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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东盟 - 拉丁美洲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因素与

法，加入更加高端的供应链，以便改善这种“恶性

三方贸易前景（2）

循环”，促进各国迈向发达（先进）经济体。大力

ASEAN−Latin Americ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China Factor and the Prospects
of Trilateral Trade Cooperation (2)

落实东盟经济体就是其中一个措施，因它将提升东
盟各国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s），就像
泰国独有的汽车业生产优势 2（不受中国供应链的影
响）那样。同时，与拉美建立更密切的贸易关系也

亚洲 - 拉丁美洲区域贸易已成为世界贸易的新
动态。除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以及东

是另外一个有利措施，因前者是东盟制成品的巨大
市场。

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RCEP）以外，太平洋联盟

图表 1：拉美对中国和东盟出口产品列表和

（Pacific Alliance）也积极推动该集团在东亚地区的

贸易差额，2012-2013（亿美元）

贸易合作。在这一点，东盟已成为它们的潜在伙伴。
为了全面探讨东盟 - 拉丁美洲贸易合作的现象，
安邦用两期来解答和挖掘两地贸易情况和机遇。在
上一期，我们已揭开目前两区的贸易总价值情况以
及两方为了加强贸易关系，所采取的措施。为此，
我们也对东盟 - 拉丁美洲贸易关系做了简要展望。
而这一期，我们将分析中国在东盟 - 拉美贸易关系
中所扮演的角色，然后再探讨中国 - 拉美 - 东盟贸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

易关系的前景，鉴定哪几个方面三方可以加强彼此

比地区委员会计算）； 安邦整理

的合作关系。
此外，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中国是各国的重
中国的因素
作为亚州和世界的制造业工厂，中国是东南亚

要贸易伙伴。就拉美国家而言，与中方进行更密切
的贸易往来是必然的。然而，其贸易关系是数量多，

中端制成品（intermediate manufacturing goods）所前

而“质量”低 3。所谓的质量指的就是产品类型。

往的目的地。由于东盟国家基本都生产中端和低端

2014 年前半年，拉美对中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上升

制成品，有关的产品需要前往已在中国的跨国公司

了 5.5%，而拉美向中方进口也增加了 5.1%4。但是，

以及合同制造商（或承包商和分包商）1 的工厂，来
进行产品组装或加工，然后再销售去欧洲和北美发
达国家。这种产业链模式是 90 年代以来的“规律”，
而东盟与中国在制造业上的关系也被称为“中心与
外围关系”（central-periphery relations）。

2

Made in China?, The Economist, 2015-3-14, http://www.

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646204-asias-dominancemanufacturing-will-endure-will-make-development-harder-othersmade
3

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委员会（ECLAC）的数据，2014

年前半年，中国 -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贸易额已达到亿美元 . 中国是拉
美在亚太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 ECLAC 也同时被称 CEPAL

在这情况之下，东盟国家需要更好积极寻找办

4

Statistical Bulletin: Latin America ─ AsiaPacific (Bulletin No. 5, First

Half 2014), Observatorio America Latina Asia Pacifico, http://www.
1

富士康 (FoxConn) 就是合同制造商的例子

observatorioasiapacifico.com/data/OBSERVATORIO.Images/Bulletin/18/
20150113121524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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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显示，拉美对中国所出口的产品以农产品和
天然资源制造品为主，而这些都是低端产品。虽然
拉美也从中国进口高端，中端和低端制成品，但拉
美无法把同样的产品卖给中国。所以，拉美与中国
的贸易逆差就从这儿来。再说，这种贸易情况也无
法让拉美国家有效地搭上中国的供应链。
图表 2：中国 - 拉美和东盟 - 拉美对彼此的
出口产品成分（2011 年百分比）

三方贸易合作前景
就三方贸易合作前景而言，我们可以以三方的
角度来看待中国 - 拉美 - 东盟的三角贸易关系。从
中方来说，该国需要更加平衡它与东盟和拉美的贸
易落差，以便减少两地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忧虑和不
信任感。考虑到各自的因素，唯有中方的投资才能
改变其局面。在这一点，更多的中企需要“走出”国门，
扩大它们在东盟与拉美两地的投资。
必须确保的是，这种投资不应该只限于资金的
流动，而它更加要涉及科技和技术知识的分享或合
作。通过这样的合作，中国与东盟（在制造业）的“中
心与外围关系”才能得到改善。也只有这样，拉美
才能获得更多来自中方的先进技术和知识，进一步
缩小该地区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总体来看，中企在
东盟与拉美的投资前景仍然乐观。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
（Evelyn Devadason 和 Thirunaukarasu Subramaniam 计算；
安邦整理）

另一方面，东盟经济的一体化是一个颠覆性的
发展模式。尽管东盟经济体还未能全面地落实，但
东南亚各国已经寻找各自的比较优势，来锁定它们
在供应链的位置。而东盟一体化将打造中国以外的

相比之下，拉美与东盟的贸易关系是较为均衡
的关系。虽然农产品和天然资源制造品依然是东盟
向拉美国家进口最多的产品，但是双方的贸易逆差
也较小。
如以上的表显示，
从 2012 年到 2013 年，
东盟 拉美贸易逆差（78.4 亿美元）是少于中国 - 拉美的

新兴市场，促进更多跨国企业到东南亚投资和发展
各国的制造优势。如前面所提到，拉美是东盟制成
品的新市场。我们估计，在短期内，东盟与太平洋
联盟的拉美国家将深化彼此的贸易关系，甚至双方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签署区域性的自贸协定。

七分之一（621 亿美元）。再者，马来西亚学者的研
究也证明了，拉美向东盟出口的产品不仅仅是农产

对拉美国家来说，由于它们与东盟的贸易比中

品，也包括制成品。在这一点，新加坡和泰国就是

国更加有利，安邦咨询认为它们将尽快在几年内，

最好例子。

完成它们与东盟的自贸协定谈判。除了太平洋联盟
国家以外，其它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等等，

如图表 2 所示，制成品在新加坡和泰国 2011 年
从拉美进口的所有产品当中，占了 3.24% 和 1.37%，
比农产品的份额，0.36% 和 1.34%，多了两倍以上。
同样的，虽然拉美向中国出口大量的制成品，但是
它仍然少于农产品的份额（7.58% 对 10.82%）5。 这
也就是说，拉美有限的制造业供应链是与新泰两国
的供应链接轨的比较多。这对拉美提升它们的产业
生产能力是有利的。

都有可能看到与东盟贸易所带来的好处，进一步推
动国与国之间的双边自贸协定。只有通过自贸协定，
制成品才能自由流通，而拉美承包商和分包商才能
更便利地搭上东盟的供应链。当然，跨国企业也可
以借其态势在拉美国家设立制造基地，促成各拉美
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最后改善以农业品和天然资源
制造品为主的出口结构。整体来说，在亚洲国家当中，
除了印度之外，东盟就是拉美迈向发达经济体的第
二机遇。

5

制成品的类别 ( 是否多元化 ) 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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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将进行为期半年的旅游宣传活动

加坡都很明显落后于它们。如图表 3 显示，马泰两

Singapore to Run Tourism Campaign Starting in
June

国的游客人数分别是 2,800 万人和 2,478 万人，几乎
一倍于新加坡的 1,510 万游客。在整个东盟地区来看，
新加坡只是排名第三。这与它金融中心和国际城市

2015 年 4 月 7 日，新加坡旅游局宣布，该国将

的地位相较，非常不匹配。

在 5 月到 12 月期间，进行大规模旅游宣传活动。根

图表 4: 新加坡旅游人数（2010- 2014）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报道，本活动的规模较为
庞大，投资额预计会达到 2,000 万新币 6。与以往不
同的是，该活动也是为了纪念新加坡建国 50 周年 7，
进一步对外显示本国过去半个世纪的辉煌成绩。
图表 3：新加坡与东盟四大旅游国的游客人数和
百分比变化（2014 年）

资料来源：新加坡旅游局数据

如以新加坡的前五年数据来看，该国去年的外
国游客人数有明显的下降。与 2010 年到 2013 年不同，
资料来源：各国旅游局和部门；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

新加坡 2014 年的外国游客人数下降了 3%，从 2013

( 安邦咨询整理 )

年的 1,557 万人到 1,510 万人。这也说明两大航空事
件以及泰国不稳定局势 8 都深深地影响本地区航空枢

当然，其活动的构思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以目

纽的新加坡。因此，面临这些不利的因素，新加坡

前的情况看来，新加坡已面临竞争力优势的挑战。

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扭转整个旅游业不佳的局面。

比起东盟两大竞争对手 ( 马来西亚和泰国 ) 来说，新

新加坡旅游局所推动的宣传活动就是措施之一。
就宣传活动而言，新加坡旅游局将以五个支柱

6

New $20m campaign to attract tourists to Singapore as number

来销售该国作为世界旅游景点。它们分别为飞，住，

dipped by 3% last year, The Straits Times, 2015-4-7, http://www.
straitstimes.com/news/singapore/more-singapore-stories/story/new20m-fund-attract-tourists-singapore-number-visitors-

8

7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spending $20m to woo tourists: A look

来西亚在面临 MH 370 事件 , 亚航 QZ 8501 坠机以及泰国不稳定局势，

at past STB campaigns, The Straits Times, 2015-4-8, http://www.

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游客量 . 值得一提的是 , 飞机不是新加坡游客来马的

straitstimes.com/news/singapore/more-singapore-stories/story/stbs-

唯一交通工具 . 他们可以选着其它交通工具到马来西亚旅游 , 如巴士，私

other-promotional-campaigns-20140409

家车，火车等等

新加坡游客占了是马来西亚外国游客的 47.1%.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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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吃和玩（FLY, STAY, SHOP, EAT & PLAY）9。

泰国电子制造业陷入困境

具体来说，新加坡当局将与各旅游业者推行一连串

Electronic Industry Stagnated in Thailand

的折扣，促销和特惠活动，以便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到本国旅游。在航空旅行方面，新加坡政府会与航

近日，韩国乐金电子决定将位于泰国南部罗勇

空公司探讨并推荐廉价机票，而酒店业者也会推

府（Rayong）的电视机装配线迁往 1500 公里外的越

出“住两晚，免费第三晚”的优惠包价。在购物方

南海防市，这项布局着眼于缩减上游零组件供应商

面，零售商也将以不同的促销方式来吸引游客到新

与下游组装厂之间的物流成本 13。位处泰国制造业最

加坡购物，而新加坡旅游局也计划与某些支付网关

密集的泰南地区，罗勇府是泰国最密集的工业基地，

（payment gateway）合作推行各种网购特惠 10。
此外，饮食业者也将推出特别菜单和用餐体验，
以便将新加坡打造成为世界的美食天堂。同时，为
了突出新加坡将成为娱乐天堂，新加坡旅游局和娱
乐公司也推出纪念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SG50）的
特别活动（历史景点旅游，足迹跟踪等等），行人
夜（Pedestrian Night）以及在广场和游乐园的各种活
动 11。可以说的是，娱乐是新加坡政府投入人力物力

