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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马来西亚成为 2015 年东盟主席国后的

政策重点

Malaysia’s ASEAN Chairmanship 2015: Policy 
Focus

2015 年，马来西亚将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11

月 14 日，第 25 届东盟峰会在缅甸内比都成功落幕。

以此次会议为契机，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正式接管

东盟主席国的委任，结束了缅甸的 2014 年主席国身

份 1。由于 2015 年是东盟三项共同体的落成之年，

各界人士都把目光锁定在以经济为主的各项议题。

而根据有关信息，马来西亚已拟定更为广泛的东盟

共同体政策，也就是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在 2015 年颁

布多领域的新措施。

图表 1：东盟主席国移交仪式 ─马来西亚总理
纳吉布从缅甸总统吴登盛手里接管“东盟木槌”

资料来源：EPA

1　Malaysia	 assumes	ASEAN	chairmanship,	 The	Star,	 2014-11-

14,	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4/11/14/Malaysia-

assumes-2015-chairmanship-PM-pledges-for-an-integrated-

Asean-Community/

为了更好地理解马来西亚的 2015 年东盟政策，

安邦咨询（ANBOUND）认为可以从四大领域进行

分析。

1、经济领域。我们预计马来西亚将以更主动

的方式推动各国实现《东盟经济体大蓝图》（AEC 

Blueprint）的主要目标。这就表明，马来西亚将把完

成统一市场和生产基地（AEC Blueprint 的支柱 I ）

的目标做为中心，而不是完成其它的经济目标，比

如大蓝图里面的支柱 II，III 和 IV。以下列出了这些

支柱。东盟在统一市场和生产基地方面都实行了更

多经济自由化措施（包括减关税，成立“单一窗口”

系统和简化投资法规等等）。根据东盟和东亚经济

研究所（ERIA）的研究，东盟只完成了 65.6% 的措施，

距离 100% 的目标还差些。

因此，安邦估计马来西亚将把统一市场和生产

基地的目标来衡量该国作为主席国的成就之一。换

句话说，东盟经济体的成功与否在于该地区将能达

到什么程度的市场和生产基地的统一。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放话说要在这个方面发

挥东盟主席国的作用 2。 

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并不是东盟经济完全统

一的一年。它只不过是东盟迈向经济一体化的阶段

性结果（2009 年到 2015 年为第一阶段）。各界人士

不应该误判认为 2015 年是经济体的结束，因这本来

就是各东盟国领袖的初始决定。在 2015 年，马来西

亚将积极拟定《2016 - 2025 后东盟体宏愿》3，进一

步促进经济自由化较为慢的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

和越南，加快和扩大它们的自由化措施。

2　同注 1

3　同注 1。目前，东盟各国是以《2009	-	2015 东盟体路线图》作为它

们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安全大蓝图上所要推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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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文化领域。作为主席国，马来西亚将

以前所未有的意愿推进东盟社会文化体（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的发展。为此，马国政

府把人文工作作为它们的首要任务。这不但突出马

来西亚的志向和领导能力，它也把东盟各国这么久

以来所忽略的人文交流工作重新整理一次。最重要

的是，马来西亚要打破某些分析员不看好的前景，

尤其是当东盟各国人民都还没建立起区域归属感和

身份的时候。

图表 2：东盟经济体的积分表（2012 年）

资料来源：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安邦咨询整理）

在 2015 年，马来西亚不会过于注重经济体工

作，反过来，该国将落实更多的人文交流，教研合

作以及媒体宣传的项目和活动。东盟机构如 ASEAN 

University Network（AUN）都还会变成极为重要的

机构。简单来说，推动“人民东盟”（People-centred 

ASEAN）也是马来西亚在 2015 的主要工作。东盟

若要真真成为一体，它的人民必须“了解东盟，感

到东盟和活在东盟”。而这就是马来西亚要通过不

同项目想要达到的目标。

3、政治安全领域。在这方面，安邦咨询分析马

来西亚不会改变现状。作为主席国，马国政府要扮

演平衡者和领导者的角色。马来西亚必须平衡东盟

与各大国（尤其是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保

持该地区的中立态度。再者，作为南海争议国之一，

该国也要积极游说和促进其它争议方尽快进入《南

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以便更好地管理整个争端，

尤其是避免发生各国之间的武力冲突。

4、东盟行政领域。作为东盟最重要的机构，东

盟秘书处（ASEAN Secretariat）还需要财政上的援助。

也因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东盟秘书处无法吸引多

方面的专业人士来开展不同方面的工作。这对东盟

秘书处的整体效率和有效性造成负面的影响。

在这一点，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扬言要加强东

盟秘书处的行政能力，而他也透露马来西亚将协助

东盟秘书处获得更多的款项作为该机构的活动费用，

行政费用和官员福利 4。在这一点，提高目前东盟十

国向东盟秘书处贡献的 170 万美元是必然的措施。

另一个措施就是向对话伙伴国，如中国，日本，韩国，

欧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征求财政上的援助。如

人文交流工作那样，马国总理纳吉布的提议也是这

么多年以来东盟领袖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建议。

在未来几个月内，安邦预计马来西亚政府将正

式提出更具体的政策和工作。据我们所得到的信息，

马来西亚外交部已定下九个方面作为该国 2015 年的

工作重点 5，只等待领导层正式宣布。综合各方信息

来看，安邦咨询所提出的四个领域很可能就在其中。

4　Malaysia	proposes	ASEAN	Secretariat	be	strengthened,	Malay	Mail	

Online,	2014-5-11,	http://www.themalaymailonline.com/malaysia/

article/malaysia-proposes-asean-secretariat-be-strengthened

5　Malaysia	as	ASEAN	chair	to	focus	on	2	main	areas,	The	Rakyat	Post,	

2014-8-9,	http://www.therakyatpost.com/news/2014/08/09/malaysia-

2015-asean-chair-focus-2-major-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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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仍面临严重缺乏技术工人问题

Skilled Labor Shortage Looms Over Laos

老挝在 2013 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2015 年东盟经济共同体即将建成，对老挝的经济发

展带来重大的影响；老挝人民革命党政府就此展开

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吸引外资，不过却面对严重缺乏

技术工人的问题。

目前，老挝共批准设立了 10 个经济开发区，共

有 2 个经济特区和 8 个专业经济区，占地 13564 公顷，

共引资近 43 亿美元 6。2014 年四月，总理府部长本

萍·门婆赛（Bounpheng Mounphosay）表示这些经

济开发区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缺乏符合需求的技术

工人 7。随着老挝经济发展，该国急需劳动力；根据

该国社会福利劳动的估计，在 2015 年，老挝需要

500,000 劳动力，而该国却只能每年提供 55,000 名工

人 8。与此同时，老挝国家工商会则表示该国每年在

服装行业，加工业、旅游业、钢铁生产也、家具生产业、

建筑业等需要 31,000 名工人 9。

另 一 方 面， 根 据 老 挝 工 会 联 合 会（Lao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的副会长万夏·銮帕占

（Vanhna Douangphachan）在2014年11月也同样表示，

老挝企业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劳动力不足以满足市

6　老挝经济开发区快速发展 ,	2014-05-30,	http://paper.ce.cn/jjrb/

html/2014-05/30/content_202611.htm

7　Skilled	workers	 in	high	demand	 for	Laos’	SSEZ,	2014-04-16,	

http://englishnews.thaipbs.or.th/skilled-workers-high-demand-laos-

ssez

8　Skilled	 labour	 shortage	 in	 Laos,	 2013-03-28,	 http://www.

bangkokpost.com/most-recent/342811/skilled-labour-shortage-

looms-in-laos

9　Labour	shortage	in	Laos	a	major	challenge	for	investors,	2013-08-

22,	http://www.worklivelaos.com/labour-shortage-in-laos-a-major-

challenge-for-investors/

场需求，从而导致企业界面临财务上的问题 10。

老挝劳动法规定外商需优先聘请老挝工人，并

法定企业所聘请的外国体力劳动者不得超过单位劳

动者的 10%，而外国专业知识的工人不得超过该单

位的 20%。不过，劳动法也注明了在必要的情况之

下，企业能聘请超过这个数额的工人 11；这也造就了

不少企业都能聘请更多外国工人，有的还带入了非

法劳工。老挝的低工资职业，如橡胶业与建筑业等

缺乏足够的技术工人，而企业管理、银行、金融等

行业却面临着普通员工过剩的问题。

图表 3：老挝制衣厂工人

资料来源：http://www.worklivelaos.com/

老挝所面对的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和国家所

面对的贫困问题、教育制度息息相关。苏联瓦解之前，

老挝学生能获取奖学金前往保加利亚、波兰、乌克

10　“Laos	facing	severe	lack	of	skilled	workers”,	2014-11-26,	http://

www.nationmultimedia.com/aec/Laos-facing-severe-lack-of-skilled-

workers-30248533.html

11　“Law	on	Labour”,	2006-12-27,	“http://www.vientianetimes.

org.la/Laws%20in%20English/20.%20Law%20on%20Labour%20

%282006%29%20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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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INA-ASEAN WATCH /  2014.124

兰等国家深造；苏联瓦解之后，老挝学生失去了和

共产国家国际高等教育网络的支撑，也同时面对着

国内不完善的教育制度的问题，从而衍生出现在无

法培养新一代技术工人、知识型劳工等的困境。

老挝有近 700 万人口，工作年龄一般为 18 岁至

55 岁，估计共有 450 万人。大部分老挝人从事农业

方面的工作，7.8% 从事于工业，23.4% 从事于服务业。 

为了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老挝政府目前

正致力于改善技能发展；现在该国各省份均有职业

学校。在 2013-2014 年里，有 37, 054 接受技能培训，

其中包括了 15, 579 名女性，共造就了 56, 186 个各

领域的就业机会 12。

缅甸需区分有害性价格波动与正常价格

波动

Myanmar Faces High Rice Price Volatility

农业占缅甸约 45% 的 GDP，雇用了约 66% 的

劳动人口。在所有农产品中，大米占了 33%，是缅

甸人民的极为重要支柱 13。米饭是缅甸人的主食，一

般缅甸家庭会把 60% 收入购买食物，其中大米就占

了 25% -50%14。因此，大米价格和缅甸国家收入、

国民生活可谓息息相关。

世界银行的最近一份报告显示，缅甸大米的价

格浮动是亚洲大米出口国之中最高的，在 2009 年至

2013 年之内价格攀升了 41% 左右，比邻国泰国和柬

埔寨还高，对缅甸粮食出口造成了相当的压力。缅

甸大米的价格浮动，很大的原因在于该国大米生产

12　Laos	facing	severe	 lack	of	skilled	workers,	2014-11-26,	http://

www.nationmultimedia.com/aec/Laos-facing-severe-lack-of-skilled-

workers-30248533.html

13　Implementing	a	Price	Support	Program	for	Myanmar's	Rice	Sector,	

2014-04-16,	http://dukespace.lib.duke.edu/dspace/handle/10161/8430

14　Rice	price	volatility	in	Burma	must	be	addressed,	says	World	Bank,	

2014-11-26,	 https://www.dvb.no/news/rice-price-volatility-in-

burma-must-be-addressed-says-world-bank-myanmar/46087

只集中于每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两个月份；近 70% 的

稻米收割于这两个月份，导致十二月至一月的时候

大米价格下跌，而五月至十月之间价格攀升。此外，

分散的稻谷市场、不完善的路况、有待改善的通讯

系统、不可靠的市场信息、低多元化出口、碾米厂

需付出高成本储存谷物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价格的波

动 15。

图表 4：正准备把一袋袋大米到市场售卖的
缅甸妇女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Bank）

