靠质优价廉征服了要求苛刻的日本顾客，2013 年

出口额已达 6100 万美元，预计 2015 年将达 7700 万

美元 43。除此之外，该国农产品还远销美国、欧盟、

韩国等多个重要市场，知名度和占有率不断上升。

图表 12：2014 年前 10 个月越南胡椒、腰果、橡胶
出口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越南方面公布数据制作

不过，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越南农产品出口

也存在隐忧。首先是传统产品竞争力下降。据美国

农业部海外农业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由于面临

来自泰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家

的竞争激烈，2013/14 年度越南大米出口量为 650 万

吨，比上年减少 3%44。今年前 10 个月，越南出口橡

42　2014 年前十个月越南胡椒、腰果、水产品出口情况，中国驻越南

使馆经商参处，2014-10-29，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

j/201410/20141000777009.shtml

43　提高农产品质量打开出口日本的大门，越南人民报，2014-11-16

44　USDA 参 赞： 越 南 2013/14 年 度 大 米 出 口 减 少 3%，

新 浪 网，2014-11-14，http://f inance.sina.com.cn/money/

future/20141114/103520819132.shtml



 / CHINA-ASEAN WATCH /  201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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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 84.3 万吨，同比增长 1.3%；但出口额却出现大幅

下滑，只有 14.5 亿美元，同比减少 25.7%45。其次是

缺乏加工技术，产品附加值较低。目前，越南农产

品出口仍然是粗放经营，尚未建立起生产链或价值

链，加工水平较差，竞争力不高，与他国产品相比

同质化严重。再次是对于单一市场的依赖度较高。

目 前，越 南 国 内 需 求 仅 占 农 产 品 总 产 量 的

55%，其余的 45% 出口。大米、橡胶、木薯、食糖和

果蔬等大批农产品要靠中国市场消化，且不少农产

品只能通过边贸对华出口，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老街省工贸厅称，近几个月来，不少农产品对

华出口降幅较大。其中，8 月份大米出口额环比下

降 47%，食 糖 下 降 23.5%。此 外，9 月份，橡 胶、

木薯和果蔬对华出口继续下降 46。今年前 10 个月，

越南木材及木制品对中国市场的出口额也下降了

10.19%47。

图表 13：越南同奈省出产的咖啡

资料来源：越南之声广播电台

45　2014 年前十个月越南胡椒、腰果、水产品出口情况，中国驻越南使

馆经商参处

46　越媒称越南农产品对华依赖较大，中国驻越南胡志明市总领馆

经 商 室，2014-11-14，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

j/201411/20141100797192.shtml

47　2014 年前十个月越南胡椒、腰果、水产品出口情况，中国驻越南使

馆经商参处

展望未来，越南农产品要继续扩大出口销路，

提高附加值，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大力气。一是

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扶植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打

造响亮品牌。同奈省的咖啡、金瓯省的水产品以及

老街省的大米等都有孕育现代食品加工产业的潜力。

政府应大力扶植相关企业，上规模、上档次，打造

几个知名品牌，提升越南农产品的形象。二是加强

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提高农产品质量。越南要加

大对育种、栽培和食品加工的投入力度，通过国际

合作引进人才和技术，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三是

打造成熟实用的物流体系，更好对接海外市场，减

轻对周边国家的依赖。越南要鼓励冷链运输的发展，

简化农产品出口手续，减少物流损耗和成本，提高

国际竞争力。

印度尼西亚 3.5 万亿基建蓝图

Details Behind the Indonesia 3.5 Trillion 
Infrastructure Bill

11 月 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习近平指出，佐科总统

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理念和中国提出的建设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高度契合，双方可以在基础设施

建设、农业、金融、核能等领域合作，充分发挥海

上和航天合作机制作用，推动两国合作上天入海。

佐科也表示，双方要以海上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为重点带动两国整体合作，印尼希望早日加入新成

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作为一个四面环水的岛国，海洋占据了印尼三

分之二的国土面积，海上的互联互通建设对印尼来

说非常具有吸引力。

佐 科 正 式 就 职 之 前，就 已 明 确 表 示 将 发 展

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他任期内的工作重点，他在

NAWACITA（梵语，意为 9 个优先）计划中列出了

未来五年总统任期的优先事项。这其中包括在全国

范围内建设 2000 公里的道路，维修和升级苏门答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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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初步的可行性研究，这项基础设施工程在 2016

年初开始蓝图设计和实体建设，并预定能在 2019 年

全线通车。若该项目建设采用日本产品，日本还可

提供 0.1% 的低息贷款。

图表 15：由中国路桥总公司承建的印尼泗马大桥

资料来源：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经商参处

印尼政府财政有限，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远低

于其他国家。佐科已决定暂时搁置苏西洛政府力推

的巽他海峡大桥工程 51，他认为连接爪哇和苏门答腊

岛还可通过购买更多船只、改善港口服务质量等。

安邦咨询印尼投资报告指出，投资者可采用公

私合营（PPP）及建设－经营－转让（BOT）模式参

与印尼基础设施建，并在风险控制方面充分考虑土

地征用、设施搬迁、沼泽地土壤条件、有限预算等

问题。

51　长约29公里的巽他海峡大桥是苏西洛政府2011-2025年MP3EI（加

速扩大印尼经济建设总纲领）中的最大工程，预计将耗资 165 亿美元。

尽管苏西洛政府将其视为执政的重要经济遗产，但由于政府内部存在不

同意见而始终无法落实。

爪哇、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及巴布亚 5 大岛屿的道路；

建设 10 个机场、10 个港口、10 个工业园区；兴建

海上高速公路及配套设施等 48。

图表 14：2010-2014 年东盟国家 LPI 指数排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Bank49

由 于 基 础 设 施 的 匮 乏，印 尼 在 物 流 表 现 指

数 排 名 中（INTERNATIONAL LPI GLOBAL 

RANKING）位于 160 个国家中的第 53 位，低于同

为东盟成员国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

因此，此次 APEC 印尼总统佐科特意带领了

200 余名印尼企业家出席，商讨包括高速列车、机

场铁路、油气开发等在内的众多项目 50。

印尼驻华大使苏更（Sugeng Rahardjo）表示，

印尼基础设施建设所需投资至少需要 7000 万亿印尼

盾（约合 3.54 万亿人民币）。

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支持下，印尼

政府正在为全长 860 公里的雅加达 - 泗水高铁工程

48　NAWACITA 项 目 计 划：http://walizahid.com/2014/07/president-

jokowis-9-priorities-for-indonesia/

49　http://lpi.worldbank.org/international/global/2014

50　具体项目包括：雅加达至泗水共 800 公里长的高速列车项目；苏

哈机场至哈林机场 37 公里长的铁路项目；兴建东爪哇、Mojokerto、

Takalar、Bone 等地糖厂项目；东爪哇 Tubun 炼油厂项目；炼镍厂项目；

开发码头、船舶、海运物流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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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现象

The Overheated Housing Market in Philippines

根据 OECD 预估，菲律宾将迎来新一轮经济

增长周期，接下来 5 年将以每年 6.2% 的速度维持增

长 52。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情况下，菲律宾房地产市

场交易热络，然而，房地产泡沫的风险正在上升 53。

近年来，菲国政府积极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

济增长。2014 年菲国政府计划投入 4000 亿披索（约

合 91 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额

3%，这是 2011 年该国基础设施投资额的 2 倍 54。为

提供国内融资需求，菲国央行自 2010 年开始积极推

动扩张性货币政策，四年来，菲国货币发行增加一

倍（见图表），由此推动资产价格上涨。

52　OECD	Sees	Philippine	Economy	Growing	Average	6.2%	Annually,	

Nov.	19th	 ,2014,	 	https://ph.news.yahoo.com/oecd-sees-philippine-

economy-growing-average-6-2-170640236.html

53　菲律宾诞生地王推高房地产业泡沫风险，2014-11-9，http://www.