现有逾 1300 家工业企业，当地人均 GDP 逾 13000
美元，是泰国全国平均值的一倍 14。然而，凭借着劳
动力价格以及政府优惠政策，邻国越南正快速取代
泰国成为东南亚电子业组装—生产中心。2009 年，
越南电子产品出口额为 28 亿美元，仅为泰国当年出
口额的 10%，到了 2014 年，越南电子产品出口额达
到 373 亿美元，首度超过泰国的 330 亿美元，泰国
电子制造业的竞争力正快速衰退。

最多的地方。
目前，大概有 20 家酒店参与该宣传活动。当局
也估计在未来一个月内，更多的业者会加入其宣传
活动。此外，新加坡旅游局将在 5 月开始把该宣传
活动带到新兴市场，如中国，印度，菲律宾，越南，
韩国和日本 12。整体来说，安邦预计这种联合营销活

随着美国经济走势趋稳，对于消费性电子商品
的需求有望增长，然而，在产业发展定位不清的情
况下，泰国电子业产能陷入增长动能不足的困境。
根据泰国工业院所作《电子电器产业研究报告》统计，
今年该国电子业总产值将来到 1.9 兆泰铢，较上一
年产值增长 4%，增长速度大幅放缓 15。
在泰国，电子业的发展可追溯至上世纪 60 年代

动有望在短期内，扭转该国旅游业低迷的情况。当然，
东盟地区安全的提升也将促进新加坡旅游业走向复

初。产业发展初期，在相关技术短缺的情况下，主

苏之路。

要以进口替代为产业发展主轴。1973 年起，在取得
日本电晶体技术转移后，泰国工厂开始为日本企业
提供代工服务，泰国政府开始推动出口导向的电子
加工产业。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初，为因应日元升值，
日本企业将落后产能移往东南亚，由此带动了一波
电子业进驻热潮。包含台湾、韩国当地中小型电子

13
9

Tourism Industry Conference 2015 ─ Speech by Lionel Yeo, Chief

Executive,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新 加 坡 旅 游 局 网 络 , 2015-47, https://www.stb.gov.sg/news-and-publications/lists/newsroom/
dispform.aspx?ID=565

泰国科技业危机，2015-4-5，http://www.chinatimes.com/cn/new

spapers/20150405000917-260209
14

见百度百科《罗勇府》，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DAP04SQXFaeD_Z7p2wr6GEdXecoVjN
aOX8MEEVwfmQgdNXnYgQ9noKO854iLW2XUpTFdszVfCLBeVhkyZ71

10

同上

11

同上

15

12

同上

t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2/20150200901787.shtml

4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4

ml_
预 计 泰 国 电 子 电 器 产 业 2015 年 出 口 增 4%，2015-2-25，http://

制造商纷纷跟随日本企业前往东南亚设厂，也顺势

球第二大 HDD 生产国。
但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

带动当地电子业产业聚落的发展。1997 年，泰国电

固态硬盘（SSD）取代 HDD 成为硬盘主流配备，然而，

16

子制造业首次出现贸易顺差 。
图表 5：2011 年泰国南部工业基地大水

泰国政府并未引导厂商对此市场变化做出有效回应。
此外，随着邻国技术升级以及成本优势同样使得泰
国电子业陷入了转型困境。
我们认为，当前泰国电子业主要面临着自身定
位问题：首先，电子制造业正从以往高附加值产业
转变为微利产业，也因此，即使泰国政府积极通过
技术升级抢占市场占有率也无法提高该国生产效率。
再则，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制造业产值的提高取决
于服务质量的提高，然而，泰国通信业并未偕同制
造业打造出独特的经营模式，因此未能找到值得推
广的盈利方式。最后，研发领域长期投资不足使得
泰国在技术升级过程中面临长瓶颈，唯有建立强大
的研发能力，并对现有产业研发能力进行统筹管理
才可能找出自身竞争优势，进而明确自身产业定位。

资料来源：互联网

近日，泰国政府正双管齐下，通过税收优惠政
策与鼓励研发政策吸引高阶技术前来投资 19。然而，
在东南亚各国积极推动产业转型的当下，我们尚无

凭借着产业聚落优势，在个人电脑（PC）时代， 法判断泰国政府的招商政策能为该国带来多少直接
泰国电子业进入起飞阶段。2001 年，泰国的电子、

投资。我们仍将继续关注当地电子业的转型。

电器产品出口总额达 228 亿美元，占工业品出口总
量的 43%，出口总量的 35%，泰国成为东南亚区域
内名副其实的电子业大国。在出口产品中，占前五

菲律宾矿业将迎来大发展

位的是集成电路（IC）、硬盘驱动器（HDD）、硬

Philippine Mining Industry Will Get Great
Development

盘驱动器配件、打印机和空调器 17。这个时期的泰国
在全球电子产业链占据了关键的位置。然而 2011 年
泰国南部发生大洪水后，外国企业纷纷外移，泰国
18

电子业因此元气大伤 。
除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泰国电子业面对市
场变化的反应也相当迟钝。以该国最具竞争优势的
HDD 生产为例，泰国自 2006 年起取代台湾成为全

菲律宾矿产资源丰富，截至 2012 年，已探明金
矿储量 48 亿吨，排名全球第二；铜矿、镍矿和铬矿
的储量分别为 81 亿吨、7 亿吨和 4092 万吨，排名世
界前列；此外，铁、锰、钼、石灰石、页岩、稀土等
矿物的储量也较高 20。据估计，该国矿藏总值约为 1.4
万亿美元。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向菲律
宾矿业监管部门申请开采执照，希望从中分一杯羹。

16

泰 国 高 科 技 电 子 业 发 展，2008-1-9，http://info.yidaba.com/

newscenter/2228160.shtml

19

17

同上

2015-3-24，http://tech.ifeng.com/a/20150324/41021073_0.

18

富 士 施 乐 CEO： 考 虑 将 泰 国 生 产 基 地 转 至 内 地，2012-2-23，

shtml?wratingModule=1_12_97

http://www.hcsindex.org/news/view_218946.html

20

到泰国投资去，

菲律宾环境和自然资源部，http://www.denr.gov.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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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 2012 年，矿业仅占菲律宾 GDP 的 0.72%， 产。此外，近年来菲律宾政府与该国南部穆斯林群
当年该国黄金产量还锐减一半，至 55.6 万盎司 21。

体的关系持续改善，矿产资源丰富的棉兰老岛地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法律法规的模糊和不合理、

正趋于稳定，这也为吸纳更多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

腐败官员的盘剥、环保斗争以及糟糕的安全形势严

件。

重制约了菲律宾矿业的发展。国内外投资者普遍采
菲律宾政府希望有更多外国资本进入采矿业，

取了观望态度，等待事态出现转机。

并为本国创造 25 万个就业机会。目前，澳大利亚
图表 6：菲律宾塞米拉拉岛煤矿

大洋黄金公司（OceanaGold）和英国金属探测公司
（Metals Exploration）在该国表现活跃。大洋黄金雇
佣了 1800 人，拥有首都马尼拉以北的 Didipio 铜金
矿，预计未来几年该矿将年产铜 1.4 万吨、黄金 10
万盎司。金属探测自 2005 年起运营 Runruno GoldMolybdenum 项目，当地已探明黄金储量达 139 万盎
司 22。
我们认为，尽管始于 2000 年的大宗商品超级周
期刚刚结束，全球矿业总体陷入萧条，但随着世界
经济缓慢复苏和印尼严格执行原矿出口禁令，预计
菲律宾矿业将迎来新的快速发展期。

资料来源：互联网

进入 2015 年以来，菲律宾政府采取各种措施，

文莱政府加强国内投资环境
Brunei Govt. Passes New Rules to Strengthen
Investment Environment

多管齐下，力争改善矿业投资环境，使其成为国民
经济的新支柱。目前，第 79 号总统令正等待国会

为改善国内经商环境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文

批准通过。该法令要求对矿产销售统一征收税率为

莱政府正计划就该国“公司法”进行大幅翻修。除

10% 的特种消费税，以此取代目前的两个税种。中

了对企业经营进行规范外，文莱政府也积极简化投

央政府将为采矿企业提供一站式审批服务，并迫使

资审批程序，希望借此改善当地投资环境 23。长久以

拥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政府在签订合同时更加透明， 来，文莱经济高度仰赖石油、天然气出口，然而，
保护投资者权益。与此同时，第 79 号总统令也有利 在公司治理未规范化的情况下，文莱企业经营绩效
于平息环保方面的争论。它明确划定了矿场周边地

低落；此外，投资审批程序繁琐且透明度低连带导

区的范围，要求在当地更加严格地执行环保条例。

致民间资本投资意愿不高。

过去，在菲律宾大规模开发矿产资源通常需要获得
截 至 2013 年，石 油 产 值 占 当 年 GDP 总 量 的

多块土地的开采许可，而许可证的加价倒卖令投资
者苦不堪言。因此，该国矿产和地质局计划通过立
法打击投机行为，让更多的许可证真正用于矿业生

22

同上

23

Companies need to be regulated, April 12th 2015, http://www.

21 “菲律宾将把矿产升级为国家支柱产业”，菲律宾商报，2015-4-

bt.com.bn/news-national/2015/04/12/%E2%80%98companies-need-

7，http://www.shangbao.com.ph/jjxw/2015/04-07/38933.shtml

be-regulated%E2%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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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占该国出口值占其出口总值的 93.6%24。政府

文莱政府正积极推动第二产业来提高国内经济发展。

资源过度集中在石油产业连带导致其他产业发展受

在产业结构方面，文莱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

到排挤。再则，由于“公司法”制定不完善，文莱

建筑业是该国第二大产业，其他还有食品加工、家

政府要求企业采取自律条款以回避不当交易。在缺

具制造、陶瓷、水泥、纺织等 27。在民营企业规模小

乏体制规范的情况下，透明度不高连带影响当地经

且技术含量不高的情况下，文莱经济转型依旧受到

商环境。在世界银行公布 2015 年各国经商环境评比

限制。

25

中，文莱排名全球第 101 位 。经商环境恶化降低民
我们认为，文莱当前产业政策缺乏一致性。以

间资本对文莱投资意愿，文莱经济转型也限入瓶颈

文莱政府近期积极推动的恒逸石化项目为例，着眼

状态。

于拉动国内就业率，文莱政府计划将大摩拉岛打造
图表 7：恒逸石化文莱项目效果图

为石化工业区。然而，作为劳动力密集产业，文莱
政府在积极引进 PX 制造业的同时却未对外籍劳工
政策进行松绑 28。由于文莱国内已接近完全就业，在
本国籍劳工雇佣成本极高且限制外籍劳工雇佣的情
况下，恒逸石化项目将面临许多难题。也因此，我
们提醒有意前往文莱投资的中国籍企业应对当地投
资环境与投资政策进行完整评估。

看好东盟一体化前景，日本企业加速对
印尼制造业投资
Japanese Companies to Step Up in Indonesia
Regarding ASEAN Connectivity
资料来源：互联网

继印尼总统佐科 3 月访问日本之后，印尼外长
蕾特诺·马尔苏迪（Retno LP Marsudi）于 2015 年 4
近年来，为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文莱政府加大

月 9 日在印尼雅加达会见了来自日本经济团体联合

对国内基础设施投资，期望借此改善国内投资环

会（Keidanren29）的 46 家公司代表。包括丰田、三菱、

境。然而，在政策法规不明情况下，该国经济发展

朝日、东芝、铃木在内的 18 家顶级日本公司的首席

正陷入方向不明的迷雾之中。以该国产业政策为例，

执行官，在会议上分别展示了其在印尼开设新工厂

2013 年该国劳动人口尚不及十万，其中外籍劳工占

的计划。

26

比 56% 。在劳动人口不足的情况下，文莱政府应通

作为印尼的第二大投资国，日本 2014 年在印尼

过发展服务业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然而，近年来

24

2014 年 文 莱 国 际 石 油 天 然 气 设 备 展 览 会，2014-4-11，http://

27

文 莱 国 家 概 况，2015-3，http://www.fmprc.gov.cn/mfa_chn/

news.wugu.com.cn/article/20140411/142714.html

gjhdq_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714/

25

28

文 莱 大 力 改 善 经 商 环 境 鼓 励 企 业 发 展，2015-1-6，http://china.