大米价格波动将严重影响农民生活，造成了

不少农民生活于贫困边缘。缅甸不少稻米农民的

土地并没有完善的灌溉系统，因此只能在雨季时

耕 种。缅 甸 农 业 发 展 银 行（Myanma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nk）只提供农民六个月的贷款，导

致农民被迫在收割之后就需要售卖所有的大米以清

还贷款；这个时候也是大米价格最低的时候。与此

同时，稻米种植成本日益增加，而农民却只能以低

价出售大米，因此缅甸农民不但无法获利，反而面

对越加严重的贫困问题 16。

15　Myanmar’s	High	Rice	Price	Volatility	 Increases	Poverty	Risk	but	

Requires	Careful	Management,	2014-11-24,	http://www.worldbank.

org/en/news/press-release/2014/11/24/myanmars-high-rice-price-

volatility-increases-poverty-risk-but-requires-careful-management

16　Myanmar:	Farmers’	Profits	Lost	Due	 to	Volatile	Rice	Prices,	

2014-11-24,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14/11/24/

myanmar-farmers-profits-lost-due-to-volatile-rice-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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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米价格波动，导致农民陷于贫困的问题，

缅甸仰光省农业与畜牧部长吴梭敏（U Soe Min）表

示当局建议把每公顷 100,000 缅元（约 97 美元）的

贷款提升至 140,000 缅元（约 135 美元），并修改偿

还贷款时期 17。

对此，世界银行认为大米价格波动只能减少至

某个程度，并建议缅甸政府必须区分有害性价格波

动与正常价格波动。同时，世界银行也建议缅甸政

府应该让碾米厂更容易获得金融资助、改善郊外地

区的路况与通讯系统、提供市场与消费等的正确信

息、扩展额外的大米出口市场等，不过不建议缅甸

政府采取如限制出口、设定最低农价、设立官有米

库等短期价格稳定措施，因为这些措施会对经济有

负面的影响 18。

亚洲开发银行批准 2014-2018 年

《柬埔寨合作伙伴战略》，贷款 8亿美元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o Loan US$800 Million 
to Cambodia

2014 年 12 月 1 日， 亚 洲 开 发 银 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宣 布，该 行已批 准 2014-2018

年《柬埔寨合作伙伴战略》（Cambodia Partnership 

Strategy），在未来 5 年内向柬埔寨提供 8 亿美元贷

款，以帮助柬埔寨发展经济、扶贫脱困和改善人民

生活 19。

2014-2018 年《柬埔寨合作伙伴战略》目的在

于协调该国的战略规划周期和柬埔寨政府所重视的

增长、就业、平等、效率四角战略，第三阶段政策

17　Call	 to	 relax	 agricultural	 loans,	 2014-06-12,	 http://www.

elevenmyanmar.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

=8314:call-to-relax-agricultural-loans&catid=44&Itemid=384

18　Rice	Price	Volatility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Myanmar,	http://

www.worldbank.org/en/country/myanmar/publication/rice-price-

volatility-and-poverty-reduction-in-myanmar

19　亚行 5 年向柬提供 8 亿美元优惠贷款 ,		2014-12-01,	http://www.

jinbianwanbao.com/List.asp?ID=17038

以及国家战略发展计划。此项合作伙伴战略以通过

持续的包容性高增长所创造出更多元化的经济机会、

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区域合作和一体化三个战

略议程来协助柬埔寨贫困群体 20。

图表 5：居住于破旧轨道旁的柬埔寨贫民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这项 8 亿美元贷款除了主要用以建设基础设施

和改善公共设备，还涵盖了增加农作物产量、以职

业培训来改善劳工市场技能等宗旨。根据亚洲开发

银行驻柬埔寨代表处主任埃里克·西奇威克（Eric 

Sidgwick）的说法，这次的贷款的项目虽然比以往的

少，不过却比以往的大；每样项目平均值 3,500 万

美元，和以往的 1,900 万美元至 2,000 万美元来得

多 21。这些合作伙伴战略项目将分阶段落实与执行，

并以改善私营领域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亚洲开发银行是推动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积极且有效帮助的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之一。2014

年 9 月，该银行就提供了柬埔寨高达 3,000 万美元

的贷款，以协助该国展开提高教育质量、加强职业

20　ADB-Cambodia	 Partnership	 Strategy,	 http://www.adb.org/

countries/cambodia/strategy

21　ADB	set	 to	 loan	$800M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2014-12-02,	

http://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adb-set-loan-800m-

over-next-five-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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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和为柬埔寨妇女和贫困人提供职业培训等的项

目 22。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杨·汉森（Jan Hansen）

表示，柬埔寨经济预期在未来 2 年内将维持良好的

状态，且能在 2014-2015 年脱离中下等收入国。中

下等收入国一般指其人民均年收入超过 1,045 美元。

在 2013 年里，柬埔寨的人民年均收入是 950 美元。

随着柬埔寨经济发展和人民年均收入的提升，

柬埔寨也将失去一些较为不发达的国家的一些优势，

如获得亚洲开发银行的优惠贷款，以及美国、欧美

的贸易优惠计划等。这次贷款的项目旨在提高柬埔

寨的投资吸引力，让该国在失去了贸易优惠的优势

之后，仍然能和其经济较发达的邻国的竞争 23。

这次的贷款中，1.83 亿美元将会用于确保 2025

年时所有柬埔寨人都能获得安全供水和良好卫生条

件、1.59 亿美元将用于确保公共部门的财政状况得

到妥善管理和保证其透明度、1.48 亿美元用于贸易

和运输的便利化、9,000 万美元用于的教育，剩余部

分用于农业发展以及作为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24。

不过，亚洲开发银行在设施其项目的时候，被

一些媒体和团体指责没有和柬埔寨的贫民洽商，导

致一些贫困的柬埔寨人的情况更为恶化；如之前该

银行的其中一个修补火车轨道项目里，接近 3 千名

贫困柬埔寨人被迫搬迁而没有获得妥善的安排 25。

22　亚行向柬埔寨投资 8 亿美元 ,	2014-12-03,	http://cn.vietnamplus.

vn/Home/%E4%BA%9A%E8%A1%8C%E5%90%91%E6%9F%AC%

E5%9F%94%E5%AF%A8%E6%8A%95%E8%B5%848%E4%BA%B

F%E7%BE%8E%E5%85%83/201412/42848.vnplus

23　ADB	set	 to	 loan	$800M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2014-12-02,	

http://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adb-set-loan-800m-

over-next-five-years

24　Water,	Public	Sector	Get	Largest	Share	of	ADB	Funds,	https://

www.cambodiadaily.com/business/water-public-sector-get-largest-

share-of-adb-funds-73776/

25　Asian	Development	Bank	report	finds	Cambodian	rail	repair	project	

has	left	thousands	of	families	worse	off,	2014-02-10,	http://www.abc.

net.au/news/2014-02-10/an-report-finds-cambodian-rail-repairs-

have-left-thousands-of-f/5249094

文莱通过国际合作推进农业发展

Brunei Promotes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b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长期以来，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技术不发达等

原因，文莱的农产品一直依赖进口。为了改变这样

的状况，近年来该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鼓励农业生产，争取实现农产品自给，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

图表 6：2011-2014 年文莱粮食产量和自给率状况

资料来源：安邦根据文莱官方统计数据绘制

文莱农业局以每公顷 25 文元（约合 117 元人民

币）的低价将土地租给农民，并为农药、肥料、秧

苗和水利灌溉设施等生产资料提供 50% 的补贴。到

2012 年，该国水果产量已达到总需求量的 43%。按

照计划，到 2023 年，文莱水果产量将增加到 24649

吨，实现完全自给自足 26。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截

至 2013 年，文莱的鸡肉自给率已达 100%，鸡蛋为

96.7%，热带叶菜为 89.3%27。不过，该国的粮食供应

依旧面临严峻挑战。文莱政府希望明年粮食自给率

26　文莱水果自给率达 43%，2014-1-8，http://www.mofcom.gov.cn/

article/i/jyjl/j/201401/20140100454231.shtml

27　农业农粮产值近 3 亿	汶稻米产量增加，2014-12-6，http://www.

seehua.com/node/13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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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高到 60%，大米产量增加到 1.8 万吨 28。然而，

该国今年的大米产量还不到 1400 吨，自给率仅为

3.61%。

为了解决农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文莱政府决

定加强国际合作。自今年 8 月起，该国经济发展局

开始向周边国家推介多个重点农业项目，以吸引投

资，其中包括：藻类养殖、高价值渔业养殖加工、

虾青素提炼和医药种植等。11 月 18 日，第十八届东

盟东部增长区部长级会议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

召开。会上确定了一批重量级农业合作项目，包括

椰子油、棕榈油和海水养殖等，将交由各个工作组

分别牵头组织实施 29。12 月 9 日，文莱苏丹哈桑纳

尔·博尔基亚到访韩国，与朴槿惠总统举行了会谈。

两国签署了关于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

农业和农村政策及信息交流、农业技术和专业人才

交流、成立农业合作委员会等 30。12 月 12 日，哈桑

纳尔与泰国总理巴育在韩国釜山举行会谈。文莱苏

丹表达了对泰国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关注，巴育也表

示愿意两国展开广泛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农业和

渔业领域。目前，文莱和泰国已经完成了农业合作

谅解备忘录的起草工作 31。

可见，文莱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誓要实现农产

品的高度自给自足。这既为本国农业发展提供了强

大的动力，也为国际合作和外国投资提供了广泛的

空间。

28　文莱计划 2015 年大米生产自给自足率达到 60%，2014-8-22，

http://www.chinagrain.cn/dami/2014/8/22/201482211365717094.shtml

29　东东盟增长区	 部长代表闭门会议，2014-11-19，http://www.

seehua.com/node/129937

30　韩国文莱举行首脑会谈	商定加强基建领域合作，2014-12-9，

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domestic/2014/12/09/0401000000A

CK20141209002000881.html

31　汶莱泰国农粮生产合作	完成草拟谅解备忘录，2014-12-12，http://

www.seehua.com/node/133340

菲律宾经济 2015 年将迎来下行风险

The Upcoming Philippines Economic Downturns 
in 2015

自 11 月底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局与菲律宾统计

局公布第三季度 5.3% 的经济增长率以来，已有多家

外资银行将本年度菲律宾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到 6%

以下 32，远低于之前官方为全年设定的 6.5%-7% 的

增长目标。菲律宾去年同期的经济增速为 7%，而今

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也分别有 5.7% 与 6.4％，三

季度的增长表现已达三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图表 7、8：菲律宾 GDP 需求（上图）与供给（下图）
方面占比（单位：百分比）