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411/20141100789915.shtml

54　残破基建拖慢菲经济成长步伐，2014-10-13，http://www.zaobao.

com/buyeng/translate/story20141013-399552

自 2010 年 至 2014 年 间，菲 国 股 市 增 长 超 过

130%，此外，资产价格上涨顺势带动房地产价格膨

胀，菲国民众对不动产的需求也随之快速上升。截

至今年 6 月底，不动产领域的贷款和投资额已经超

过 1 万亿比索，银行不良信贷出现上涨，在菲国央

行表态将调整货币政策后，市场对于菲律宾资产价

格的信心随之出现动荡 55。

然而，即使市场信心出现震荡，企业依旧看好

市场前景。水泥生产商拉法基集团正积极扩大产能

以应对政府扩大公共建设所带来的需求。今年第三

季，该公司产能由去年同期 480 万吨上涨至 540 万吨，

增长幅度达 11.9%56。在政府扩大基础设施政策未发

生根本变化情况下，菲国资产价格虽有过热疑虑，

但并不会对实际需求造成太大影响。

55　八月份菲律宾银行不良贷款增加 6.3%，2014-11-20，http://china.

huanqiu.com/News/mofcom/2014-11/5209336.html

56　法拉基集团菲律宾市场业务前景被看好，2014-11-18，http://

futures.hexun.com/2014-11-18/1705005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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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菲律宾货币供给（M2）

资料来源 : Tradingeconom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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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林集团东盟国际生态城项目实地考察（1）

Field Study: Farlim Group’s ASEAN International 
Eco-City (1)

位于山东省齐河县的东盟国际生态城（ASEAN 

International Eco-City）是由马来西亚发林控股有限

公司所投资的发展项目，整体规划面积达 10 平方公

里，当初的设想是建设东盟风情商住旅游城、欧陆

小镇、温泉度假酒店、休闲体育公园、老年健康社

区等国内一流的旅游休闲度假和住宅示范区，是集

住宿、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

休闲项目。

2010 年 5 月，配合在香港举行的“山东周启动

仪式暨山东 - 香港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及重

大项目签约仪式”，发林集团分别与德州市人民政

府与齐河县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协议，以东盟国际生

态城作为合作的切入点，建立全方位的长期战略合

作关系。

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东盟国际生态城的规划

面积达 10 平方公里，当时预计的总投资额为 150 亿

人民币。自 2010 年签署协议以来，发林集团就积极

开展招商引资的活动，以鼓励更多东盟的企业前来

项目地段投资。除了率领企业代表团前往考察外 57，

也在今年的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作具体项目

宣传与展销，并借助东盟内部合作模式，推动项目

的持续性进展 58。

在推动东盟国际生态城的项目过程中，发林集

57　才利民会见马来西亚企业家代表团，2011-7-23，http://www.

sdqb.gov.cn/gzdt/201107/cfc974e3-0a9e-49a0-be59-02979b5b17bd.

htm

58　马发林集团开发	山东东盟生态城年杪动工，2014-9-16，http://

news.sinchew.com.my/node/386987?tid=1

团实际也面对不少的难题，包括对中国外资条例、

资金调配、土地政策、政府体制运作等的陌生与磨

合阶段。

同时，过去四年恰巧也碰上了中国政治与经济

改革迅速推进的时期，让发林集团在投资洽商过程

中面对着挑战与阻力。

因此，市场也曾经传出，发林集团有意退出相

关的项目发展 59，但发林集团已透过行动传达出坚持

发展的态度。

图表 17：发林集团东盟国际生态城的发展规划图

资料来源：发林集团

马来西亚安邦咨询团队就在 11 月初前往该项目

地段进行实地考察。在协议所签署的 10 平方公里地

59　东盟国际旅游城折戟	德州旅游地产遇阻，2013-11-18，http://

www.china-crb.cn/resource.jsp?id=1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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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其中约 260 亩地段已确认可以进行施工，而

相关的拆迁工程也已完成。

根据发林集团规划的发展图，该 260 亩地段将

作为“东盟之窗”的先行发展项目，主要将建设会

展中心、商务中心与商业街区、旅游体验中心等符

合东盟主题的设施。

作为一家马来西亚著名的房地产发展商，要在

山东建立一个以东盟为主题的发展项目，确实会引

起市场的质疑与顾虑，当中三大因素最为关键，即

山东的东盟优势何在、会否沦为纯房地产销售项目，

以及项目本身的定位是否与主题相符。针对上述的

三大疑虑，不妨留待下一篇进行详尽的分析。

作为本文开篇的一些分享，以东盟为主题在中

国进行大搞的项目实在不少，尤其在广东省与福建

省等传统侨乡地区。

然而，这些由私人企业（民营企业）所推动的

东盟主题项目，在更多的情况下，最终都沦为无东

盟灵魂的发展项目，或纯粹的房地产销售项目。其

因素不仅在于中国市场对东盟的误解，更重要的还

是在于，东南亚国家境内的企业实际都无法掌握东

盟的概念。

真正的东盟项目，必须能团结东盟成员国的力

量，发展出具有东盟核心价值的项目。换言之，决

不能以一国的力量来完成东盟主题的项目，而是必

须结合 10 个成员国企业来推动完成，无论官办或是

民营企业都需如此。否则，何不干脆称之为“马来

西亚国际生态城”或其他诸如此类。

（未完待续）

印尼、马来西亚应大力发展棕榈油深加工

Indonesia and Malaysia Should Promote Palm Oil 
Deep Processing

棕榈油是一种重要的植物油脂产品，在国际油

脂市场中占据了 30% 以上的份额。目前，低熔点棕

榈油已被广泛用于烹饪和食品制造业，生产食用油、

松脆脂油和人造奶油。低熔点棕榈油属性温和，容

易消化吸收，不饱和脂肪酸与饱和脂肪酸比例适中，

对人体健康有益。而高熔点棕榈油则可用于生产肥

皂、生物燃料、润滑剂、蜡烛等产品，是重要的化

工原料。

图表 18：近期中国棕榈油期货价格

资料来源：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s/quotes/P0.shtml

印尼和马来西亚是全球最重要的棕榈油产地，

两国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80% 以上，其中很大一部

分直接出口。然而最近几年，受全球经济表现疲软

以及印尼大幅提升产能影响，棕榈油价格始终在低

位徘徊。今年 9 月，毛棕榈油价格曾下探至 1914 令

吉 / 吨（约合 572 美元），为 5 年来的最低水平 60。

与之相对应的是，10 月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已达

60　2015 年印尼棕榈油产量增长速度将会放缓，和讯网，2014-11-

12，http://futures.hexun.com/2014-11-12/170308049.html?from=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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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万吨，升至 19 个月来的高位 61；印尼库存也达

230-240 万吨，超过年初的 210 万吨 62。从目前的状

况看，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棕榈油市场依然不容乐观。

尽管总产量可能出现小幅下降，马来西亚和印

尼政府也取消了近几个月的棕榈油出口税，但仍难

以抵消中国、印度、欧洲等重要消费市场持续萎缩

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大豆丰产也会给

棕榈油价格带来压力。因此，无论是从眼下还是长

远考虑，印尼和马来西亚都应该大力发展棕榈油深

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减少对国际油脂市场的依赖。

考虑到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现实，两国推动棕榈

油深加工的重点应该集中在三个领域：

一是转化为生物燃料。印尼早已成为石油净进

口国，天然气的储量也十分有限。尽管近期世界能

源价格不断走低，但这种状况不可能长期维持，以

棕榈油为原料大规模生产生物柴油仍能具有经济性

和技术可行性。

此外，印尼政府正致力于减少燃料进口、推动

环境保护，这也有利于棕榈油生物燃料产业的发展。

对马来西亚而言，利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开发以棕榈

油为原料的航空煤油具备现实可行性，且能获得可

观的经济效益。在这方面，他们可以与中国和欧洲

的相关企业合作。

二是打造响亮的食用棕榈油品牌。尽管目前马

来西亚和印尼都大量出口食用精炼棕榈油，但这些

产品普遍缺乏品牌和包装，多数为散装，品质不高，

利润较低。因此，两国应该加大推介力度，重点宣

传 12 度食用棕榈油 63，让全世界了解其优势，打造

几个响亮的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

61　 棕 榈 油 价 格 连 跌 四 天， 市 场 看 空 马 国 库 存 报 告， 中 国 粮

油 信 息 网，2014-11-8，http://www.chinagrain.cn/zonglvy

ou/2014/11/8/2014118748772117.shtml

62　印尼 2015 年棕榈油产量料增 7%，中国粮油信息网，2014-11-4，

http://www.chinagrain.cn/zonglvyou/2014/11/4/20141149125294991.

