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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中国－东盟 2014 年贸易投资合作回顾
China-ASEAN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in 2014
随着 2014 年 APEC 会议、东亚峰会、东盟峰会、
东盟 10+1、10+3 会议、RCEP 峰会的召开，贸易与
自贸区建设问题再次成为中国与东盟共同发展合作

1、贸易方面
据东盟贸易数据库统计（ASEAN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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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期中国外贸
整体增速 3.3% 的两倍多，中国对东盟贸易已占中国
对外贸易总额的十分之一以上 1。

中的重要议题。2015 年，东盟将实现政治、经济、
文化三项共同体，其中经济共同体的主要目标即在
今年底，将东盟打造成为单一市场。自 2010 年以来，
东盟区域内大约 99% 的商品都采取了“零关税”政
策，内部经济发展迅速，中国－东盟贸易额显著提升，
相互投资速度加快。为此，安邦咨询（ANBOUND）

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
与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出口额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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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2：2013 年东盟与主要伙伴关系贸易额情况 2

对 2013 至 2014 年中国－东盟、东盟内部贸易及投
资情况做出以下总结。
图表 1：2014 年前三季度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
进出口额比重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 UNCTAD 数据整理

据东盟与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
2014 年 10 月 发 布 的《2013-2014 年 东 盟 投 资 报
告》数据，2013 年东盟内部贸易在东盟整体中约占

资料来源：ASEAN 官网

1

商 务 部 综 合 司：2014 年 前 三 季 度 对 外 贸 易 运 行 情 况  http://zhs.

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1411/20141100787677.shtml
2

2013 年度，东盟内部贸易额占总体的 24.2％，东盟＋ 3（中国、日本、

韩国）占总额 53.3%，东盟＋ 6（10+3 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占
总额 59%，东亚峰会（10+6 及美国、俄罗斯）占总额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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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是东盟总 GDP 的 25% 左右。东盟＋ 3 的贸

2、投资方面

易额相当于东盟内部贸易额的两倍，东盟＋ 6 与东
亚峰会国家贸易额则占到了东盟整体的 60%，贸易
增速十分显著。在 2015 年，东盟继续与中国、韩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度、日本进行自贸区谈判，
预计多边贸易额还将进一步提升。
从东盟角度来看，东盟与中国、俄罗斯、印度、

2014 年前三季度，中国内地对香港、东盟、欧盟、
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等七个主要经济体
的投资总额为 559.2 亿美元，其中对东盟投资 3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
对东盟累计投资 331 亿美元，东盟对中国累计投资
则已达 900 亿美元 4。

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以及东盟内部的贸易额所
占比重有所增加，而对欧、美、日则相对减少。根
据《2014 年东盟共同体数据报告》3，东盟与中国之
间的贸易逆差始自 1994 年，而与韩国和俄罗斯之间
的逆差也在 2013 年有所上升。然而，东盟与其他贸
易伙伴国，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美国、印度、
日本、巴基斯坦、欧盟、加拿大则是贸易顺差。

2013 年全年，在东盟国家内部，外商直接投资
（FDI）
中有 49.6% 流入新加坡，
15.1% 流入印度尼西亚，
而流入柬埔寨、老挝、缅甸（CLM）三国的 FDI 仅
有总量的 3.4%。在流入东盟的投资中，来自欧盟的
投资占比约为 22%，日本为 19%，东盟内部为 17%，
中国和香港分别占比 7% 与 3.5%。2013 年，外商对
东盟整体投资有 53.2% 流入了服务行业，其次为制

图表 3：2014 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主要经济体

造业，占比 33.3%。除美国自 2010 年开始减少在东

投资情况

盟投资外，其他各国对东盟的投资都呈逐年上升趋
势。
图表 4：2013 年外部流入东盟各国 FDI 的占比统计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 UNCTAD 数据整理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 UNCTAD 数据整理

4
3

ASEAN Community in Figures (ACIF) - Special Edition 2014，《 东

盟共同体数据报告，2014 特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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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驻外机构：2014 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情况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410/20141000764992.
shtml

3、自贸区合作

4、结论

2014 年，东盟继续与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和

对东盟成员国来说，每一个东盟主要贸易伙伴

新西兰、印度、日本进行自贸区谈判，香港－东盟

都十分重要。然而，东盟整体贸易无论在方向还是

自贸区于当年 7 月启动谈判，中国—东盟自贸区升

构成方面，仍然相对集中。中国对于缅甸、日本对

级版也于同年 9 月开始首轮谈判。在“一带一路”

于菲律宾、与欧盟、美国对于柬埔寨和越南一样，

的框架下，中国与东盟确定了 2015 年各领域的合作

每个伙伴国几乎都是相对应东盟成员国最主要的出

项目清单，将 2015 年确立为“中国－东盟海洋合作

口对象，比例可占所在国出口额的 10% 以上。特别

年”，启动 30 亿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

贸易伙伴之间的依赖性降低了各国的抗风险能力，

与 30 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并承诺提

相比之下，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

供 100 亿美元的优惠性贷款。2015 年底是东盟共同

的贸易则更多样化，对风险的抵抗力也较强。

体建设的最后期限，同时也是 RCEP 结束谈判达成
协议的时期。东盟国家是中国多项区域伙伴关系协

在当前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赴海外投资的氛围下，

定中的主要成员国，而对于东盟来说，中国也是最

许多中国企业将东南亚视为海外投资首要目的地。

活跃的对话伙伴之一。中国为区域一体化创造了新

然而，安邦（ANBOUND）提醒有意前往东南亚投

的动力，无论是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资的中国企业应对当地投资环境进行审慎评估。在

（AIIB），还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国与

制造业投资方面，由于近年来最低工资的快速上涨，

东盟成员国都将从互联互通中受益。

东南亚国家正积极谋求产业升级，当地政府对制造
业的优惠政策也进入调整阶段。中国企业切勿抱着

图表 5：2013 年东盟 FDI 来源国统计

产业垂直分工的心态前往当地投资，唯有对投资环
境进行深入了解，才可真正融入当地产业链。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 UNCTAD 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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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裕廊湖区成为新加坡“智慧国”计划的

第一，官方而言，该计划将使得新加坡政府通
过它旗下的单位，如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

试验区
Jurong Lake District Is Singapore’s Test Site for
Smart Nation Plan

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等等，
投入“新基础设施建设”。所谓“新基础设施建设”
就是在公共地方安装更多的传感器，建立和管理综

新加坡政府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正式宣布裕廊

合数据库，增加大数据分析等等。交通管理、老人

湖区 (Jurong Lake District) 作为该国“智慧国”计划

护理、人群管控、事件管理、旅游资讯以及打击恐

的试验区 5。仅次于“智慧国项目办公室”在 11 月成

怖行为，都可以通过这几个工具进一步地完善。简

立后 6，其宣布是另外一个象征性举措。虽然新加坡

单来说，信息收集和分析以及高科技的使用将综合

政府早就在该地区进行有关工作，但此宣布还是第

在一起，以便达到以上的各项效果。所以，裕廊湖

一次新加坡政府正式确认裕廊湖区的重要性。更重

区给新加坡国政府一个地点来检验“信息 - 科技一

要的是，它将对政府、企业和普通民众，产生不同

体化”的概念。

的影响。

第二，企业而言，裕廊湖区的“新开发”也带

图表 6：裕廊湖区（Jurong Lake District）

来许多商业机会和创新。目前，20 多家公司已在该
区测试它们的新科技产品。来自于本地中小企业和
大科技公司 7，所研发的产品有了不同的作用。比如
说，能源公司 Green Koncepts 在裕廊湖区建立了传
感器网络，以便收集灯光和人流量情况 8。这些企业
都可以把该产品提供给政府单位来做后者的公共管
理工具。当然，更重要的是，投资者都可以对这些
公司输入资金来开发更多新产品。此外，外国企业
（如中企）也可以与参与该计划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引进它们的技术产品到国内或其它国家去。
第三，如果我们说政府是促进者，企业为生产者，

资料来源：海峡时报

那么普通民众就是智能科技的最终使用者。只有智
能科技的使用深透到普遍人士，那么新加坡政府的
“智慧城市宏远”才能真真做到“方便人民的日常

5

Singapore on its way of becoming a smart nation, Channel

生活”。在户外用手机关掉家里的灯光或者老年人

NewsAsia ( 亚洲新闻频道 ), 2014-12-30, http://www.channelnewsasia.
com/news/singapore/singapore-on-its-way-to/1558318.html
6

New coordinating unit set up to drive Smart Nation initiatives,

Channel NewsAsia ( 亚 洲 新 闻 频 道 ), 2014-11-24,http://www.

7

Singapore on its way of becoming a smart nation, Channel

NewsAsia ( 亚洲新闻频道 ), 2014-12-30, http://www.channelnewsasia.

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new-coordinating-unit-

com/news/singapore/singapore-on-its-way-to/1558318.html

set/1490312.htm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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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以他们所佩带的数码产品来付钱 9，这些便利都是新

北马经济走廊是马来西亚五大经济特区之一，

加坡政府要通过智能科技来达到的广泛效果。在这

主要涵盖霹雳、槟城、吉打与玻璃市这四个州属，

一点，裕廊湖区的居民将成为第一批使用该科技的

是五个特区计划中涵盖州属最多的一个。当中，只

群体。

有槟城州政权是由民联（PR）所掌握，因此市场经

常揣测，经济走廊在确认投资项目上会否出现任何
作为一个智能产品使用率极高的发展国家之一， 的偏袒。
新加坡基本上用有了很好的基础。问题在于有关基
北马经济走廊执行机构首席执行员拿督礼查
础设施和智能产品的广泛使用能不能综合在一起，
来进行更大的操作和目的。在面临更严峻的挑战（经

（Redza Rafiq Abdul Razak）就曾表示，绝不强迫或

济和安全方面），作为世界中心之一的新加坡也必

指定投资者在特定州属投资，因各州属都有独特的

须以智能科技的综合使用模式来应对这种种挑战。

发展潜能；而投资者本身在作出投资决定前，都会
详尽勘查投资地点，也不会盲从该机构的建议 11。
图表 8：Penang Designer Village 所在地
（槟城地图）

马来西亚：北马经济走廊以经济发展为优先
Northern Corridor Economic Reg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Priority
马来西亚北马经济走廊（NCER）在 2014 年成
功吸引 188 亿令吉（约合 52 亿美元）的投资额，突
破设下的目标并创造历年新高 10。北马经济走廊执行
机构（NCIA）强调，该经济走廊将持续以整体经济
发展作为主要考量，不会偏袒于任何一个州属。
图表 7：北马经济走廊 2010-2014 年的投资表现

资料来源：谷歌地图、http://www.skyscrapercity.com

该执行机构在 1 月份与四家公司签署投资备忘
录，其中 PE Land 私人有限公司的项目就位于槟城
的巴都加湾（Batu Kawan）12。同时，根据所提供的
数据，该项目也是四个新签署项目中，提供最多就
资料来源：马来安邦根据北马经济走廊执行机构与

业机会的，共 2722 个。

媒体报道数据整理

PE Land 在槟城的投资项目名为“槟城设计师
村庄（Penang Designer Village）”，为综合性房地产

9

Smart Nation Vision for Singapore, 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网站

新

闻 , 2014-12-4, http://www.ida.gov.sg/blog/insg/featured/smart-

nation-vision-for-singapore/

11

10

13，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194221

NCER Catat Pelaburan Sektor Swasta RM18.8 Bilion Pada

北马经济走廊：没偏袒或强迫 公平处理槟吉霹玻投资，2014-2-

2014，2015-1-15，http://www.bernama.com/bernama/v7/bm/bu/

12

newsbusiness.php?id=1101023

www.nanyang.com/node/675464?tid=643

2014 年表现最好 北部走廊投资额达 188 亿，2015-1-16，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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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项目，具有购物商场、酒店、医疗中心等设施。