资料来源：菲律宾统计局（PSA）

32　汇丰银行和马来亚银行日前已把对菲律宾 2014 年全年经济增速预测

下调至 5.9％，而荷兰商业银行则把对菲律宾 2014 年全年经济增幅预测

下调到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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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菲律宾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低迷，主

要是受政府支出同比下降 2.6% 的拖累，这抵消了制

造业、出口和消费方面的利好提振。此外，由于近

期上调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特别存款帐户利率，

国内资本流动性的增长已开始放缓。根据菲律宾央

行发布的消息，鉴于美元走强和投资者对新兴市场

的风险规避，今年 9 月和 10 月菲律宾热钱分别净流

出 3.2 亿美元与 1.8 亿美元，较去年 10 月净流入的 9.7

亿美元形成强烈对比。瑞士信贷也预计 2015 年菲律

宾的经济增长率将达 6%，风险为下行。

虽然菲律宾在投资与贸易方面表现低迷，但在

股市与工程建设方面的增长却十分突出。本月中旬，

在银行股领涨的背景下，菲律宾股市上涨 2.2%，创

下自去年 10 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此外，菲律宾

参议院近期批准了用于扩建和维修马尼拉至比科尔

（Bicol）铁路的 17.5 亿比索投资。同时，政府也将

斥资 4.5 亿比索补偿给独立负荷计划（ILP）33 的私

33　 菲 律 宾 根 据 众 议 院 第 21 号 决 议 通 过 ILP（Interruptible	Load	

Program），即当电力供应不足时，商场、工厂等企业应使用自己的发电

机 组 http://www.philstar.com/headlines/2014/11/21/1394160/ilp-cost-

power-consumers-p450-m

图表 9：菲律宾 PPP 项目统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 5 日）

资料来源：菲律宾 PPP 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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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电者，以避免吕宋岛 2015 年夏季可能出现的电

力危机。菲律宾政府预算部部长阿巴德称，为了维

持经济增速，菲政府计划于未来三年在基础设施领

域支出 1.836 万亿比索，其中 2014、15、16 年分别

投入 4 千亿、6 千亿和 8.36 千亿比索。2013 年菲律

宾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项目取得极大进展，全

年共通过项目总金额 2750 亿比索，未来在基础设施

方面的投入也将以 PPP 项目为主 34。

根据安邦咨询（ANBOUND）今年 12 月发布

的《2014 年度菲律宾投资风险报告》显示，当前菲

律宾的个人储蓄率急剧下滑、贷款猛增、货币发行

量大幅上升、以及股市和不动产价格大涨，都表明

了该国资产泡沫的严重程度。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与美国退出 QE 的影响，2015 年菲律宾中小企业的

资金链将面临严峻考验。对此，在菲投资的中国企

业应及时做好风险防范和预警工作，以保证企业的

境外投资安全。

越南政府积极提升生产效率以打击

通货膨胀

Vietnamese Government Enhances Productivity to 
Restrain Inflation

今年以来，越南的经商环境正快速恶化。除了针

对外国投资者的暴力事件外，罢工所引起的工资上

调正快速侵蚀越南制造业的竞争力。近日，越南政府

宣布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上调最低工资，据推算，

2015 年最低工资将较 2014 年大幅提升 15%。在具体

措施上，一类、二类、三类和四类地区的最低工资标

准分别上调至 310 万盾（约合 148 美元）、275 万盾

（约合 130 美元）、240 万盾（约合 114 美元）和 215

34　http://ppp.gov.ph/wp-content/uploads/2014/12/PPP-Projects-

Pipeline-Chart_05December2014.pdf

据菲律宾 PPP 中心统计，目前通过审批的共有 54 个项目，其中公开成

本金额的共有以上 26个项目

万盾（约合 100 美元）35。自 2000 年以来，越南最低

工资累计增长逾16倍，越南对FDI的吸引力正在衰退。

图表 10：越南经济年均增长率走势图（2004-2014）

资料来源：Tradingeconomics.com

图表 11：越南人均收入（2004-201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官网，安邦咨询制作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红利带动下，越南经济呈现

稳健增长的态势，连带带动人均收入（GNI）平稳增长。

然而，一些越南企业依赖于与政府管理部门的特殊关

系以获得经济优势，因此缺乏改进技术和劳动力素质

35　越南将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上调最低工资，2014-11-26，http://

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4-11/52031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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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诱因 36。生产效率低落导致市场供给无法满足需求，

在较为宽松货币政策引导下，越南频繁出现恶性通货

膨胀。为保障基层劳工最低生活质量，越南政府被迫

提高最低工资。然而，在总体要素生产率（TFP）未

有效提升情况下，提高最低工资将加剧恶性通货膨胀，

进而导致投资环境衰退 37。

图表 12：越南通货膨胀走势图（2004-2014）

资料来源：Tradingeconomics.com

为根本提升生产效能，越南政府近日出台了《工

业化战略相关计划》38。依照该《计划》，越南将在《2020

年至 2030 年愿景越南与日本合作战略》框架下自日

本引进先进技术来推动其产业结构转型。依照其“工

业化战略”，越南政府计划打造加值型产业，并提升

劳动力素质以及生产效率 , 进而真正从供给面打击通

货膨胀 39。

36　越南专家：越南政府应改进政策提供劳动生产率，2014-12-

2，http://news.ifeng.com/a/20141202/42622188_0.shtml?4B9Hv-

transoriental.cn-caiyun

37　越媒称越南劳动生产率亚洲最低，2014-5-16，http://www.

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405/20140500589994.shtml

38　越南公布工业化战略目标，2014-12-10，http://asean.anbound.biz/

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articleid/41178/

39　越南四大重点工业行动产业计划对外公布，2014-9-25，http://

cn.nhandan.org.vn/economic/economic_policy/item/2449401-%E8%

B6%8A%E5%8D%97%E5%9B%9B%E5%A4%A7%E9%87%8D%

E7%82%B9%E5%B7%A5%E4%B8%9A%E4%BA%A7%E4%B8%

9A%E8%A1%8C%E5%8A%A8%E8%AE%A1%E5%88%92%E5%

AF%B9%E5%A4%96%E5%85%AC%E5%B8%83.html

印度尼西亚游戏市场前景看好

The Bright Future of Indonesian Online Games

近日，中国游戏产业公司“完美世界”的 CEO

萧泓赴印尼进行考察，并对这一拥有 2.47 亿人口和

2.85 亿部移动设备的国家展开调研，积极进行其东

南亚市场布局。据中新网信息，虽然在全球游戏市

场中，欧美国家有着庞大的成熟玩家群，但亚洲市

场拥有众多新兴经济体，随着 4G 网络的普及，其

成长前景将十分可观。

图表 13：印度尼西亚游戏市场概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目前印尼移动设备保有量大约为 2.85 亿部，智

能手机约占其中的 25%；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约为

8000 万人，游戏玩家整体规模大约在 2400 万人。相

关数据显示，到 2016 年印尼智能手机在整个移动设

备中的占比有望达到 42% 以上，随着廉价安卓手机

的普及，印尼极有可能成为移动游戏的下一个引爆

点。

其 实，从 去 年 12 月 开 始，日 本 互 联 网 巨 头

Cyber Agent 就已开始为印尼移动游戏开发商 Touch 

Ten 注资。该公司开发的“寿司连锁店”游戏累计

下载量达 300 万，之后还发布了几十个极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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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日本公司认为，以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

参照，印尼智能手机游戏市场的潜力还未被充分挖

掘，这也是该公司选择 Touch Ten 的原因。

图表 14：印度尼西亚 2014 年人口结构统计

资料来源：CIA World Factbook

图表 15：印度尼西亚 2012-2015 年网民数统计
（单位：千万）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根据爱立信公司 2010 年 6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印尼当年已成为全球移动电话发展最快的第三大市

场，一季度新增 1300 万户，仅次于印度与中国。到

了 2012 年，印尼年进口手机 5500 万部 40，2013 年即

成为新兴科技产品制造天堂，台湾富士康、韩国三

星更是相继宣布了在印尼开设工厂的决定。

印尼游戏市场拥有极大潜能，其中主要推动力

来自其中产阶级。印尼近年来强劲的经济态势造就

了一批极具消费实力的中产阶级，虽然 2012 年时印

尼只有 5500 万网民，但预计到 2015 年这一数字将

达到 1.25 亿。在 2009 年，印尼的电子游戏市场只有

700 万美元，而到了 2011 年这一数值即飙升至 1.5

亿美元，2013 年甚至超过了 1.9 亿美元。

安邦咨询（ANBOUND）预计，随着互联网、

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使用群体的不断

扩大，越来越多的印尼人开始接触并熟悉互联网，

印尼的网上游戏产业必将迎来进一步的繁荣。

房地产价格走缓将不会危及新加坡经济

Housing Market Stagnation Doesn’t Hurt 
Singapore’s Economy

今年 11 月，新加坡新宅销售量由升转跌，新房

成交量已跌至去年 12 月以来低点 41。根据新加坡金

融管理局（MAS）发布《金融稳定检讨报告》指出，

截至今年第三季，新加坡家庭净资产达到 1.45 兆新

币（约合 1.1056 兆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4%；

其中房地产占资产比例已由三年前的 50.3% 下降至

47.6%，这显示新加坡政府为房地产降温已展现成

效 42。

40　印尼工业部数据，2012年进口手机5500万部。因为印尼贸易部表明，

印尼进口的 30% 手机、平板电脑等科技产品为走私品，其真实进口手机

数据可能更大

41　由升转跌创去年底以来新低，11 月新私宅销量减近半，2014-12-

16，http://www.zaobao.com/finance/singapore/story20141216-424734

42　新加坡家庭净资产成长速度放缓，2014-12-2，http://www.

trademag.org.tw/News.asp?id=65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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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 年起，在 MAS 提出宽松货币政策情况下，

新加坡家庭的负债率达到全亚洲第二的位置，家庭

负债率为 151%，成为历史高点，仅次于马来西亚的

182%。资金成本低廉引发资产效应，房地产价格出

现上涨，房贷在家庭资产负债表中的比例迅速膨胀，

来到了历史新高的 111%43。

图表 16：新加坡广义货币供给趋势图（2008-2014）

资料来源：Tradingeconomics.com

图表 17：新加坡房地产指数走势图（2008-2014）

资料来源：Tradingeconomics.com

然而，国际美元走强带动国际资金回流美国，

这一趋势引发市场对于新加坡房地产指数是否出现

泡沫的疑虑。随着银行贷款利率从 2012 年的 0.9%

回升至 3% 以上的平均水平，一般月收入 7,600 新币

的家庭利息负担将从 16% 上升至 24%，这将大幅提

43　仅次于大马，狮城家庭负债率亚洲第二高，2013-7-3，http://

news.sinchew.com.my/node/308131

高银行坏账比例 44。据估计，明年新加坡房地产价格

将较今年下滑 5% 至 10%45。

随着经济走势趋于稳定，自 2013 年中期起，

MAS 改采稳健的货币政策（见图表 16）。为避免资

金过多流入房地产部门，MAS 积极倡导资产配置多

样化。在紧缩货币供给的同时未显著降低对私人部

门贷款，这有效地缓解了房地产价格过高的问题（见

图表 17），新加坡国民资产配置也转趋多样化。

今年第三季以来，新加坡家庭金融资产占总资

产比例出现显著上升，来到了 53%，与去年同期相

比上升 6.2% 来到 9330 亿新币。到今年第三季为止，

新加坡家庭债务增长速度放缓至 5.3%，较过去 5 年

平均 9.2% 的增速大幅下降 46。截至今年第三季结束，

房贷占家庭贷款比重已由最高峰时期的 111% 下滑

至 76%，大幅缓和了利率上升时银行面临的风险。

由于新加坡利率上升速度将较美国滞后，即使

在房贷比重依旧处在相对高点的情况下，新加坡家

庭对于利率上涨的反应能力依旧保有较大的缓冲空

间。

44　新加坡金管局可能采取更多措施控制家庭债务水平，2014-11-27，

http://sg.nanyangpost.com/2014/11/27_89.html

45　分析师：跌幅或比今年大，私宅价明年料跌 5-10%，2014-12-

16，http://www.zaobao.com/finance/singapore/story20141216-424738

46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Nov.	2014,	http://www.mas.gov.sg/~/

media/resource/publications/fsr/Financial%20Stability%20Review%20

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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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约为 1 亿令吉（0.29 亿美元），帮助种植者减轻