shtml

63　即熔点为 12摄氏度的棕榈油

三是发展清真日用品和化妆品产业。印尼和马

来西亚都是重要的伊斯兰教国家，拥有众多的穆斯

林人口。在当地利用棕榈油生产清真日用品和化妆

品，一方面具备原料和劳动力优势，另一方面也能

就近占据广阔的市场。一旦这些清真产品在当地站

稳脚跟，就能便捷地进入国际市场，创造更大的效益。

因此，发展深加工是印尼和马来西亚棕榈油产

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这一举措能够提高国

民收入，增加就业，丰富市场，促进环保，可谓利

国利民。

马中加强清真电商平台合作有重要机遇

Malaysia-China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on Halal E-commerce Platform

近年来，电子商务大潮席卷全球，以亚马逊和

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第三方在线交易平台发展势头迅

猛。面对这一大环境，马来西亚于 10 月底在世界

穆斯林经济论坛上正式推出了自己的清真电商平台

Zilzar，瞄准了巨大的全球穆斯林消费市场。

根据英国媒体测算，目前全球清真市场已达 1.6

万亿美元规模，预计到 2018 年将进一步增长到 2.5

万亿美元。清真产品不仅仅是食品，还包括金融、

保险、旅游、物流、医药及化妆品。目前，世界各

地共生活着 16 亿穆斯林，其人口增速两倍于世界平

均水平。

和阿里巴巴一样，Zilzar 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了

一个可以互动的交易平台。清真产业由众多分散在

全球各地的中小企业组成，它们迫切需要借助 Zilzar

这样的平台扩大知名度和销路，降低交易成本。而

世界各国的穆斯林消费者也需要通过类似的渠道拓

展选择范围，购买到质优价廉的商品。

Zilzar 的首席执行官预测，在两三个月之内，网

站就会吸引大量的清真产品和服务卖家，清真产品

数量将超过阿里巴巴。他表示，建立这一清真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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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不仅仅是为了争取供应商，更重要的是改写整

个市场格局，吸引足够多的消费者，创造更多就业

机会，给予新兴市场的穆斯林足够的帮助 64。

图表 19：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世界穆斯林
经济论坛上推介 Zilzar

资料来源：雨果网

不过，马来西亚方面建设清真电商平台的努力

恐怕会遭遇诸多挫折。首先，跨境电商会在国境线

上面对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各国的关税和进出

口政策存在很大差异，有时需要办理一系列复杂的

手续，而且跨境物流的成本依然高昂。

截至目前，几乎所有较为成功的电商平台都基

本在单一经济体中运行；即便是亚马逊，海外交易

量所占比重也不高。其次，各国的清真标准认定存

在很大差异。据估计，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清真认证

机构数量有成百上千家，包括清真寺、政府、伊斯

兰机构和个人，这也是统一全球清真市场的最大障

碍。即便马来西亚 JAKIM 的清真认证标准在其他国

家有较高的认可度，也无法保证商品畅通无阻。最后，

由于电商本身的属性，对于清真产品的监管将变得

十分困难，穆斯林消费者也容易受少数负面事件影

响失去对平台的信任。

中国是全球电子商务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拥

64　马来西亚Zilzar：为穆斯林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清真电商平台，雨果网，

2013-11-13，http://www.cifnews.com/Article/11609

有丰富的经验和庞大的市场。因此，马中两国应加

强清真电商平台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图表 20：Zilzar 首页。上线半月后，该平台售卖的
商品种类仍很少

资料来源：ZilZar 截图

站在中国的角度看，这种合作能够规范本国清

真企业的行为，有利于其清真产品得到广泛认可、

走向世界，同时中国消费者也能享受到更多质优价

廉的清真产品和服务。从马来西亚方面讲，与中国

相关电商平台合作能够迅速提升其网站建设和运营

水平，并打入巨大的市场，拓宽销路，吸引更多国

内外供应商。

马中两国相关企业的合作能给双方带来不小的

收益，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进行。两国政府

相关机构应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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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房地产业吸引越来越多中国投资

Lao’s Real Estate Attracts More Investment from 
China

尽管人口稀少、国内市场狭小，但近年来经济

的快速增长以及东盟一体化的愿景还是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外国企业投资老挝。传统上，中国一直是老

挝主要的投资来源地之一。

过去，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

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随着老挝人民收入和消费水

平的提高，近年来当地中资企业也开始涉足房地产

开发。由于目前老挝超过五层的建筑数量还不多，

预计房地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图表 21：万象新世界广场开工仪式

资料来源：中工国际网站

国有的中工国际是中国房地产企业进军老挝的

排头兵。早在 2011 年 4 月，中工国际就与万象市政

府签约，开发当地第一个大型综合房产项目——东

珍南项目。

该项目占地 25 公顷，包括 50 栋别墅和高档酒店、

写字楼、商贸中心、医院以及娱乐健身中心等设施，

总投资额约 1.8 亿美元。其中 50 栋别墅在 2012 年亚

欧首脑会议举办期间免费供老挝政府接待与会国家

领导人 65。

图表 22：拉萨翁广场效果图

资料来源：中煤重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

2014 年 11 月，中工国际投资的万象新世界广场

开盘。该项目于 2014 年 2 月动工，占地 460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75000 平方米，由一期商业街和二期集中

购物中心构成。一期项目将于 2015 年 4 月建设完成，

二期项目计划于 2016 年初交付使用。

万象新世界广场建成后，将成为集风情购物、

65　企业获准投资万象市第一个大型房地产综合开发项目，中国外交

部，2011-4-25，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dt_611265/

zwbd_611281/t8185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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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河美食街、百货商场、电影院为一体的大型商业

综合体，为老挝人民和外国游客提供一个集购物、

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兼具老挝文化风情和国际

商业气息的现代化消费场所 66。

除中工国际外，其他中资企业也纷纷在老挝房

地产市场扎根。2011 年 12 月，上海万峰房地产有限

公司与老挝政府签署《塔銮湖专业经济区开发协议》，

并于次年开工建设。项目占地面积 365 公顷，总投

资约 128000 亿吉普（约合 16 亿美元），拟在万象

塔銮湖地区建成集文化、旅游、休闲、居住为一体

的湖滨新城 67。

2014 年 2 月，重庆方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

老挝国防部经济局合作开发的现代化城市综合体项

目拉萨翁广场动工。

该项目建筑面积 15200 平方米，包括一栋五星

级酒店、一栋甲级写字楼、一栋酒店式公寓和一座

现代化购物中心，预计将于 2016 年 3 月前完成主体

工程。老挝外交部已在今年 8 月出台文件，将拉萨

翁酒店指定为 2016 年东盟峰会接待酒店之一 68。

2014 年 9 月，中航国际投资（老挝）有限公司

在万象举办了“AVIC Townhouse”联排别墅项目开

工仪式。该公司于 2014 年 8 月注册成立，合资方为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老挝吉达蓬集团。

“AVIC Townhouse”联排别墅项目位于万象市

北部，距离市中心约 3 公里，占地 9800 平米，本期

别墅总共 53 套，今年 10 月开工建设，预计将于明

66　 中 工 国 际 投 资 的 万 象 新 世 界 广 场 开 盘， 中 国 驻 老 挝 使 馆

经 商 参 处，2014-11-10，http://la.mofcom.gov.cn/article/

jmxw/201411/20141100791223.shtml

67　“中老双方签署《塔銮湖专业经济区开发协议》”，中国商

务 部，2011-12-28，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

j/201112/20111207904402.html

68　“ 拉 萨 翁 广 场 项 目 举 行 开 工 典 礼”， 中 国 驻 老 挝 使 馆

经 商 参 处，2014-9-30，http:// la.mofcom.gov.cn/article/

jmxw/201409/20140900749770.shtml

年 3 月竣工 69。

安邦咨询认为，随着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老挝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