5.98%，通货膨胀率为 1.84%16。

事实上，在与北马经济走廊执行机构签署协议之前，
PE Land 已在 2013 年 10 月份与槟城州政府签署购

越南央行声称有责任采取积极、灵活性的货币

地协议，以筹划该项发展总值达 10 亿令吉（约合 2.8

政策，以配合国家财政政策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目

亿美元）的项目 13。这也意味着，PE Land 在其投资

标水平、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性，同时支持经济增长。

项目上已获得双保险，即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都认可

图表 9：越南河内中央银行

该项目的发展。
取得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双边认可是相对重要
的，这不仅在于政治层面的考量，更重要的还是联
邦与州政府在权限与资源上的安排与分享。马中关
丹产业园发展趋势相对滞后，更多的问题基本就在
这一环节上。

越南盾 2015 年首次货币值下调
Vietnam Dong Devalu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5
资料来源：华尔街日报

继 2014 年 6 月越南央行将越南盾币值下调 2%
以促进出口、振兴经济之后，2015 年 1 月 7 日河内
越南央行再度宣布越南盾兑美元参考汇价下调 1%，

2014 年 12 月时，越南央行总裁阮文平（Nguyen

从 21,246 调至 21,458 盾兑 1 美元 14。根据越南《共

Van Binh）就曾表示，2015 年越南盾的贬值不会高

产党电子报》引述央行信息，这次的货币值下调措

于 2%，不过根据彭博社报导，澳盛集团 （Australia

施旨在落实越南政府于 2015 年 1 月 3 日颁发的 2015

&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的首席经济学家马

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任务

奎尔（Glenn Maguire）认为，在 2015 年里越南盾仍

及措施的 1 号决议 15。越南政府预计 2015 年的国内

会持续贬值；到了 2015 年后期越南盾可能贬值达

生产增长总值为 6.2%，也计划把通货膨胀率控制住

3%17。同时，越南央行也表示有责任采取积极、灵

5% 内。在 2014 年里，该国的国内生产增长总值为

活性的货币政策，以配合国家财政政策将通货膨胀
率保持在目标水平、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性，央行也

13

Penang Designer Village to be set up by owner of The

Spring，2013-10-15，http://www.thestar.com.my/News/
Community/2013/10/15/Penang-Designer-Village-to-be-set-up-by-

称将会采取综合措施，以稳定越南盾的汇率以及新
价格水平的货币市场。对此，马奎尔也认为下调越

owner-of-The-Spring/

南货币值是针对维持出口以改善越南经济复苏的恰

14

当政策。

SBV adjusts exchange rate, 2015-01-07, http://www.sbv.gov.

vn/portal/faces/en/enlinks/endetail/encm409/enct409?dDocName
=CNTHWEBAP0116211771893&_afrLoop=4072929247896000&_
afrWindowMode=0&_afrWindowId=14i4si1wp7_1#%40%3F_

16

afrWindowId%3D14i4si1wp7_1%26_afrLoop%3D40729292478

www.wsj.com/articles/vietnam-devalues-dong-as-u-s-dollar-

96000%26dDocName%3DCNTHWEBAP0116211771893%26_

rises-1420618652

afrWindowMode%3D0%26_adf.ctrl-state%3D14i4si1wp7_262

17

15

越 南 国 家 银 行 将 越 盾 兑 美 元 汇 率 上 调 1%, 2015-01-07, http://

Economy, 2015-01-07,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5-01-

cn.cpv.org.vn/Modules/News_China/News_Detail_C.aspx?CN_

06/vietnam-weakens-dong-reference-rate-to-boost-nation-s-

ID=694219&CO_ID=7338662

expor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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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 Devalues Dong as U.S. Dollar Rises, 2015-01-07, http://

Vietnam Central Bank Devalues Dong to Buttress Exports:

一般认为，这次越南盾货币值下调是基于美元
走强，倘若越南盾兑美元参考汇率不进行任何调整，

如果想购买进口汽车必须获得当地官员的推荐信，
信中表明进口商的汽车配有停车位 21。

会大大影响越南区域出口竞争力。出口贸易是越南
经济重要的一环；越南统计局局长阮碧林（Nguyen

另外，2014 年 12 月 30 日，缅甸商业部表示，

Bich Lam） 披 露，2014 年 越 南 出 口 额 增 加 13 .6%

为减少仰光迪洛瓦港滞留的汽车数量，自 2015 年

至 1,500 亿美元，国内经济部门占 484 美元（增长

1 月 1 日起，所有汽车进口商须在车辆发运前申请

10.4%）, 外商投资则占 1,016 亿美元（增长 15.2％，

进口许可。根据先前的条规，进口商可以在车辆到

包括原油）18。

达港口后再申请进口许可。商业部也声明，新规公
布后进口许可申请量增加，而负责监督进口的一站

越南盾贬值预料将能改善一些行业的出口贸易， 式服务处在核实资料后发放了约 700 份车辆进口许
特别是对进口原料需求少的农产业产品，不过却对

可，因此商业部将会增援人手以应付日渐增加的申

需求更多进口原料的制造业产品不会带来多大改善。 请量 22。
图表 10：仰光市拥挤交通路况

缅甸加强限制汽车进口
Myanmar Tightens Car Import
缅甸在军政府时期，对汽车进口实施限制性政
策，并实行汽车燃油配额制，限制每辆汽车每天所
能添加的燃油，一般缅甸人民没有能力购买、使用
进口汽车。自 2011 年吴登盛总统主导下的缅甸新政
府放宽汽车进口政策之后，燃油配额政策被取消，
进口车辆逐渐增加。2012 年，缅甸政府允许每个
公民进口一辆汽车。至今 3 年里进口汽车已经超过
36 万辆，预计仰光市的汽车保有量就达到了 30 万

资料来源：The Irrawaddy

19

辆 。在 2014 年 11 月，缅甸政府即宣布会考虑控制、
限制仰光市的进口汽车数量 20。
目前迪洛瓦港滞留的汽车数量高达 6 千辆；把
缅甸商务部汽车进口监管委员会于 12 月 18 日

汽车停放在港口实际上对一些没有足够贮存空间或

宣布，汽车进口商必须证明自己销售的每辆车配有

展厅的进口商有利，造成了一些进口商即使获取了

一个相应的停车位。这项措施表示仰光地区的市民

进口许可，仍把汽车停放在港口里。新条规实行之后，
获取商业部发出许可证的进口商如在 3 个月之内没

18

Business in Brief 3/1, 2015-01-03, http://english.vietnamnet.vn/

fms/business/120212/business-in-brief-3-1.html

21

19

mmtimes.com/index.php/business/12684-room-to-park-required-

“ 堵 车 的 烦 恼 ” 降 临 缅 甸，2014-12-16, http://epaper.gmw.

Room to park required for car imports, 2015-01-02, http://www.

cn/gmrb/html/2014-12/16/nw.D110000gmrb_20141216_8-08.

for-car-imports.html

htm?div=-1

22

20

Ministry to consider limiting car import for Yangon, 2014-11-05,

mmgpmedia.com/business/8865-%E7%BC%85%E7%94%B8%E4%

http://www.elevenmyanmar.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

BF%AE%E6%94%B9%E6%B1%BD%E8%BD%A6%E8%BF%9B%E

ew=article&id=8018:commerce-ministry-to-consider-limiting-car-

5%8F%A3%E8%AE%B8%E5%8F%AF%E7%94%B3%E8%AF%B7

import-for-yangon&catid=44:national&Itemid=384

%E8%A7%84%E5%AE%9A

缅 甸 修 改 汽 车 进 口 许 可 申 请 规 定，2015-01-06,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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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迁移停放在港口的汽车，有关当局有权力扣押这

稻谷，因此柬埔寨大量稻谷在收成季节后，会被泰国、

些汽车。商业部表示，汽车进口商在车辆发运前申

越南的米商以非官方管道收购，造成大量稻谷流失

23

请进口许可，能让进口商尽快迁移在港口的汽车 。

到周边国家，以致 4、5 月农休季节时柬埔寨碾米厂
商面临缺乏稻谷的窘境。

缅甸的汽车进口商有当地人，也有以巴基斯坦
商人为主的外国人，进口的主要是日本制的二手车。

稻米银行的设立，宗旨在于解决碾米商、米商、

不少汽车进口商人缺乏贮存空间，不能置放车辆，

稻农所面对的这些问题，让稻米紧张的季节时，碾

所以造成汽车滞留在迪洛瓦港。缅甸实施限制汽车

米商能有稻米资源，进而保持稻米价格的稳定性。

进口许可条规，预计此举会增加进口汽车的价格，

图表 11：柬埔寨稻米银行

对进口车商，尤其是对缺乏贮存空间的小商人会带
来一定冲击。

柬埔寨稻米银行望能稳定稻米价格
Cambodia Rice Bank to Stabilize Rice Price
2011 年时，柬埔寨成立了稻米银行，随后却因
为资金不足，无法提供足够的像筒仓和储存棚等设
备，以致该银行暂时停业。2014 年 8 月底，稻谷银

资料来源：柬埔寨星洲日报

24

行复业，并注入 3000 万美元资金 。
重新复业的稻米银行在 10 月至 12 月这 3 个月

柬埔寨稻米银行是以提供融资服务的方式来协

的稻米收割季节里即库存了 2 万吨稻谷和 7000 吨大

助客户解决资金周转难题。客户可用稻米作抵押，

25

米，总值 1200 万美元 。柬埔寨稻米银行总经理普

以获得贷款，最多可以取得相等於抵押品市场价格

贝（Phou Puy）表示，预计 2015-2016 年收割季节

的 80% 贷款，月利为 1 至 1.5%；水稻抵押期限最长

时该银行的稻米收购量会是现有的三倍。普贝也曾

10 个月，旱稻为 4 个月 27。

表示，柬埔寨稻米银行计划成为柬埔寨主要的稻米
柬埔寨不同地区已有不少小型的社区稻米银行，

储存机构，并接获外国买家的大单订购 26。

不过却因为资源有限，这些小型稻米银行只能提供
由于资金有限，柬埔寨碾米厂商无法购入大量

23

Govt to Tighten Car Import License Requirements, 2014-12-17,

最基本的服务。
第一家稻米银行在马德望（Battambang）设立，

http://www.irrawaddy.org/business/govt-tighten-car-import-license-

目前在卜迭棉芷（Banteay Chhmar）、菩萨（Pursat）

requirements.html

和暹粒（Siem Reap）等省等开展业务。

24

柬 稻 谷 银 行 库 存 1200 万 美 元 稻 米，2015-01-13, http://www.

jpzh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471&extra=page%3D2
25

Cambodia hopes to reduce unofficial exports with rice bank, 2015-

01-13, http://oryza.com/cambodia-hopes-reduce-unofficial-exports-

柬埔寨稻米银行是私人碾米厂商所设立的，并
非官方经营的机构。柬埔寨稻米联盟（Cambodian

rice-bank
26

Cambodia inaugurates its first rice bank, 2014-09-09, http://www.

fareasternagriculture.com/crops/processing-a-storage/cambodia-

27

inaugurates-first-rice-bank-in-the-country

camsinchew.com/node/39706?t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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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受 谷 米 抵 押· 稻 米 银 行 大 有 作 为，2015-01-13, http://www.

