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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日本加快步伐，打造与东盟的“新蜜月期”

Japan’s Push for “New Wave” of Cooperation with 
ASEAN

2015 年 6 月 22 日到 24 日，日本与东盟十国高

级官员在柬埔寨金边举行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就

是要探索双方新的合作机遇 1，以便拟定日本 - 东盟

未来五到十年的合作方向。在面临中国日益扩大的

影响力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为该目标已采取了许多

措施。

图表 1：东盟五大商品贸易伙伴总价值
（2003 - 2013）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东盟秘书处数据库信息制作

在 2013 年 12 月庆祝双边关系 40 周年之后，安

倍首相又于去年 11 月中旬重申了日本的决心，要落

实双方在《东盟 - 日本友好合作愿景声明》以及《东

盟 - 日本纪念首脑会议联合声明》中所达成的一系

1　ASEAN,	Japan	reaffirm	closer	ties,	 东 盟 秘 书 处 新 闻 ,	2015-6-

24,	http://www.asean.org/news/item/asean-japan-reaffirm-closer-

ties?category_id=27

列共识 2。从各领域来看，双方达成的共识较多，但

基本可被归为两大层面：一、维持与东盟的密切经

济关系；二、开辟与东盟的新合作领域。

图表 2：东盟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五大来源国
（2005 - 2013）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报告和数据库）

在维持与东盟的密切经济关系方面，双方共同

认为，经济是最主要的合作领域。为了延续双边的

良好经济关系，日本将继续在《东盟 - 日本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的框架内，加强双边商品贸易和外商

直接投资（FDI）。为此，安倍政府将按照以往日本

政权的目标，来推进经济关系。具体来说，日本将

继续维持 2022 年把双边货贸总价值和在东盟地区的

FDI 流量提升到两倍（以 2012 年为起点）的目标。

2　17th	Japan-ASEAN	Summit	Meeting,	日本外务省网站 ,	2014-11-

12,	http://www.mofa.go.jp/a_o/rp/page3e_000260.html，其实，日本并

非没有它的一套战略。早在2013年，通过日本-东盟一体化基金（JAIF）

的赞助，日本国际交流中心（JCIE）集合了日本与东盟十国的学者和智

库高级研究员，对后 2015 年的双边关系进行研究，提出建议并写成一份

报告。名为《东盟 - 日本战略伙伴关系：民主，和平和繁荣的东南亚》.	

该研究组提出几项建议，其中包括与东盟建立 2+2（外交部长和防卫 / 防

务部长）机制以及成立日本 - 东盟智库 .	其报告可以在 JCIE 网站获得 :	

http://www.jcie.or.jp/books/abstracts/A/asean-japan-partnersh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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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趋势来看，该目标实现的可能很高。如

图表 1 所示，从 2003 年到 2013 年的十年之间，日

本与东盟的货贸总价值翻了两倍多，由美元 1,134

亿增加到美元 2,408 亿。除了中国和欧盟之外，日本

是东盟的第三大货贸易伙伴。该国依然保持东盟五

大货贸易伙伴的地位。同时，如图表 2 显示，日本

是东盟地区 FDI 的第二大来源国。在短短八年之间，

日本在东盟的投资额增加了三倍多，由 2005 年的美

元 66 亿上到美元 218 亿。值得一提的是，从 2009

年到 2013 年，日本在东盟的 FDI 高速增长，差不多

达到东盟最大的 FDI 来源——欧盟的水平。所以，

如国按照这两个趋势来分析，日本绝对有可能达到

它与东盟所预期的 2022 年目标。

近年来，日本与东盟的服贸谈判也在进行当

中 3。我们估计双方将很快地达成某种协议（虽然其

协定不会是高标准协定）。有了服贸和货贸的共识，

双方贸易将更加自由化，这必定会促进东盟的《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简称 RCEP）目标。

整体来说，这些举措都有战略性的意义。如前所述，

在面临中国在东盟的强大竞争，日本需要以这些实

际的经济“优惠”来吸引东盟各国，进一步维持它

在本地区的关联性，重要性和影响力。

在开辟新合作领域层面，安倍政府将以官方开

发援助（ODA）和其它新旧基金（如日本 - 东盟

一体化基金 2.0）来资助东盟的“软设施”建设。

根据安倍所倡导的“以民为本”的投资原则，日本

政府将在新领域投入更多的经费，包括人力、物

力、知识和科技。为了协助东盟达到全民健康保险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目标，日本政府将在