房地产企业前去投资。受发展水平所限，目前中资

企业对老挝房地产业的投资还基本集中在首都万象。

可以预见，随着老挝中小城镇的崛起，未来当地中

资房地产企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中国电信企业在缅甸市场成绩斐然

Chinese Telecom Solutions Provider in Myanmar

2014 年 11 月 14 日，李克强总理在缅甸访问期

间与缅甸共签署了价值超过 80 亿美元的 20 多项协

议，包括建设天然气发电厂、进口 10 万吨大米 70 以

及 2 亿美元扶贫贷款和 3 亿美元农业贷款协议等。

此外在电信领域，中国联通还与缅甸电信（简

称 MPT）签署了中缅威双登陆站合作协议，在缅甸

威双地区建立联合登陆站。

图表 23：中缅瑞丽口岸 2014 年 Q3 双边贸易额
（单位：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瑞丽口岸数据

69　“中航国际投资（老挝）有限公司 AVIC	Townhouse 联排别墅项

目举行开工仪式”，中国驻老挝使馆经商参处，2014-9-28，http://

l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10/20141000764344.shtml

70　2014 年 10 月 21 日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在第四届中国－东盟质检部长

会议期间，与缅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以及缅甸大米、玉米输华植物检验

检疫议定书，标志着缅甸大米、玉米正式获准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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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成为中国拥有的首个印度洋国际通信出口，

不仅缩短了中、日、韩等与中东、非洲、欧洲的传

输距离，并降低通信时延、提高了传输质量。

安 邦 咨 询 从 瑞 丽 海 关 获 悉，2014 年 前 三 季

度中缅双边贸易额 196.4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6.3%。机电类产品出口额为 98.52 亿元，其中手机

出口额 37.27 亿元，占出口贸易额的 24.4%，与 2011

上半年度 585 万美元相比增长上百倍。

图表 24：缅甸仰光华为手机零售店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东盟团队摄影

目前，在缅甸智能手机市场，华为与三星分别

为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两大品牌。据第三方数据公

司统计，华为手机市场占有率为 61%，三星手机为

30%，其余市场则由苹果、索尼及中国品牌 OPPO、

VIVO、中兴等占据。

然而，中国电信企业的业务并没有止步于智

能 手 机 领 域，华 为 同 时 还 为 MPT71、Yatanarpon 

Teleport 和 Telenor 三家运营商提供通信设备，中兴

与卡塔尔电信 Ooredoo 合作建设缅甸网络，当前华

为与中兴已成为该国通信领域最主要的设备提供商。

71　2013 年 6 月 18 日，MPT 向几家移动网络设备商发起了招标，华为

最终获选并许诺将在MPT投资 3400 万美元。

华为在缅甸已设立 100 多家零售店 72。

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中兴已为缅甸建设了该国

60%-70% 的通讯基础设施，而华为在缅甸 2013 年

的销售额也接近 5 亿美元。

若问为何中国电信企业在缅甸可以如此深得人

心，这还要归功于其在缅甸扎实的本土化战略。

 据华为高层介绍，其海外员工本地化率约为

79%，虽然缅甸整个行业处于刚开放时期，电信行业

人才匮乏，其本地化率也有 50%。中兴通讯也有一

大批了解缅甸的本地员工，他们懂得如何与缅甸邮

电（MPT）及所有其他产业链上的成员合作，当地

运营商都十分愿意与中国电信企业深度合作。

图表 25：缅甸手机普及率预计在 2016 年将
增至 80%

资料来源：Aljazeera

 缅甸政府希望在 2016 年使用手机人数能达到

人口总数的 80%，这意味着手机普及率翻 7 倍。

为此，华为积极与缅甸 KMD 合作开办电信技

术专业培训班，计划在 1 年内为缅甸培训 420 名电

信专业技术人员，3 年内培养 1000 名专业技术人员，

72　华为预计将在仰光开设 20多家形象店，同时在缅甸全国设立 100 家

零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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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其本土化战略步伐。

如今，新加坡等国的电子产品市场已接近饱和，

而缅甸市场则有着长期增长的巨大空间。无论是营

销还是其他运营行为，中国企业都应当充分尊重该

国当地风俗、入乡随俗，真正将本土化战略做强做实。

山西吉县力争使苹果打入泰国市场

Ji County of Shanxi Strives to Export Apples to 
Thailand

11 月 6 日 -8 日在泰国曼谷 IMPACT 展览中心

隆重举办了“2014 东盟（曼谷）中国进出口商品博

览会”。该博览会是由东盟国际贸易投资商会和中

国对外贸易经济企业合作协会共同主办。

山西临汾市吉县古贤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受邀赴

泰国参展大受欢迎，吉县苹果首次由农民企业带领

走出国门，布局海外市场 73。

图表 26：山西果农正向泰国商务部副部长推介产品

资料来源：中国 - 东盟农业合作网

据有关报道，博览会期间，在山西区的展位前，

73　山西吉县苹果走俏泰国，2014-11-18，http://www.caacoop.com/

index.php?view=articleshow&id=1412&catid=241

泰国商务部副部长 Wichai 一眼就被吉县苹果所吸

引，顺手便拿起一个红苹果连连称赞，饶有兴趣的

向吉县古贤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葛锋问道：苹

果来自中国的哪个地方？果品有什么卖点？产地生

长储存运输等相关流程应注意什么事项？目前在泰

国市场有没有这么好的苹果？ 

古贤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是山西临汾市唯一一家

受邀赴东盟（曼谷）参展的农民企业，其理事长表示，

山西吉县苹果由农民企业直接推出国门还是首次。

在展会期间，他的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已与泰国利伟

立有限公司达成出口意向，并就吉县苹果出口泰国

的有关流程进行了深入交流。

图表 27：山西吉县古贤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理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吉县古贤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主要经营高端水果、

鲜果及国家农业部地理标志品牌产品，为果农提供

物资供应、技术培训、产品销售等服务，帮助果农

改良品种，指导果农对果园实行标准化管理，严格

按照无公害农产品技术规程组织生产。

同时，他们注册的“晋美园”品牌商标，获得

了国家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产品认证的

资格，取得了出境水果果园登记备案证，为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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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销售渠道。 

现在，农产品直接出口不仅能减少水果经营销

售环节，还可以从源头上降低水果收购成本，最大

限度的让果农从中直接受益，同时也为吉县苹果销

售开辟了一条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这位理事长认为，能受邀参加 2014 东盟（曼谷）

中国进出口商品博览会，说明农民可以把自己所产

的新鲜水果通过陆海两次物流冷藏运输直接销售的

外国朋友的餐桌上，不仅打破了传统出口销售模式，

还能为农民致富增添强劲动力。未来希望能够将临

汾隰县梨、永和红枣、隆化小米等更多的特色农产

品带出国门，走向世界 74。

东盟总进口中来自中国的产品占据

主要份额

Imports From China Has Dominated the ASEAN's 
Total Imports

2013 年的数据表明，中国是很重要的东盟进口

供应商，对东盟中 7 个国家超过 15%（柬埔寨、印

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而对另

外三个东盟国家为 10-15% 的占比（文莱、新加坡、

菲律宾）75。

从东盟贸易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依赖度最高的

为柬埔寨，2013 年从中国的进口占总进口的 32.6%，

其次为缅甸，占总进口的 30.5%。越南从中国进口占

比 27.9%。文莱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在东盟中相对

最低，但仍达到一成，为 11.3%。

从 2013 年的进口商品可以看出，东盟国家对中

国的很多进口产品都高度依赖，尽管依赖度高的商

74　山西吉县苹果走俏泰国，2014-11-18，http://www.caacoop.com/

index.php?view=articleshow&id=1412&catid=241

75　ASEAN	Community	 in	Figures	 (ACIF)-	Special	Editions	2014,	

ASEAN	Secretariat

品并不在东盟进口商品前 20 种里面 76。

从图表第 23 项至第 1 项，东盟在同类产品进口

中，来自中国的占比为 75.2-92.1%。占比最多的是

蘑菇类，松露，用醋或醋酸以外的其他方法制作或

保藏的商品。其他占比较高的也有多项农产品。生

活家居用品也是占比较高的商品。

图表 28：东盟总进口产品中来自中国同类产品占额
（2013，%）

注释：左侧数字 1-23 分别表示 23 种东盟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 ADB 数据整理

76　ASEAN	Community	 in	Figures	 (ACIF)-	Special	Editions	2014,	

ASEAN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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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从中国进口的很多产品并不是大宗