文 莱 限 制 外 籍 劳 工 输 入，2015-3-20，http://www.ccpit.org/

huanqiu.com/News/mofcom/2015-01/5347924.html

Contents/Channel_3422/2015/0320/451991/content_451991.htm

26

29

文莱外国劳工人数超 5 万，占全国劳工人口逾半，2013-6-24，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3/06-24/4962228.shtml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是一个独立的日本经济组织，其会员包括有

1309 家公司、112 个国家工业联盟及 47 个区域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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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额高达 27 亿美元，仅次于新加坡。在此次会

长至 1 万亿印尼盾 31。

议上，日本公司表示将在印尼制造业、基础设施、

图表 9：日本朝日集团在东南亚国家布局情况

服务业与汽车领域加大投资 30。印尼外长蕾特诺认
为，此举可有助于印尼成为东盟的生产基地，随着
2015 年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落实，各国政府将在税务
优惠、零部件产业等方面相互融合，日本投资者们
也可由此获益。
图表 8：印尼外长蕾特诺在雅加达会见
日本公司代表团

资料来源：朝日集团 32

日企对当地市场的敏感度成就了其商业上的
资料来源：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网站

成功，在过去三年来，朝日集团一直专注于非酒精
饮料市场，推出多款适宜女性的低卡产品。为满足

虽然印尼的汽车所有率相对较低，但大量的人

印尼日益壮大的饮料市场，由印尼最大食品集团

口表明其整体市场容量显著。日本品牌在印尼市场

Indofood（ICBP）与日本朝日集团（Asahi）所组成

具有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丰田为当地特别设计的

的合资企业 Asahi Indofood 公司（AIBM）还将投资

高底盘汽车十分适合东南亚雨季的路况。在印尼市

7000 亿印尼盾（约合 5430 万美元），在西爪哇地区

场，日本车带给人的感觉是做工精良、使用寿命长、

开设饮料工厂，预计年产量可达 1 亿公升 33。

具高保留价值等特点，这些都对印尼消费者产生了
极强的吸引力。
除汽车领域的投资外，日本朝日集团（Asahi）
对印尼食品饮料产业的投资也十分值得关注。据雅

虽然国内市场规模让印尼成为了一个对跨国公
司极具吸引力的生产基地，但鉴于国内燃油补贴的
削减、购买力的疲弱与印尼盾贬值，印尼国内制造
业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加达邮报报道，随着印尼国内中产阶级的壮大，该
国国内饮料业市场增长迅速。印尼食品与饮料市场
的营业额在 2013 年为 9400 亿印尼盾，2014 年则增

31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5/04/10/asahi-indofood-

opens-new-beverage-plant.html
30

丰田已经承诺会投资 16 亿美元，扩大其目前在印尼的业务，铃木汽

车则承诺投资 1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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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http://www.asahigroup-holdings.com/cn/company/history/

33

同上

缅甸国家出口战略计划将在本月启动
The National Export Strategy (NES) of Myanmar
Will Be Unveiled in April

作为农业大国，缅甸的农产品丰富，主要有大米
及各种豆类、水产等，但出口附加值较低 35。随着种
植条件的改善与农机化水平的提高，近年来缅甸农业
产量逐年有所提升，但因种子质量欠佳、农药使用率

为推动缅甸经济持续发展，缅甸将于 2015 年

低，其发展一直十分落后。

4 月 启 动 国 家 出 口 战 略（National Export Strategy，
因此，NES 战略将出口产品多集中在豆类、油

NES）计划，这也是缅甸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作为

一个 5 年期的发展蓝图，该战略主要针对贸易出口领域。 料作物、鱼类、林木产品、纺织服装、大米、橡胶和
旅游业等优先领域。据缅甸国家计划与经济发展部统
据了解，缅甸国家出口战略计划由缅甸商务部牵

计，2013-2014 财年，缅甸谷类出口约 10.9 亿美元、

头，国际贸易中心（ITC）提供技术支持，德国联邦

豆类约 9 亿美元、各类水产品出口 4.2 亿美元 36。NES

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负责提供资金，并由德国

战略计划把重点放在增产与提高产品附加值方面，这

国际合作公司（GIZ）具体实施。其具体计划包括增

将有助于实现缅甸政府减贫、农村地区发展等目标。

强中小企业竞争力、立法与政策的修订等，预计耗资
９亿美元 34。
图表 10：2013-2014 年缅甸主要农产品出口额（单位：百万 美元）

资料来源：缅甸国家计划与经济发展部，安邦咨询整理

35

缅甸的畜牧、渔业领域多以私人经营为主，通常是外国公司与本地

商人合资开办鱼虾生产及出口加工企业，但他们也只在缅甸进行初步加
工，冷链运输在缅甸仍是空白
36

2013-2014 财年出口大米 460.1；玉米 285.8；缅甸豆子（Matpe）

376.4, 绿豆 (Pedesein)310.1，木豆（Pesingon）114.5，鹰嘴豆（Gram）
34

http://m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4/20150400929880.

shtml

2.7，其他豆类 92.6；芝麻 340.6；鱼类 311；虾类 59.7；蟹类 58.3；（单
位：百万美元），来源：缅甸国家计划与经济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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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NES 战略计划项目 2014 年就已开始在缅

越南与多方年内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甸东部的克耶邦（Kayah State）开展工作，协助将当

Vietnam to Sign FTA Agreements with Several
地产品与服务业融入到了缅甸整个旅游产业链之中。 Entities
其另一个项目则是由 WTO 的标准和贸易发展机构
（STDF）出资，通过改进食品安全标准，进而提高

随 着 越 南 在 1995 年 加 入 东 盟 之 后，该 国 就

缅甸油料产品整体竞争力。对于世界最大的油料产品

一直致力于融入世界贸易体系里。近期，越南迫

生产国来说，安全标准与质量监管体系无疑是缅甸产

切以及更有自信地和东盟以外的多方协商自由贸

品进入外国市场的前提。

易协定（FTA），包括了即将在今年 12 月完成的

图表 11：缅甸国家出口战略（NES）启动仪式

与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商、同样是 12 月完成的俄白
哈 关 税 同 盟（Customs Union of Russia, Belarus and
Kazakhstan）、欧盟，以及出席《泛太平洋战略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十二国会谈。
图表 12：越南 - 韩国加强经贸关系

资料来源：dealstreetasia.com

缅甸的中小企业占比约达 98%，而大多数企业并
不知道中国与印度为缅甸产品提供了免税与不限定
资料来源：互联网

额的出口机会。因此，NES 战略计划将在中小企业融
资、物流、质量监管、经贸信息推广等方面加强投入，
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帮助缅甸中小企业激活成

在 2015 年 3 月与韩国协商的自由贸易协定当

长潜力。

中，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MOTIE）表示 FTA
将能让韩国中小型企业开拓越南的纺织品、汽车零
件、化妆品和电器市场，不过大米却不包含在协议
里。越南是韩国第九大贸易合作伙伴，2013 年越韩
双向贸易额约达 210.9 亿美元。越南和日本间协议
在 2009 年生效，而韩越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之后，
在韩国的韩国企业将更能与日本企业竞争 37。越韩自

37

S. Korea, Vietnam initial free trade deal, 2015-03-29, http://

english.yonhapnews.co.kr/business/2015/03/29/60/0501000000AEN201
50329002000320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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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协定生效后，双方将取消 90% 以上的商品品种的

越南所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大部分都专注于

关税；两国也希望在 2020 年时两国贸易额达到 700

关税自由化，当中以移除主要商品的关税，以获得

38

亿美元 。

在主要亚洲地区市场的优惠。这意味着和其他非自
由贸易协定生产者相比，越南所生产的产品有着价

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方面，欧盟议会已在评

格上的优势。

估越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准备水平。越南是欧盟
第 32 大贸易合作伙伴，而欧盟是越南第 2 大的贸易
39

不过，除了这些优势，越南方面也面对自由贸

合作伙伴；越南主要向欧盟出口纺织品 。越南与

易协定所带来的冲击，如当地企业对自由贸易协定

俄白哈关税同盟之后，预计将促进越南自俄进口化

的认知度不高、无法全面地从协定里获益、没有在

肥、天然气和重工业产品。除此之外，欧亚经济联

原料上做出充分的投资、越南经销商尚未有经验在

盟（EAES）经济部部长塔季扬娜·瓦洛瓦娅（Tatyana

更多不同国家和市场等问题。

Valovaya）4 月 8 日宣布，该联盟与越南的自由贸易
协定于 2015 年内得到签署后将可立即生效 40。欧亚
经济联盟是一个由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和其他前苏联国家为加深
经济、政治合作与融入而计划组建的一个国际组织。

柬埔寨农业工人日渐流失
Cambodia Has Less Agricultural Workers Now

图表 13：越南与俄白哈关税同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农业传统上在柬埔寨是极为重要的经济部分，
不过近年来其他领域在柬埔寨的比重有迎头赶上的
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3 年柬埔寨的 GDP
里，农业占了 34%，但工业却占了 26%、服务业占
了 41%41。
图表 14：柬埔寨稻农

资料来源：Vietnam Net

38

越南与韩国完成自贸协定谈判 , 2014-12-15, http://www.mofcom.

gov.cn/article/i/dxfw/cj/201412/20141200833967.shtml
39

European Parliament assesses Vietnam’s readiness for FTA,

资料来源：Asia Foundation

2015-04-09,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business/127674/
european-parliament-assesses-vietnam-s-readiness-for-fta.html
40

亚 欧 经 济 联 盟 欲 年 内 与 越 方 签 署 FTA 协 定 , 2015-04-09,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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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ID=708071&CO_ID=7338662

views/reports/tableview.aspx

World Bank Data: Cambodia,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

11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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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农业外的其他领域迅速发展，一些农业工
人开始转向其他行业。柬埔寨农、林、渔业部的年