橡胶价格下跌所带来的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他

更希望通过加强橡胶主要生产国之间的合作促进橡

胶价格上涨，使胶农通过种植更多橡胶赚取利润。

图表 19：马来西亚橡胶园工人正在割胶

资料来源：互联网

马来西亚橡胶工业包括乳胶、轮胎、通用橡胶

和胶鞋制造等四个行业。其中，乳胶行业是最主要

行业，主要产品有：橡胶手套、医用手套、家用手套、

工业手套、橡胶卷、气球等，这些产品占马出口橡

胶制成品的 75%；轮胎行业中，汽车、卡车及越野

车轮胎的生产企业有四家，其它为内胎及轮胎阀生

产企业 48。

马来西亚橡胶制品主要出口国家为：美国、日本、

英国、德国和中国。其中，美国是马来西亚第一大

橡胶制品进口国，进口橡胶制品中 87.5% 是橡胶手

套，一般橡胶手套和医用乳胶手套，分别占美国市

场的 44.1% 和 49.5% 左右；中国是马来西亚成长最

快的橡胶制品出口市场。

由此可见，在国际市场上，确保较高橡胶价格

对马来西亚的橡胶出口保持竞争力至关重要。

48　马来西亚橡胶生产和贸易情况，http://ccn.mofcom.gov.cn/spbg/

show.php?id=7242

期待提升天然橡胶价格	马来西亚呼吁

加强合作

Malaysia Appeals to Raise The Price of Natural Rubber

橡胶价格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府和橡胶业关注的

大事。据马来西亚新闻社 12 月 13 日消息，为了抑

制全球橡胶价格持续下跌，马来西亚种植业和商品

部长拿督阿马尔·道格拉斯呼吁世界主要橡胶生产

国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计划加强合作，控制橡胶

产量和出口量 47。

图表 18：马来西亚橡胶种植园

资料来源：互联网

拿督阿马尔·道格拉斯表示，通过确保橡胶生

产量不超过当前世界橡胶需求量以抑制价格下跌，

在目前的形势下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

从供需关系角度讲，如果将橡胶产量控制在低

于需求量的水平，那么将有助于提高橡胶价格。

拿督阿马尔·道格拉斯还建议，天然橡胶生产

国协会应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就如何有效抑制世界

橡胶价格下跌而深入交换意见并提出有效应对措施。

他也强调，一方面，马来西亚政府将在 2015 年通过

财政预算，以便为橡胶生产设立奖励基金，总投资

47　马来西亚大声疾呼合作以支撑橡胶价格，2014-12-15，http://

www.86pla.com/news/detail/237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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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应对日本扩大免税钢材进口配额要求

Japan Asks Thailand for Bigger Steel Import 
Quota

泰国汽车业和高铁业的发展亟需钢材，而钢材

的进口问题也成为行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据泰国工

业联盟（FTI）数据，2014 年 1-10 月，泰国汽车产

量为 157 万辆，同比下降 26%49。主要是今年 5 月份

的军事政变使泰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并影响到汽

车制造业。

目前，泰国经济有所复苏，泰国汽车工业联合

会表示，今年汽车产量应能达到 210 万辆，而泰国

工业部则预计 2015 年汽车产量将达到 220 万辆。

图表 20：泰国需要大量钢材用于汽车工业

资料来源：Automotive Focus Group

据泰国商会的相关信息，最近，日本与泰国间

的 2015 年免税进口钢材配额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

泰国日本商会与日资钢厂已向泰国政府递交 2015 年

进口钢材配额申请，但双方对明年泰国汽车产量的

预测分歧较大。由于大部分汽车用钢涉及配额限制，

因此本月泰国工业部与日本代表召开工作会议，对

明年泰国汽车产量进行探讨。

从 2007 年开始，泰国政府制定了部分限制进

49　日本和泰国间的免税钢材进口配额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2014-12-

11，http://www.fx168.com/futures/js/gt/scdt/1412/1368353.shtml

入泰国市场可以享受免税待遇的政策 50。因此，2007

年以来，泰国政府限制日本酸洗板卷、无间隙原子

钢（IF 钢）和冷轧基料的免税进口，凡是超过配额

申请量的钢材将被征收约 5% 的关税。2014 年配额

为 122.1 万吨，略低于 2013 年的 122.9 万吨。因此，

日本请泰国增加进口自日本的钢材免税配额 51。

实际上，因受益于对泰国出口量的回升，10 月

日本钢材出口同比增长 8.4%，至 359 万吨，连续两

个月保持同比增长。10 月日本对泰国出口钢材 54.67

万吨，环比增长 20%，同比增长 41%。其中，热卷出

口量为 18.7 万吨，环比增 37%，同比增 63.5%；冷卷

出口量为 5.7 万吨，环比增 19.5%，同比增 49%52。

很显然，泰国汽车业复苏带动了钢材进口，日本的

钢材市场获益匪浅。

从目前经济数据来看，第三季度日本经济呈现

颓势，意外出现了 1.6% 的负增长，汽车业、建筑业

总体复苏乏力，国内钢材需求依旧不振，加之库存

居高，日元贬值，海外市场需求有所回升，未来日

本钢材市场主要还是向出口倾斜。因此，稳定住泰

国的钢材进口市场，对解决日本钢材库存非常重要，

而是否扩大泰国钢材进口免税配额就成为日本 - 泰

国此项合作的关键因素。

50　日本要求泰国政府增加钢材进口免税配额，2014-11-20，http://

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20141120/170920875269.shtml

51　Japan	asks	Thailand	for	higher	steel	import	quota

September	25,	2014，http://www.automotivefocusgroup.com/japan-

asks-thailand-for-higher-steel-import-quota/

52　日本对泰国钢材出口明显复苏，2014-12-2，	http://finance.sina.

com.cn/money/future/20141202/173220978081.shtml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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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矿产加工业迎来发展新机遇

A Good Opportunity for Indonesia Metal Refining 
Business 

印尼是全球最重要的矿产出口国之一，该国出

产的镍、锡和铝土矿在国际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

今年 1 月，印尼正式实施原矿出口禁令，并开始逐

步调高精炼矿石的出口税，希望借此迫使矿产企业

在国内对原料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

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

图表 21：上半年印尼矿产出口状况

资料来源：安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数据制作

截至到目前，原矿出口禁令已经实施了将近一

年，但成效却并不显著。安邦东盟团队认为，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世界经济表现疲软，大宗商

品价格在低位徘徊，导致矿产加工业难以吸引投资

者。二、长期以来，印尼矿业盗采和走私行为屡禁

不止，今年更是猖獗，部分抵消了禁令带来的影响。

三、失业潮和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印尼政府放松了

禁令，允许符合要求的矿业公司出口原矿到 2017

年 53。四、官员腐败，黑帮横行，令外国投资者望而

却步。五、基础设施落后，大幅推高了投资成本。

图表 22：印尼铝土矿

资料来源：和讯网

不过，刚上台的佐科·维多多政府最近已经开

始采取行动，试图改变不利现状，给印尼矿产加工

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首先，宪法法院于近日做

出终审判决，维持原矿出口禁令，而总统本人也表

示将遵守上述规定 54。这就明确了印尼矿业的未来

发展方向，打消了投资者的疑虑。而在国际市场上，

锡和镍的价格也获得了有力支撑。其次，佐科政府

开始整顿吏治，打击矿业黑帮。大型国有矿企的管

理层经历了大换血，一批不符合规定的矿产开发和

加工企业被吊销了许可证，盗采和走私行为明显减

少，行业风气和投资环境有所改善。最后，印尼也

开始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为矿产加工业发展扫

清障碍。一方面，印尼政府近期签署了意向书，将

53　详情见：“印尼进一步放松矿石出口禁令值得关注”，《中国 - 东

盟观察》，031 期，第 30-31 页

54　“印尼宪法法院终裁	维持原矿出口限制”，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

2014-12-9，http://www.cic.mofcom.gov.cn/ciweb/cic/info/Article.

jsp?a_no=362987&col_no=460

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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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另一方面该国加强了同

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合作，同期上马多个大型火力

发电项目，争取到 2016 年彻底解决爪哇和巴厘岛的

电力短缺问题 55。

目前，中国青山集团在印尼投资的镍生铁厂预

计将在明年 1 月投产，项目二期也已在规划当中 56。

国际矿业巨头自由港公司（Freeport McMoRan Inc）

也与印尼政府达成协议，以在巴布亚设立熔炼提纯

或冶炼工厂换取继续出口部分原矿至 2017 年 57。

可见，尽管当前印尼政府仍允许部分原矿出口，

但到当地设厂加工是未来的大趋势。随着贪污腐败

得到有效遏制，基础设施逐渐改善，印尼矿产加工

业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新加坡物联网发展为现代生活带来机会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reates a High Quality Life 
in Singapore

新加坡今年提出“智慧国家”构想，需要在各

个领域建立智能网络，服务高质量生活。日本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NEC）在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解决方案方面有较成熟经验。新加坡经济发

展局（EDB）12 月中旬与日本 NEC 达成协议，建

立一个将使各个行业受益的物联网平台。目标是利

用 NEC 的物联网解决方案共同开展研究，此类研

究主要针对一些对建立安全可靠的社会至关重要的

领域（包括网络安全、智能能源和医疗保健等）58。

55　谭利娅：“印尼拟与中国投资者合作兴建最大火力发电厂”，环球网，

2014-11-11，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11/5198480.

html

56　青山集团印尼镍生铁厂 2015 年 1 月投产，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

2014-9-16，http://www.cic.mofcom.gov.cn/ciweb/cic/info/Article.