产品，但大众的家居物品和生活用品很多是来自中

国。从贸易发展的角度，中国继续在小商品和菜果

类制品上发展对东盟的出口依然重要。

图表 29：东盟从中国进口较多的产品种类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 ADB 数据及中国海关商品编码整理

地方省份与东盟的进口贸易也在迅速增长，以

云南省为例，2014 年 1 月 -10 月，与东盟实现贸易

总额 697.6 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 50.7%，东

盟自云南进口 414.7 亿元，增长 48.7%。仅 10 月单月，

东盟从云南进口 52.4 亿元，增长 9.8%。

1 月 -10 月，云南省与缅甸贸易额 348 亿元，

增长 1.1 倍，占云南省与东盟贸易额的 49.9%；与老

挝贸易额 73.7 亿元，增长 2 倍；与越南贸易额 72.5

亿元，增长 3.3%；与印度尼西亚贸易额 68.1 亿元，

增长 14.8%。

东盟从云南进口的最大商品是机电产品，达

到 157.9 亿 元，增 长 73.4%，占 从 云 南 省 进 口 额

的 38.1%；其 次 为 农 产 品，达 到 73.4 亿 元，增 长

14.6%；化肥 21 亿元，增长 8.8%。

然而，东盟从云南省进口的纺织品及服装类和

电力类则有所下降。

上述数据及信息表明，无论是总进口还是在同

类产品中的进口占比，东盟来自中国的进口都占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就要求双方开展更进一步经贸合作时，一方

面要深度挖掘双向贸易的潜力，另一方面要提高商

品贸易的加工水平和提高质量。这些方面都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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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在跨太平洋合作协议（TPPA）谈判中

上演“大斗法戏”：

对东盟参与国有什么启示？（下）

US-Japan’s Bickering i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A) Talks: Any Insight 
for the Southeast Asian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2)

（续接第 032 期）

同样的，美国所提议的以 30 年时间来落实 0%

汽车进口关税率也被日方拒绝 77。如农产品问题一

样，日本认为美国的提议不但是个“缓兵之计”，

它也质疑美国的诚心和领导信誉（在美国的非重要

行业，它要求其它国家实行 0% 关税率）。在这些事

件当中，我们应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观察。

短期内，TPP 不会在今年内有任何进展。随着

奥巴马政府在中期选举（11 月初）中失利，安邦咨

询预计 TPP 起码会被拖到 2015 年年中才有可能看

出实际的方向。而中期内，则从该选举的结果分析。

本来如民主党取得一定的胜利，奥巴马就能更

加积极完成该协定的谈判，那时候美国的态度就更

加强硬。但民主党未能取得中期选举的胜利，因此

奥巴马政府的 TPP 之路就更加难走，甚至可能面临

全面落空的结果。

无论最终什么结果，东南亚参与国需要做出相

对的应变措施。一个强硬的美国只会减少它们的谈

判势头，而一个较为弱势的美国也会使得整个 TPP

事务搞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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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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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pan	in	TPP	negotiations,	East	Asia	Forum.

所以，TPP 的最终结果未必如东南亚四个参

与国所期望的那样。它们必须重新评估和决定到底

TPP 会不会顺利落实以及带给它们什么样的经济利

益，而不是保持观望和被动的态度。若利益不佳，

它们有可能考虑离开 TPP 的谈判。

另一方面，各东盟国家也可能与日本合作，借

用大家的实力和发言权来平衡美国的单方面需求。

由于安倍首相已跟马来西亚领袖伸出合作之手，另

一个东南亚参与国如越南 78，应该考虑建立“TPP 的

合作关系”。

凭借日本与这两国的关系，我们预计这个合作

关系有可能实现。

安邦咨询判断，合作方面不会只限于农产品和

汽车减税的问题，它也可能涵盖了其它问题，比如

纺织品关税、医药条例和国企问题等 79。无论对日本

或者对马来西亚以及越南来说，建立 TPP 的合作关

系是应对美国的最好筹码。

整体来说，这两方面是四个东盟参与国应该考

虑进行的。因马来西亚和越南依然对某些行业实施

保护政策，TPP 对它们的冲击将更大。两国都必须

认真分析目前的美日 TPP 争议，以便从中取得重

要信息。而对于新加坡和文莱来说，它们需要考虑

TPP 是否会顺利地落实。

78　因没有重要行业需要保护，TPP 不会对文莱产生任何冲突 .	对于一个

高度以来开放市场的新加坡来说，TPPA 只会带来正面利益

79　纺织品关税是越南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医药条例是马来西亚其中一

个顾虑的议题 .	国企问题是两国都关注的问题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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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南与伊斯兰国挂钩	沙巴东部安全

再现波澜（下）

Linkage between ISIL and Southern Philippines: 
Challenges Remain in Sabah’s East Coast (2)

（续接第 032 期）

就以沙巴的情况为例。经历了苏禄军入侵事件，

以及多起绑架事件后，沙巴 2013 年仅取得 3.0% 的

经济增长，较 2012 年的 4.2% 来得低，跌至马来西

亚全国经济增速最低的州属，2012 年砂拉越州是经

济增长最低州属 80。就生产总值而言，沙巴为国内第

六大贡献州属 / 区域，达 457.9 亿令吉（约合 140 亿

美元）；但就人均 GDP 而言，沙巴却在 15 个区域

中排名倒数第四，仅达 1 万 8603 令吉（约合 5689

美元）。

图表 30：马来西亚各州属人均生产总值表现
（单位：令吉）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

80　马来西亚各州属 2005 年 -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报告，http://www.

statistics.gov.my/portal/images/stories/files/LatestReleases/gdp%20

negeri/GDP_State2005-2013BI.pdf

经济贡献多，但人均收入少，这并非是沙巴劳

动生产效率低落所致。马来西亚安邦过去多次提出，

上述现象问题在于非公民与问题公民人口迅速膨胀

所导致；而这些问题恰恰又与菲南有所联系。这方

面不妨再与沙巴东部安全区（ESSZONE）一并而论。

2013 年苏禄军入侵事件后发展成立的东部安全区，

成立以来一直引来诟病，并再度发生多起绑架事件。

图表 31：马来西亚各州属生产总值表现
（单位：百万令吉）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

部分舆论将问题归咎于政府在国防预算上过度

侧重于西马地区，而忽略了东马，尤其沙巴海域的

防卫上 81。因此，马来西亚政府在刚公布的财政预

算案中增加对国防部的拨款，高达 16.6 亿令吉或

10.3% 增幅，其中 6.6 亿令吉投入在沙巴东部安全区，

以加强其保安设施运作并添置先进配备 82。

81　蓝中华：军事部署东马仅占 30%	军力失衡难保沙海域，2013-11-

19，http://news.sinchew.com.my/topic/node/413082?tid=1189

82　加强执法及巡逻	 沙东建海上基地，2014-10-13，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4275

4:&Itemid=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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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来西亚安邦咨询却认为，沙巴海域防

卫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拨款的多寡，而是在于沙巴海

域范围内的人民与执法单位的执行效率与情感取向。

熟悉沙巴海域范围内的船务与岛屿电力商透露，虽

然该区域在 2014 年 7 月 19 日起就实行海上宵禁一

直至今，但执行效率却不太严厉，部分已与海防部

队相熟悉的船只，依然可在简单的检查下往返。

更具威胁性的发展是，在沙巴非法移民获得身

份证争议的沙巴皇家委员会报告仍未公布前，作为

沙巴州内颇具影响力的反对党领袖杰菲里吉丁岸

（Jeffrey kitingan）就指出，根据可靠消息，尽管菲

律宾籍人士获得身份证的数据下降，但其他国籍如

印尼、巴基斯坦等人士获得身份证的数据却在上升，

这是对沙巴州的一项“新威胁”83。

姑且不论其消息是否属实，过去一直成为舆论

笑柄的“沙巴身份证”课题，其实就是菲南移民大

量流入沙巴的根源。菲南移民所留下的问题，不仅

对沙巴州内的政治与经济带来冲击，甚至在 ISIL 与

菲南武装组织挂钩后，将对沙巴境内的治安问题掀

起更大层面的忧患。

贸易，必将作为中国 -东盟经济合作的

基础符号（上）

Trade Is the Basic Symbol for China-ASEAN 
Cooperation (1)