农业劳动人口的流失，而这点不利于柬埔寨国家发
展。

度 报 告 显 示，在 2009 年 里 农 业 劳 工 占 57.6%，到
了 2010 年则下滑至 54.8%，而在 2013 年更降低至

该中心认为柬埔寨必须维持现有的农产品生产

48.7%，而这点恐怕会为该国的农业产量带来负面影

水平，否则该国必须从外国进口农产品，进而导致

响。

国家收入减少；倘若柬埔寨政府还未解决农业劳动
人口问题，柬埔寨将不能和邻国竞争。
随着柬埔寨经济发展，越来越多郊区以外的农

业工人移居城镇地区，寻求非农业工作。以工业为

不 过，也 有 学 者 认 为 柬 埔 寨 的 农 业 人 口 减

例，2009 年工业的劳动人口为 15.8%，2011 年提升

少 是 正 常 的 现 象。独 立 经 济 学 家 斯 雷 灿 提（Srey

至 16.9%，到了 2013 年则增加至 19.9%，其中部分

Chanthy）称柬埔寨的经济正转向工业和服务业，

工业增长的劳动人口原本从事农业 42。

因此农业劳动人口会流失；柬埔寨政府更应该开发
工业，进而增加农业机制，以工业机械取代劳动人

亚洲开发银行预测 2015 年柬埔寨的经济成长率

口 46。

为 7.3%，而 2016 年可达到 7.5%；其中农业将有中
等程度的增长 43。

老挝引进的越南投资迅速增加
柬埔寨总理洪森曾表示，纵然柬埔寨的经济越

Vietnam Increases Investment in Laos

来越多元化，农业依然是这个东盟国家的经济成长
的主要支柱，并称农民，尤其是稻农需改变传统以

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进展，越来越多外国投

劳力为主的农耕方式，改用机械、现代化的方法抵

资者对老挝产生了兴趣。近年来，老挝政府实行了

抗日益增加的劳动成本 44。

一系列措施，如缩短设立企业所需的时间、降低关税、
改善基础设施等，吸引了主要来自马来西亚、越南、

面对日渐减少的农业劳动人口比率，柬埔寨农、

泰国、韩国等国的投资，同时这些外商也为老挝带

林、鱼业部在 2015 年 4 月曾宣称将推出新的农业推

来了新科技、新产品 47。自 2013 年以后，中国取代

广政策，让农民更容易获取新的农业知识与技术，

老挝的邻国泰国和越南，成为老挝最主要的投资国，

45

惟目前该部尚未完全公布政策的具体内容 。

当中涉及的领域包括了能源业、矿业、农业与制造业。

根 据 柬 埔 寨 农 业 研 究 发 展 中 心（Cambodian

作为老挝的邻国，越南和老挝有着特殊的关系；

Center for Study and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的

冷战结束后老挝人民革命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信息，柬埔寨农业劳动人口减少的数量可能比官方

实施革新开放政策，老挝巩固了与越南的关系，而

的数据来得严重，而柬埔寨政府尚未能有效地阻止

现在越南是老挝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其余主要在老
挝投资的国家有中国、泰国与法国，当中越南占老
挝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的 12%。根据越南海关总

42

Worker exodus to affect output, 2015-04-13, http://www.

phnompenhpost.com/business/worker-exodus-affect-output
43

ADB Expects Cambodian Economy to Pick Up, 2015-03-25,

局的数据，在 2015 年首二个月里，越南对老挝的出
口年增长 25.7% 至 9018 万美元；越南向老挝主要出

https://www.cambodiadaily.com/business/adb-expects-cambodianeconomy-to-pick-up-80644/

46

44

phnompenhpost.com/business/worker-exodus-affect-output

Worker exodus to affect output, 2015-04-13, http://www.

Worker exodus to affect output”, 2015-04-13, http://www.

phnompenhpost.com/business/worker-exodus-affect-output

47

45

http://seekingalpha.com/article/3050876-vietnams-investment-in-

Farmers to reap info flow: gov’t”, 2014-04-10, http://www.

phnompenhpost.com/business/farmers-reap-info-flow-go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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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s Investment In Laos Surges Before AEC, 2015-04-05,

laos-surges-before-aec

口的产品包括了钢铁、石油、交通工具、水泥、煤炭等， 年两国所签署的旧协定，范围涉及商品、服务流通、
其中以钢铁、石油为越南带来最多利润 48。

经商设施、市场准入等 51。

图表 15：位于老挝南部，
越南嘉莱黄莺集团的橡胶园

目前越南的农业发展日渐发达，也带动了该国
在老挝的农业方面的投资的开发，其中像越南嘉莱
黄莺（Hoang Anh Gia Lai）集团在老挝所开发的甘
蔗种植，就有不错的收益。今年该集团更是进军畜牧、
橡胶、
棕油、
石油、
矿业等领域。
集团总裁段元德
（Doan
Nguyen Duc）称投资在农业方面是正确的决策，而
且对该集团而言东盟的农业的未来发展有很大的潜
能 52。
不过，除了与越南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老挝
近几年也努力和不同的国家发展经贸关系。预料
2016 年以后，料 5 名老挝人民革命党高层领袖将会
退休，届时新的领袖上台之后可能会和美国有更密

资料来源：Kinh Te Saigon Online

切的经贸关系，以及更积极融入东盟社群，因此明
年以后老挝的外交及经贸关系相信会开始有些转变。

虽然越南是老挝最主要的出口贸易国之一，不
过和其他国家相比，越南还被其他国家抛在后头；

马来西亚稳居全球伊斯兰债券主要发行地

与中国公司去年对老挝的 19 亿美元出口额以及泰国

Malaysia Retains the Biggest Sukuk Issuance
Market

公司的 40 亿美元相比，越南的仅有 4.48 亿美元。虽
然如此，越南目前仍然继续增加在老挝的投资。越
南投资者在 143 家老挝公司注入了近 50 亿美元的资

马来西亚政府在 4 月 15 日成功发行 15 亿美元

本，而这些公司主要涉及能源、矿业、通讯、服务、

的伊斯兰债券（Sukuk），并获得 6 倍的超额认购。

49

设施、农业等产业 。

这是马来西亚政府第四次发行以美元计价的伊斯兰
债券，也是近 4 年来首次发行的美元计价伊斯兰债

2015 年 3 月 24 日，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更与
老挝总理通邢·塔马冯（Thongsing Thammavong）

券 53。同时，马来西亚依然稳坐全球伊债最大的公共
与私人债券发行市场。

进行会谈，双方同意在今年把双边贸易额提升至 20
亿美元，和往年相比上升了 40%50。在更早前的同月
里，越、老二国也签署了新的双边贸易协定，免除
两国近 95% 货品的关税；这份协定是用以取代 1998

51

Laos and Vietnam ink new trade pact, cut tariffs, 2015-03-06,

http://www.laosinvestmentreview.com/2015/03/06/laos-and-vietnamink-new-trade-pact-cut-tariffs/

48

Markets in Laos attract regional interest, 2015-04-12, http://

english.vietnamnet.vn/fms/business/126818/markets-in-laos-attractregional-interest.html
49

同上

50

Vietnam, Laos strive for 2-billion-USD trade turnover in 2015,

2015-03-25,

52

Vietnam's Investment In Laos Surges Before AEC, 2015-04-05,

http://seekingalpha.com/article/3050876-vietnams-investment-inlaos-surges-before-aec
53

Successful Sukuk an endorsement of Malaysia's strong

fundamentals，2015-4-17，http://english.astroawani.com/
business-news/successful-sukuk-endorsement-malaysias-strongfundamentals-5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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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全球伊斯兰债券发行量（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评估机构（RAM）

马来西亚曾分别在 2002 年、2010 年与 2011 年

然将占据最大的份额，预计达到 70%。过去 3 年的

发行以美元计价的伊债，而此次发债的目的，主要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发债份额都处在 66% 至 74%

在于偿还今年 6 月届满的 12.5 亿美元的伊债，以及

之间。

作为国家发展开销的部分融资用途。
尽管近年来伊债出现了相对积极的发展，但相
发行以美元计价的伊债，市场相信其能为近期

较传统债券的发行量而言，仍是小巫见大巫。截至

因令吉汇率走低而逐步下滑的外汇储备金，带来提

2014 年，全球累计的伊债总发行量为 3123 亿美元，

振的效果。同时，获得超过 6 倍的超额认购，也反

仅仅是全球债券市场总份额 90 万亿美元的 0.35%。

映出市场依然对马来西亚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持乐观
的态度。

由此可见，伊债依然具备庞大的发展潜力。伴
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长，清真产业发展的兴盛，加

全球伊债的发行量在 2012 年创下 1390.5 亿美
元的高峰后，随后两年都出现下滑的趋势，仅处在

上伊债独特的模式（享有对投资资产收益的所有权，
而非仅债权），伊债未来的发展理应更趋成熟。

约 1100 亿美元区间。马来西亚评估机构（RAM）
认为，2015 年全球的伊债发行量则将处在 1000 亿

虽然马来西亚并非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但

至 1200 亿美元之间 54。其中，马来西亚的发行量依

作为伊债市场的先驱与主要发债国，马来西亚应该
更全面地促进伊债以及其他伊斯兰金融产品的发展，

54

New global sukuk issuance up to US$120b in 2015: RAM Ratings，

2015-4-15，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5/04/15/New-global-sukuk-issuance-up-to-US$120b-in2015/?style=biz

14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4

让其成为国家发展的标杆。

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雅加达房地产开发商机依旧
Still Lots of Opportunity for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n Jakarta

并促进首都与周边新镇和开发区的联系与发展。
同时，尽管印尼盾汇率在过去一年出现大幅贬
值，兑美元汇率在 3 月 10 日下滑至 1 美元兑 13250

根据英国机油公司嘉实多（Castrol）的最新调

印尼盾的最低水平，但印尼股市却依然被投资者看

查报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成为全球最塞车的

好。在过去半年内，雅加达建筑、物业与房地产指

城市。嘉实多是根据卫星定位系统（GPS）的刹车

数上涨 25%，涨幅较雅加达综合指数约高一倍。当中，

行走指数（Stop-Start Index）来评估全球各大城市

包括 Alam Sutera 在内的印尼挂牌房地产商，都被评

的塞车程度，而雅加达汽车驾驶者的年均刹车超过

级机构标上相对较高的评级。

3 万 2840 次，远远超越其他城市平均的 1.8 万次 55。
图表 17：雅加达塞车的问题非常严重

图表 18：Alam Sutera 开发区以绿色生态发展
为主轴

资料来源：印度尼西亚商报

严重塞车的问题，似乎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通
病，诸如曼谷、吉隆坡、河内、胡志明市等的东南
亚首都或主要城市，约 20 公里的车程基本上动辄都
要 1 小时至 2 小时的时间，尤其上下班时段更为严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

重。而正是因为面对着交通问题，雅加达近年来也
投入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以舒缓雅加达境内的交通，
此外，随着印尼中央银行在 2 月份下调利率，
55

全 球 最 塞 车 城 市 印 尼 雅 加 达 夺 冠，2015-2-5，http://www.cna.