jsp?a_no=356882&col_no=459&dir=201409

57　印尼自由港即将在巴布亚兴建铜冶炼厂，中国有色网，2014-12-

15，http://www.cnmn.com.cn/ShowNews1.aspx?id=306768

58　 新 加 坡 与 NEC 联 合 开 发 物 联 网 平 台，2014-12-10，http://

www.50cnnet.com/show-169-81301-1.html

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

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其用户端延伸和扩

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

因此，物联网的定义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

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

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

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对物品的智能化识别、

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系统。

图表 23：物联网关键技术

资料来源：物联中国

从物联网的各项技术看，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

相当广泛。新加坡 EDB 和日本 NEC 公司的合作将

首先解决一些医疗问题，包括制订与老年人相关的

解决方案以提高医疗保健业务的效率。到 2050 年新

加坡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约将达到人口总数的 11%，

老年人医疗服务的需求正在上升。

在网络安全领域，NEC 与 EDB 的合作主要是

培养人才，以提升新加坡和亚太地区的安全能力。

在智能能源方面，合作重点在于能源管理和控制、

智能电网、能源存储和可再生能源一体化。其他合

作领域还包括软件定义网络（SDN）、卫星技术、

零售解决方案和领导力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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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新加坡着力发展全球第一个智慧城市

资料来源：物联中国，http://www.50cnnet.com

新加坡已经具备了实施智慧城市计划的基础。

在新加坡，大多数家庭都通过光纤接入互联网，数

据传输速度高达 1Gbps 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价格仅为

每月 50 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 249 元）。

图表 25：物联网应用领域的示意图

资料来源：物联中国，http://www.50cnnet.com

新加坡计划利用这些设备建立无线热点，使手

机和平板电脑能在移动网络和 WiFi 热点之间无缝

切换。

新加坡还预留了建设超级 WiFi 网络的频谱。与

标准 WiFi 网络相比，超级 WiFi 网络信号传输距离

更远，覆盖范围更广，能耗更低。超级 WiFi 网络还

将用来传输智慧国家计划的数据 59。

正如马来安邦在第 021 期《中国 - 东盟观察》

中已经分析的那样 60，已于去年开始的新加坡和苏州

工业园区进行智慧城市试点的合作项目，是中国与

东盟国家此类合作的先例，两国起用先导性试验方

式来开拓该项目，将全面综合实物资本（硬件基础

设施）、智力资本（电子知识）和社会资本（社交网络），

以便达到智慧城市的三大目标——智能操作、绿色

发展与高效管理。

对中国企业和有关部门来说，通过中新智慧城

市双向合作，并参考借鉴新加坡与其他物联网应用

较先进国家的经验，充分利用好物联网在各领域的

发展机遇 61。

中国 -东盟文化交流将迎来更多合作契机

ASEAN-China Cultural Exchange Year Brings 
More Opportunities of Cooperation

2014 年是中国 - 东盟的文化交流年，这一年是

中国与作为区域组织的 ASEAN 举办的首个文化交

流年。交流年主题为“同享文化，共创未来”。年

内双方合作举办了中国 - 东盟文化论坛、电影周、

书画展、南洋文化节、中国 - 东盟国际汽车拉力赛

等一百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涵盖演出、展览、人

员培训与交流、新闻、影视、出版、体育、旅游、宗教、

青年交流等各个领域。双方还结合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中国海外文化中心、“欢乐春节”、庆祝中

国与马来西亚建交 40 周年等，举办了一系列文化活

动 62。这些活动将为今后双方在多领域的合作打下良

好基础。

59　新加坡计划建造全球首个智慧国家	物联网走向世界化，2014-6-

18，http://www.50cnnet.com/show-169-72196-1.html

60　中国 - 新加坡“智慧城市结对”倡议：东盟各国的典范，马来西亚

安邦李志良，《中国 -东盟观察》2014 年，总 021 期

61　物联网是什么？ http://www.50cnnet.com/z/wlwssm/

62　中国 - 东盟文化交流年闭幕，2014-12-17，http://news.163.

com/14/1217/15/ADM6259A00014AE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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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年 11 月，双方在文化交流年框架下举办了

近 120 项活动，覆盖会议、演出、展览、人员培训

与交流、新闻、影视、出版、体育、旅游、宗教、

青年交流等多个领域。双方还结合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欢乐春节”等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图表 26：2014 年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

资料来源：互联网

今年 8 月，“东盟最佳表演艺术——中国主宾

国”展演在印尼举行，这是东盟第一次邀请非东盟

国家作为主宾国举办有关活动；11 月，设在柬埔寨

的云南新知集团被授予“中国文化之家”铭牌，这

是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中国文化之家，成为推动中

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举措 63。中国丰富的文物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也登场亮相，令东盟民众得以近距离接

触中国珍贵文化遗产。今年 1 月，中国驻文莱大使

邀请文莱籍艺人吴尊到使馆做客，希望“超人气偶

像”吴尊为交流年发挥积极作用；3 月，著名传统艺

术“苏州刺绣”展览在文莱举行，来自苏州的艺术

家表演了精湛的传统苏绣技艺，吸引了包括王室成

员、当地名流在内的数千观众参观。5月，借电视剧《西

游记》的巨大影响力，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也

应邀访问缅甸，在仰光举办规模盛大的影迷见面会；

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编导的大型歌舞集“云南映

像”在马来西亚演出。

缅甸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12月17日中国-

63　中国 - 东盟文化交流年闭幕	打造更紧密命运共同体，2014-12-

17，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412/17/t20141217_4143211.

shtml

东盟文化交流年在缅甸首都内比都闭幕。一些东盟

国家对未来的东盟 - 中国文化交流提出期望，多是

从文化交流本身带来的人民之间的增进理解有助于

进一步合作的角度。

马来西亚旅游及文化部秘书长翁鸿鹏说，通过

文化交流活动，可以加深东盟与中国相互间的理解

互信，加强双方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并有助于推

动双方在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图表 27：2014 年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文艺演出

资料来源：互联网

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副部长邓氏碧莲说，中越

两国在文化上有很多的相同点，在这些文化交流活

动中，中国和越南展开了许多领域的合作，我认为

这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柬埔寨文化艺术部国务秘书桑朗·坎桑说，“文

化交流使得中国与东盟各国人民之间更加贴近，更

加地相互了解，相亲相爱，东盟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合作还将继续扩大，因为文化交流是心意的交流，

爱意的交流，真心的交流，更是以心交心的真挚情

谊。” 

这些信息表明，东盟 - 中国文化交流年之后将

有更多的合作契机。从广义上说，文化合作的契机

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文化交流本身，通过各项文化

活动，增进人民之间的了解，二是带来更深一步的

合作机会，包括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的更多互信

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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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市场成为中国陶瓷企业新支撑点

ASEAN Countrie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Corporations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陶瓷生产国和出口国，2013

年瓷砖出口量达 11.48 亿立方米，甚至超过了世界

第二大瓷砖生产国巴西的总产量 64。过去，中国陶瓷

企业的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南亚、欧洲和拉美。近

年来，随着印度、韩国、巴基斯坦、欧盟、阿根廷、

巴西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对中国陶瓷产品发起反

倾销调查，相关企业纷纷加大了对东南亚市场的开

拓力度，东盟已经成为了中国陶瓷的三大出口市场

之一。

图表 28：2014 年 1-9 月中国陶瓷产品主要出口
市场情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中国海关公布数据绘制

据统计，2014 年 1-9 月，中国陶瓷前十大出口

地依次是马来西亚、印尼、沙特、越南、美国、尼

日利亚、新加坡、阿联酋、香港和菲律宾，东盟国

家已占据半壁江山。前三季度，中国卫浴产品对欧

64　2014 年中国陶瓷进出口数据统计分析，中国产业洞察网，2014-7-

3，http://www.51report.com/free/3044512.html

洲和南美洲的出口额分别下降 30.81% 和 26.18%，而

对东盟国家的出口额已占到出口总额的20%以上 65。

2015 年，东盟经济一体化将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各

国之间将实现无缝对接，资金和商品流动更为顺畅。

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零关税政策，也必将鼓舞中

国陶瓷企业在东盟市场继续做大做强。

图表 29：中国出口瓷具

资料来源：九正建材网

不过，中国陶瓷企业进一步开拓东盟市场也会

面临新的挑战。近年来，巴西、土耳其、印尼、俄

罗斯等国纷纷引入先进技术，发展本国的陶瓷工业，

他们已成为中国企业的强劲对手。尤其是印尼，今

年陶瓷产量预计将超过 4 亿立方米，明年整个产业

的收入有望达到 44 万亿盾（约合 34.6 亿美元），是

名副其实的陶瓷生产大国 66。此外，泰国早在数年前

就开始对中国陶瓷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而越南近

期也提高了关税，限制进口。

65　中国卫浴企业纷纷掘金东盟市场，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2014-

12-8，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ftazixun/201412/19376_1.html

66　明年我国陶瓷业营业额预测将达 44 兆盾，印度尼西亚商报，2014-

11-12，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ce/

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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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企业要适应这种新形势，必须要有新

思路。首先，可以考虑到东盟投资设厂。一方面，

陶瓷制造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越南、菲律宾等

东盟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较低；另一方面，

在当地设厂也有助于避开各类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其次，必须根据各国的不同特点，研发有针对性的

新产品。尽管东盟将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但各国、

各阶层的消费者在生活水平、文化背景、艺术欣赏

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只有根据他们的不同需求提

供个性化产品，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走出去”的未必是成品，也可以是技术和

原料。例如，印尼虽然已经成为陶瓷制造大国，但

核心技术、生产设备和部分重要的原料、辅料还依

赖进口。截至 2013 年，中国提供的陶瓷技术和设备

已占到印尼市场的 20%-30%，这表明相关领域发展

空间巨大 67。

展望未来，随着东盟各国经济持续发展，陶瓷

市场将进入新的发展期。中国企业应把握机遇，深

耕当地市场，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中泰铁路”亮绿灯，双边经贸交往将

进一步深化

Sino-Thai Railway Shown Green Light, the Mutual 
Economic Cooperation Might Be Deepened

 12 月 19 日，李克强总理出席在泰国曼谷举行

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五次领导人会议。据

估计，李克强总理访泰期间将同泰国政府签订《中

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68。本月稍早，泰国国家立

法会议以 187：0 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该《备忘录》。

依据《备忘录》，泰国政府将兴建两段铁路，分别

为734公里长的廊开府—沙拉武里府—罗勇府一线，

67　印尼陶瓷行业依赖‘中国制造’，九正建材网，2013-12-19，

http://news.jc001.cn/13/1219/775641.html

68　李克强下周五访泰，或签署中泰铁路建设协议，2014-12-13，

http://www.zaobao.com/finance/china/story20141213-423685

以及 133 公里长的沙拉武里府至曼谷一线，预计耗

资将达 140 亿美元。这两条铁路为泰国首次采用国

际标准铁路规格（1.435 米）。该铁路可望于 2016

年正式动工，完工后将大幅提升泰国国内低落的铁

路运输效能。

图表 30：中泰铁路与泛亚铁路一览图

资料来源：互联网

“中泰铁路”最早可追溯至 2005 年。为深化同

东盟间“互联互通”，中国政府于 2005 年提出“泛

亚铁路”的构想。作为串联中南半岛区域内泰国段

的铁路，“中泰铁路”的铺设不但关系到东盟国家

间陆上交通“互联互通”，也顺势带动起中国与东

盟间一体化进程。然而，泰国国内政局不稳使得这

项政策受到拖延。在英拉担任首相期间，中泰两国

间虽就“大米换高铁”达成协议，但随着泰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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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政变，英拉担任首相期间提出逾 2 万亿泰铢的