最近一段时期，随着 APEC 会议、东亚峰会、

东盟峰会、东盟 10+1、10+3、10+6、10+8 会议、

RCEP 以及 G20 峰会，贸易及自贸区建设问题再次

成为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主题词。

2015 年，东盟将实现三项共同体，即政治 - 安

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 - 文化共同体。其中，

经济共同体的主要目标在于在 2015 年底，将东盟打

83　沙巴“身份证计划”争议再起	杰菲里指巫统招揽印巴移民，2014-

10-14，http://blog.of21.com/?p=34868

造成为单一市场，并提出 12 个优先一体化行业，加

强政府与企业界等的伙伴互动关系，加快与对话伙

伴国的自由贸易谈判等。

图表 32：中国 - 东盟贸易近况及目标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中国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支持东盟

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84。

发展形势表明，贸易议题必将成为东盟与有关国家

发展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同时，中国与东盟的经

贸关系的发展也必将以贸易关系为基础来反映。

1、总体情况

过去的若干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飞速增

长，特别是 2002 年 11 月签署了经济合作综合框架

协议，建立中国 - 东盟自贸区（ASEAN-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ACFTA））。

2010 年 1 月 1 日 ACFTA 建立之前，按照经济

合作综合框架协议，分别于 2004 年 11 月 29 日、

2007 年 1 月 14 日、2009 年 8 月 15 日分别达成货物

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

2010 年 1 月 1 日，东盟 6 国（文莱、印尼、马

84　李克强会见印尼总统佐科时强调平等信任	相互支持	深化合作

促进中印尼和中国 - 东盟关系发展，2014-11-9，http://news.163.

com/14/1109/13/AAK3AA3J00014SE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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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大约 97% 的商品

减免关税；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CLMV 国家）

2015 年 1 月 1 日全面实施 ACFTA85。

在 实 施 ACFTA 中，2011 年 东 盟 和 中 国 成 立

ACFTA 联合委员会（ACFTA-JC），其职责包括监督、

指导、协调和评估协议的实施。为了给 ACFTA-JC

法律参照，双方出台了综合框架协议的补充草案，

2013 年综合框架协议又进行了新的修订。

在 2013 年 10 月的第 16 届中国 - 东盟峰会上，

各方倡议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和贸易平衡，扩大综合

框架协议的覆盖范围。

之前若干年的良好发展状况延续到 2014 年。按

照东盟官网的数据，2014 年前三季度中国与东盟国

家贸易额约 34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7.5％，增速是

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的两倍多。

同期，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速按美元计为 3.3％。

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约为 1926.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9.3％；自东盟进口额约 1539.7 亿美元，同

比增长 5.3％ 86。

前三季度中国与马来西亚贸易额最大，约 750

亿美元，占同期中国与东盟贸易额逾五分之一，其

次为新加坡、越南。贸易增速最快的国家依次为缅甸、

越南、菲律宾。 

（未完待续）

85　ASEAN-CHINA	Dialogue	Relations,	http://www.asean.org/news/

item/asean-china-dialogue-relations

86　前三季度中国东盟贸易额增速超同期中国外贸增速两倍，	2014-10-

30，中国 - 东盟商务理事会 30 日发布的三季度《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

区季度报告》，http://news.163.com/14/1030/16/A9QNISK700014JB5.

html

推进改革与政治博弈：

缅甸 -中国与缅甸 -美国关系的近期观察

Reform or Political Game: Observing Myanmar-
China, Myanmar-USA Relations

2014 年 11 月，在结束 APEC 会议后，中国领导

与美国领导均在缅甸参加东亚和东盟峰会，在缅甸

访问期间，多国领导人都希望藉缅甸开放后的发展

契机提升双边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关系。曾经因

军政府独裁被西方世界长期拒之门外的缅甸，第一

次站到了国际外交舞台的聚光灯下，成为大国博弈

的舞台。

图表 33：中国 - 缅甸签订商业合作协议

资料来源：观察者网

2014 年 11 月 14-16 日，李克强总理与缅甸共

签署了 20 多项协议，价值超过 80 亿美元。两国将

在双边经贸、农业、金融、能源等领域开展合作。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亲密会

面。日本首相安倍也表示将向缅甸提供总额约 260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13.8 亿元）的贷款用于基础设

施建设等目的 87。

11 月 14 日，中国石油集团与缅甸能源部签署

《关于扩展中缅油气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推

87　中国缅甸签 80 亿美元大单	港媒：中美正争夺对缅影响力，2014-

11-16，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11_16_2869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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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双方能源合作的发展。中国石油集团总经理廖永

远、缅甸能源部计划局局长吴佩仁吞分别代表双方

签字 88。双方将通过加强信息交流和能源政策、技术、

项目和贸易的咨询，寻求和增加合作机会，促进缅

甸油气行业发展。

进一步加强在缅甸上、中、下游业务合作，根

据市场化原则开展天然气利用及炼厂建设方等项目

的前期研究，深化在缅甸油气勘探开发、成品油和

化工产品业务的合作。

同时，将加大缅甸当地员工的技能培训力度，

逐步提高油气领域的本地化员工比例，为缅甸当地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图表 34：中国企业应把握在缅甸发展机遇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中国石油集团总经理廖永远表示，中缅油气管

道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积极

落实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部署，建设好、运行好、

管控好两条管道，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在缅各企

业要紧紧把握缅甸油气业务大发展的历史机遇。

美国总统奥巴马则于 11 月 14 日在仰光大学演

88　中缅两国签署扩展油气领域合作备忘录，2014-11-17，http://

www.cn-asean.org/Item/16530.aspx

讲，他认为缅甸的政治改革已经取得了进步，但是

速度还是不够快，在政治对话、议会以及公民社会

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他对缅甸的未来给与乐观

评价，一再表明美国愿意帮助缅甸进步 89。

他说，“作为美国总统，我已经优先深化美国

和东南亚的关系——特别是与东南亚的年轻人的关

系。我这么做的原因不仅仅是我的童年就是在东南

亚的印尼度过的，让我对东南亚和这个地区有特殊

的依恋和感情。而是这个地区的东盟十国有全世界

十分之一的人口，大约三分之二的东南亚人口是在

35 岁以下。所以这个地区——拥有增长的经济、新

兴的民主、包括海洋和岛屿、充满活力的多样性、

丛林和城市、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人民——

这一地区将塑造 21 世纪”。 

从奥巴马的演讲话语可以看出，美国正从更宏

观的角度影响缅甸，并从价值观、民主情感等方面

与缅甸打交道。缅甸正在推进改革，然而，包括执

政党和反对党、美国、欧洲、中国、日本等多方的

活动已经表明，改革与政治博弈正在缅甸并行，中

国与美国均在积极加强对缅甸的影响力。

89　奥巴马演讲：缅甸民主已取得巨大进步，2014-11-17，http://

news.ifeng.com/a/20141117/42496101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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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文莱若干投资项目

Brunei’s Parts of Investment Projects

近期商务部发布项目地点在文莱的部分投资项

目，主要有如下几项 90：

项目名称：文莱藻类养殖和虾青素提炼加工项目	

发布日期：2014-11-5  

项目类型：绿地投资项目 

投资方式：合资  

所属行业：农、林、牧、渔业  

项目内容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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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项目名称：文莱传统医药种植加工产业园区		

发布日期：2014-11-5  

项目类型：绿地投资项目 

投资方式：合资  

所属行业：农、林、牧、渔业  

90　 中 国 商 务 部 网 站，http://project.fdi.gov.cn/sinfo/s_1_0.

html?q=field39= 对外投资 ;field19^ 文莱 ;&r=&t=ichk=0&starget=1&sty

le=1800000091-1-10000106

项目内容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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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文莱高科技信息服务园区	

发布日期：2014-11-5  

项目类型：绿地投资项目 

投资方式：合资  

所属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项目内容描述：文莱的 Rimba 信息产业园区，

现有可租赁面积 7.2 公顷的用地用于发展数据灾备

中心以及发展配套的区域外包型企业后台操作中心。

距离该园区两公里处有连接 2 条海底通讯电缆的接

口。

目前这两条海底电缆的使用率只达到 20%。良

好的基础设施和稳定的地质环境（无自然灾害史）

为数据 / 灾害防备中心的建立提供有力的条件。

文莱的多语种环境和信息科技产品的高普及率

对于建立区域型以外包或金融行业后台操作中心为

主的服务性操作平台有优势。  

VI. 项目与合作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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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文莱石油化工产业园区	