五年内为 8000 名东盟公民提供培训以及医疗教育机

会；而直到 2014 年年底，250 名东盟灾害管理和救

护人员也顺利完成日方的赈灾培训 4。再者，东盟电

影也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亮相。今年 8 月底，JAIF 赞

助东盟创意企业家（Creativepreneur）大赛，让年轻

3　同上

4　同上

人获得宝贵平台来展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5。当然，

这些只是日本在东盟的一部分项目而已。

“硬设施”也是安倍政府要投入的方面。但是，

与以往不同的是，所投入的资金必须用在《双边战

略经济合作路线图》所确定的新领域或从未开发过

的领域，例如中小企业、信息和通信技术、旅游和

绿色环保 6。在这一点上，虽然具体的工程和项目有

待商讨，但日本将通过亚洲开发银行（ADB）支付

安倍所承诺的 1100 亿美元援助（东盟是主要的受益

者）7。与维持密切经济关系一样，开辟新合作领域

将使日本有机会扮演一个较为另类和引领潮流的角

色 8。

与以往的日本政权相比，东盟对日本的重要性

在安倍政府时期却显得更加突出。这也意味着日本

已把东盟作为它的“另一个后院”。因此，日本在

东盟事务中的积极参与必然是未来的新常态。而中

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尤其需要密切关注此态势。

5　ASEAN	Welcomes	 its	Creative	Youth	 to	Creative	 Industry	Fair,	

东 盟 秘 书 处 网 站 ,	2015-7-3,	http://www.asean.org/news/asean-

secretariat-news/item/asean-welcome-its-creative-youth-to-

creative-industry-fair

6　该路线图可以在日本经济产业省网站获得 :	http://www.meti.go.jp/

policy/trade_policy/east_asia/dl/AJ_10year_SEC_Roadmap.pdf

7　ASEAN,	Japan	reaffirm	closer	ties,	东盟秘书处新闻 .	据东盟秘书处的

消息 ,	东盟是日本最新援助的主要的受益者 .

8　因很多东盟伙伴国都没有日本对东盟援助那样的广泛和深度，日方希

望可以在这方面领先其它国家 .	该国在东盟的影响力也为此得以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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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作为亚投行的东盟总部：前景如何？

The Prospect of Singapore Hosting AIIB’s 
Regional Headquarter

2015 年 6 月 29 日，新加坡与其它 49 个成员国

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协议条款

（Articles of Agreement）9。同时，新加坡总代表，

高级政务财政和交通部长杨莉明（Josephine Teo）

透露，新加坡将根据该条款向亚投行贡献 2.5 亿美元。

在未来的五年里，新加坡政府将每年支付 1,000 万

美元，直到付完5,000万美元为止。而剩下的2亿美元，

新加坡只会在特殊或紧急情况下才付这笔资金 10。 

在整个亚投行的谈判过程中，新加坡表现了积

极的态度。虽然该国是个小国，但新加坡方面的果

断处理方式的确令人敬佩。当然，新加坡是按国家

的利益而执行的。在此，我们要问的是：新加坡有

可能成为亚投行在东盟地区的总部吗？该国在这个

方面的前景又如何呢？

在解答这些疑问之前，我们认为新加坡有三个

优势是值得大家关注的。第一、新加坡已经是国际

金融中心。虽然该国还没有一个多边基础设施的融

资系统，但它已经有了一个大环境来支撑这方面的

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国际（私人）银行

已在亚洲地区参与资助了 70% 的基础设施项目 11。

所以，新加坡完全有经验，参与健全 / 完善法律和

9　Singapore	signs	AIIB	agreement,	plans	 to	contribute	S$338m,	

亚 洲 新 闻 频 道（Channel	NewsAsia）,	2015-6-29,	http://www.