基础设施项目悉数遭到终止。

今年八月，泰国“全国维护和平秩序委员会”

批准了《2015-2022 年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战略》。

其中涉及铁路的项目有两个：一、将 6 条单线窄轨

铁路（1 米宽）改造成双线铁路，解决当前铁路拥

挤的情况；二、新建两条标准轨电气双线铁路，设

计时速 160 公里 69。随着该战略获得通过，沉寂已久

的铁路现代化再次浮上台面。

长期以来，泰国铁路系统投资严重不足，铁路

运输效能低落。据推算，泰国铁路运输时速大致维

持在 50 公里上下，有些路段时速则不足 15 公里。

基础设施投资短缺使得泰国经济竞争力受到严重挑

战 70。有泰国立法议会议员表示，泰国亟需提升铁路

的运力，以降低运输成本，保持泰国在东南亚的竞

争力。此外，也有议员对新铁路建设和运营等问题

提出了关切，例如这一项目是否会影响沿线居民的

生活、泰国私营企业如何参与以及如何监督工程等

等 71。

泰国民间智库开泰研究中心表示，与泰国前政

府的高铁计划相比，规划中的这两段复线标准规铁

路方案经济效益更高，并且可与计划中的中老铁路

衔接，使得中国西部获得出海捷径。此外，该线路

都定位为客货两用，将会给中泰贸易、中国商品出

口及能源进口提供新的通道，也有助于连接中国云

南经老挝至泰国的旅游路线，拉动沿线经济发展 72。

作为昆明—新加坡铁路的泰国国内段铁路，

69　 铁 路 改 造 开 启 泰 国“ 高 铁 梦”，2014-8-17，http://epaper.

gmw.cn/gmrb/html/2014-08/17/nw.D110000gmrb_20140817_1-08.

htm?div=-1

70　泰国新铁路，中国造，泛亚铁路中路雏形初现，2014-12-6，http://

epaper.wxrb.com/paper/jnwb/html/2014-12/06/content_447458.htm

71　Sino-Thai	rail	project	shown	the	green	light,	Dec.5th	,	2014,	http://

www.nationmultimedia.com/business/Sino-Thai-rail-project-shown-

the-green-light-30249198.html

72　中泰铁路合作进展受到泰国舆论界高度关注，2014-12-12，http://

news.ifeng.com/a/20141212/42704317_0.shtml

“中泰铁路”项目再次出现曙光有助于中国—东盟

间区域整合进一步深化。然而，鉴于中国政府在推

动“泛亚铁路”过程中遭受到诸多挫折，安邦咨询

（ANBOUND）将持续对该项目的进展保持关注。

马来西亚 IOI集团加速在大中华区布局

Malaysia IOI Group Positively Maneuvers in 
Greater China Area

近日，马来西亚最大地产开发商 IOI 集团与台

湾食品业大厂顶新集团达成共识，IOI 集团斥资 27

亿令吉（约合 50 亿人民币）购买顶新集团持有台北

世界金融中心（简称 101 大楼）37% 的持股，最快

本周将向台湾投审会提出申请 73。待该笔交易获台湾

投审会通过后，IOI 集团将成为台北 101 大楼最大

单一持股法人。相较于 2009 年顶新集团以每股 12

至 13 块新台币的价格买入 101 大楼股权，IOI 集团

买入的价格约为每股 46 块新台币，该笔资产在 5 年

内升值将近 4 倍 74。

IOI 集团成立于 1969 年，业务范围遍及东南亚

各国（见图表 32）。近年来，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

增长情况下，IOI集团开始将海外投资矛头瞄准中国，

其中又以福建、台湾两地为主。在中华区的投资项

目除了房地产开发外，还包括棕榈油加工以及高端

服务业项目 75。

看准厦门周边经济增长动能，IOI 集团自 2010

年起便积极布局厦门周边地产开发。2012 年起，IOI

集团以厦门为核心提出三个发展项目：一、在刘五

店南部港区 8 号舶位建一座 5 万吨级散杂货码头；

73　马来西亚 IOI 公司发声明：绝不争夺台北 101 经营权，2014-

12-10，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xfly/2014-12-10/

content_12872708.html

74　 顶 新 101 股 权 卖 外 商， 大 赚 170 亿，2014-12-

7，h t t p : / /mone y . c h i n a t imes . c om / n ews / n ews-con t e n t .

aspx?id=20141207000694&cid=1208

75　 马 来 西 亚 IOI 集 团 进 军 厦 门，2013-7-11，http://fujian.hexun.

com/2013-07-11/1560207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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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厦门翔安设置棕榈油深加工基地；三、位于集美，

总面积达 420 亩公的大型城市综合体“IOI 棕榈城”。

这三大项目的总投资额达 100 亿元 76。

图表 31：台北 101 股东持股结构

资料来源：台北 101 官网，安邦咨询制表

图表 32：IOI 集团相关资料介绍

资料来源：IOI 集团官网，安邦咨询制表

近期，看好泉州东扩带来的商机，IOI 集团计

划在泉州打造占地逾千亩的“大型商贸综合体”。

这项计划已带动福建当地开发商进驻泉州，也顺势

带动了当地的区域发展热潮 77。

76　同注 75

77　马来西亚 IOI 集团千亩商贸综合体布局泉州台商区，2014-

5-18，http://qz.loupan.com/loupan/malaixiyashangyezongheti/

dongtai_1002805.html

图表 33：IOI 集团主席李深静先生接受厦门
当地媒体采访

图表 34：“IOI 棕榈城”效果图

资料来源：房米网

然而，相较于近期在海峡两岸大动作布局，该

公司的营运重心仍在马来西亚，60% 至 70% 营业额

来自马来西亚，不过李深静曾表示，若有机会将继

续在马来西亚与中国厦门收购土地。

中国 -东南亚水果贸易以新形式发展

China-Southeast Asia Is Promoting the Fruits 
Business

近年，东南亚水果对中国的出口增多，营销方

式也在改进。东南亚水果种类繁多，在中国市场普

遍受到欢迎。因此，在中国的西南边境省份，双方

水果贸易发展迅速。而且以网络和信息共享等方式

快速推进。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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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部门统计，2014 年 1-4 月，云南省累计

从东南亚进口价值 6771 万美元的各类水果，其中从

泰国进口水果达 3621 万美元。刚刚过去的泛亚农博

会上，昆明多位果商表示，泰国农业部、泰国进出

口部门都开通了中文的微信公众账号，官网上也有

中英泰 3 种语言的页面，并且在中国开设有“泰国

水果出口中国促进网”等网站，中国果农、果商能

够很方便地了解到泰国水果相关信息 78。 

图表 35：泰国水果畅销昆明

资料来源：云南网

以云南 - 泰国水果贸易为例，泰国已成为云南

进口水果最大来源地，红毛丹、山竹、火龙果等热

带水果在昆明街头随处可见。为何泰国水果在云南

能拥有这么大的市场？除了质优价廉外，与泰国相

关部门利用网络进行的“跨国营销”密不可分。“泰

国水果出口中国促进网”的网站清楚标明了时下热

销水果种类、在中国市场的价格、营养价值等信息，

还提供泰国果农及出口商相关资料，也包括最新修

改的出口条例和流程、物流和渠道等内容。此外，

该网站还有一个“水果交易”板块，滇泰两地果商

可以在网上发布求购、销售信息，便于买家卖家点

对点沟通。 

该网站还提供了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可以应用

于安卓系统，果农、果商不用守在电脑边即可得到

泰国水果最新信息。昆明果商梁振金说：该网站是

78　泰国热带水果大搞跨国营销，2014-12-8，http://www.hh.cn/

news_1/xw04/201412/t20141208_1138242.html

云南果农、果商用得较多的网站，利用互联网了解

外国水果，对云南省果农、果商而言已不是新鲜事。

图表 36：中国 - 泰国水果贸易简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制作

去年，泰国农业部技术厅在清迈大学研讨会上

谈及东盟龙眼贸易问题时表示，相关资料显示，中

国有关部门加强检查龙眼二氧化硫残留，禁止进口

残留量超过 50ppm 浓度的龙眼产品。中国是泰国最

大龙眼出口市场，其后是印尼、越南，但泰国对印

尼的出口量呈持续减少趋势。

现在，维持和发展对中国的水果贸易是东南亚

国家的普遍愿望。如果东南亚水果适合引进中国种

植，那么该地区出口到中国的水果贸易就会降低。

然而，地方生产环境的差异常常是东南亚水果具有

不可代替品质的重要因素。以泰国龙眼为例，泰国

湄州大学研究所副所长帕荣表示，“泰国龙眼已成

为泰国经济中的风险因素，也是亮点之一，因为泰

国龙眼品种优良，只有越南和中国的品种可以与泰

国龙眼相媲美，然而万幸的是，中国将泰国龙眼引

种到中国后，因中国气温较低，不适合泰国龙眼生

长”79。这就意味着，泰国龙眼向中国的出口仍将继

续，而且贸易形式也将会朝向具备现代物流、商务

的创新型发展。

79　泰国龙眼出口	 中国为最大中转商，2013-9-5，http://www.

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309/201309002827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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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东盟对中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建议的态度？

Understanding ASEAN’s Attitudes to China’s 
Proposed “Treaty of Good Neighbourliness,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2014 年 11 月 3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

十七次中国 - 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时透露，中

方将与东盟十国商讨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简

称“睦邻条约”）80。这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二次提出

该建议（第一次是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总理在去年

10 月份所提出的）。

图表 37：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 - 东盟峰会
时发表演讲

资料来源：法新社（AFP）

从中国 - 东盟关系的历史来看，“睦邻条约”

是中方第一次提出的政治构想。在目前以经济为主

的合作方向来看，这样的政治建议是前所未有的。

80　李克强：中国愿与东盟国家签署“睦邻条约”,	新京报 ,	2014-11-

14,	http://www.ziwzx.com/htm/szyw/2014/1114/9593.html

它说明了中国对东盟的合作方向将开始迈入政治领

域，不会像以往那样，过于专注在经济合作的层面。

但是，东盟对中方这一轮的历史性举措并没有预计

那样的“热情”。那么，为何东盟各国都没给中方

一个明确正面的态度呢？在安邦咨询看来，其原因

有三。

1、整个条约的后序工作才刚刚开始，也因此，

信息的缺乏使得东盟保持观望的态度。中方也没提

出该合约的商讨内容，比如它是否包括大家所关注

的南海争议问题，如何在其条约下管理好领土争端，

等等。如以李克强总理所说，有关的中国 - 东盟高

级官员商讨会很可能没有正式开始，所以任何的建

议还在探讨当中。正因如此，东盟各国的观望态度

是可想而知的。中方，尤其是媒体界和官员，也应

该采取谨慎乐观的态度。

2、东盟对各对话伙伴国所提出的政治方案

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

2009 年所提过的“亚太体”就是最好例子。因该

建议会削弱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区域结构（regional 

architecture）的主导地位，东盟各国不但激烈地反对

澳方的建议，它们也很快地把其建议“封杀”。这

一次也不例外。东盟各国必然以谨慎的态度来看待

中方所提出的“睦邻条约”建议。我们估计，东盟

各国需要评估该建议对东盟地位和利益（尤其是它

会不会分化东盟各国）的影响，然后才会做出相应

的声明。

3、中国的“睦邻条约”对东盟与对话伙伴国所

签署的合约可能在内容上交叠。由于中国是东南亚

友好合作条约（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的

签署国之一，中方的“睦邻条约”将使得东盟各国

对中国的实际意向感到困惑。如果“睦邻条约”只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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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则性的共同声明，那么它与东盟所主导的条约