Rice Federation）高级顾问大卫·范（David Van）表

进行联系 32。2010 年，文莱宗教事务部发布清真制药

示尽管稻米银行面对一些挑战，但仍能投入政府以

指导原则，除了就清真制药进行明确规范外，也提到

及捐赠者所尝试过却遭遇失败的领域。大卫·范称

文莱将设立药厂并将清真药品出口列为国家重点发

柬埔寨政府并没有为农业进行全面性补贴，因此他

展项目行列 33。

希望政府和捐赠者能与私人企业合作，实现“仓储

图表 12：文莱特里塞工业园示意图

收据”的概念，既采用稻米存货作为贷款抵押 28。

制药业，文莱下一个经济发展亮点？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 Rising Star in Brunei?
近年来，为摆脱对石油出口的过度依赖，文莱政
府正积极打造新兴产业。凭借着国内生态多样性特质，
文莱积极从国外引进生物制药技术，以生产符合清真
规范的心血管疾病以及心理健康药品 29。根据国际商
业 观 察（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在 2013 年 对

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

文莱制药业产值估计，该产业产值已逾 1 亿美元，在
未来 5 年内将以 9% 的年复合成长率增长，预计 2018
年将超过 1 亿 5000 万美元 30。

2014 年，文莱政府正式成立特里塞工业园（简
称 TIS）。作为传统医药种植加工基地，特里塞工业

在 文 莱，制 药 业 发 展 已 超 过 10 年。2003 年，

园占地 3000 公顷，距离文莱国际机场 64 公里，距离

Falcon Cross Brunei Company 在文莱投资药品分装厂

摩拉港 81 公里，这为文莱推动药品研发以及出口提

（packaging），文莱正式进入制药产业链 31。由于该

供了必要的支持条件（见图）。

项投资聚焦在分装业务而非研发业务，大致而言，文
莱的制药业还是在产业链的底端。
近年来，在产业竞争力无法与欧美先进国家比拟
的情况下，文莱政府将制药业的发展前景同清真制药

然而，安邦（ANBOUND）认为文莱制药业最
大的风险还是产业定位不明。由于生物医疗暨制药业
是一个附加值极高的产业，包括日本、中国（含台湾）、
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色列等亚洲国竞相将该
产业列为下一阶段重点产业。相较于上述国家，文莱
不论在资金、人力资源、技术上竞争优势皆不明显。
再则，若将制药业定位在清真制药上可缩小竞争

28

Stocking up for the low season, 2015-01-13, http://www.

范围，但是，相较于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

phnompenhpost.com/business/stocking-low-season

坡等国所建立的清真认证系统已广为穆斯林国家所

29

接受，文莱的清真认证系统还不具备国际公信力。

Brunei can contribute two-thirds to exciting pharmaceutical drugs,

Jan. 3rd, 2015,  http://www.asianewsnet.net/news-69414.html
30

Pharma in Brunei：Growth Potential, Jun. 13th. 2014, http://

blog.pharmexec.com/2014/06/13/bruneis-pharma-market-growth-

32

potential/

Brunei, Jul. 1st., 2010, http://halalfocus.net/brunei-canadian-halal-

31

pharmaceutical-company-opening-factory/

Brunei pharmaceutical packaging plant gets upgrade, Dec. 14th,

Canadian halal pharmaceutical company opening factory in

2007, http://www.bt.com.bn/local_business/2007/12/14/brunei_

33

pharmaceutical_packaging_plant_gets_upgrade

http://www.pharmtech.com/node/246870?rel=canonical

Brunei’s potential pharmaceutical market growth, Jul.2n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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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建议文莱应该积极参与清真药品的研

亿比索）35。

发。但相较于周边国家已在清真制药上积极卡位的态

图表 13：菲律宾不少铁路已遭废弃，无法运营

势，文莱不应再加入战局。唯有与周边国家在制药产
业上进行深度整合，才能使竞争优势不明的文莱在产
业链上占据一定位置。

2015 年菲律宾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力度
Philippines Plans to Boost Spending on
Infrastructure in 2015
菲律宾基础设施落后，亟待改进。截至 2014 年，
菲律宾全国公路总里程已突破 20 万公里，然而其中

资料来源：互联网

可全天候通行的道路不足一半，高速公路仅 200 多
公里。铁路主要集中在吕宋岛，总长 1200 公里，但
只有三分之一可投入运营，其余均需改造升级。菲

当然，菲律宾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

律宾全国有 203 个机场，多数设施老旧，很多省会

度也有刺激经济的考虑。菲律宾央行表示，增加

机场还在使用土石跑道。该国共有 414 个主要港口，

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支出能促进 GDP 增长。明年

大多数需要扩建升级，以容纳大吨位船舶和更多货

是 APEC 年，而且政府还要追加灾后重建项目，因

物。菲律宾缺电现象严重，电力成本高昂，居民用

此预计到 2016 年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支出将占

电和工业用电价格位居世界前列 34。

GDP 的 5%36。菲律宾发展预算协调委员会（DBCC）

由于基础设施状况严重制约了本国的发展，因
此菲律宾政府决定在 2015 年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
入力度。日前，菲律宾公私合作中心宣布，今年该

认为，政府已经通过改革增强了扩大公共开支的能
力，因此 2015 年该国经济增长目标可以实现，达到
6%-7%37。

国将推动 9 个公私合营（PPP）项目，总值约 7027.8

不过，在较为重要的电力设施一项上，菲律宾

亿比索，约合 156.8 亿美元。其中，玛卡蒂 - 帕赛 -

政府的投入仍然不足。菲律宾能源委员会表示，

达义大型交通环线系统项目价值 3745 亿比索，将联

2015 年夏季该国将再次出现电力短缺危机。一方面，

接博尼法西奥国际城、玛卡蒂中心商区和亚洲商城，

Malampaya 电厂需要停工维修，而该厂目前为吕宋

全长 12 公里。其他项目包括南北轨道（南线部分，

电网提供了 40% 的电力。另一方面，酷暑带来的水

1772.2 亿比索）、地区监狱设施（501.8 亿比索）、

位下降将导致水力发电厂无法运行 38。

甲美地 - 内湖高速路（354 亿比索）、南北高速连
接路（256 亿比索）、达沃萨萨港现代化更新（189.9

35

亿比索）、机动车检视系统（193.3 亿比索）、市民

http://p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12/20141200845484.shtml

登记系统（11.6 亿比索）和塔纳万市公共市场开发（4

36

菲明年计划推动价值 7027.8 亿比索的 PPP 项目，2014-12-24，
菲律宾将增加政府支出刺激经济，2014-12-29，http://ph.mofcom.

gov.cn/article/jmxw/201412/20141200850661.shtml
37

DBCC 保持 2015 年 GDP 目标 下调 2016 年经济增长预测至 7％ -8

％，2015-1-7
34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菲律宾》，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2014 年，第 1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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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菲 律 宾 2015 年 缺 电 不 可 避 免，2014-12-29，http://www.

taiwantrade.com.tw/CH/bizsearchdetail/7744943

图表 14：老挝 2001-2011 年发电能力与进出口统计

资料来源：老挝能源矿业部

能源合作加速，老挝计划向新加坡出售电力
Laos Eyes Sale of Electricity to Singapore
东盟经济共同体临近，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能源
合作也在加速。2015 年 1 月 12 至 13 日，东盟能源
部长特别会议在老挝万象举行。老挝、马来西亚、
新加坡与泰国在该会议上对将老挝电力出口新加坡
一事进行了可行性讨论，预计输电线路还将穿过泰
国与马来西亚两国。
在此次会议上，各国共同讨论了该项目商业化
的可行性以及相关程序，四个国家的有关法律也
被列入议程之中。老挝能源矿业部部长达·蓬胶
（Daovong Phonekeo）表示，马来西亚已承诺将负
责预期项目的技术事务部分。各部长将向东盟能源
部长会议提交讨论成果，并在今年稍后举办的马来
西亚会议上召集各国进行协商。鉴于所需的基础设

可行性极高。
如 图 表 14 所 示，老 挝 的 输 电 线 路 与 泰 国 相
连，而泰国又与马来西亚相连，且马来西亚的线路
也与新加坡相连。老挝能源矿业部副部长维拉蓬
（Viraphonh Viravong）提到，之前新加坡已批准通
过向老挝购电 100 兆瓦的试点计划，泰国与马来西
亚也表示支持该项目。
据维拉蓬说，老挝向泰国出售的电力每千瓦时
为 7 美分，对越南和柬埔寨仅有 6 美分，而出售到
新加坡的电力则可达到单价 20 美分。近些年来，
电力销售已经成为老挝主要的创汇项目之一。在
2013-14 财年，仅电力销售额就达到了 8.8 亿美元（约
71 亿基普）。电力出口累计共 113.3 亿千瓦时，出
口额 5.4 亿美元（约 43 亿基普），比上一财年上涨
了 6.6%。

施与设备已准备就绪，四国部长一致认为该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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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东盟电网连接示意图

PPP 模式上马项目将介于 20 至 25 亿美元，较往年
10 至 15 亿美元的规模成长近一倍。
图表 16：印尼基础设施建设

资料来源：美国电力研究协会（EPRI）

截至 2014 年 10 月，老挝共有水力发电站 25 家，
资料来源：互联网

发电能力 3230 兆瓦，远超国内消费所需的 1000 兆瓦。
老挝在发电领域潜力巨大，包括现有水坝在内，水
电装机总量预计未来可达 2.8 万兆瓦。多年来，老

佐科就职以来便将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列为

挝一直努力成为东盟的蓄电池，然而由于国内大多

施政重点。为提升经济效率，印尼政府积极引进民

数电站都为出口导向型，如何解决国内电力供应不

间资本参与公共项目 41。在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

足的问题已成为老挝政府的当务之急。

家 PPP 仅占 GDP 的 1 至 2%，然而，在发展中国家，
政府通过 PPP 模式引进民间资本进入公共建设的意
图更为显著。以印度为例，PPP 占 GDP 比例超过

印尼政府引进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建设
Indonesian Gov. Allows Private Capital to Invest Public
Construction

30%，巴西则来到 25%，俄罗斯也达到 7%42。
在印尼，国有企业长期垄断了各个大型资源开
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然而，裙带资本主义风

为缓解大宗商品下跌所引发经济增长动能不足， 气盛行使得国有企业透明度极低，连带导致印尼经
43
印尼总统佐科近日宣布将积极扩大内需以拉动国内 济效率低落 。为了提升经济效率，佐科积极放宽民
需求 39。据统计，2015 年，印尼政府需要 236.6 万亿
印尼盾（约合 194 亿美元）发展基础设施项目，但

间资本与外资参与公共设施投资限制，主要项目类
别包括能源、港口、物流、公共交通、观光等 44。

目前政府仅能提供 150.9 万亿盾。为填补逾 85 万亿
印尼盾的资金缺口，印尼政府正积极通过公私合作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简称 PPP）模式带
动印尼国内大型建设项目投资 40。据推算，今年通过

41

APEC 财 长 会： 撬 动 民 间 资 本 参 与 投 资，2014-10-24，http://

www.opsteel.cn/news/2014-10/06229506A0BEA4FBE050080A7DC96
55C.html
42

十 万 亿 与 地 方 债： 中 国 新 刺 激 的 钱 从 哪 来，2015-1-12，http://

www.ibtimes.com.cn/trad/articles/41650/20150112/455773.htm
39

インドネシア：新政权で投资 2 倍、世界银行が计画，2015-1-

14，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50114-00000005-nna_
kyodo-asia
40

印尼明年需近 200 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资金，2014-11-27，http://

news.sina.com.cn/w/2014-11-27/1055312110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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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整顿能源业打击贪腐，佐科拟扩充库存建炼油厂，2014-12-3，

http://www.zaobao.com/news/sea/story20141203-419749
44

インドネシア：新政权で投资 2 倍、世界银行が计画，2015-1-

14，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50114-00000005-nna_
kyodo-asia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与政府在政治上保持着

2014 年 8 月，受到外国游客下滑影响，泰国政

共生性伙伴关系，也因此，民间企业对于佐科改革

府推出一连串吸引中国游客的优惠政策。除了对中

能否获得落实尚有疑虑，这将抑制民企参与公共

国籍旅客给予 3 个月免签证费优惠外，泰国政府积

建设投资的意愿。对于佐科所推动的去管制（de-

极将早先在英国推广的“泰式生活”旅游项目推广

regulation）政策，安邦（ANBOUND）将保持密切

至中国 47。对中国籍旅客给予免签证费优惠政策，这

关注。

项政策推出连带开启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的意愿。
据统计，去年 11 月中国游客赴泰国人数首度超过
50 万人，环比成长 2.5%。