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singapore-signs-aiib/1947402.

html

10　同上

11　Singapore	can	play	a	key	role	in	AIIB,	AsiaOne	Singapore,	2015-7-

4,	http://business.asiaone.com/news/singapore-can-play-key-role-

aiib

监管系统来支持 / 资助庞大的基础设施工程。

图表 3：在新加坡的重要智库和国际组织名单

资料来源：亚欧基金会（ASEF）新闻

再说，新加坡是东南亚顶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

心。因此，如果新加坡能设立亚投行的东盟总部，

此举必定有利于人民币国家化进程。在新加坡方面

来看，该国也希望能借助亚投行的东盟总部地位，

来组合所有的优势（如前所述的各项优势），最终

建立起一个跨政府的基础设施融资系统。只有这样，

新加坡才能从私人（或民间）融资中心升级为多边

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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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中心，继续领先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例如香

港）12。

第二、如日本媒体所称，新加坡是“智库之国”。

与其它政策一样，怎样才能领先于其他国家是新加

坡多年以来的重要考量。也正因如此，经过多年的

努力，新加坡不但已成为许多国际组织的总部，它

也拥有了庞大和多元的知识层以及专家库。正如以

下图表所显示，新加坡一共有 21 间重要智库和国际

组织。顶尖大学也有 3 间。

在 金 融 业 方 面，资 产 管 理 研 究 与 投 资 中 心

（CAMRI）、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的

商学院都有专家们来咨询关于基础设施的融资项目。

在经济、国际法律、地区管理、国际关系、政治、

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方面，新加坡都有不同的智库

和国际机构来进行有关工作。如再加上私人研究所

和咨询公司，那么新加坡所涉及的人才就更多了。

再者，新加坡“智库之国”的名誉也将在未来吸引

更多人才到亚投行服务。这对亚投行的壮大将起正

面作用。所以，就人才而言，让亚投行的东盟总部

设立在新加坡是最好不过的。

三、一个活跃的新加坡也是中国、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所欢迎的。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将参与亚

投行的建设，但它们依然对该机构的透明度、融资

标准以及工程的选择等，存有疑虑。而新加坡恰恰

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作用。新加坡的积极参与可以减

少发达国家的忧虑，尤其是当 AIIB 的东盟总部若设

立在该国的话更将如此。在此，新加坡政府可以把

本国的顶尖管理模式、透明作风和完善的法律及监

管制度，引进到亚投行的框架中。

同时，新加坡是中国的密切经济伙伴，而前者

也是发展中国家所尊重的东盟国家。所以，在新加

坡设立亚投行的东盟总部可以鼓励该国更加积极地

参与 AIIB 的事务。与此同时，新加坡的积极参与对

平衡各阵营的实力，也将发挥正面作用。

12　在新加坡政府的角度来说，该国最终的目标是要领先于其它竞争者，

而不仅仅作为主要金融中心之一 .

整体来说，新加坡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以外的

亚投行地区总部。因有前述言及的三个优势，该国

才能在这么多亚洲国家当中，脱颖而出。所以，新

加坡的前景尤为乐观。

柬埔寨税收体制改善	上半年税收 7亿美元

Cambodia’s Tax Revenue Accounts for USD$ 700 
Million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根据柬埔寨税务总局的数据，2015 年前 6 个月，

柬埔寨的税收价值总额达 7 亿 0675 万美元，同比增

长了 38.53%13。

柬埔寨税务总局总监关威宝（Kong Vibol）表示，

在今年上半年里，柬埔寨全国税收已完成了今年全

年计划的 60.67%14。

图表 4：柬埔寨税务总局

资料来源：The Phnom Penh Post

不过，据关威宝的说法，2015 年的下半年开

始步入淡季，税收将会减少。柬埔寨独立经济学家

Srey Chanthy 认为，造成税收淡季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政府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即宣布税收。至于今年的

13　上半年税收约 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53%,	2015-7-8,	http://

www.camsinchew.com/node/41828?tid=5

14　同上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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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比去年的同比增加，Srey Chanthy 则认为是因