发布日期：2014-11-5  

项目类型：绿地投资项目 

投资方式：合资  

所属行业：农、林、牧、渔业  

项目内容描述：为提升油气产业附加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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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船舶建造及维修厂	

发布日期：2014-11-4  

项目类型：绿地投资项目 

所属行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项目内容描述：文莱经济发展局计划全面开发

建设“大摩拉岛工业园”，并在园区内规划建设一

个造船、修船基地。  

项目名称：文莱高科技农业经济区	

发布日期：2014-11-4  

项目类型：绿地投资项目 

投资方式：合资  

所属行业：农、林、牧、渔业  

项目内容描述：文莱经济发展局有意在“特里

塞工业园”（简称“TIS”）发展现代种养殖业，该

园区位于文莱马来奕县，面积 3000 公顷。

文莱地处东盟中心位置良好地连接了东盟和中

国，并且文莱全年气候在 25 至 33 摄氏度，也从无

极端天气的经验。文莱也拥有着高质量的空气和水

源。因此，适合农业园区的发展。

特里塞工业园，主要投资建立发展高科技农业

种植和加工经济园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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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里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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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

贺佩瑛 suzie.he@bedb.com.bn, +673 2 230111 (ext 

155)

蔡玮轩 derick.chua@bedb.com.bn, +673 2 230111 

(ext 181)

项目可享受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1. 免税政

策；2. 融资平台；3. 政府补贴；4. 东盟经济共同体；5. 

良好的基础设施；6. 优惠的价格成本；7. 宽松的雇

佣政策；8. 良好的地理位置多元的人文环境；9. 安

全稳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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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转型过程中的黑暗面：反穆斯林暴力事

件——	国际危机组织	亚洲报告N°251（2）

The Dark Side of Transition: Violence against 
Muslims in Myanmar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N°251 (2)

（续接第 032 期）

II.	族群紧张关系的历史渊源

A.	前期的暴力事件

反穆斯林和反印度情绪在缅甸由来已久，其根

源在于殖民时期来自于次大陆的移民潮失控而引起

的不满。大量印度人涌入缅甸，其中一些人效力于

殖民政府；一些人来缅从事商业和放债活动；还有

一些人是低收入的移民，来缅寻找帮佣工作。他们

中很多人都是穆斯林，但也有信奉印度教和其他宗

教的信徒。“雀替尔”（Chettiar）放债人尤其令人

生厌。他们成为了水稻种植区的主要信贷来源，而

当大萧条导致大米价格崩溃时，农民无力偿还债务，

许多人因而失去了自己作为债款抵押品的土地 91。

大量缅甸农业劳动者进城务工，而他们欲从事的工

作已被印度移民劳工所有，从而造成了紧张局势。

1930 年 5 月，当印度码头工人举行罢工，被缅甸

工人取而代之时，双方矛盾达到了顶点。印度工人

恢复工作后，缅甸工人又遭解雇。之后冲突爆发，

并升级成为长达几天的反印度骚乱行动，结果导致

几百名印度人遇害，暴力冲突也蔓延至缅甸其他地

区 92。

91　Robert	Taylor，The	State	 in	Myanmar	(2009)[ 罗伯特·泰勒，《缅

甸国家（2009	年）》]，第 198	页。

92　同上

1938 年 7 月，另一场反印度骚乱事件在仰光爆

发，随后蔓延至全国大部分地区，造成至少 200 人

死亡。该事件的起因是一本由印度穆斯林作者写的

书据称对佛教不敬，缅族民族主义者针对此书展开

了一场抗议活动 93。印度人成为了日益壮大的缅甸民

族主义运动的打击目标。一首 20 世纪 30 年代的流

行歌曲这样唱到：印度人“剥夺我们的经济资源，

抢走我们的女人，我们面临着种族灭亡的危险”——

这与当今民族主义议程框架所使用的说辞有着惊人

的相似之处 94。当时，“我缅人协会（We Burmans 

Movement）”（Dobama Asiayone）组织逐渐崛起，

成为争取独立的主要政治组织，该组织以“缅甸人

的缅甸”为原则，以“让渴望和平的人准备好迎接

战争吧”为口号 95。

其中一位年轻领导者是昂山，昂山素季的父亲。

他与其他“我缅人协会”的杰出领导人一起，被称

为“三十志士”，他们创立了缅甸独立军（Burma 

Independence Army）并接受了日本帝国的支持和培

训，这支军队形成了独立后缅甸军队的骨干。

缅甸独立后，反印度和反穆斯林的暴力冲突仍

偶有发生 96。1983 年，孟邦（Mon State）首府毛淡

棉（Mawlamyine）爆发了严重的反穆斯林骚乱，数

百名难民越过边境逃往泰国。1988 年的民主起义期

间，族群暴力袭击主要针对卑谬（Pyay）（缅甸中

部）、东枝（Taunggyi）以及掸邦（Shan State）其他

93　同上。“Burman”（或“Bamar”）指在缅甸占多数的缅族，而“Burmese”

（或“Myanma”）则指缅甸全体国民。

94　钦伊（Khin	Yi），《缅甸的“我缅人运动”（1930-1938）》（The	

Dobama	Movement	in	Burma（1930-1938））（1988	年），第 96	页。

95　同上

96　若开邦的特殊情况将在第 II	章 B	节中单独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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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中的穆斯林 97。1997 年，包括数百名佛教僧侣

在内的大批暴徒袭击了曼德勒的穆斯林商店、住宅

和清真寺，造成严重破坏，导致数人死亡。暴力事

件随后蔓延到全国各地的其他几个城镇。泰国一家

英语报纸——《国家》（The Nation）刊登了一张照

片，照片中僧侣正在袭击一座清真寺，而安保人员

却袖手旁观，看上去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破坏

行动 98。暴乱前显然已经有人散发了传单，敦促佛教

徒抵制穆斯林商店，拒绝和穆斯林通婚 99。

2001 年 5 月，缅甸中部的东吁（Taungoo）发生

了对穆斯林居民的攻击事件。事件的诱因之一是塔

利班毁坏了阿富汗境内的巴米扬大佛，东吁的佛教

僧侣呼吁大家破坏清真寺以示报复。结果六座清真

寺被毁，城镇中的大多数穆斯林店铺也遭到破坏，

据称有 9 人丧生。暴力事件随后蔓延到其他城镇，

并于2001年9月在卑谬再次爆发，10月在巴戈（Bago）

爆发。当局因而实行了宵禁 100。在过去几十年间，

根本性的偏见态度、仇恨言论的形式以及暴力的形

式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并且在最近一轮的暴力冲

突中再次重现 101。

B.	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和歧视

缅 甸 的 穆 斯 林 人 口 之 一 是 若 开 邦（Rakhine 

State）的罗兴亚人（Rohingya），罗兴亚人所面临

的局势尤为严峻，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极为棘手。

正如著名的缅甸学者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

在近二十年前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缅甸有许多复

杂的民族问题，但在我对缅甸的政治和民族局势进

行写作的十多年生涯中，若开邦的穆斯林所面临的

困境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最为紧张且艰巨的民族

97　亚洲图片（Images	Asia），《缅甸穆斯林状况报告》（Report	on	

the	situation	for	Muslims	in	Burma），1997	年。

98　同上

99　同上

100　 见《 对 缅 甸 穆 斯 林 的 镇 压 》（Crackdown	on	Burmese	

Muslims），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2012 年 7月。

101　见第 IV	章。

问题”102。

并非所有若开邦的穆斯林都认为自己是罗兴亚

人。首先，若开邦有的穆斯林人口在民族语言方面

与罗兴亚人不同，其中就包括被认为是缅甸土著之

一的卡曼族（Kaman）。其次，由于“罗兴亚”这种

称谓时常与特定的政治 / 宗教议程相联系，并且主

要被界定为是位于若开邦北部靠近孟加拉边境的少

数族裔，因此这个称谓并不总是能被罗兴亚民族语

言团体的成员所接受。然而，最近针对罗兴亚人的

歧视和暴力行径完全无视上述这些细微差别，因而

“罗兴亚人”这一称谓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

有关这个族裔的起源，以及“罗兴亚”这一称

谓的使用，都具有高度争议性。罗辛亚的领袖声称，

几百年来自己的族群一直在若开邦定居，同时也有

历史证据表明穆斯林人口在该地区居住长达数百

年 103。然而，缅甸政府却时常声称，大多数罗兴亚

人是来自孟加拉的新近非法移民。众所周知，一些

吉大港人（Chittagonian）（来自与缅甸接壤的孟加

拉吉大港地区）的确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因为当时的

东巴基斯坦内战而越过边境逃到了缅甸，但自那以

后入境的吉大港移民可能就极为少见了 104。

无论历史人口和新近移民的规模大小如何，有

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在殖民时期，英国殖民政府

鼓励大量吉大港移民迁入若开邦 105。这一举措改变

了该地区的民族和宗教组成成份，造成了社会经济

102　马丁·史密斯，《缅甸的罗兴亚穆斯林》（The	Muslim	‘Rohingya’	