泰国旅游业可望进入复苏阶段
Tourism Industry in Thailand Might Recover Soon

图表 18：泰国旅游局推出的“奇迹泰国”储值消费卡

受到国内政治以及治安动荡影响，2014 年泰国
接待外国游客下跌 7.5%，接待游客数由 2013 年逾
26,700,000 人衰退至 2014 年的 24,700,000 人（见图
表 17）。这是自 2009 年以来泰国首次出现外国游
客衰退的现象，连带使得泰国观光业收入去年下跌
5.8%45。
图表 17：泰国历年接待国际游客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互联网

（2008 至 2014）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旅客赴泰国旅游
意愿提升的同时，泰国旅游安全也正亮起红灯。根
据各项旅游统计数据来看，中国旅客对赴泰国旅游
投诉比例居出境旅游之冠 48。针对中国游客投诉的内
容来看，除了当地旅行社私自变更行程、购物纠纷、
住宿质量等行程质量问题外，泰国当地治安问题也
为赴泰旅游拉起警报。近期，泰国遭外媒报导为“全
球最危险的旅游地”，其中针对窃盗、恶性诈欺、
资料来源：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官网，安邦咨询制表

伤害等进行大规模报导 49。
近年来，为推动观光产业升级，泰国政府正积

由于 2015 年初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人数出现小
幅衰退，具体人数约落在 4,550,000 人左右。相较于
俄罗斯游客受到卢布贬值出现 21% 的衰退，中国游
客小幅下跌适时缓解了泰国经济下滑压力 46。

极推动高附加值观光行程。除了会展旅游已颇有成
效外，泰国政府积极推动观光医疗行程，截至去年，
泰国年接待观光医疗游客已突破 110 万人 50。
47

泰国将向中国推荐泰式旅游，暂不延长免签证费，2014-11-13，

http://travel.163.com/14/1113/11/AAU78RJ100063JSA.html
48
45

Tourist arrival falls 6.6% in 2014, Jan. 8th, 2014, http://www.

出境游未成行遭投诉最多，泰国线成投诉重灾区，2015-1-13，

http://news.hexun.com/2015-01-13/172306567.html

bangkokpost.com/business/tourism/455288/tourist-arrivals-fall-6-6-

49

in-2014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11/5205203.html

46

50

美 媒： 中 国 游 客 数 量 剧 增， 泰 国 盼 旅 游 业 回 暖，2014-12-25，

http://news.163.com/14/1225/10/AEA8UPTA00014AEE.html

澳 记 者 新 书 批 泰 国 是“ 世 界 上 最 危 险 旅 游 地”，2014-11-17，
泰 国 医 疗 旅 游 持 续 增 长，2014-11-6，http://cpc.people.com.cn/

BIG5/n/2014/1106/c87228-259888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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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印尼矿产加工业迎来发展新机遇

等其他东盟国家。印尼物流成本高昂，约占 GDP 的

Indonesian Shipping Industry Offers New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Corporations

23.5%，严重影响本国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
截至 2013 年，该国所有船舶中有 40% 船龄在 30 年
以上，急需更新换代 52。

印尼有 17500 多个岛屿，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
国家。长期以来，航运业对该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印尼造船业落后是有其复杂背景的：一是基础

其 90% 的货物需依赖船舶运输。近年来，印尼经济

差。由于钢铁工业薄弱、缺乏完整的零部件及原料

快速增长，带动资源及工农业产品的岛际运输需求

等辅助工业，印尼造船成本高昂。据业界人士反映，

量大幅提高，为其内海航运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印尼国内造船成本为进口船只的两倍，订单主要来

截至 2012 年，印尼全国货船增加至 12000 艘，总载

自印尼国有企业尤其是国家石油公司。二是融资成

重量为 1900 万吨，较 2005 年增长近一倍 51。

本高。印尼银行业利率高，而造船业投资周期长、
风险较高，印尼政府没有信贷倾斜政策，银行业大

图表 19：中国民营企业为印尼船东建造的

都不愿意向该行业投资。三是税费多。印尼对进口

8700 吨级集装箱船

新船免征关税，但对进口造船原料及零部件征收
15% 的税收。此外，对造船业本身的还有 17.5% 的
税收。虽然印尼政府有对国内不能生产的造船部件
由政府负担进口税的优惠政策，但申请程序复杂，
实际利用率只有 20% 左右。四是获取土地困难。由
于大部分土地私有，在印尼投资造船厂征地困难且
费用高昂。目前大型船厂的土地都租用国有港口公
司掌控的土地，扩展难度大，且费用较高。
近年来，中国已超越韩国，成为全球第一造船
大国。中国造船业具有技术、资金、成本等整体优势，

资料来源：互联网

将是印尼引进船舶的理想合作伙伴。印尼工业部预
计，今后 10 年该国对各类船舶的需求量将达 4000 艘。

然而，由于印尼造船业发展缓慢，目前该国拥

日前，印尼工商总会相关会员企业已与多家中国造

有的船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难以满足经济

船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在未来 5 年内进口 500 艘各

发展的需要。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印尼物流

类船舶，并由中国相关银行提供约 55 亿美元的贷款。

业在全球 166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 53，低于越南
（48）、泰国（35）、马来西亚（25）和新加坡（5）

51

印 尼 新 政 府 大 力 发 展 造 船 业， 为 中 国 企 业 带 来 新 机 遇，2014-

不过，从长远看，中国造船企业还是应该赴印
尼投资设厂。首先，印尼政府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
52

印尼工商总会称其会员企业未来 5 年拟从中国进口 500 艘轮船，

12-22，http://www.cic.mofcom.gov.cn/ciweb/cic/info/Article.jsp?a_

2014-12-18，http://www.cic.mofcom.gov.cn/ciweb/cic/info/Article.

no=363936&col_no=468&dir=201412

jsp?a_no=363708&col_no=459&dir=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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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中国 - 东盟教育交流周活动

正在陆续出台多项激励政策，减少阻碍，扶植本国
造船业的发展。其中，财税政策包括降低造船业增
值税、加快有关船用设备和零部件进口税退税进度
和对新旧船舶实行区别税收政策；非财税政策包括
加快造船厂对国有企业拥有的土地租用进度和为造
船厂提供船舶设计等 53。其次，印尼对外商投资造船
业没有限制，可以独资，而且有利于承接当地现有
船只的维修、翻新和改造项目。再次，印尼工资水
平较低，且劳动力资源丰富，有利于降低企业人员
开支。最后，随着东盟一体化的深入，造船企业投
资印尼也有利于开拓整个东南亚市场。

资料来源：新华社

安邦认为，印尼大力发展造船业，为中国船舶

海南琼州学院是教育部十大“教育援外基地”

制造企业向东南亚转移产能提供了难得机会，也为

之一，是五大“中国国际青少年活动中心”之一，

其它中国公司向当地出口成套设备和输出技术标准

是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方成员院校，同时还是海南

提供了新的机遇。不过，投资印尼造船业也面临一

省中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摇篮和知识创新、

定的风险和挑战，相关中国企业对此还需保持警惕。

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的基地。自 2008 年教育部批准
琼州学院成为“教育援外基地”以来，该校已成功
承办了五届教育援外项目“发展中国家旅游管理高

中国 - 东盟教育培训成为促进双边合作的
重要机会
China-ASEAN Education/Training Is An Important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东盟于 2015 年底实现三项共同体，即，政治 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 - 文化共同体。其中，
社会 - 文化作为共同体的一极，对东盟的发展形成
重要支柱之一。中国与东盟近年也在此方面加强合作。
近期的信息表明，双方在教育培训合作方面已
建立起具体项目和参与渠道。2015 年 1 月 12 日，经

级研修班”。举办论坛、研讨会、合作办学、互派
留学生、校企合作，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
为中国 - 东盟教育培训中心的建设与发展打下良好
工作基础。
2011 年 10 月，中国政府提出，“中方愿意设立
10 个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为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所需的人力资源”。此后中国批准了 10 个国家
级‘中国 - 东盟教育培训中心’，分别落户广西、
四川、贵州、云南、福建、黑龙江等 6 个省区。目前，
国家级对东盟国家教育培训基地‘中国 - 东盟教育
培训中心’第二批又增加了 20 个承办高校 55。

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批准，海南琼州学院成为中国 东盟教育培训中心。作为国家级对东盟国家教育培
训基地，中国 - 东盟教育培训中心将为东盟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所需的人力资源 54。

据报道，该培训中心将创办以行业为主的国际
课程，与企业结合实施培训，不断加强与东盟的教育、
文化、产业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同时，该培训
中心还将借助中国—东盟的合作平台，开展文化交
流、学术交流、国际课程转换、学分互认等一系列

53

为 实 现 海 洋 强 国 构 想， 印 尼 将 兴 建 100 家 新 型 造 船 厂，2015-

1-7，http://www.cic.mofcom.gov.cn/ciweb/cic/info/Article.jsp?a_

的工作，推动国际化发展。

no=365009&col_no=458&dir=201501
54

中 国 - 东 盟 教 培 中 心 落 户 琼 州 学 院，2015-1-10，http://www.

hq.xinhuanet.com/news/2015-01/10/c_1113945222.htm

55

“中国 - 东盟教育培训中心” 再增 20 个承办高校，2015-1-12，   

http://news.163.com/15/0112/12/AFORDNQA00014JB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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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 - 东盟双方对职业技术教育也给予

2015 年 1 月中旬，印尼工业部又计划在爪哇岛

高度重视。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开放学习区域中心

之外的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马鲁古和

主任加多特表示：“2014 年 6 月，率领的 60 多名来

巴布亚地区新建 13 个优势工业区，帮助当地加快发

自印尼的技术大学和高职学校的代表团来到中国，

展，缩小地区间差异。据估计，这些新工业区的平

访问中国 - 东盟中心。与七所学校签订了合作谅解

均投资额将达每公顷 40 亿盾，每个工业区都会体现

备忘录。我们希望越来越多中国学生到印尼等东盟

各自的特色。

国家学习交流，东盟国家学生到中国学习交流，学
习语言，加强务实合作”56。

图表 21：印尼第一个经济特区巴淡岛

目前合作状况表明，对中国和东盟国家来说，
教育和培训既是一项增进交流理解的社会层面工作，
也是经济社会条件下，为各方投入多种力量开拓发
展创造的良好机会。

新工业区为印尼吸引制造业投资带来契机
Indonesia Sets up New Industrial Parks for
Manufacture Investment

资料来源：百度

过去，基础设施落后、缺乏熟练工人是制约上
印尼是东盟第一大经济体，2013 年实现国内生

述地区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此，印尼工业部

产总值（GDP）9084 万亿盾，约合 7570 亿美元，同

和劳工部将合作设立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便于企业

57

比增长 5.78% 。与此同时，该国也是东南亚人口最

最大限度吸收本地工人。工业部还敦促全国 34 个省

多的国家，2010 年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人口近 2.4 亿， 区兴建液化天然气储存站，加快天然气的配给，以
其中约 60% 集中在爪哇。预计到 2030 年，印尼总人

便吸引更多制造业企业落户。

口将逼近 3 亿，城镇化率提高到 60% 以上，人口抚
养比进一步降低，人口红利逐步显现 58。

据印尼工商业协会测算，建设 34 个液化天然气
站和若干个煤气站的投资额大约在 80 亿到 100 亿美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吸纳更多就业，印尼政府

元之间。该机构还建议政府应将爪哇岛生产的液化

一直鼓励制造业的发展，并将其作为国民经济的支

天然气通过船舶送到各外岛的国营火电厂，保障 13

柱。目前，该国共设有 7 个经济特区，分别位于巴

个优势工业区的电力供应。这一建议得到了能源与

淡（廖内省）、比通（北苏拉威西省）、双溪芒克（北

矿产资源部和油气上游产业特别机构的支持，但具

苏门答腊省）、丹戎乐孙（万丹省）、丹戎阿比—

体实施细节还有待各方商榷 59。

阿比（南苏门答腊省）、摩罗泰（北马鲁古省）和
曼达里卡（西努沙登加拉省）。在上述地区生产特
定产品的制造业企业，将享受特殊的优惠待遇。

如果建立外岛优势工业区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
那么对于印尼调整经济结构、缩小地域差距、保持
经济增速都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同时，经济特