为 2013 年全国选举之后，外国援助者与反对党施加

的压力，让该国税收体制有所改善，而且当局也更

换了表现并不良好的相关官员 15。

这些税收的来源包括了增值税、所得税、房地

产税等。柬埔寨政府的预算来源则主要来自于进出

口产品的关税。

之前，柬埔寨在今年第一季的税收为 3 亿 2342

万美元，同比增长 48%。根据有关数据，2015 年前

3 个月，所获取的利润税、薪俸税、增值税和特别税

有所增长 16。

同时，柬埔寨开始采取较为严肃的行动，对付

逃税的企业。较早前，柬埔寨税务总局曾表示将会

对逃税的企业发出警告，如果相关企业忽视税务总

局的警告，将会受到财产充公、银行现金冻结，甚

至是被带上法庭等处置。

除了逃税者，税务总局在今年 6 月也声称将会

在媒体上公布延迟交税者的名单 17。

自 2014 年 10 月开始，柬埔寨当局即把计税工

资从 500,000 瑞尔（约 760 人民币）调整至 800,000

瑞尔（1215 人民币）；据柬埔寨总理洪森说，这项

调整将会让该国减少约 1000 万美元 18。

在 2014 年里，柬埔寨税务总局的税收总值超

过 10.6 亿美元，与 2013 年相比共增加了 17.7%。在

进出口税方面，2014 年的税收则达到 13.4 亿美元，

15　Tax	revenues	maintain	positive	trend	 in	2015	,	2015-7-8,	http://

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tax-revenues-maintain-

positive-trend-2015

16　Tax	Revenue	Up	48%	 in	First	Quarter,	 2015-04-29,	https://

www.cambodiadaily.com/business/tax-revenue-up-48-in-first-

quarter-82869/

17　GDT	threatens	to	publicly	shame	late	payers,	2015-06-05,	http://

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gdt-threatens-publicly-shame-

late-payers

18　Gov’t	collects	$300M	in	taxes	in	1st	quarter,	2015-04-29,	http://

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govt-collects-300m-taxes-1st-

quarter

2013 的则是 10 亿美元 19。

由此可见，柬埔寨的税收情况不仅取决于税制

管理，也涉及到其他多项经济政策的改进效果。

缅甸建议最低工资为 3,600 缅元

Myanmar Suggests Minimum Wage to be 3,600 
Kyat

缅甸全国最低工资委员会在 2015 年 6 月 29 日

提议，把该国最低工资设置为在八个小时的工作日，

每日为 3,600 缅元（约 19.75 人民币）。如果这项提

议获得批准，缅甸全国除了部分小型以及家庭企业

以外的各行业将落实这次所定下的最低工资 20。

缅甸各机构与个人有两个星期的期限，在落实

最低工资之前提交相关意见与反馈，之后各邦以及

区部的工资委员会审查所获取的意见，在 30 天内呈

交给国家委员会。

图表 5：仰光一家鞋厂的工人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

资料来源：The Irrawaddy

19　同上

20　3,600	Kyat	Daily	Minimum	Wage	Proposed	 for	All	 Sectors,	

2015-06-30,	http://www.irrawaddy.org/business/3600-kyat-daily-

minimum-wage-proposed-for-all-secto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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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全国最低工资委员会与政府、企业、劳

工相关者召开会议，在 6 月 29 日算起 60 天之内达

成最终协议。一旦这次所建议的最低工资获得委员

会以及缅甸联邦政府的批准，最低工资将即刻被落

实。不过这项工资将会在落实后的两年之内再度评

估与调整。

缅甸国会在 2013 年即通过了《最低工资法》，

为全国各行各业确立最低工资厘定框架，但是至今

尚不能规定出国民最低工资。

根据劳工、就业与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杜温莫吞

（Daw Win Maw Tun）所透露的信息，新制定的国

民最低工资标准规定，雇主和员工签署聘用合同时，

必须加入员工在试用期阶段应获得 75% 的最低工资

的条款 21。

现今缅甸大多数工厂工人要求日均最低工资定

为 3000 缅元至 6000 缅元；在 2014 年里，雇主与工

人之间的纠纷案件共计 232 起，其中仅多省工厂与

劳工法检查局即处理了 188 起，为工人重新领取 1.69

亿缅元的补偿金 22。

全国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建议，料将获得多方的

批评；劳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而部分行业的工厂

雇主则认为已经过高，他们指出委员会所建议的工

资会导致他们的成本上涨、业务难以为继。

其中一个反对这次委员会所建议的工资的行业

是服装业。共有150名缅甸服装制造商协会（Myanmar 

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MGMA）即表示

不赞同，同时建议 2, 500 缅元为最低工资的日资。

缅甸服装制造商协会的成员以外国人为主，主

要是韩国人以及中国人，以及少量缅甸人；韩国以

及中国业者的代表警告说一旦所建议的最低工资落

21　政府新制定国民最低工资标准：员工试用期工资不得低于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75%,	2015-07-01,	http://www.mmgpmedia.com/