有什么不同？如果内容是一样的，那么是否多此一

举呢？这些问题都是中国需要向东盟解答的问题。

当然，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就是中国与东盟在“睦邻

条约”上达成更具体的内容（如短期，中期与长期

行动计划）。只有这样，它才会与原有的条约相比

具有根本性的区别和作用。

总体来说，东盟对中国的“睦邻条约”建议显

示了观望、谨慎和困惑的态度。这与中国媒体所显

示的正面评价是截然不同的。当然，到目前为止，

东盟各国（除了菲律宾以外）也未对该建议提出反

对声音。不管怎样，如果双边能在商讨过程上达成

政治互信与共识，那么将有利于中国与东盟的伙伴

关系建立起良好的政治基础。

东南亚国家资产价格高涨可能引发危机

The Sharp Rising of Asset Price May Trigger 
Economic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近期，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和美联储退出

QE 影响，东南亚各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部分国家

的主导产业甚至出现了大幅衰退。然而，就在实体

经济表现低迷的同时，东南亚主要国家的资产价格

仍在节节攀升，触及历史高位。

在过去四年中，菲律宾消费支出以极快的速度

增长，个人储蓄率明显下滑，贷款猛增，货币发行

量大幅上升，推动股市和不动产价格大涨。在此期间，

菲律宾股指上涨 200%，排名全球第一。无独有偶，

马来西亚房地产市场在过去几年中也是一片火热。

根据马来安邦的实地调查，自中国房地产企业和投

资者大举进入以来，吉隆坡的房产价格几乎上涨了

3 倍。新加坡的情况与上述两国相似。今年第四季

度，新加坡核心商业区优质及甲级办公楼的租金平

均上涨 1.6％，全年上涨 10.9％，增幅排名亚太地区

首位 81。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述三国今年实体经

济均表现不佳，不及先前预期。目前，已有多家外

资银行将菲律宾 2014 年预期经济增速调低到 6％以

下，远低于菲律宾官方设定的 6.5％至 7％的经济增

长目标 82。受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马来西

亚政府收入锐减，货币跌至四年新低。10 月，投资

者从马来西亚股市和债市撤出 25 亿美元资金，使该

国成为唯一一个资金外流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 83。而

新加坡制造业今年一直表现疲软，特别是半导体和

生物制药产业，曾一度陷入萎缩。

图表 38：2010-2014 年菲律宾股指走势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对此，东南亚各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试

图挤出泡沫，降低风险，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马

来西亚联邦政府试图提高房地产收益税，希望借此

减少投机性需求。柔佛州政府也于今年 7 月出台新

政，规定外国人今后只能购买位于伊斯干达填海区

的房产，并须缴付建设税。新加坡政府对过热的不

动产市场采取了降温措施，近期当地高档住宅价格

81　报告：供应紧缩	新加坡办公楼租金增幅亚洲居首，中华人民共

和 国 商 务 部，2014-12-1，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

j/201412/20141200815640.shtml

82　外银预测菲律宾今年经济增速低于 6%，	2014-12-4，http://gb.cri.

cn/42071/2014/12/04/6891s4790674.htm

83　油价暴跌重创马来西亚，2014-11-19，http://jjckb.xinhuanet.com/

invest/2014-11/19/content_5279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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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下降，二手房交易量也在减少 84。不过，由于政

策覆盖面较小以及热钱涌入过多等原因，总体上看

东南亚主要国家资产泡沫依然严重。

图表 39：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特区的房地产市场
一片火热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美国已经退出

了 QE，欧洲经济依旧步履蹒跚，其他新兴市场表现

萎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乏力，

内需不足，本币贬值，国际游资已经出现了抽逃的

迹象，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正在上升。各国投资者

必须对此保持足够警惕，尤其是在不动产市场。而

东南亚各国政府也要提高重视程度，通过区域合作，

采取统一步骤，给过热的投机市场降温，稳定经济

形势，防止危机的发生。

84　新加坡房地产贷款违约增加	银行放贷风险日益提高，2014-12-

11，http://sg.mofcom.gov.cn/article/zhengt/201412/20141200828759.

shtml

贸易，必将作为中国 -东盟经济合作的

基础符号（下）

Trade Is the Basic Symbol for China-ASEAN 
Cooperation (2)

（续接第 033 期）

2、东盟国家对中国出口进口的同质化和差异化

随着东盟作为地区的重要经济发展力量，东盟

的地区地位迅速提高，其重要的伙伴关系方加强与

东盟的贸易关系。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形势很好，

数额也逐年提高，然而，一些发展特征值得注意。

与 2000 年相比，东盟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份额

在 2013 年呈现几个特点：1、东盟内部贸易增加；2、

欧盟、美国、日本所占贸易份额减少，而中国、俄

罗斯、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所占份额增多；

3、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长幅度最大，从 2000 年占

比 4.3%，到 2013 年占比 14.0%。

图表 40：东盟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份额
（左 2000 年；右 2013 年）

数据来源：ASEAN Community in Figures 

- Special Edition 2014

欧盟、美国、日本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发展

极，在 2000 年与东盟的贸易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

置，然而，新兴市场的成长，打破了部分既有平衡。

中印俄及澳新韩则随着自身的经济发展加快，对东

盟的贸易也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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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国 - 东盟信息情况 85 表明，东盟国家

出口至中国的第一大产品中，文莱、越南和印尼一样，

都是矿物质及相关产品；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

坡一样，即电机、录音设备等；柬埔寨以针织品为主；

泰国以橡胶及制品为主。新加坡出口值最高，是第

二位马来西亚的一倍。

85　2013 中国 -东盟信息手册，中国 -东盟中心

东盟国家从中国进口的第一大产品情况表明，

文莱较有特点，为钢铁制品；印尼与缅甸相同，主

要为锅炉器具等；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

越南相同，主要为电机及电气设备和零件。印尼从

中国进口的数量最大，第二位新加坡，第三位马来

西亚。

图表 41：东盟国家出口中国第一大商品情况

注释：东盟十国除老挝以外的九国情况；文莱、柬埔寨、越南为 2012 年数据；

缅甸为 2010 年情况；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为 2013 年情况

数据来源：联合国

图表 42：东盟国家进口中国第一大商品情况

注释：东盟十国除老挝以外的九国情况；文莱、柬埔寨、越南为 2012 年数据；

缅甸为 2010 年情况；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为 2013 年情况

数据来源：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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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贸区及升级版

在 2014 年 11 月 北 京 的 APEC 会 议 上，中 国

提出推进亚太自贸区的建设。亚太自贸区、TPP、

RCEP、ASEAN 经济共同体等都在自由贸易区建设

框架上有很大重叠性，但并非矛盾，而是互相辅助

和关联，有共同的成长目标。有关国家运用得好，

即均能从中受益。

东盟 - 中国将建设自贸区升级版作为未来几年

的发展方向，首先在贸易目标上实现升级，其次，

在关税目标和通关便利方面消除障碍。同时，在东

盟的外部贸易伙伴中，日本、韩国、美国、印度、欧盟、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成为中国 - 东盟经贸关系的重

要关联方，各方的合作和竞争日渐明显。

关于双方贸易零关税的承诺，根据东盟与中国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时间框架规定，文莱、菲律宾、

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及印尼这 6 个东盟国家与

中国的自贸区协议从 2010 年元月 1 日开始落实，东

盟 6 个国家与中国今年落实的自贸区协议中，共有

54457 种商品，各方海关大约有 99.11% 的商品变为

零关税。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 4 个东盟新成

员则在 2015 年对逾 90% 的中国产品实现零关税的

目标 86。

事实上，中国 - 东盟的自贸区升级版，将在谈

判中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

作等各个领域。双方将提升区域内的贸易，并在货

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首先取得进展。而随后是投

资便利化规则的确定及经济技术合作等。

4、发展中的两层关系

事实上，贸易和投资是发展经贸关系的两个层

面。贸易的基本理论认为，两国之间的资源禀赋决

定了双方的贸易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外

投资已经更新了贸易关系的概念，然而发展经贸关

86　东盟与中国 99.11%商品零关税，2010-5-31，

http://www.cn-asean.org/Item/1322.aspx

系的双方依然以自己的资源条件和生产力水平决定

着贸易活动，这是第一层面的经济关系；第二层面

则是以市场和投资规则确定双方的合作，然而，也

仍然是以资源禀赋为基础，换句话说，仍然建立在

贸易适宜与否的前提下。

而实 现 2015 年中国 - 东 盟 双 方贸易额 达 到

5000 亿美元、2020 年达到 1 万亿美元的目标，并非

仅是贸易数字本身，深度的贸易关系则必须努力挖

掘。即使在当今以双向投资作为发展双边关系的讨

论重点，并以投资作为推进经贸关系的重要工具之

前，双方依然要发展好贸易合作，将贸易作为经贸

关系的基础符号，并充分运用好。双方深层贸易合作、

发展途径和成长趋势将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分析。

安邦东盟观察：应该怎样开拓发展海上

丝绸之路？

ANBOUND Vision: How to Develop and Exte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第六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12 月 4-6 日在重庆

举行。马来西亚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与中国贸促

会共同举办。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开幕式并

发表主旨演讲，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也出席了开幕

式。马来西亚副总理穆希丁、柬埔寨副首相贺南洪、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希洛等出席 87。

本届论坛主题为“平衡增长、共享繁荣”, 下设

“中国在全球与区域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城

镇化与房地产业发展——新挑战、新趋势与新机遇”、

“推动全球和区域的业务增长——企业和企业家成

功的关键因素”、“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互联互通、

物流和供应链建设”四大议题。该论坛首次在中国

举办即涉及了这样广泛的议题，而且有来自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工商界代表近 500 人参加。

87　第六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在重庆开幕	李源潮发表主旨演讲	孙政才出

席，2014-12-5，http://cqrbepaper.cqnews.net/cqrb/html/2014-12/05/

content_17997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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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副总理穆希丁发表演讲。他说，过去

30 多年时间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释放了巨大的经

济潜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作为快速发

展的中国西部地区城市，重庆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

和产业基础，越来越吸引了外界关注的目光，发展

成就令人钦佩。希望通过在重庆举办的此次论坛，

促进各国工商企业界更好地交流合作，共同推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图表 43：第六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开幕，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主旨演讲

资料来源：重庆日报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希洛在演讲中说，很高兴

来到重庆这座美丽的城市参加本次论坛。论坛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把中国和世界、把全球华人联系起来