56

中国与东盟将建立新的职业教育合作交流机制，2014 年 -9-9，

区的建设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是重要的参与契机。

http://www.gzsjyt.gov.cn/Category_1312/Index.aspx
57

印 尼 国 家 统 计 局， 国 民 经 济 数 据，http://www.bps.go.id/eng/

menutab.php?tabel=1&kat=2&id_subyek=11
58

印尼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http://www.bps.go.id/eng/menutab.

php?tabel=1&kat=1&id_subye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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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工业部将在爪哇岛以外 发展 13 个优势工业区，2015-1-14，http://
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ber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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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面向东盟，
云南以国际大通道建设为目标
（1） 磨丁跨境合作区及临沧等边境经济合作区、红河综
To Connect ASEAN: Yunnan Aims on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Route-Way (1)

合保税区建设，积极争取设立昆明综合保税区，加
快推进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图表 22：云南磨憨口岸

目前，中国对“一带一路”的建设工作正逐步
落实，云南省作为与东盟 3 个国家接壤的省份，正
在讨论如何突出有关合作重点和发挥区位优势 60，力
争尽快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带动桥头堡的建设 61。
2015 年 1 月 7 日，云南政府刊文讨论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工作时表示：
一要加快国际大通道建设，发挥好‘一带一路’
建设睦邻外交战略通道作用。
二要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为扩大与东
南亚南亚合作开拓新的空间。成立高规格的孟中印
缅经济走廊建设国内工作领导小组，加强与孟印缅

资料来源：云南日报（建设桥头堡 再涌开放潮）

磋商与交流，加快推动联合研究，开拓新的战略通
道和战略空间。
四要打造区域国际金融中心，推进人民币国际
三要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发挥“一带一路”建

化。

设先行先试区作用。加快中越昆明—河内、中老泰
昆明—曼谷、中缅昆明—皎漂、中缅昆明—密支那

以中老磨憨—磨丁公路口岸为例，磨憨公路口

四大经济走廊建设，探索自贸区在云南实践和创新

岸位于勐腊县南端，距县城 52 公里，与老挝磨丁口

发展的有效途径，创造条件发展沿边自由贸易区。

岸对接，是中老两国唯一的一类口岸，是中国通往

加强口岸建设，最大限度地促进进出口贸易、人流、

东南亚各国重要的国际大通道。1992 年 3 月 3 日国

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便利化。加快实施“引进来” 务院批准磨憨口岸为国家一类口岸。1993 年 12 月
和“走出去”战略，提高外经、外贸、外资工作的

22 日中老两国磨憨——磨丁国际口岸正式开通，允

质量和效益。加快建设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和

许第三国人员出入境。2000 年 6 月省政府确定了磨

跨境经济合作区，推进中越河口—老街、中老磨憨—

憨口岸为边境贸易区，并赋予优惠政策。
磨憨口岸距老挝南塔省城 62 公里，距泰国清孔

60

区位优势及国际大通道，2013-7-16 ，http://www.yn.gov.cn/yn_

yngk/yn_sqgm/201111/t20111107_1895.html
61

实 施“ 一 带 一 路” 战 略 云 南 应 该 突 出 合 作 重 点，2015-1-14，

http://www.huaxia.com/qcyn/ynyw/ynsx/2015/01/4232191.html

县 247 公里（昆曼公路走向），距老挝乌多姆赛省
城 100 公里，
距琅勃拉邦 300 公里，
距万象市 700 公里。
亚洲公路网，昆——曼公路将由该口岸出境，经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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挝南塔、波乔两省至泰国清莱府与泰国公路相连，
直达曼谷。

据有关预测，中国铝土矿有可能在 2016 年出现
缺口，价格将上涨，而这种短缺预期有可能在 2015
年中期出现，云铝股份对外投资立足老挝丰富的铝

每个口岸开通和初建成后，都需要落实发展建
设工作。因此，很好发挥口岸作用，推进边境贸易

土矿资源 , 符合国家“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战略需要，
也符合中国支持铝行业实施“走出去”目标。

区发展对落实“一带一路”具体目标非常重要。
图表 24：铝土矿

培育新进口渠道：云铝股份投资老挝铝土矿
Culturing New Import Channel: YLGF Invests
Laos Bauxite
一年多来，受印尼禁矿影响，中国铝土矿进口
大幅下滑。2014 年 1 月，印尼宣布禁止原矿出口，
因此中国从印尼铝土矿进口量锐减。2015 年 1 月中
旬，云铝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将通过全资子公司云
铝国际以 2805 万美元收购中老铝业 51% 股权 , 并在
收购完成后由中老铝业开发老挝南部占巴色省帕克

资料来源：互联网

松地区波罗芬（Bolaven）高原的铝土矿资源，投资
建设一期年产 100 万吨氧化铝及年产铝土矿 300 万
吨的配套矿山项目。这样一期年产 100 万吨氧化铝

以目前情况来看，老挝毗邻中国 , 运费优势明显 ,

项目总投资估算约 12 亿美元，项目资本金为 3.6 亿

有望成为新的进口渠道。该铝土矿区域铝土矿属于

美元 62。目前，已取得该矿业权开发利用所需要的资
质条件。

三水铝土矿，在三氧化二铝平均品位、含矿率、铝
硅比、矿体厚度、矿石集中度、开采条件等方面较

图表 23：老挝占巴色省帕克松铝土矿

国内铝土矿品质好、开采成本和氧化铝生产成本更
低。
云铝股份表示，交易完成后，将增加中国拥有
的铝土矿资源储量，而且还会通过勘探和矿权整合，
资源储量增储前景明显 63。同时，对有丰富铝矿资源
的老挝来说，矿产的合理开采对促进本国经济、增
加出口有重要意义。

资料来源：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官网
62

云铝股份：收购老挝铝土矿 “一带一路”新标的，2015-01-11   

http://stock.gucheng.com/201501/29225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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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云铝股份：收购老挝铝土矿 “一带一路”新标的，2015-01-11   

http://stock.gucheng.com/201501/2922540.shtml

图表 25：中国 - 东盟自贸区发展走向

资料来源：广西新闻网

2015 年，中国 - 东盟自贸区将在落实中

环境、知识产权等敏感性问题更是没有涉及，双边

发挥作用

企业贸易往来的成本依然较高。

China-ASEAN FTA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2015
2015 年，中国自由贸易协定（FTA）将迎来实
际落实的重要一年。有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 - 东
盟的贸易总额约 45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8%，大幅
高于同期中国进出口 3.5% 左右的同比增速。中国 东盟双方将在投资与服务便利化及快捷化方面实现

中国 - 东盟自贸区运行进入第五年，据报道，
现在与欠发达东盟国家的贸易都是顺差，并没有在
当地形成产能，使得很多东盟国家不认为自贸区能
带给他们好处。柬埔寨、老挝、越南和缅甸资金短缺，
基础设施落后，而东盟的许多投资限制使中国资本
难于输出。因此，多渠道改变自贸区的实际效能就
有重要作用。

众多的产业对接 64。然而，自贸区的价值远远不是仅

在项目和资金落实方向上，中国已决定将启动

在贸易额本身，而是有更广泛的意义和需要具体落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二期 30 亿美元的募集；

实的多项领域。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向东盟国家提供 100 亿美元的

目前的情况表明，中国已连续五年成为东盟第
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将连续三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
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中
国 - 东盟 FTA 之下 93% 的产品零关税贸易机制。

基础设施项目优惠贷款；在金融服务支持贸易活动
方面，中国先后在广西、云南两地启动了跨境人民
币结算试点，截至目前，通过试点地区的中国 - 东
盟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累计超过 5000 亿元。

设立初期，中国 - 东盟自贸区仅是一种简单的互补

中国 - 东盟双方以 RCEP 轨迹，坚持走“全面

性货物贸易 FTA，在货物和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程

区域经济伙伴关系”的合作发展之路，即在“全面”

度则很有限，而且投资贸易的空间受到抑制。技术、

和“区域”上发展伙伴关系。这些关系的形成将使
中国 - 东盟自贸区内容逐渐扩大，并得到逐项具体

64

中 国 东 盟 自 贸 区“ 升 级 版” 底 气 十 足，2015-1-8，http://news.

hexun.com/2015-01-08/172192530.html

落实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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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对东盟旅游团短期免签促进旅游

际旅游市场，积极研究对主要旅游客源国的旅游团

Guilin Offers Short-term Visa-free Policy for
ASEAN Tourists

队在桂林机场口岸入境提供签证便利政策”。
图表 27：72 小时免签证过境

2015 年 1 月，国务院批准桂林对东盟 10 国旅游
团 144 小时入境免签政策，使桂林成为中国第一个
获批这项免签政策的地级城市。桂林市出入境管理
处的信息显示，目前桂林已开通往返马来西亚吉隆
坡、泰国曼谷、新加坡等多条国际航线，并正筹划
开通桂林至越南胡志明市、桂林至印尼雅加达等东
盟航线 65。
桂林市中国重要的旅游城市，多年来受到各国
游客的欢迎。由于地缘优势，东盟国家一直位居桂
林入境游客源国前列。因此，简化东盟游客出行手
续将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桂林旅游。这样，更为便捷

资料来源：旅游新闻网

的签证政策是桂林旅游走上国际化的关键。
图表 26：桂林旅游景点

目前，桂林与中国其他重要旅游城市，如北京、
上海、广州、成都、重庆和大连一道，实施 72 小时
免签证政策 66。
72 小时过境免签即一名游客从 A 国出发到 B 国，
中途在中国停留。作为 72 小时免签城市，这名游客
就可不必申请中国签证，即可享受 72 小时过境免签。
2014 年桂林对 51 个国家公民开始实施 72 小时
过境免签，入境游客流量猛增。数据显示，2014 年
桂林入境游客 203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421 亿
元人民币，增长 20.5%。因此，对东盟的短期或部分

资料来源：广西旅游网

免签计划将推进桂林旅游业的快速进步。

桂林获批这一政策是较早地开始了相关努力，
并得到国家支持。2012 年 11 月，桂林国际旅游胜地
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获批的《桂林国际旅
游胜地建设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拓展国

65

桂 林 获 批 对 东 盟 10 国 旅 游 团 实 行 144 小 时 入 境 免 签 http://trip.

dmcbd.com/201501/09/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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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上广和成都桂林重庆大连实施 72 小时免签证政策，2015-1-

18， http://www.meiliwang.com.cn/a/mlxw/23818.html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亚航客机失事不会对东南亚廉价航空市场

在 2014 年 11 月中旬 67。在失事前，客机飞行高度为

造成重大影响

3.2 万英尺（9750 米），飞行员曾请求印尼空管人员

The Wreck of Flight QZ8501 Will Change the
Market Little
亚 洲 航 空（ 亚 航） 印 尼 公 司 一 架 航 班 号 为
QZ8501 的空客 A320-200 型客机于 2014 年 12 月 28
日早晨在爪哇海上空与地面失去联络。事件发生后，
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政府与亚航一起迅速
采取行动，展开搜救工作。随后几天，客机各部分
残骸相继被发现，印尼官方证实飞机失事，机上无
人生还。

允许其升至 3.8 万英尺（11500 米）高度，以躲避云层，
随后与地面失去联系。
亚航成立于 1993 年，总部位于马来西亚，是
亚洲第一家廉价航空公司，也是马来西亚第二家
国际航空公司，在印尼、泰国、菲律宾和印度等地
均设有分支机构。目前，该公司拥有超过 150 架空
客 A320 型飞机，执飞 15 个国家 100 多座城市，累
计客运量已超过 2.2 亿人次。自 2009 年以来，亚航
已连续 6 年被评为“世界最佳廉价航空公司”，在
QZ8501 航班失事前从未出过重大事故，安全记录