廉价的贷款成本也将有助于刺激房地产的发展。加

com.tw/news/aopl/20150205021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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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未来四年印尼政府计划投入的 4330 亿美元的基建

即当地居民无需进入雅加达市区，在该区域也能找

投资，同样将对房地产销售带来推动作用。

到合适的就业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拥有 2.5 亿人口的印尼，单单雅

更重要的是，该开发区的发展皆以绿色生态作

加达就有 970 万人，预计到 2030 年将突破 1250 万

为主轴，在住宅与住宅之间，或住宅区与商业区之

人，这仍未加上雅加达周边的开发新区。而这些开

间，仍保留许多绿地，以维持生态和谐。与此同时，

发新区当中，Alam Sutera 集团旗下位于雅加达西区

在该开发区的中心，已建成 Alam Sutera 内最大的购

Serpong 开发区的 Alam Sutera 新镇，就是一个值得

物商场，商场附近就有一家可容纳 2 万名学生的国

关注的投资区域。

际大专院校—BINUS University。

图表 19：Alam Sutera 开发区发展概念图

根据 Alam Sutera 集团高层职员的说法，该集团
将在短期内在该购物商场附近兴建一座大型会展中
心，会展中心周边将有 4 家 5 星级酒店，以在该地
段发展会展与商贸服务业。该高层职员表示，有这
样的打算是因为政府已规划兴建一条大道从雅加达
国际机场直通该区域，届时机场单程仅需耗费约 10
分钟，较雅加达首都还接近。这无疑将有助促进该
地区的商务会议与展览等业务，以分担雅加达首都
的城市承载功能。
截至目前，该开发区仍有上百公顷的地段等候
发展，绝大部分可供房地产开发商购买与投资兴建
房地产与商业区域。据悉，目前已有一家中国企业
在该区购买了约 10 公顷的地段兴建公寓。
伴随着印尼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的基础设施投
资项目，加上佐科领导班底在贪腐上的致力，相信
雅加达周边的新镇开发将获得更为正面的发展。

廉价航空公司大举开辟赴柬埔寨航线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

Alam Sutera 新镇这占地达 1500 公顷的新镇，距
离雅加达约 45 分钟的车程，新镇开发区内的基建设
备相当齐全。马来西亚安邦团队在调研中发现，该
开发区成功吸引许多外国著名的商业品牌入驻，包
括 IKEA 家具城、GIANT 超级市场、星巴克等著名
饮食业者等等。同时，其商业区与住宅区紧密结合，

16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4

Low Cost Carriers Start Flight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Cambodia
近日，看好中国游客赴柬埔寨旅游持续成长，
由中资企业中航工业转投资的柬埔寨籍巴戎航空宣
布将开通金边—暹粒—西哈努克市之间的往返航
线。截至目前为止，柬埔寨国内仅有三座国际机场，
随着金边—暹粒—西哈努克市间往返航线的开通，

今后将为中国游客进入柬埔寨提供更加方便的服
56

务 。

发展外，人文环境变化也为柬埔寨观光业绩增长提
供可恃依据。

图表 20：从中国城市飞航暹粒机场一览

新兴市场近年来快速增长，传统以连接区域枢
纽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正处于增长动能不足的状态。
在此趋势下，廉价航空公司开启了中型城市间点对
点连接的新型模式正快速兴起（见图表 20）。以往，
作为区域交通枢纽的主要城市（东京、新加坡、香港）
游客增长率正逐年趋缓，相对的，作为区域内有特
色的二三线城市正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此外，随着二三线城市逐渐取代区域枢纽成为
航空业领跑者，航空业也随之发展出相对应的策略。
相较于以往采用大型广体客机（300 人以上的客机）
飞行枢纽间航班，在点对点时代，中小型窄体客机
（70 人至 180 人的客机）成为航空公司选用的重点。
在这种趋势下，中柬两国的航空公司正积极采购低
单价、低飞航成本的机型来进行点对点飞行。仅今年，
包括福建、安徽、河北等地便开通飞航柬埔寨固定
航班。随着三角航线的开辟，我们预期将有更多的
二三线城市将开辟双边航线，进而拉动中国游客赴

资料来源：互联网

近年来，柬埔寨在推动观光产业上颇有成效，
连带带动该国航空业快速发展。2014 年，柬埔寨三

柬埔寨的风潮。

越南汽车销量暴增时代，中国企业

大机场接待观光客总数达 570 万，其中暹粒机场因

如何应对？

临近著名观光景点吴哥窟而最受观光客青睐，接待

Vietnam Auto Industry Boom, China’s Strategy

57

游客人数达 300 万人 。
据英国路透社 4 月 7 日报道，曾经“摩托上的
根据亚太航空中心评估，中国游客快速增长带

国家”如今正式迈入“汽车时代”。2014 年全年，

动柬埔寨航空业快速成长。2014 年，中国赴柬埔寨

越南汽车销售数量比 2013 年增长了 42.8%，2015 年

游客较上年度增长 21.7%，增长幅度居各国之冠 58。

第一季度销量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近 46.7%59。而越

然而，除了中国游客迅速增长带动当地观光业快速

南注册摩托车量则从 2013 年的 370 万辆，下降至
2014 年的 292 万量。

56

中资航企打造柬埔寨国内黄金三角航线，2015-4-12，http://www.

chinanews.com/gj/2015/04-12/7201379.shtml
57

我国高速增长的赴柬游客为国内航空公司带来的机遇与挑战，2015-

3-24，http://www.cana.org.cn/news/180/180950.html
58

柬埔寨成为东南亚航空业增长最快国家，中国东盟观察，第 36 期，

第6页

59

http://www.marklines.com/cn/statistics/flash_sales/salesfig_

vietnam_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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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2014 年越南卡车市场各大品牌市场

Yoshihisa Maruta 在 4 月初发表声明称，降为零关税

占有率

后，公司或可从泰国、印尼进口成本更低的汽车，
因此正在考虑是否关闭越南的工厂，当前仍公司需
等待政府详细的《国家汽车行业发展战略》来决定
下一步的市场布局。
而对于中国汽车企业来说，乘用车并非主要的
战场所在。乘用车进口税率高，且日、韩竞争激励，
中国汽车很难打入市场，反而进口税率相对较低的
卡车市场更适合中国企业。
据越南海关总署（GDC）公布的数据，中国制
卡车进口额占据越南进口汽车总额的 34%，进口数
量则占越南进口汽车总数的 20%。2014 年，越南从

资料来源：marklines.com

依据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2015 年越南将降低
部分车型的进口税 60。此举导致近期越南进口车销量
增长显著，特别是丰田、奔驰、福特、本田等高级
车品牌。宝马公司负责人称，该公司自 2007 年以来
的销量平均每年上涨 20%-30%。
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
与 2013 年同期相比，越南国内组装车（CBU）的销
售数辆增长 32%，进口车销量增长 83%61。
而根据越南对东盟作出的承诺，2018 年起越南
自东盟进口的汽车将免征进口税。对于越南汽车制
造业受到的极大冲击，越南机械制造业协会（Vietnam
Association of Mechanical Industry，VAMI）表示，希
望政府出台有利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发展。但也有人
认为，越南汽车业应尽早参与国际市场，借此提高
自身的竞争力。
对政策变化敏感度较高的丰田汽车总经理

60

减税具体方案是：排量为 2.5 升以上的小车及房车进口税从 67% 降

至 64%，原装或全散件组装（CKD）汽车进口税从 70% 和 59% 降至
55%，5 吨以下的货车进口税从 59% 降至 56%。此外，部分摩托车、电
单车的进口税也从 47% 降至 40%。
61

http://www.chinadaily.com.cn/interface/

toutiao/1138561/2015-1-12/cd_192907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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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口的卡车数量相比 2013 年增长了三倍，中国
已经成为越南最大的卡车供应商。
虽然在目前的越南卡车市场上，中、韩两国企
业平分秋色。但中国卡车只是以低价、低油耗的特
点吸引买家，并得到了“性能不稳定”、“质量无
法保障”的口碑。若长此以往，中国汽车品牌将难
以应对 2018 年后的市场挑战。
越南发展本国汽车产业的愿望强烈，将汽车与
汽车零配件生产作为越南工业化战略六大优先产业
之一，预计到 2020 年，30% 的汽车零件将在越南生产。
对此，中国企业一方面可借此机会深入到越南汽车
制造产业链中，另一方面也可考虑将其在东盟其他
国家工厂生产的汽车进口到越南，通过改善品牌形
象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

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广西计划同文莱打造经济走廊

晶石、罐头食品、陶瓷等 63。

Guangxi-Brunei Plan to Build Economic Express
近日，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彭清华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会见了文莱
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在会晤期间，双方就打
造“广西—文莱经济走廊”交换意见，并将建立“中

在双边产业互补性强，但产业整合程度较差的
情况下，双边就产业整合进行协商，其中又以农业、
渔业、旅游业以及港口物流等行业最有合作条件，
这为“广西 - 文莱经济走廊”提供了实质性的合作
基础 64。

国 - 文莱农业产业园”列为初期重点合作项目 62。

图表 23：广西省与文莱进出口贸易统计概况
（单位：百万美元）

图表 22：商务部官员在广西视察中国 - 文莱农业
产业园项目

资料来源：广西省商务厅官网，http://www.gxswt.gov.cn/
zt/swjb/detail/0c8d5aa9-a25a-4729-83ae-66cb8510f413

资料来源：广西新闻网

2014 年 9 月，广西省政府同文莱政府签署了《文
莱 - 广西经济走廊经贸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双

由于双边具有地缘位置接近以及产业互补性高
的特性，近年来广西省同文莱间经贸呈现显著增长
走势（见图表 23）。然而，产业整合程度较低使得

边构想，广西省具有农业生产、农产加工、自然人
文资源以及地理位置等自然优势。而文莱则在热带
物种、面向东盟穆斯林以及资金规模上具有优势 65。

双边经贸增长缺乏有效动能。广西对文莱出口产品
大致包括：铝合金型材、无机酸盐及过氧酸盐、重

63

构 建 广 西 — 文 莱 经 济 走 廊 可 行 性 初 探，2014-8-8，http://

www.gxswt.gov.cn/zt/swjb/detail/0c8d5aa9-a25a-4729-83ae66cb8510f413

62

彭清华在斯理巴加湾会见文莱苏丹哈桑纳尔，2015-4-2，http://

news.163.com/15/0402/14/AM712PNQ00014Q4P.html

64

同上

65

《广西—文莱经济走廊经贸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署，2014-9-17，

http://news.163.com/14/0917/22/A6CKCLP100014AEE.html

19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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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优势互补性较大的情况下，双方将“广西 - 文莱