business/10493- 政府新制定国民最低工资标准：员工试用期工资不得低

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75

22　同上

实之后，他们的工厂可能在今年 9 月倒闭 23。

另一方面，缅甸贸易代表，包括了缅甸工会联

合会（Myanmar Trade Union Federation , MTUF）则

表示最低工资应该尽快落实，以避免掠夺式投资对

各行业造成伤害 24。

老挝第四次发行泰铢债券

Laos Plans Fourth Baht Bond Issue

老挝只有四家上市的股票，也没有在国内上市

交易的债券，因此常被国际投资者所忽略。不过，

过去两年来老挝正致力发展经济，也与泰国在金融、

投资方面开展较多的合作，目前，老挝正在准备在

泰国再度发行泰铢债券，也是老挝所发行的最大债

券 25。

这是第四次老挝所发行的泰铢债券，价值达

120 亿泰铢（约 21.79 亿人民币），比之前三次债

券综合起来更高，同时这个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所

发行的债券已被泰国第一家资信评级机构——泰国

评级和信息服务公司（Thai Rating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TRIS Co. Ltd）——评级为 BBB+ 级，即

投资级 26。这次老挝所发行的 10 年期债券也被视为

是老挝向保险公司和合作社开放投资机会的一大举

措。

这次所发行的大多数债券的期限是 5 年或 10 年，

而 3 年期的债券占总数的 10％，票面利率则在 3.5％

23　Garment	 Industry	Rejects	Minimum	Wage	Proposal,	2015-07-

03,	http://www.irrawaddy.org/business/garment-industry-rejects-

minimum-wage-proposal.html

24　同上

25　Laos	extends	baht	bond	curve	via	private	placement,	2015-6-25,	

http://www.globalcapital.com/article/s52nhj0tkgx6/laos-extends-baht-

bond-curve-via-private-placement

26　Laos	plans	 fourth	baht	bond	 issue,	2015-6-22,	http://www.

bangkokpost.com/business/news/599600/laos-plans-fourth-baht-

bond-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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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5％的范围之内 27。

图表 6：EDL-Gen 公司的标志（EDL-Gen 为电力公
司，是第一家在泰国发行公司债券的老挝上市公司）

资料来源：http://www.laosinvestmentreview.com/

此次项目的牵头银行共有五家，分别是泰华农

民银行（Kasikorn Bank）、泰纳昌银行（Thanachart 

Bank）、泰京银行（Krung Thai Bank）、大城银行（Bank 

of Ayudhya）以及泰国军人银行（TMB Bank）。

与以往把资金专注于投资融资公共事业和基础

设施相关项目不同的是，这次老挝政府将会利用债

券的资金投资于回酬高的能源和教育领域的项目。

老挝在 2013 年第一次加入债券市场，当时该国

发行了 3 年债券，价值 15 亿泰铢。随后，老挝还发

行了价值 30 亿泰铢和 50 亿泰铢的债券 28。

老挝这次所发行的债券的价值远超过之前，显

示出该国在债券方面越来越充满信心，也意味着尽

管面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竞争，但老挝对泰国的

资本市场有潜能成为东盟地区的金融中心感到有信

心。

27　同上

28　同上

老挝是首个在泰国证券交易所发行债券的区域

国家；除了老挝，泰国也希望其他周边国家能在泰

国以泰铢形式发行债券。今年 4 月，泰国财政部长

颂迈（Sommai Phasee）即表示希望柬埔寨、缅甸和

越南在泰国发行以泰铢计价的债券，不过其中，例

如柬埔寨，则表示国家相关法律尚未成熟，政府也

尚不允许在国外发行债券 29。

马来西亚吸引外资能力：依靠外在高排名，

还是改善国内情绪？

Malaysia’s Foreign Investment: Rely on External 
High Ranking, or Elevate the Domestic Sentiment?