图表 28：失事的亚航 QZ8501 客机

良好 68。
安 邦（ANBOUND）认 为，QZ8501 航 班 失 事
势必会在短期内对亚航造成巨大冲击，公司股票于
次日开盘后大跌 12% 就是证明。不过，长期看来，
廉价航空在东南亚地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一
偶然事件不会对市场造成持久的负面影响。
首先，随着东盟一体化的推进，东南亚各国之
间的经济和文化往来日益密切，这就为当地航空业
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其次，菲律宾和印尼都是幅员辽阔的岛国，马

资料来源：互联网

来西亚被南海分为东西两部分，越南、泰国、缅甸
等中南半岛国家又多高山和原始森林阻隔，地理状
况需要航空运输企业发挥更大作用。传统的航空公

此次失事的亚航 QZ8501 航班上共载有 155 名
乘客和 7 名机组人员，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印尼人。

司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不愿进入偏远地区，廉价航
空因此获得了独立的发展空间。

航班机长累计拥有 20537 小时的飞行经验，在亚航
印尼公司飞行 6100 小时；副机长也为公司服役超过

67

2000 小时。这架空客 A320-200 型客机于 2008 年 10

com/cnzh/28-dec-2014/index.html

月投入使用，机龄较短；最近一次接受维修保养是

68

亚 航 声 明， 亚 航 官 方 网 站，2014-12-28，http://qz8501.airasia.
亚 洲 航 空 导 览 指 南，http://www.airasia.com/cn/zh/about-us/hi-

we-are-airasia.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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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除新加坡和文莱外，多数东盟成员国还
是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发达国家，国民收入不高，支

突破 23.98 万人。吉兰丹州灾民人数破 16 万人，是
水灾灾情最严重的州属。

付能力有限。多数消费者对于价格十分敏感，而对
服务的要求并不高，这是他们选择廉价航空的主要
因素。

马来西亚吉兰丹水灾救灾委员会主席呼吁全大
马人民响应赈灾，丹州目前急需饮用水、面包、白米、
罐头食品和蜡烛。吉兰丹政府呼吁有心捐赠者可先

最后，从全球范围内看，廉价航空在安全性上
并未体现出明显劣势。美国西南航空是全球最大的
廉价航空公司，客运量位居美国第一，运营数十年
从未发生过重大事故。而在东南亚地区，据统计廉

捐这 5 样物品来应急。
图表 29：新年伊始，东盟委员会即召开了
“印度洋海啸纪念会”

价航空出现重大事故的几率也并不比一般航空公司
高。
目前，廉价航空已经在东南亚市场占据了半壁
江山。此次亚航客机失事在短期内会影响该公司的
口碑，也会给印尼航空运输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然而，随着东南亚各国经济快速增长，廉价航空在
当地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毕竟，一次意外很难决
定一个产业的未来。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

东南亚是否做好了强化灾害管理以促

另据大马公共工程局针对东海岸各州路况公布

经济的准备？

的最新情况，各州水灾与土崩所涉及的路段增加了

Southeast Asia: Ready for Stronger Disaster
Management?

不少，几乎所有通往吉兰丹、登嘉楼、彭亨、霹雳

当印度洋海啸十周年祭日来到时，人们还未及

四州的公路皆无法通车，并且无替代路线。
图表 30：被洪水侵袭的家园

完全从修复和重建中停歇，大暴雨导致的洪灾又开
始在东南亚国家大肆侵扰。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
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连降暴雨，已有
数十万人被迫从家园离开。人们再次开始关注：灾
害频发的东南亚是否做好了快速从洪水肆虐中继续
发展经济的准备？
据报道，12 月 29 日一场热带风暴席卷菲律宾
南部，数千人撤离；在马来西亚，洪水造成乡村地
区的民众缺少食物、电力等物资供应，急待救援；
马来西亚大部分学校新学期开学将推迟一周；截至
29 日下午 2 时，马来西亚半岛 6 个州属的灾民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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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互联网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说，这次的水灾规模

展水平与有些灾害频发的国家——如日本、美国等

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整个吉兰丹州都受灾，除了持

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灾难预警、灾后应对等方面

续下雨之外，水势也不像以往在数天内就消退，水

既缺乏成熟的管理和应对经验，又在多个层面亟需

位是持续长时间都不退减。他认为 2014 年是“多灾

改进，这使得各项灾害造成的损失一再地侵染有关

多难”的一年，惟有需看到国人团结一致，能克服

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掉一个又一个难关。但大马交通部长就政府在应对
东海岸水灾上“反应迟钝”的抱怨进行驳斥，强调
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动。

图表 32：2005 年建设的泰国普吉巴东海滩一座
海啸预警塔

图表 31：对 10 年前印尼海啸的回顾

资料来源：互联网

人们近来正对 10 年前的印度洋海啸开展纪念
活动。重温应对系统建立和灾害经济讨论的重要。
2004 年 12 月 26 日，印度尼西亚亚齐特区发生 9.1

资料来源：互联网

级地震，随后引发百年不遇的印度洋海啸。这场自
然灾害波及东南亚、南亚及非洲东部多个国家，共
造成 23 万多人死亡，数十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

在印度洋海啸对印尼经济造成巨大伤害后，泰

总额约 100 亿美元。这次灾害也促使国际社会加强

国水灾、菲律宾洪水灾害，以及近来东南亚再次发

防灾合作，提高海啸波探测技术，并且从无到有，

生的洪水危害，使我们看到，如何从灾害中重振经

建成印度洋海啸预警系统。

济是该地区国家不得不真正重视的切实问题。灾害
经济管理迫在眉睫。

有分析指出，灾害中重振经济，不仅仅是物质
上或政治制度成为影响因素，更体现在包括教育在
内的社会治理层面。
然而，灾害管理水平仍然是东南亚国家从灾害
中重振经济的巨大瓶颈。目前，东南亚国家社会发

23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1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东盟三国医疗旅游业：需求与供给分析

该行业的收入也在这四年内上升了一倍，达到 2 亿

Medical Tourism Sector in ASEAN-3: Demand and
Supply Analysis

美元 74。
图表 33：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医疗游主要
来源国和医疗服务

目前，亚洲国家已成为全球医疗游客的首选之
一 69。其中，东盟国家最为亮眼。东盟三国，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泰国都是医疗游客的首选国家。
根据联合早报 2014 年 1 月 4 日的报道，直到目
前为止，星马泰的医疗旅游产值都显示上升的趋势。
当中，泰国招待了最多医疗游客。在 2012 年，该国
接待了 253 万医疗游客 70，该数字是新加坡和马来西
亚的三到四倍。而最新的数据也显示，从 2012 年到
2014 年期间，泰国医疗旅游业的收入增加了一倍，
达到 42 亿美元 71。
新加坡每年吸引约 50 万名医疗游客。按照新加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安邦整理 75

坡旅游局的数据，该国的医疗游客总人数是 85 万人
左右 72，而该行业的收入有下滑的现象。从 2012 年
到 2014 年，新加坡医疗旅游业的产值下降了 26%，
73

在需求层面，全球医疗游客只会继续地增加。

由 8 亿 3257 万美元降到 6 亿 1730 万美元 。此事态

由于发展国家的医疗服务相对昂贵，这些国家的就

是很大程度上反应了该国较为昂贵的医疗费。即便

医者都把目光投在收费较低的星马泰三国。这也解

如此，新加坡依然保持东南亚第二大医疗旅游目的

释了为什么来自日本、韩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医

地的地位。

疗游客都来东南亚就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
中产阶级和富豪们也把目光投在星马泰三国就医。

与新加坡比较，马来西亚是后来者。但是，该

如以上信息显示，印度尼西亚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国较为低的医疗费和较为完善的私人医疗系统使得

的大医疗旅游市场，而含有庞大中产阶级和富豪的

马来西亚成为有竞争力的后来者。从 2010 年到 2014

印度和中国是星马泰还没完全发挥的市场。因这些
年，来马的医疗游客增加一倍，达到 77 万人。同样的， 发展中国家的医疗系统不够完善，我们预计来自这
些国家的医疗游客只会继续地攀升。所以，东盟医
69

吸引全球病人就医 亚洲医疗旅游业蓬勃发展，2015-1-4, http://

疗旅游业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www.zaobao.com.sg/sea/exchange/story20150104-431272
70

同上

在供给层面，星马泰已树立了各自的医疗专业，

71

同上

继续提升各国的医疗系统。为了发展有竞争力的医

72

同 上，Wong Kee Mun, Peramarajan Verasamy & Tengku Nuraina

Tengku Arshad, Medical Tourism Destination SWOT Analysis: A

疗旅游业，各国都打造了各自的医疗品牌，以及提

Case Study of Malaysia, Thailand, Singapore and India, SHS Web of

升它们的服务和设备。如图表 33 所示，整容手术是

Conferences, 2014.
73

新加坡旅游局 , Annual Report on Tourism Statistics 2012, https://

www.stb.gov.sg/statistics-and-market-insights/marketstatistics/x1a
nnualreporttourismstatistics_2012.pdf; 新 加 坡 旅 游 局 , Annual Report

74

吸引全球病人就医 亚洲医疗旅游业蓬勃发展 , 联合早报

on Tourism Statistics 2013, https://www.stb.gov.sg/statistics-and-

75

信息来自于 ITC 的报告 , Medical and Wellness Tourism: Lessons

market-insights/marketstatistics/annual%20report_2013_f_revised.pdf

from Asi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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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4：东盟成员国与中国投资情况（2013 年）（百万美元）

注释：印尼、缅甸和越南的部分数据不全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中国 - 东盟中心

泰国的优势，而眼科、心内科和心外科是新加坡的

投资，必将成为中国 - 东盟经济合作的

专长。相比起来，马来西亚的医疗“品牌服务”包

重要工具

括特殊烧伤外科，癌症治疗和优等身体检查。因重
贴的医疗服务非常低，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

Investment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China-ASEAN
Cooperation

竞争基本上带来许多正面效应。其中一个当然就是
吸引不同需求的医疗游客来该三国就医。
不管是需求面还是供给面，东盟三国的医疗旅
游业都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泰国，新加坡和马
来西亚大力发展该行业的情况下，我们估计医疗旅
游业将成为东盟未来的主要行业之一。新国家如菲
律宾的加入，不但提升星马泰三国的医疗系统和旅
游业，它也对整个东盟医疗旅游业的提升带来正面
作用。

目前，贸易和投资已经成为中国 - 东盟加强双
边关系的重要纽带。2015 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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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构建投
资便利化措施等。
为实现经济一体化目标，有两项工作尤为重要，
一是贸易，二是投资。其中，贸易是中国 - 东盟经
济合作的基础符号，而投资则必将是中国 - 东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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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合作的重要工具。

从东盟的内部投资看，印尼的表现比较突出，
其对东盟内部投资在 2013 年甚至超过新加坡，是

从东盟成员国与中国投资情况图表可以看出，

87.21 亿美元。对东盟内投资较多的前三位国家的是

2013 年中国流入东盟的投资为 44.81 亿美元，而东

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东盟成员国的对外投资，

盟流入中国的投资为 70.06 亿美元，比来自中国的投

则是以新加坡为最多。

资多出约三分之一。中国对东盟成员国的投资以对
新加坡投资为最多，其次是对柬埔寨、印尼、泰国

目前，从促 进投资看，东盟各国将提高区域

和越南。而新加坡对中国的投资为 63.10 亿美元，占

内的外国企业出资比例上限，同时将实行各种措

了整个东盟对中国投资的绝大多数，甚至超过了中

施，使成员国企业可以更为便捷地相互投资各项产

国对东盟的投资总额。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已经涉

业 76。中国与东盟间的相互投资也不断扩大。截至

及各主要产业和领域，例如，新加坡在苏州的投资

2014 年 9 月底，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累计 1231 亿美

已经从投资产业园到投资整个城市开发建设。可见

元。其中东盟国家对华投资超过 900 亿美元 77。

新加坡已经将投资作为对中国经济关系的重要工具。
对投资促进的机会，针对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
图表 35：东盟内部和对外的投资净流动