投资者。在过去 5 年中，中国大陆仅仅是印尼第 12

经济走廊”的内容定位在深化“农业农产合作”以

大 FDI 来源地，尚不及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不过，

66

近年来中国资本进入印尼的势头较为迅猛；2014 年

及“区域物流”等面向上 。

第 4 季度，中国首次成为印尼第 4 大外资来源国。
然而，我们认为这一经济走廊的发展前景尚不
明朗。首先，双边经贸相互依赖性不强可能对该项

目前，印尼投资统筹机构正计划于近期在北京开设
一个分支机构 68。

目的可持续性造成限制。对中国企业而言，文莱市
场容量太小，如果不将市场瞄准东盟区域将难以获

图表 24：习近平主席与佐科总统检阅中国

利。其次，对中国企业而言，文莱投资环境并不具

三军仪仗队

有吸引力。除了经营成本过高外，当地产业政策透
明度不高，政策延续性较弱都降低中国企业在当地
投资的意愿。最后，文莱当地农业、服务业产业链
基础薄弱。据推算，2013 年石油业产值占文莱当
年 GDP 总量的 66%，石油出口值占其出口总值的
93.6%67。由于经济发展过度依靠单一产业，因而导
致其他产业竞争力不足。在当地产业基础薄弱的情
况下，为使双边产品对接，中国企业将被迫在当地
投资兴建上游产业，这将大幅提升当地经营成本。
也因此，我们在密切关注“广西 - 文莱经济走廊”
发展进程的同时也呼吁有意前去投资的中国企业应
对投资条件进行综合评估。
资料来源：中新网

在佐科总统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在基础设施

印尼将吸引更多中国投资
Indonesia will Get More Investment from China
3 月 26 日至 28 日，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对中
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他与中国领导人
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开幕式，并参观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等企业单
位，为两国加深经贸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自上任以来，佐科总统一直在为招商引资奔走

建设、航空航天开发、海上搜救等方面开展合作的
八项协议，其中包括《中国 - 印尼基础设施与产能
合作谅解备忘录》和《中国 - 印尼雅加达 - 万隆高
铁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方面累计承诺投资金额
达 684.4 亿美元，其中约 500 亿美元将投入基建领
域 69。预计在未来 5 年内，印尼将建设 2650 公里普
通公路和 1000 公里高速公路；兴建 15 个机场，建
立 6 个航空物流基地；新建 24 个港口，增加 26 艘
货轮和 500 艘客船；在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

忙碌，他希望中国能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印尼最大的
68

印尼总统来中谈投资 望获 634 亿美元，中国 - 印尼经贸合作网，

2015-4-3，http://www.cic.mofcom.gov.cn/ciweb/cic/info/Article.jsp?a_
66

广 西 南 宁 规 划 建 设 中 国 — 文 莱 农 业 产 业 园，2015-3-30，http://

no=370287&col_no=459

finance.huanqiu.com/zl/2015-03/6050671.html

69

佐 科 访 两 国 推 动 贸 易 中 国 对 印 尼 投 资 承 诺 远 比 日 本 多，

67

联

合

2014 年 文 莱 国 际 石 油 天 然 气 设 备 展 览 会，2014-4-11，http://

news.wugu.com.cn/article/20140411/1427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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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报，2015-3-31，http://www.zaobao.com/news/sea/

story20150331-463103

和加里曼丹建设全长 3258 公里的铁路网；建造 60

中国东盟机械贸易增长显著

个轮渡码头，增加 50 艘渡轮；在 20 个城市建立快

Machiner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Has
Increased

速公交系统；新建 49 个水库和 33 个水力发电站，
并为约 100 万公顷农田建立灌溉系统；完善市县区
宽带网络；在 227 个市县区建设污水处理系统，为

随着东南亚地区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

430 个市县区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建造 5257 幢公寓

快，东盟各国对于机械的需求不断增加，研发和制

楼，为 50 多万户家庭提供住宅；在部分城市建设

造各类机械的水平也逐渐上升。中国是一个制造业

净水供应系统，使 2140 万户家庭受惠；增加 3500

大国，在机械制造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价格优势。

万千瓦电力供应，建设两座大型炼油厂，建立多个

中国与东盟合作，双方互通有无，促进机械贸易繁荣，

液化燃气供应站，为 100 万户普通家庭和 60 万户渔

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70

民提供液化燃气供应 。
除了基建，矿产加工也是印尼吸引中国投资的

图表 25：2015 年 2 月中国对东盟国家机械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重点领域。早在原矿出口禁令实施前，多家中国企
业就未雨绸缪，前往印尼设立冶炼工厂，减轻禁令
带来的影响。2013 年 7 月，位于苏拉威西岛的印尼
青山工业园动工建设。目前，一期年产 30 万吨镍铁
和配套的 130 兆瓦电站项目已经投产；二期年产 60
万吨镍铁及配套的 300 兆瓦电站项目于 2014 年 5 月
开工，将在明年 4 月投产；三期年产 60 万吨镍铁和
200 万吨不锈钢项目也在规划中。预计到 2017 年底，
园区总投资将超过 40 亿美元，总销售额达 63 亿美元，
解决当地 6 万人的就业 71。
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国对印尼的实际投资额并
不高，仅为承诺投资额的 10% 左右，远低于日本。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中国海关公布数据绘制

即便如此，印尼政府和工商业界仍然对吸引更多中
国投资持乐观态度。
据 海 关 统 计，2015 年 2 月，中 国 与 东 盟 机 械
双 边 贸 易 额 42.92 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 26.16%。其
中，中国自东盟进口机械 13.47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53%；中国对东盟出口机械 29.45 亿美元，同比
激增 61.28%。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是中国进口东
盟机械的三大来源地，贸易额分别为 4.49 亿美元、
3.55 亿美元和 2.49 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 13.02%、
70

中国将向印尼基础设施投资 500 亿美元，中国 - 印尼经贸合作网，

16.45% 和 6.80%。印尼、新加坡和泰国是中国机械

2015-4-10，http://www.cic.mofcom.gov.cn/ciweb/cic/info/Article.

在东盟地区的主要市场，合计占到 59.76%。其中，

jsp?a_no=370790&col_no=458

对印尼出口 6.4 亿美元，同比激增 123.88%，占中国

71

青山印尼 2.2 万吨镍铁起运回国，中国 - 印尼经贸合作网，2015-

4-8，http://www.cic.mofcom.gov.cn/ciweb/cic/info/Article.jsp?a_

机械对东盟出口总额的 21.73%；对新加坡出口 6.11

no=370561&col_no=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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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同比增长 27.27%，占 20.75%；对泰国出口 5.09
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5.47%，占 17.28% 。

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亚投行的建立，未来
中国东盟机械贸易将获得长足发展。

图表 26：柳工的装载机

中国豆油出口东盟免关税将提升企业
竞争力
Duty Free Access for Soy-Oil to ASEAN May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最近，广西口岸检验检疫部门对一批经检验合
格的豆油签发了中国 - 东盟原产地证书，使该产品
顺利出口越南并获得关税全免 74。有关部门确认，这
是检验检疫机构在全国范围内为企业签发的首份出
口豆油的原产地证书。
中国豆油出口东盟首获关税全免有助于中国粮

资料来源：柳工网站

食企业在类似产品的出口中提升市场竞争力，使中
国企业从国际贸易中获益。
广西柳工集团是中国机械企业挺进东盟的佼佼
者。2010 年，柳工开始与泰国的工程设备公司合作
开发当地市场，五年来双方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2011 年，柳工抓住泰国农业客户需求，开发了适合
当地工况和客户使用习惯的产品，成为当地装载机
行业的领导者。此后 4 年，柳工装载机始终保持泰
国市场占有率第一。通过持续有效的资源投入，柳

广西检验检疫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城港口
岸是中国进口粮食的主要口岸之一，年进口粮食达
500 多万吨，位居全国前列。近年来，随着众多粮食
贸易集群的加入，以及进口大豆持续快速增长，广
西沿海已形成粮食进口、加工、产销一体化的支柱
产业链”75。

工在泰国已经形成了装载机为主导、其他产品共同
发展的业务格局；而销售服务网络的逐步完善也使
柳工保持了持久的竞争力。未来，柳工将继续深入
研究东盟市场，在完善服务网络建设领域进一步深
耕细作，将卓越的服务能力打造成为柳工在海外的
核心竞争力 73。
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国内制造业企业转
型升级，走向海外，其中装备制造业是重点。目前，

按照《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证规
则表明，中国货物出口到东盟国家，凭原产地证书
不仅可获得减免关税的最大优惠待遇，还能获得便
利的通关条件。目前，中国 - 东盟自贸区范围内，
中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
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均能共享
此项政策的优惠 76。

东盟已经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重要的海外市场。随
72

2015 年 2 月 中 国 与 东 盟 进 出 口 机 械 同 比 增 长 26.2%，2015-4-

74

中国豆油出口东盟首获关税全免，2015-4-17，http://finance.sina.

14，http://customs.caexpo.com/data/trade/2015/04/14/3643167.html

com.cn/money/future/20150417/083721979597.shtml

73

75

同上

76

同上

柳工产品亮相 2015 中国 - 东盟博览会泰国展，2015-4-11，http://

product.21-sun.com/news/detail.jsp?id=16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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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7：《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有关信息

资料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安邦咨询制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

上述信息表明，中国企业申请原产地证书，并

“原产地证书，是指出口国（地区）根据原产地规

争取获得这类关税免除的优惠便利，能有助于提升

则和有关要求签发的，明确指出该证中所列货物原

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产于某一特定国家（地区）的书面文件”。
据广西检验检疫局信息，质检总局目前已将这
一做法在全国推广，国内 100 多家粮油企业直接受
惠，可通过这种新算法申请中国 - 东盟自贸区优惠
关税原产地证书。以大海粮油工业（防城港）有限
公司为例，若按照该公司年出口豆油 1 万吨、货值
850 万美元来计算，该公司每年可享受近 42 万美元
（约 300 万元人民币）的关税减免 77。

77

防城港在全国率先签发豆油出口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2015-4-

17，http://www.gxiqa.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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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一体化下的怪相：马来西亚变相的“锁国”

或许时不利己，马来西亚 2015 年的开局似乎不
太顺利。除了对外课题如汇率下挫，油价等大宗商

政策（1）
A Grimace under Integration:Malaysia’s Alternative
Way of “Closed-Door” Policy (1)

品价格急跌之外，国内的消费税落实、伊斯兰刑法
课题、一马机构（1MDB）的债务疑云、前首相马哈
迪对现任首相纳吉逼宫等等，都逐步让马来西亚政

2015 年 12 月 31 日，将是东盟共同体正式生效

府显得力不从心。内忧外患下的马来西亚，究竟有

的日期，届时东盟成员国将在同一个区域内，共同

无能力履行好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责任，这无疑是市

维护彼此安全，并确保区域经济取得持续性的增长。

场所担心的。

同时，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AEC）的成立，为了
让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更为便利，通关事项

图表 29：取消措施落实的周末旺吉輦市集

无疑将是关键的一环。
图表 28：取消自由通关后的旺吉輦关卡显得冷清

资料来源：星洲日报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

当然，这些问题的发生与后续，实际与东盟经
济共同体的落实并无直接的关联。但令人忧心的是，
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问题，却将让马来西亚在极力推

谈到经济共同体内的四大支柱，第一支柱就是

动东盟一体化的过程中，面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统一市场与生产基地。在该支柱中，商品与服务的