of	Burma），提交给荷兰缅甸中心（Burma	Centrum	Nederland）会议

的报告，阿姆斯特丹，1995 年 12 月。

103　见摩西·耶格尔（Moshe	Yegar），《融合与分离：菲南、泰南

与西缅甸的穆斯林社会》（Between	Integration	and	Secession:	The	

Muslim	Communities	of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Southern	Thailand,	

and	Western	Burma/Myanmar）（2001	年），第一章。

104　同上，第七章；另见阿南德（J.P.Anand），《缅甸	-	孟加拉国的

难民问题》（Burma-Bangladesh	refugee	problem），《战略分析》（Strategic	

Analysis），1978 年 2月。

105　由于缅甸殖民地至少在殖民时期的一段时间里由英属印度管辖，因

此吉大港和若开邦（建邦）曾经同属于一个共同的政治实体。若开地区

人口稀少，作为发展该地区农业的举措之一，殖民地政府鼓励向该地区

进行人口迁移。耶格尔，引用同前，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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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引发了若开邦佛教群体的极端不满情绪。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紧张局势引爆成为暴力

冲突。1942 年日本挺进了若开邦，直到战争结束之前，

这里一直都是战斗的最前线。罗辛亚人一直效忠于

英国，而若开族作为更广泛的缅甸独立运动的一部

分却支持日本。两个族群都组织了自己的武装队伍，

并向对方发动了攻击。罗兴亚人或者逃离或者被驱

逐出日本控制的地区，逃往若开邦的北部地区；与

此相似，若开族也远离了联军的控制区，向南部迁移。

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若开邦的穆斯林地区和佛教徒地

区进一步隔离开来 10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缅甸刚刚获得独立，就爆

发了罗兴亚圣战者的叛乱。他们不仅要求成立穆斯

林自治区并享有完全的公民权，还要求取代殖民统

治者的佛教徒官员们停止所谓的对罗兴亚人歧视

待遇。叛军针对的是政府以及若开佛教徒的利益，

他们迅速控制了若开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佛教徒

和穆斯林族群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叛乱最终被

平定了，只剩下小规模的武装抵抗和土匪活动。政

府于 1961 年在若开邦北部成立了梅宇边境管理处

（Mayu Frontier Administration），由部队军官而非

若开族官员进行管理，成立管理处的初衷之一是为

了满足圣战者的政治诉求 107。

缅甸 1962 年的军事政变结束了穆斯林的政治活

动，而其他形式的政治组织也都遭取缔，针对少数

民族的立场也变得更加强硬。新政策实际上剥夺了

广大罗兴亚人的公民身份，短命的梅宇边境管理处

也遭到解散 108。1977 年，缅甸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

内展开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龙王行动”）（nagamin）。

许多罗兴亚人缺乏正式的移民身份，再加上在若开

邦实施该行动时方式过于粗暴——包括引发了严重

的族群间暴力事件，结果造成大约 20 万罗兴亚人逃

往孟加拉。在孟加拉当局的强大压力下，多数难民

106　同上，第四章。

107　同上，第五章。

108　指《紧急移民法》（Emergency	Immigration	Act）（1974）以及

该法案规定的罗兴亚人必须随身携带的公民身份证实际上并没有提供给

大多数的罗兴亚人。

在次年陆续回到了缅甸，但缅甸方面却并没有作出

真正的努力来使这些罗兴亚人重新融入社会，大多

数人仍然没有公民身份证明文件，或者只是被登记

成为权利受限制的“外国居民”109。

1991 年，新的军事政府（1988 年发动政变推翻

社会主义政府后上台）开始向若开邦北部进行大规

模的军事部署。这些部队没收了罗兴亚人的土地，

一部分用以兴建营地，一部分用作农业用途以提供

军粮。部队还任意横征暴敛，并强制罗辛亚村民劳

动。上述各种要求除了涉及到暴力因素外，所带来

的经济负担也让人难以承受，到 1992 年初，超过

25 万名罗兴亚人逃到孟加拉，被安置在拥挤不堪的

难民营中。其中的 20 万难民后来在联合国难民署

（UNHCR）的主持下被遣返，但人权组织和其他

国际观察员对遣返的恶劣条件进行了谴责，并批评

说一些遣返并没有基于自愿的原则 110。

2001 年，若开族佛教徒和罗兴亚人在若开邦的

首府实兑（Sittwe）爆发了冲突。一群年轻的僧侣和

一个罗兴亚小摊贩之间发生的争吵最后升级成为整

晚的暴力冲突，结果导致约 20 人丧生，多个住宅和

商铺被烧毁。实兑全市实行宵禁长达好几个月。暴

力事件还蔓延到孟都（Maungdaw），几个清真寺和

穆斯林宗教学校被毁 111。2001 年在缅甸其他几个地

区也发生了针对穆斯林族群的暴力事件 112。

（未完待续）

109　见《罗兴亚穆斯林：结束新一轮逃亡？》（The	Rohingya	Muslims:	

Ending	A	Cycle	Of	Exodus?），人权观察组织，1996 年 9月。

110　同上

111　见《对缅甸穆斯林的镇压》，引用如前。

112　见第 II 章 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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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东盟中心

APPENDIX A    ABOUT ASEAN-CHINA CENTRE (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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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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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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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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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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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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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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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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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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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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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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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共同为中心揭牌。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心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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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文化和教育的综合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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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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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显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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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的教育机会，促进文化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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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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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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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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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寻找当地的商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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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便利；

（十一）提供中国和东盟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有关的机构和政府官员名录；

（十二）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活动；

（十三）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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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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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互了解；

（十六）研究开展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相关的人员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十七）支持关于缩小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的项目；

（十八）开展中心实现其目标所需其它活动。

附录一	/	AppENDi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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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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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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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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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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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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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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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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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金融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东盟地区有着多年成功的投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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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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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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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投资不断实现优化、升级和持续成长。

主要特点

- 是目前少数致力于投资东盟地区的大型私募股权基金；

- 专注于支持基础设施、能源以及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优秀企业和项目；

- 可投资于不同阶段的项目，实现商业成功和最佳社会效应的双重目标；

- 资金募集的目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其中一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

- 拥有一支国际化的专业团队，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以及相关行业经验。

投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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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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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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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笔投资额通常介于 5 千万至 1.5 亿美元之间；

- 希望与其他战略投资者实现共同投资；

- 采用多元化的投资形式，包括股权、准股权及其他相关形式；

- 不谋企业控股权，持股比例小于 50%；

- 可投资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

- 既可单独投资企业或项目，也可同时投资企业和项目层面；

- 推动资产和运营的整合、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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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力较强且可靠的项目发起人；

- 已见成效且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 经验丰富、有抱负且稳定的管理层；

- 可靠稳定的未来现金流或可预见的盈利能力；

- 具有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china-asean-fund.com

附录二	/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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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安邦咨询简介

APPENDIX C    ABOUT ANBOUND CONSULTING (AN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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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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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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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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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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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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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实用建议和项目评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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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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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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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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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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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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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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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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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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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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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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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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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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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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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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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营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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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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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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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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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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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的主要大学展开研究合作，专门用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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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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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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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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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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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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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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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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