础设施发展滞后、资金缺口巨大等现实，中国提出

（2013）（单位：百万美元）

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倡议。截
至目前，26 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中东盟十国都已加入。
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对中国 - 东盟双向投资合作带
来巨大促进作用，也将带动双方企业的积极参与。
同时，“一带一路”的建设也为中国 - 东盟扩大投
资带来机遇。未来，双方必然以投资作为促进经贸
关系的重要工具加以很好运用。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中国 - 东盟中心

76

东盟年底将创立经济共同体 以提高国际竞争力，2015-1-7， http://

www.gywb.cn/content/2015-01/07/content_2193441.htm
77

截至 2014 年 9 月底 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累计 1231 亿美元，2014-

11-12，http://gx.people.com.cn/n/2014/1112/c360644-228841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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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项目与合作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面向东盟——广西钦州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

区位优势独特
开发区地理位置优越，处于北部湾湾顶，面向

Guangxi Qinzhou 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东南亚，背靠大西南，是西南地区最近的出海口，
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最前沿阵地。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开发区”）位
于广西钦州市南部沿海，辖区面积约 152k 平方米，
主要规划建设石化产业园区、综合物流加工区、行
政商务中心区和港口码头作业区等，内设有中国西
部沿海目前唯一的保税港区—钦州保税港区。1996
年 6 月，经 广 西 区 政 府 批 准，设 立 省 级 开 发 区；
2010 年 11 月，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开发
区 78。

交通条件便利
开发区已形成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南北、
钦防、六钦、崇钦等 20 多条高速公路、高速铁路、
高等级公路、海航干线均在钦交汇，距离南宁、北
海机场也只有 110 公里，融入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半小时”经济圈，是广西沿海地区海陆交通枢纽。

图表 36：广西钦州港区位图
建港资源优越
钦州港三面环山，南部向海，具有岸线长、航
道深、港池宽、避风好、回淤少、腹地广、易开挖
等自然特点，属天然深水良港，是孙中山先生在《建
国方略》中规划建设的“中国南方第二大港”。开
发区拥有 86 多公里长的码头岸线，其中深水岸线
54 公里，可建 1—30 万吨级码头 200 多个，建成后
可形成 5 亿吨以上的吞吐能力。

开发要素低廉
资料来源：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官网

开发区是中国唯一沿海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
开发区，开发成本低廉，政策优势明显，土地资源
丰富，淡水资源充沛，环境容量大。可日供淡水 120
万吨，可连片开发的低矮贫瘠山地 600 多 km2，地

78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简介，2012-12-27，http://ezone.mofcom.

载力强，易平整，很适宜布局“前港后厂式”临海

gov.cn/article/ao/201212/201212085021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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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业。

发区的良好机遇，以港口为依托加快工业发展，大
力实施市委“一个目标”、
“五大方略”、
“十大工程”，

近年来，开发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
真实施市委“建大港，兴产业，造新城，强科教，

力争到“十二五”末，努力把开发区建设成为广西

北部湾沿海核心工业区、全国一流开发区、中国—
惠民生”发展方略，按照“高起点谋事、高效率办事、 东盟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和出口加工基
高质量成事”工作要求，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 地。
快向前发展。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近五年来，开发区 GDP、财政收入、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港口吞吐量等
主要经济指标成倍增长。预计到“十二五”末，开
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将突破 1800 亿元、港口货
物吞吐量超亿吨以上、财政收入突破 150 亿以上。

临海工业快速崛起
以石化、能源、造纸、物流加工、粮油加工为
主的大型临海工业产业已经形成。建成投产了中石
油 1000 万吨炼油项目、金桂林浆纸一期项目、中粮
大豆加工项目、钦州燃煤电厂、东油沥青、等近 3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中产值超亿元的近 20 家，
临海大工业产业集聚效应已经形成。

基础设施日臻完善
钦州港已于 2006 年列入全国区域性重要港口。
已建成码头泊位 40 多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 20
多个，港口吞吐能力 7000 多万吨，已建成 10 万吨
级航道，正在建设 30 万吨级航道。开发区道路、供水、
供电、通讯等设施完善，日供水能力 10 万吨，建成
四座 110KV 和 220KV 输变电工程，开通了勒沟作
业区、鹰岭作业区和大榄坪作业区等铁路支线。
今后，开发区将紧抓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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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缅甸转型过程中的黑暗面：反穆斯林暴力事

时遭到了破坏的穆斯林社区里的佛教徒们 80。

件 —— 国际危机组织 亚洲报告 N° 251（4）
The Dark Side of Transition: Violence against
Muslims in Myanmar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N°251 (4)
（续接第 034 期）
III. 对若开邦罗兴亚族群的暴力攻击
接（A. 2012 年爆发的暴力冲突）

在这第二次的暴力浪潮中，攻击行动似乎经过
了良好的协调，针对的不仅仅是罗兴亚人，而是整
个穆斯林族群，这是矛盾潜在的严重升级。缅甸认
可的少数民族之一穆斯林的卡曼族也是被攻击的对
象之一 81。考虑到一些暴力袭击行动所具有的系统
性，这些行动很可能是针对 6 月发生的暴力冲突而
事先计划好的，哪怕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负责整个
地区的高级军队将领拉敏（Hla Min）中将认为，骚
乱背后可能有政治目的 82。他没有进行详细说明，但
这第二波暴力冲突正好发生在当地政治紧张局势呈

秩序得以恢复了仅仅几个月，其间紧张关系仍

上升趋势之际。

在继续发酵，也有小规模的冲突见诸于报道。在强
奸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中，双方的敌意已经异常强

根据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共有 94 人死亡，

烈，极端主义的宣传也在四处传播。许多若开人都

142 人受伤，3,276 栋房屋被烧毁 83。对这些数据的

对“当权派”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nion Solidarity

详细分析表明，暴力事件影响的绝大多数都是穆斯

and Development Party, USDP）在 2010 年选举之前

林族群。流离失所的 3.2 万人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

做出的给予罗兴亚人国籍的承诺深感愤怒，USDP

而仅有 42 栋若开佛教徒的房子遭到破坏，几百人无

此举的目的之一是争取罗兴亚人手中的选票，从而

家可归 84。

限制若开党派在选举中获胜的机会 79。
B. 报复性攻击

2012 年 9 月下旬，在实兑举行了一场据称是有
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若开族公开会议，与会代表制定
了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宣言，宣言批准了若干决议，

2012 年 10 月 21 日，暴力事件再次在若开邦其

其中包括：支持成立地方民兵武装，推行公民法的

他区域大面积爆发，包括皎漂（Kyaukpyu）、皎道
（Kyauktaw）、敏比亚（Minbya）、妙乌（Mrauk-U）、

80

见《缅甸若开邦新的暴力冲突》（Burma: New Violence in Arakan

弥蓬（ Myebon） 、包多（Pauktaw） 、兰里（Ramree）

State），媒体新闻稿，人权观察组织，2012 年 10 月 27 日；以及危机

和拉代当（Rathedaung）。虽然罗兴亚穆斯林的确

组织采访一位民间社会活动家，仰光，2012 年 9 月和 2012 年 10 月。

在 6 月攻击了若开佛教族群，但当时因此而流离失
所的人们却绝大多数是罗兴亚人或是一直生活在当

81

《因缅甸教派冲突骚乱而逃亡的穆斯林寻求食物和庇护》（Fleeing

Muslims seek food, shelter after Myanmar sectarian chaos），路透社
（Reuters），2012 年 10 月 26 日。
82

《 当 局， 联 合 国 常 驻 代 表 介 入 调 查 皎 漂 市 兰 里 岛 的 局 势 》

（Authority, resident representatives of UN agencies look into situation
79

危机组织采访一位分析家，仰光，2012 年 9 月；也见调查委员会的

in Yanbye [Ramree], Kyaukpyu），《缅甸新光报》（The New Light of

最终报告，引用如前，第 15 页，第 4.5 段。涉及的若开党派是若开民族

Myanmar），2012 年 10 月 29 日。

发展党（Rakhine Nationalities Development Party），是若开邦最主要

83

《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引用如前。

84

同上；也见边境事务部涵盖 10 月 22 日至 30 日期间事务的总结性

的党派，在若开邦 2010 年的选举中赢得了超过 50％的议席。

文件。
29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1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实施，拆除罗兴亚村庄，收回“被占”的土地。而

还包括一些前持不同政见者，其中包括 88 世代（88

会议则否决了以下一些方案：团结各族群，给罗兴

Generation）的领袖哥哥基（Ko Ko Gyi）以及喜剧

亚人签发国民身份证，在仰光设立伊斯兰合作组织

演员和社会评论家扎加纳（Zarganar）。

85

（OIC）联络处 。
委员会最初受命在 3 个月内完成工作，但在 10
2012 年 10 月上旬，僧侣、妇女团体和青年组

月发生第二轮暴力冲突后，委员会的任命被延长

织在实兑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成立 OIC 联络处的提

了 91。2012 年 11 月，委员会向总统提交了一份机密

议 86。一些知名僧侣领导展开了一场反对 OIC 的全

临时报告，并于 2013 年 4 月提交了一份最终的公开

国性运动，数千民众在仰光和曼德勒街头抗议示威，

报告 92。

上述的示威游行也是这次全国性活动的一部分。缅
甸政府本已经签字同意建立 OIC 联络处，作为对示

该报告非常详尽，其英文版本长达 70 页，外加

威活动的回应，政府又收回了承诺 87。显然，若开邦

50 页的附录。鉴于这个问题本身极富争议性，委员

的暴力冲突已经在全国产生了反响。穆斯林取消了

会成员组成又极为复杂，许多人——包括来自若开

10 月 26 日的古尔邦节公开庆祝活动，翌日，有人向

邦两个对立族群的一些人——难免可能会对报告的

克伦邦高格力县的两座清真寺投掷了手榴弹 88。

某些部分表示不满，对由于委员会成员意见分歧而

C. 若开邦调查委员会

报告确实反映了两个族群之间截然不同的观点，并

针对 2012 年 6 月发生的第一波暴力事件，吴登
盛总统于 2012 年 8 月 17 日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

难免要做出妥协的部分也颇有微词 93。尽管如此，该
坦言了一些敏感问题。报告还就各种问题列出了详
细建议。

会”来对若开邦的情况展开调查 89。委员会的授权调

吴登盛总统欣然接受了报告，承诺将实施报告

查范围相当广，其中包括暴力事件的起因，官方的

中的建议，并明确责成国家各相关部门具体负责实

反应，民族和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解决方案和建议

施工作 94。

等。委员会的成员组成也相当多样化，其中包括穆
该报告在国际上毁誉参半。联合国缅甸问题特

斯林、基督教、印度教和佛教的宗教领袖，学者，
公民社会代表，律师和政治家——尽管没有专门的

别报告员认为，该报告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代表罗兴亚族群的穆斯林成员 90。该委员会的成员

但他同时也表示了担忧，认为要终止对罗兴亚人
的歧视并确保他们的行动自由，需要付诸更大的努

85

《 若 开 邦 公 开 会 议 在 拉 代 当 顺 利 闭 幕》（Arakan public meeting

力 95。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认为“该

successfully concludes in Rathedaung），纳林加拉若开族独立新闻社
（Narinjara Independent Arakanese News Agency），2012 年 9 月 29 日。
86

《缅甸若开邦的人口迁移》（Myanmar: Displacement in Rakhine

State），局势报告第 10 号，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OCHA ），2012 年 10 月 28 日。
87 《 佛 教 僧 侣 在 缅 甸 游 行 示 威 以 挫 败 设 立 伊 斯 兰 办 事 处 的 计 划》
（Buddhist monks march in Myanmar to thwart Islamic office plan），
路透社，2012 年 10 月 15 日。
88