的窘况。这当中包括 4 月初落实的北马边境通关需

自由输送，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都被列为关键的

要护照，8 月初入境新加坡需缴付入境费，以及沙

指标与项目。马来西亚作为 2015 年的东盟轮值主席

巴东海岸持续接近一年的海上宵禁等等。这些措施

国，除了在于强力督促与见证一体化的落实，更在

延续下去，并得不到有效的改善与执行，这无疑将

于拟定出东盟未来十年的发展框架，以便让东盟能

是一种变相的锁国政策。

凝聚更大的力量，共同地推动经济等层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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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北马边境通关课题。马来西亚移民局宣布，

更重要的是，在东盟一体化下所强调的商品服

4 月 1 日起，必须持有国际护照或边境通行证才能

务自由通关、人力资源自由通关的前提下，突然落

出入玻璃市州的旺吉辇（Wang Kelian）关卡，即使

实的取消与限制措施，将让马来西亚的东盟轮值主

78

是当地人也需按照该措施，不能随意自由通关 。

席国的身份蒙上一层阴影。毕竟，要提防走私等犯

旺吉辇是马泰两国边境的三大通关点之一，其余两

罪活动，甚至严防极端分子入境，取消自由通关确

个分别在巴东勿刹（Padang Besar）与黑木山（Bukit

实并非唯一与不二的对策方案。

Kayu Hitam）。
取消旺吉辇的自由通关，依据马来西亚政府的
意思，主要是为了杜绝边境走私等犯罪活动，还包

全国停火协议草案能否给缅甸带来和平？

括严防近期有极端分子通过跨入边境而参与伊斯兰

Could Myanmar Get Peace under the National
Agreement of Ceasefire?

79

国极端主义的活动 。然而，移民局的举措，却引
来了朝野人士的不满，包括玻璃市的州务大臣阿兹
兰 80，首相署部长沙希淡 81 等，纷纷要求政府收回相
关的措施。

3 月 31 日，在总统吴登盛的见证下，代表缅甸
政府的联邦实现和平委员会与代表少数民族地方武
装（以下简称“民地武”）的全国停火协调委员会

阿兹兰明确指出，不能因为旧有的因素，而做

达成共识，签署全国停火协议草案。对此，国际舆

出限制性的措施，而是需要加强执法能力，来应对

论和缅甸民众都寄予厚望，希望和平能够降临到这

相关的问题。事实上，旺吉辇及泰南的旺柏兰樟市

个饱经战乱的国家。那么，全国停火协议草案是否

集是马泰最为活跃的边境商业活动地带，该市集已

能给缅甸带来渴望已久的和平呢？这个问题需要仔

开放 20 多年，为双边的边境贸易带来巨大的商机。

细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也曾在 2008 年 2 月取消自
由通关，却因为对经贸往来造成重大打击，而在同
年 12 月恢复开放 82。

图表 30：参加缅甸全国停火谈判的各方代表出席
记者招待会

虽然已有前车之鉴，但马来西亚政府却毅然再
度落实取消自由通关的措施，这无疑凸显出相关单
位在处理边境事务课题上，并没有做出周全的考虑
与部署。倘若移民局或内政部在随后因多方面的回
馈而重新开放该边境的自由通关，这无疑将凸显出
马来西亚在监管层面上的弱点。

78

从旺吉辇入境需护照通行证 自由通关处 4 月 1 日起关闭，2015-4-

1，http://news.sinchew.com.my/node/416961?tid=1
79

IS 策 划 大 马 恐 袭 14 岁 少 年 当 圣 战 士，2015-4-7，http://www.

资料来源：新华网

chinapress.com.my/node/612543
80

阿兹兰：马泰边境关卡·出入境时间应调整，2015-4-15，http://

mykampung.sinchew.com.my/node/355597
81

沙希淡促内政部 恢复旺吉辇自由通行，2015-4-14，http://www.

缅甸战乱的根源，是民族和宗教问题。自独立

kwongwah.com.my/news/2015/04/14/13.html

以来，缅甸政府一直高举大缅族主义旗帜，强制推

82

行同化政策，歧视少数民族。目前，缅族人的身份

边 境 免 通 行 证 措 施 终 止 旺 吉 辇 商 贩 生 意 跌，2015-4-3，http://

www.guangming.com.my/node/247644?ti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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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是一张红色的塑胶卡片，而部分少数民族居民的

此外，缅甸政府和军方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是影

身份证只是一张折叠的纸片，不享有选举和被选举

响该国和平进程的重要因素。现任缅军总司令敏昂

权；更有甚者，有的少数民族还没有被缅甸政府承认。 莱以其强硬姿态获得步步高升：2002 年任三角军区
与此同时，佛教是缅甸的国教，缅族 - 佛教 - 中央

司令，在任内多次与佤邦联合军和勐腊军交战，经

政府三位一体，一向把信仰不同宗教的少数民族视

验丰富；2007 年 9 月，坚决支持对抗议僧侣的残酷

为异端。从本质上看，缅甸内战是推行文化沙文主

武装镇压；2009 年一手策划果敢冲突，不宣而战，

义的缅族中央政府与维护自身文化和利益的少数民

攻占老街，剿灭停火的合法武装果敢同盟军，通缉

族之战。除非缅族人放弃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果敢特区主席彭家声 84。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缅军

缅甸政府全面实施民族、宗教、文化宽容政策，否

对果敢和克钦的进攻，也是敏昂莱一手策划，其目

则武装冲突就不会停息。

的在于提升自己在前军政府掌门人丹瑞大将心中的
分量，进而取代现任议长瑞曼成为军方指定的下届

从历史上看，自《彬龙协议》签订以来，缅甸
政府与各民地武组织签署过无数文件，但都没能带

政府首脑。全国停火协议草案的达成，只会鼓励敏
昂莱加紧实施其军事冒险，以达到个人目的。

来持久的和平。有人戏称：在过去 60 多年中，缅甸
的和平协议加起来可以绕地球一圈，但该国的冲突
没有一天停止过。少数民族与缅族在政治、经济、

因此，全国停火协议草案恐怕难以给缅甸带来
真正的和平。缅甸的民族和解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文化和国家认同上存在很大差异，恩怨纠葛纷繁复
杂，双方缺乏基本的信任。尤其是在“88 运动”以
后，缅甸军政府面对国内外越来越大的民主化压力，
迫切需要通过制服民地武转移视线、赢得缅族民众

东盟 - 日本加强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

支持。今年 11 月，缅甸将举行大选，政府要换届。

商界联系

在这种关键时刻，缅甸军方和其支持的吴登盛政府

ASEAN- Japan Seek Stronger Business Ties

很难对民地武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随着日本对东盟加强关系的再次提速，以往的
本次和谈，缅甸政府首先排除了正与其交战的

商界活动有重新调整的态势。4 月 10 日，日本商界

果敢同盟军，而实力排名各民地武之首、拥有 3 万

领导人代表团在雅加达东盟秘书处所在地拜见了东

名武装人员的佤邦联合军也没有参加，这就让停火

盟秘书长黎良明，双方讨论了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机

的范围受到了很大局限。在此前的和谈中，缅甸政

会。日本大型公司的 20 多位高层管理者参与日本商

府先与其他各派达成停火协议，而后开始集中力量

业协会（经团联）的组团访问 85。

打击克钦独立军，实施各个击破的战略，取得了一
定的战果，但也给外界造成了言而无信的印象。对

东盟方面向日本商界代表们强调到 2015 年底，

于此次和谈，部分民地武领导人认为中央政府又在

东盟将提供巨大的市场机会，东盟成员国不仅有 6.25

故伎重演，试图稳住其他人，先解决克钦和果敢。

亿人口，而且有六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即便目前停火草案已经达成，但它也仅仅是一个框

的贸易伙伴，RCEP 涉及人口 33 亿人口，占全球

架性文件，之后的内容和细节能否得到顾虑重重的

GDP 的三分之一。黎良明敦促日本代表团注意东盟

83

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的首肯还是未知数 。
84

Min Aung Hla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n_Aung_Hlaing

85

ASEAN, Japanese Business Leaders Seek to Spur Economic Ties,

10 April 2015, http://www.asean.org/news/asean-secretariat-news/
83

汤先营：“缅甸冲突有望停火”，载于《光明日报》，2015-4-2，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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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asean-japanese-business-leaders-seek-to-spur-economicties

图表 31：日本 - 东盟贸易和投资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数据，安邦整理

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投资机会，以此提高东盟互联

图表 32：日本商界代表团与东盟方讨论合作

互通，包括运输、通讯、电力、港口、水和卫生设施，

（2015 年 4 月 10 日，印尼雅加达）

这些需要每年投入 600 亿美元资金——直到 2020 年，
特别是东盟已经着手形成 PPP 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在今年底即实现经济一体
化，其中互联互通是多年来准备的重要目标，然而，
需求巨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如果以 2015 年至 2020
年这一后共同体时期的五年规划计算，每年 600 亿
美元投入，五年共需 3000 亿美元的互联互通建设资
金。这样庞大的数额是亚投行 1000 亿美元筹资的 3
倍。可见，东盟向日本展示这一机会，是对日本投
资的热切期望。
日本方面则表达了对东盟各项倡议的兴趣，例
如自贸区（FTAs），包括 RCEP、东盟互联互通和
东盟 2015 年实现共同体后的前景。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官网（http://www.asean.org/news/
asean-secretariat-news/item/asean-japanese-businessleaders-seek-to-spur-economic-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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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东盟的有关统计，东盟 - 日本间的双向贸

所谓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

易从 2003 年的 1000 亿美元快速提升至 2013 年的

克斯坦三国组成的经济联盟。其前身是欧亚经济共

2400 亿美元，占东盟总的双向贸易的 10%。同时，

同体。更早可追溯到 1996 年独立国家联合体（CIS）

东盟从日本的外资流入在过去十年间增加了 10 倍，

的成员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

2003 年是 20 亿美元，2013 年为 230 亿美元，这一

斯斯坦所签订的关税同盟，随后独联体国家相继加

数额占东盟总外资流入的 19%。

入。之后，欧亚经济共同体完成使命，并于 2015 年
1 月 1 日成为欧亚经济联盟 87。

日本经团联是一个综合经济组织，有 1309 家有
代表性的公司参加，112 家全国范围的产业协会，47

图表 33：俄罗斯总理访越，主要谈建立自贸区事项

家地区经济组织。代表了日本大型商业企业的声音，
目标是贡献于日本和全球的经济增长。
上述有四项重要信息值得我们关注：一是东盟
方面呼吁和邀请日本企业对广泛的基础设施领域投
资，这表明了东盟对日本企业的信任；二是日本大
企业积极参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建设，走在布阵东盟
的前沿；三是日本对东盟投资几乎占东盟吸引外资
总额的五分之一，对东盟国家来说，日本资金的投
入可谓贡献巨大；四是 RCEP 基本是以东盟为主导
的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日本对 RCEP 的兴趣，
事实上反映了日本期望在这一区域合作关系中取得