的平台，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

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分享和应对全球经济发展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希望以本次论坛为契机，进一

步推动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为世界经

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88。

在“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互联互通、物流和

供应链建设”分论坛上，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副主任杨丽琼表示，中国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在发展新海上丝绸之路时，实现海运和铁运、

88　促进平衡增长	 实现共同繁荣，2014-12-5，http://cqrbepaper.

cqnews.net/cqrb/html/2014-12/05/content_1799725.htm

空运甚至陆路运输的互联互通，并使之形成完整的

体系，促进沿线各国经济发展。

杨丽琼表示，作为中国内陆开放高地的重庆，

已经建设了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渝新欧国际铁路

联运大通道”，来承接新海上丝绸之路。这条通道

可以使“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一个环形，整体连接

起来，使沿线国家受益于整个通道的连接 89。

安邦代表参加了此次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论坛，

并与有关参与嘉宾进行交流和沟通。对于究竟应该

怎样开拓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认为，目前在各

方积极关注及参与探讨海上丝绸之路之际，应强调

海上丝绸之路是统观的概念，即应建立几项重要延

展 : 一是地理上的，例如，向中国这个方向，应从南

方延展到北方，从沿海延展到内陆。二是认识上的，

各方不是仅为强调自己，例如太中国的或太东盟的，

而是延展到兼顾共同利益、更大的统合和协调。三

是延展到比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更广泛

的集合型参与，包括政府、企业、智库、相关促进

机构等等 90。

89　世界华人经济论坛关注“海丝”沿线国“一体化”进程，2014-12-

5，http://news.hexun.com/2014-12-05/171152354.html

90　安邦咨询东盟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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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工业开发区投资环境简介

Major Industrial Zones in Vietnam

越南主要工业园区设立在以下几个省：包括岘

港市、富安省、安江省、河内省、同奈省、平阳省、

平顺省、胡志明市、海防省、宜安省、平福省、海阳省、

河南省和西宁省。

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自 1991 年越南设立第

一个工业区以来，到 2006 年底，越南全国有 137 个

国家级工业区，总面积为 29063 公顷。

其中，投入运营的工业区 83 个，面积18359 公顷；

正在建设中的工业区 54 个，面积 10704 公顷。越南

全国工业区出租率为 52%，如果仅计算投入运营的

工业区，其出租率为 72%91。

越南平阳省工业园区相对较多，并有专门的东

盟工业园区（新东盟 A 工业区）和新加坡工业园区。

同奈省及平顺省也有较多的工业园区。而越南平福

省、海阳省、河南省和西宁省目前的工业园区数较少。

91　越南工业开发区投资环境简介，2014-12-14，http://www.ct927.

net/news-88321-2.html

图表 44：越南主要开发区、工业园区位点和名称

资料来源：海南旅游网

VI. 项目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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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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Dark Side of Transition: Violence against 
Muslims in Myanmar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N°251 (3)

（续接第 033 期）

II.	族群紧张关系的历史渊源

接（B.	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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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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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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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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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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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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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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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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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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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C.	佛教的作用

很多观察家都对佛教——其核心理念之一是反

暴力——与针对穆斯林族群的极端观念和极端暴力

行为之间的联系而感到惊讶，其中，一些观念和行

动就是佛教僧侣发起的 97。虽然大多数佛教徒和僧

侣都避免使用暴力，但缅甸本国的历史和本地区其

他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特定的政治情况下，佛

教和佛教僧侣是能够充当暴力意识形态和暴力行动

的工具的，例如斯里兰卡、泰国南部和其他一些佛

94　同注 93

95　见《对缅甸穆斯林的镇压》，引用如前。

96　见第 II 章 A节。

97　关于这个问题一个颇有见地的讨论，见马修·	J·沃尔顿（Matthew	

J.	Walton），《缅甸需要一种新的民族主义》（Myanmar	needs	a	new	

nationalism），亚洲时报在线（Asia	Times	Online），2013年 5月 20日。

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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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国家所发生的例子 98。

缅甸的佛教僧侣在缅甸反殖民运动中发挥了突

出的作用，领导了 19 世纪 80 年代上缅甸地区（upper 

Myanmar）的反殖民统治武装起义。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缅甸民族主义者争取独立的运动中，

佛教僧侣也站在最前沿，并且常常但并不总是宣扬

着非暴力运动。例如，一些僧侣就领导或参与了伤

及人命的反印度和反穆斯林暴乱 99。

正如僧侣一直在缅甸的民族主义组织中占有突

出的地位一样，他们在以佛教徒占主导地位的族群

民族主义运动中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支持民族

起义反抗一个又一个的军政府统治的过程中，他们

发挥了关键作用，缅甸僧侣也一直有脱下僧袍、换

上起义者战袍的传统 100。若开的民族主义武装团体

若开民族解放党（Arakan Liberation Party）曾于 2012

年 4 月签署了停火协议，并卷入了 2012 年针对若开

邦穆斯林的暴力事件，几乎所有该组织的领导人都

曾经是佛教僧侣 101。另一个例子是由克伦僧侣吴杜

桑拿（U Thuzana）一手创立并领导的民主克伦族佛

教军（Democratic Kayin Buddhist Army, DKBA）102。

1994 年，该组织从克伦民族联盟（Karen National 

98　有关泰国南部的情况，见危机组织亚洲报告 105 号：《泰国

的 紧 急 法 令： 非 解 决 方 案》（Thailand’s	Emergency	Decree:	No	

Solution），2005 年 11 月 18 日，第 11-15 页；以及 140 号：《泰国

南部：与准军事力量的冲突》（Southern	Thailand:	The	Problem	with	

Paramilitaries），2007 年 10 月 23 日，第 19-24 页。对于斯里兰卡

穆斯林族群的政治状况的概述，见危机组织亚洲报告 134 号：《斯里

兰卡的穆斯林：夹缝中生存》（Sri	Lanka’s	Muslims:	Caught	 in	the	

Crossfire），2007 年 5 月 29 日，特别注意第 4-5 页；以及 243 号：

《斯里兰卡独裁主义的转折点：需要国际行动干预》（Sri	Lanka’s	

Authoritarian	Turn: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Action），2013年2月20日，

第 23-24 页。下一份危机组织报告将会详细讨论斯里兰卡新的好战佛教

团体的兴起和他们针对穆斯林的行为。

99　例见吴丹敏（Thant	Myint-U），《现代缅甸的建设》（The	Making	

of	Modern	Burma）（2001 年），第八章；以及罗伯特·泰勒，《缅甸

国家（2009	年）》，第三章。

100　马丁·史密斯，《缅甸：叛乱和种族政治学》（Burm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第二版（1999	年），第 182	页。

101　同上；以及《上千人因若开冲突而受审》（Thousand	interrogated	

for	Arakan	strife	role），《伊洛瓦底》（The	Irrawaddy），2012 年 11

月 1日。

102　吴杜桑拿最初被称为DKBA	的“主席”，后来又被称为“首席赞助人”。

Union, KNU）武装团体中分裂出来，部分原因是

KNU 的普通成员与 KNU 大多数信奉基督教的领

导人之间关系紧张。DKBA 因其在克伦邦强迫穆斯

林搬迁并破坏清真寺等针对穆斯林的行动而受到指

责 103。

III.	对若开邦罗兴亚族群的暴力攻击

A.	2012年爆发的暴力冲突

2012 年 5 月 28 日，一群穆斯林男子强奸并杀

害了一名女性佛教徒，该事件导致若开族佛教徒与

穆斯林族群之间酝酿已久的紧张关系终于在 6 月爆

发 104。大多数暴力事件发生于若开邦北部地区以及

首府实兑的周边地区。根据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

双方共有 98 人死亡， 123 人受伤 105。此外， 5,338

所居民住房——大多是罗兴亚人的住宅——被毁坏，

另有约 7.5 万人——大多数仍是罗兴亚人——流离

失所。

几天后，6 月 3 日在洞鸽（Toungup）有 10 名

穆斯林朝圣者被杀害，而他们并非罗兴亚人。该事

件发生之前，曾有人匿名散发攻击伊斯兰教信徒的

煽动性传单，因而坐实了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对立

的紧张关系，并印证了两个宗教之间相互的不信任

是多么容易被日益高涨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所操

纵。随着暴力事件在若开邦的蔓延，6 月 10 日政府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增派兵力负责实施紧急状态

令 106。

（未完待续）

103　见《易受袭击的目标：缅甸穆斯林遭到迫害》（Easy	targets:	The	

persecution	of	Muslims	in	Burma），克伦人权小组，2002	年 5 月。

104　见危机组织，《缅甸冲突敲响警钟：防止流血事件，改善族群关系》

（Myanmar	Conflict	Alert:	Preventing	communal	bloodshed	and	building	

better	relations），2012 年 6月 12 日。

105　《调查委员会关于若开邦宗教派别暴力冲突的最终报告》（Final	

Report	 of	 Inquiry	Commission	 on	Sectarian	Violence	 in	Rakhine	

State），2013 年 7月 8日。

106　见危机组织，《缅甸冲突敲响警钟》，引用如前。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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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东盟中心

APPENDIX A    ABOUT ASEAN-CHINA CENTRE (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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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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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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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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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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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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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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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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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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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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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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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共同为中心揭牌。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心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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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文化和教育的综合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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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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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显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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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的教育机会，促进文化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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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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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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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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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寻找当地的商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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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便利；

（十一）提供中国和东盟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有关的机构和政府官员名录；

（十二）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活动；

（十三）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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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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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互了解；

（十六）研究开展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相关的人员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十七）支持关于缩小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的项目；

（十八）开展中心实现其目标所需其它活动。

附录一	/	AppENDi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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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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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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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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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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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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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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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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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金融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东盟地区有着多年成功的投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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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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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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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投资不断实现优化、升级和持续成长。

主要特点

- 是目前少数致力于投资东盟地区的大型私募股权基金；

- 专注于支持基础设施、能源以及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优秀企业和项目；

- 可投资于不同阶段的项目，实现商业成功和最佳社会效应的双重目标；

- 资金募集的目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其中一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

- 拥有一支国际化的专业团队，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以及相关行业经验。

投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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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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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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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笔投资额通常介于 5 千万至 1.5 亿美元之间；

- 希望与其他战略投资者实现共同投资；

- 采用多元化的投资形式，包括股权、准股权及其他相关形式；

- 不谋企业控股权，持股比例小于 50%；

- 可投资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

- 既可单独投资企业或项目，也可同时投资企业和项目层面；

- 推动资产和运营的整合、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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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力较强且可靠的项目发起人；

- 已见成效且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 经验丰富、有抱负且稳定的管理层；

- 可靠稳定的未来现金流或可预见的盈利能力；

- 具有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china-asean-fund.com

附录二	/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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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安邦咨询简介

APPENDIX C    ABOUT ANBOUND CONSULTING (AN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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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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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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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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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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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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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实用建议和项目评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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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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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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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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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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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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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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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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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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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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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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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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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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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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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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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营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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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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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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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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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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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的主要大学展开研究合作，专门用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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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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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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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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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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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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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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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