拉 维· 翁（Lawi Weng），《 克 伦 邦 两 个 清 真 寺 遭 袭 击》（Two

91

危机组织采访一位委员会成员，仰光，2012 年 11 月。

92

该报告的英文版本 （名为 Final Report of Inquiry Commission）随

后发表，引用如前。
93

例见 10 个罗兴亚组织发表的《有关若开邦调查委员会最终报告的联

合声明》（Joint Statement on th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Rakhine (Arakan)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2013 年 5 月 3 日；以及若开主要政党的
主席埃貌以及一位委员会委员在《若开邦骚乱报告陷入停顿长达三个星
期》（Report on Arakan unrest stalled three weeks）中提出的意见，《伊

mosques attacked in Karen State），《伊洛瓦底》，2012 年 10 月 29 日。

洛瓦底》2013 年 4 月 2 日。

89

总统办公室 2012 年第 58 号通知，2012 年 8 月 17 日。

94

看来，总统不让罗兴亚领袖参加该委员会的决定反应了这一问题在

2013 年 5 月 7 日，第 1 页；建议中提到的责任部门列表也发表在《缅甸

90

吴登盛总统对若开邦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几点意见，《缅甸新光报》，

缅甸的极端敏感性，他的考量是，将罗兴亚领袖纳入委员会这一决定本

新光报》上， 2013 年 5 月 1 日，第 2-9 页。

身就足以成为讨论的焦点，这样的举动很可能适得其反，可能会导致没

95 《缅甸：联合国专家呼吁解决若开邦犯罪免除处罚的问题》
（Myanmar:

有任何若开族代表愿意加入委员会。危机组织采访一位委员会委员，仰光，

UN expert calls on government to address impunity for crimes in

2012 年 11 月。

Rakhine），联合国新闻中心，2013 年 5 月 1 日。

30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1

报告提出了若干积极举措但仍存在一些缺点”，包

人道主义形势依然严峻。2012 年，若开邦大约

括并未提及如果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将若开邦的安保

有 14 万人流离失所，绝大多数是穆斯林，他们生活

力量增加一倍的话，缅甸需要对安保部队进行全面

在条件非常恶劣的临时营地，缺乏包括教育在内的

96

改革以杜绝随之而来的滥用权力的行为 。

各种基本服务。季风性强降雨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在降雨之初情况就已经引起了高度关注：捐助资金

该报告中特别有争议的地方还包括，减少使用

不足，交通不畅，再加上很有可能发生的洪灾，这

“罗兴亚人”这一称谓 ，转而采用政府使用的“孟

些都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些担忧在

加拉人”的称呼，并强调前者的使用在缅甸相当具

2013 年 5 月时尤为突出，当时有一个热带气旋可能

有争议。这点可以被解读为，拒绝给予罗兴亚人所

会袭击该地区 101。一共约有 7.9 万人从海拔最低的

寻求的国籍证明和身份认同进一步强化了若开邦对

地区搬迁至临时避难所

102

。捐助资金状况已经有所

于这个族群的严重歧视。然而，在若开邦甚至是缅

改善

甸全国，该问题所涉及的情感强度也不容低估。委

问题。此外，罗兴亚人的行动自由仍受到严苛的限

员会的立场是，如果报告中选择使用“罗兴亚人”

制，其他若开族群还向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施压，

103

。但族群之间仍相互隔离，仍然存在着严重

这一称谓，将被大多数国内读者解读为委员会在这

阻止他们向穆斯林族群提供援助，这种施压的行为
一极富争议和感情色彩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倾向性， 有时妨碍了穆斯林族群获得人道主义援助 104。若开
这会削弱报告中传递的其他重要信息和建议，增加 邦政府当局必须制定长期计划来解决这个严峻的形
执行建议的难度 97。

势 105。

另一个有争议的方面是对罗兴亚人计划生育问

各族群之间的关系仍然非常紧张，目前只能通

题的讨论。一些媒体报导称该报告的条文中建议罗

过隔离来解决问题。为了确保安全性和稳定性，这

兴亚人实施计划生育 98。事实上，报告的内容是这样

一做法可能在短期内是无可避免的，然而从中期角

的：有些若开邦人呼吁进行计划生育教育，以缓和

度看来，这一做法不可行，甚至适得其反。当前迫

他们对所谓的罗兴亚人口迅猛增长的担忧；但报告

切需要着手的任务是创造条件使各族群能重新融合

同时警告说，如果要实施计划生育，那么“应该是

在一起。鼓励族群之间的积极互动和对话将有所帮

自愿的，而不应强加于某个群体”99。与上述提议相

助，但这还远远不够。解决罗兴亚人社会地位和权

违背的是，若开邦地方当局随后宣布重新启动针对

利的问题，包括赋予他们行动自由的权利，也是十

北部地区穆斯林的“只生两个孩子”的政策 100。
D. 目前的局势
若开邦调查委员会的许多建议得到了缅甸最高

分必要的。但是，还需要承认和解决若开族群所关
心的问题，这些都是容易被忽视，甚至是被无视的。
这些问题包括，若开族群认为过多的国际援助都给
予了罗兴亚人，同时，他们对若开族文化和身份遭

领导层的认可，但实际执行情况却有点喜忧参半。
101 《联合国敦促，在气旋风暴马哈森到来之前缅甸必须继续转移人员》
96

《缅甸必须超越“瑕疵报告”，终止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周而复始

（Myanmar: Relocations must continue ahead of Cyclone Mahasen,

的暴力冲突》（Myanmar must look beyond ‘flawed’ report to stop

urges UN），OCHA，2013 年 5 月 15 日。

cycle of Buddhist-Muslim violence），国际特赦组织，2013 年 4 月 30 日。

102

97

危机组织采访一位委员会成员，仰光，2013 年 4 月。

Rakhine State），《简单印象》（Snapshot）， OCHA，2013 年 8 月。

98

例 如，《 缅 甸 提 出 计 划 生 育 制 度 以 控 制 穆 斯 林 人 口》（Burma

103

截至 2013 年 8 月，1.093 亿美元应急款项中约 75％已经到位。

proposes family planning regime to control Muslims），《每日电讯报》

104

关于这些挑战的一些范例，见《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对若开

（The Telegraph）（伦敦），2013 年 4 月 29 日。
99
100

《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引用如前，第 66 页，第 12.27 段。
见下文第 III 章 D 节。

《 缅 甸： 若 开 邦 的 人 口 迁 移 》（Myanmar: Displacement in

邦罗兴亚人的医疗救助受阻》（Medical aid to Arakan State Rohingya
blocked, MSF says），《伊洛瓦底》，2013 年 2 月 7 日。
105

危机组织采访一位人道主义工作者，仰光，201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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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侵蚀这点普遍存在着一种恐惧心态——这些想法

有迹象表明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多 109。

在数十年的军政府统治之下少有表达的机会。若开
密铁拉是缅甸中部一个主要的贸易城镇，位于

邦仍十分落后，经济发展机会也相当匮乏，解决这

些问题对于保证若开邦的长久稳定也是至关重要的。 南北向和东西向高速公路主干线交汇处的战略要冲。
这里有数量相对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其中包括一些
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解散纳萨卡

富裕的商人和其他一些生意人。虽然当地的佛教徒

（Nasaka）这一普遍被认为是滥用权力和贪污腐化

和穆斯林都反映，在暴力事件爆发前他们并没有感

的准军事安保力量

106

。与之相反的是，地方当局采

到族群关系变得特别紧张起来 110，但当时的社会背

取的一些行动则是歧视性并且违反基本人权准则的， 景是，反穆斯林情绪和极端言论在全国范围内有一
例如颁布行政命令禁止若开邦北部地区的穆斯林

个非常明显的升温，其中包括有“969”运动的兴

家庭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目前的相关规定尚不明

起 111。密铁拉的穆斯林人口庞大而显著，当然具备

朗 107。

了成为冲突焦点地区的可能性。

IV. 缅甸其他地区的暴力事件
A. 对密铁拉穆斯林族群的攻击

这次暴力事件的导火索是金店里的一次争吵。
一个女店员和女顾客之间发生的争执发展成为暴力
冲突，据称女顾客受到了严重殴打 112。警察并没有

113
在缅甸各地的反穆斯林情绪日益激化的背景下， 介入此事，据说是因为店员向警察行贿 。当愤怒
继若开邦暴力事件后，缅甸中部的密铁拉市也发生 的人群开始聚集时，地方当局赶到事发现场，并逮

了暴力事件。2013 年 3 月 20 日，在一家穆斯林经营

捕了店员。事件似乎到此结束了，但随后有谣传（实

的金店内，一位佛教徒客户和金店员工之间发生了

为误传）称女顾客因伤致死。包括一些僧侣在内的

争吵，随后迅速升级为包括僧侣在内的佛教暴徒对

大批民众开始洗劫金店。由于警力寡不敌众而且局

穆斯林居民的人身攻击和财产破坏。一群穆斯林杀

势已经失控，据称警方告诉民众可以摧毁金店，但

害了一名佛教僧侣——该僧侣似乎并未参与上述事

之后必须解散。在将附近几个穆斯林商店洗劫一空

件，引爆了原本就动荡不堪的局势，使暴力事件的

并彻底破坏后，民众方才散去 114。不久之后，城中

强度和范围都大幅升级。城里的穆斯林社区大都遭

另一地区的一群穆斯林可能出于报复的目的，袭击

到破坏，一所穆斯林学校中至少有 20 名学生和几名

了一个骑摩托车路过的僧侣，该僧侣随后因伤势过

老师被屠杀 108。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 44 人，但也

重在医院死亡。消息传出后，局势从一个相对克制
的事件升级成为一场暴乱，多达 1000 名暴徒在随后

106

见《缅甸的“纳萨卡”：解散了一支滥用权力的队伍》（Myanmar’s

两天之中参与了这场伤及人命的暴乱。

‘Nasaka’: Disbanding an Abusive Agency ） ，危机组织的博客文章，
2013 年 7 月 16 日，见 www.crisisgroupblogs.org/resolvingconflict。

（未完待续）

107 《缅甸应斟酌针对罗辛亚穆斯林的“只生两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规
定》（Myanmar to examine two-child rule for Rohingya Muslims），《海
峡时报》（Straits Times），2013 年 6 月 3 日。
108

危机组织采访一位暴力事件目击者，密铁拉，2013 年 8 月。关于

一份以暴力事件后不久就进行的多次采访资料为基础的详细报道，见《缅
甸中部的大屠杀：穆斯林学生在密铁拉受到恐吓并惨遭杀害》（Massacre
in central Burma: Muslim students terrorized and killed in Meiktila），

109

医生促进人权协会，引用如前。

也见《缅甸：卫星图像显示密铁拉被破坏的详情》（Burma: Satellite

110

危机组织采访，密铁拉，2013 年 8 月。

images detail destruction in Meiktila），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111

见下文第 IV 章 D 节。

112

危机组织采访多位事件目击者，密铁拉，2013 年 8 月。

city of Meiktila, Mandalay Region, Burma），人权观察组织，2013 年 3

113

同上。

月 27 日。

114

同上。

医 生 促 进 人 权 协 会（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2013 年 5 月。

Watch），2013 年 4 月 1 日；以及《基于卫星图像作出的对缅甸曼德勒
地区密铁拉市的毁坏评估》（Satellite-based damage assessm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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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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1

附录一 / Appendix A

（七）管理中心框架内设立的永久性东盟贸易、投资和旅游展厅；
（八）成为核心的投资促进机构，建立行业联系，向中国和东盟企业推介商机，特别是协助投资者和
公司寻找当地的商业伙伴；
（九）与中国政府、东盟各成员国政府，以及相关区域和国际组织在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保持密切合作；
（十）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便利；
（十一）提供中国和东盟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有关的机构和政府官员名录；
（十二）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活动；
（十三）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
（十四）组织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关于贸易、投资和旅游便利化等问题的研讨会或研修班；
（十五）建立一个艺术、文化和语言的学习中心，以加强民间交流，增进中国和东盟民众和社会之间
的相互了解；
（十六）研究开展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相关的人员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十七）支持关于缩小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的项目；
（十八）开展中心实现其目标所需其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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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介绍
APPENDIX B

ABOUT CHINA-ASEA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UND (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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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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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ANBOUND CONSULTING (AN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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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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