资料来源：新华网

重要影响力的倾向。
在越南访问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指出，
“目前仅剩工业加工和提供服务方面的问题需要
讨论 88。这份文件将成为欧亚经济联盟与第三国签

越南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有

署的首份协议。从实质来说，越南将获得进入包括

深层意义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Vietnam Will
Set up FTA
在东南亚国家中，一直与俄罗斯走得最近的是
越南（苏联时期即如此）。长期以来双方的合作包
括军事和经贸多个方面，近年更有合作具体化和增
强化的趋势。2015 年 4 月 5 日，俄罗斯政府网站称，

俄罗斯和伙伴国居民在内的市场，这实际上要多出
4000 万人口”89。
他还称，“有关设立自贸区谈判，还需讨论“包
括工业加工方面在内的投资项目，以使我们公司能
够在越南经济条件下顺利工作。此外，还有与提供
服务相关的若干问题”。

欧亚经济联盟和越南就签署自由贸易区协议的谈判

事实上，不仅越南保持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

86

已接近尾声，俄方希望尽快完成相关谈判 。
87

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2014-5-

29，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5_29_233687.shtml
86

梅德韦杰夫说欧亚经济联盟和越南自贸区协议谈判接近尾声，

2015-4-5，http://news.ifeng.com/a/20150405/43489056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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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同上

89

同上

俄罗斯近年也将更多目光投向亚太地区，其中在东

图表 35：越军基洛级潜艇母港风景独好

南亚就是加强以越南为主要伙伴的多方面合作。双
方深化关系的意愿非常强烈，俄罗斯方面分析称，
这次谈判及协议很可能成为欧亚经济联盟与单个国
家就建立自贸区签署的首份协议 90。
图表 34：俄白哈三国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
所涉范围（红色所示）

资料来源：环球时报，http://mil.huanqiu.com/
observation/2015-03/6056099.html?from=mobile

上述信息表明，越南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
资料来源：观察者，http://www.guancha.cn/

区将更加有利于与有关国家构建多层合作渠道，尤

Neighbors/2014_05_29_233687.shtml

其是与俄罗斯。双方在经贸方面存在很强互补关系，
越南有丰富的劳力，初端制造业发展较快，而俄罗
斯的丰富资源对越南的快速发展有益，俄罗斯的军

同时，越南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也非常密切，

事技术和装备也是越南所急需。同时，战略及军事

例如，2009 年越南与俄罗斯签署“基洛”级潜艇采

合作也是双方应对中国所迫切需要的。我们仍将进

购协议，总额超过 20 亿美元，并全部用越南战略要

一步关注和研究俄越关系的发展情况。

地来命名，分别是“河内”号、“胡志明”号、“海
防”号、“庆和”号、“岘港”号和“巴地头顿”号，
可见越南海军对潜艇部队寄予的厚望 91，而且，负责
操作和指挥的潜艇官兵在俄罗斯受训 92。俄军工综
合体新闻网表示，越南潜艇全部配备有“俱乐部 -S”
巡航导弹，后者 280 公里的射程理论上能打到中国
南海舰队司令部所在的广东湛江市。海南岛的中国
海军基地同样在越南潜艇所配导弹的射程之内 93。

90

同上

91

美媒称越南潜艇将成中国噩梦 或改变南海平衡，

2015-3-31，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5-03/6056099.
html?from=mobile
92

同上

9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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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项目与合作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中国 - 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 (2)
China-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2)

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机构 (2013)
地理交通
苏州工业园区位于苏州古城区东部，以发达的
高速公路、铁路、水路及航空网与世界各主要城市
相连 94。
轨道交通 20 分钟到达上海、60 分钟到达南京，
与沪、宁、杭融入同城轨道化生活。
在苏州市新制定的城市总体设计中，明确了苏
州工业园区在“双城双片区”格局中的“苏州新城”
地位，即把园区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总部经
济和商务文化活动中心之一。

94

中 国 - 新 加 坡 苏 州 工 业 园 区，http://www.sipac.gov.cn/zjyq/

dljt/201107/t20110708_1036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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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
苏州工业园区总规划面积 288 平方公里，其中
中新合作区 80 平方公里。
6 个转型发展主阵地
01. 独墅湖科教创新区
02. 金鸡湖中央商务区
03. 中新生态科技城
04. 综合保税区
05. 三期高新产业区
06. 阳澄湖生态旅游度假区

图表 36：苏州工业园区地理交通情况

图表 37：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图

资料来源：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官网，

资料来源：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官网，

http://www.sipac.gov.cn

http://www.sipa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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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缅甸：若开邦的政治

府和若开邦承认的罗兴亚人。国际上趋向于将若开

Myanmar: The Politics of Rakhine State

族一概视为暴力极端主义分子，而忽略族群内存在
的多种观点、忽视若开族本身也是一个长期受压迫
的少数民族这一事实、并且很少试图去理解他们的

Asia Report N° 261 | 22 October 2014

想法和顾虑。这样的态度显然于事无补，因为其强
执行摘要

化了若开族四面受敌的心态，并且将复杂现实简单

若开邦当下情势混杂了一系列恶性因素，其中
包括根源深长的中央政府与边陲地区的紧张关系、
针对穆斯林少数族裔的社群间及宗教间的严重冲突、

模糊化，而对这一现实的准确把握是寻求可持续解
决方案的必要条件。
与缅甸其他少数民族类似，若开族人的积怨源

以及极端贫困和发展欠缺。这引发了 2012 年的大规

于长期遭受政府歧视、对本民族事务缺乏政治控制、

模暴力事件以及随后爆发的零星冲突。政治气氛已

经济边缘化、人权受侵犯以及在语言和文化表达上

然处于高温状态，并可能随着缅甸 2015 年底全国大

受到的限制。然而若开族人积累了数十年的怨愤已

选的逼近而继续升高。若开邦的形势对缅甸政治转

经开始变形。自从向新政府的转型以来，在重建社

型的整体成功形成了重大威胁，并在政府亟需国际

区和重新树立民族身份的过程中，许多若开族人日

支持和投资之际，使其声誉严重受损。制定任何政

益将人口数量对比视为最直接和明显的威胁，并由

策方案的前提是意识到任何简单办法或者快捷途径

此担心将在自己本邦中成为少数民族。且不论有理

是不存在的。若开邦所面临的问题根源于数十年的

与否，此类担忧在若开族社群中无疑十分强烈。

武装暴力、威权统治以及国家——社会冲突。这场
危机已经波及全邦以及其中的所有社群。化解危机

多年来，穆斯林社群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被日

需要一个持续和多角度的解决方案，并需要在过渡

益边缘化，而罗兴亚人受害尤甚。很多人长期得不

95

时期提供至关重要的人道主义和保护性干预 。

到完整的公民权利，致使生存手段和生活水平严重

受损。目前有人正试图通过立法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对若开邦局势的失败处理将会造成全国性影响。 此举可能成为导火索。罗兴亚人视公民身份为仅存
缅甸正在将自身重塑为一个与各少数民族和平相处、 的与政治的联系纽带和影响政治的手段，失去了公
尊重多元化的更加开放的社会，狭隘且歧视性民粹

民权，他们很可能得出政治大门已经关闭的结论，

主义的萌芽将会成长为巨大祸根，为政治解决数十

并可能由此走向非暴力反抗，甚至有组织暴力的路
年武装冲突，包括建立一个联邦国家，造成严重困难。 径。
若开邦最大的族群是信奉佛教的若开族，穆斯

缅甸政府当下应对方案的核心包括一个核实无

林在少数民族中为数不少，其中包括得不到缅甸政

身份证明的穆斯林的公民身份的试点项目，以及一
个在更大范围内应对政治、安全和发展问题的“行
动计划”，但两者都存在严重问题。政府和若开族

95

国 际 危 机 组 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http://www.

crisisgroup.org/en/regions/asia/south-east-asia/myanmar/261myanmar-the-politics-of-rakhine-state.aspx?alt_lang=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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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区拒绝使用“罗兴亚人”这个名称，罗兴亚人

同样强烈地反对“孟加拉人”这个称呼，这成了一

势群体提供亟需的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这可能会

个死结。这一问题还未得到解决，对穆斯林人的公

持续数年。同样关键的是解决若开邦所有社群都面

民身份核实项目就已经开始进行，大部分罗兴亚人

临的长期贫穷和欠发展问题，公平和有针对性的村

可能采取抵制。

级社区发展项目尤为重要。

行动计划设想将被授予公民权的人迁移到新的

仰光 / 布鲁塞尔，2014 年 10 月 22 日

定居点，而非返回他们原本的家园，此举有可能会
强化种族隔离。那些被确定为非公民，或拒不接受
核实的人，可能会在达成解决方案前不得不暂居营
地，这实际上可能会是很长时间。另外，许多穆斯
林可能会被赋予入籍公民身份，因此得不到完整公
民身份所具有的保障和多项权利。
公民身份本身并不能自动提升穆斯林人口的权
利。卡曼族的困境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他们从出生
就拥有完整公民身份，而且其土著群体身份也获得
了承认，但是由于他们的伊斯兰信仰，许多人被限
制在难民营中，没有自由迁徙或返回家园的可能。
由此可见，公民身份是改善权利的必要条件，而非
充分条件。终结包括迁徙限制在内的歧视政策，改
善安全环境与加强法治也同样必不可少。
若开族佛教徒和穆斯林社区的需求与期望很可
能无法调和，缅甸政府因此面临重大挑战。在此环
境下，必须在保护穆斯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同时，
寻求缓解若开族担忧的途径。打击极端主义思想和
仇恨言论的努力也同样重要，否则当下任意表达仇
恨观点并据此行动而不受惩罚的大环境将无法得到
改善。暴力的倡导者和实施者必须被及时抓捕归案，
这在目前很少发生。及时执法不仅能维护正义，还
有助于政治稳定和提升实现和平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政治解决方案可能不会立竿见影，即便如此也
不能无所作为。危机的解决不仅对若开邦，而且对
全缅甸都至关重要。防止极端主义暴力需要立即启
动有公信力的程序，向若开族和穆斯林社区证明政
治道路是存在的。更广泛地说，除非缅甸成功地塑
造新的国家认同感，以包容这个国家极具多元化的
文化、种族和宗教，否则就与全国范围的和平与稳
定继续无缘。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必须继续向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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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东盟中心
APPENDIX A

ABOUT ASEAN-CHINA CENTRE (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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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CHINA-ASEA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UND (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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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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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ANBOUND CONSULTING (AN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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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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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DISCLAIMER

本报告信息均来源于联合主办方认为可信的市场公开资料，但联合主办方对所引用信息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明示或
暗示的承诺或保证。本报告的内容、观点、分析和结论仅供参考，不代表任何政治倾向，联合主办方不承担任何第三方因使用本报告
及信息时之作为或不作为某项行动而产生的（无论是直接、间接或随之而来的其他事项）任何责任。
如果需要征求具体建议或希望获取本报告所提及内容的更多信息，请您按本报告封底所示的联系方式直接咨询服务。
© 2015 中国 - 东盟中心、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安邦咨询。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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