尽管马来西亚在今年上半年笼罩在一个马来西

亚发展机构（1MDB）的负面课题下，但从近期国

外媒体与研究机构出炉的数据来看，马来西亚依然

在吸引外资能力以及政府效率这两项排名中名列前

茅。加上信贷评级机构惠誉（Fitch）重新将马来西

亚的信贷评级前景调至“稳定”，这些高排名是否

能真正激活外来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信心，或许仍

有待时间的考验。

图表 7：2015 年基准盈利能力指数

资料来源：外交政策杂志

29　泰国财长颂迈希望柬埔寨发行泰铢债券 ,	2015-4-29,	http://www.

jinbianwanbao.com/List.asp?ID=1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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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公布

的 2015 年基准盈利能力指数（Baseline Profitability 

Index），马来西亚在 110 个国家中位居第 6，较

2014 年的第 11 位上升 5 个排名 30。同时，世界经济

论坛（WEF）网页的近期撰文中也指出，马来西亚

在 144 个国家政府效率排行榜中名列最佳效率的第

8 位 31。

图表 8：世界经济论坛最佳政府效率的 10 大排名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而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MITI）发布

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马来西亚共吸引外

资 100 亿令吉（约合 27 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

17.4%32。该部门表示，这符合国家政策的发展，即

鼓励国内投资项目来刺激国内经济成长。2014 年全

年，马来西亚共吸引 646 亿令吉的外来投资，占整

30　Where	to	 Invest	Around	the	World,	2015	Edition，2015-6-25，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6/25/where-to-invest-around-the-

world-2015-edition-bpi-baseline-profitability-index/

31　Which	 countr ies	 have	 the	most	 -	 and	 least	 -	 eff icient	

governments?，2015-7-13，https://agenda.weforum.org/2015/07/

efficient-government/

32　Malaysia	Registers	RM57.4	Billion	Of	 Investments	 In	Q1	2015，

http://www.mida.gov.my/env3/uploads/PerformanceReport/2015/

Media_release_Jan_March_2015.pdf

体的 27.4%33。

然而，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美国潜

在的升息举动，可以看出近几个月来，马来西亚并

没有出现任何大型的外来投资项目。其中，柔佛依

斯干达特区房地产市场供应过剩，以及马来西亚股

市出现持续性的外资撤资潮，都似乎在预示着外来

投资者的热情出现冷却。与此同时，一马机构债务

疑云所引发的负面情绪，也逐步让投资者对马来西

亚的局势产生却步的态度。

越南放宽外国人购买房产限制

Vietnam Relaxes Rules on Foreign Ownership of 
Property

2011 至 2013 年期间，越南房地产价格下跌约

30%，坏账迅速上升，对银行业有很大的影响。为了

振兴地产业，越南在 2014 年 11 月通过了《住房法》

修正案，取消对外国人购房的诸多限制；允许购买房

产的外国机构、民众，包括投资基金、有合法签证的

外国人、在越经营的外国企业、越侨等不必受到多项

限制。这项改变于 2015 年 7 月 1 日生效 34。

越南在房地产方面作出的这项改变，实际上是

1980 年代改革开放、美国于 1994 年解除对越南的贸

易禁令之后的最新举动。经历过改革开放的越南成为

了低工资的制造业出口枢纽，也是国际零售商和其他

公司的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20 年来，越南的经济增长维持在 5% 至 10% 左右，

而其经济也呈现典型的“信贷驱动型”特征，每年有

高达 50％以上的信贷增长率。随着贷款大量流向房

地产领域，越南主要城市地区大兴土木，房地产业蓬

勃发展。但在 2010 年，越南房地产泡沫即开始破灭，

33　Investors	Confidence	Remains	High，http://www.mida.gov.my/

env3/uploads/PerformanceReport/2014/mediastatement2015mida.pdf

34　Foreigners	can	own	homes	 in	Vietnam	starting	next	July,	2014-

11-26,	http://www.thanhniennews.com/politics/foreigners-can-own-

homes-in-vietnam-starting-next-july-345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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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2013 年，整个越南房地产价格下跌了 30％。

受到外国购买者青睐的三个地区主要是河内与

胡志明市的城市中心、沿海度假区以及新兴的利基地

区。这些房产中，最昂贵的包括位于芽庄沿海地区、

价值 330 亿越南盾（约 940 万人民币）的五房别墅，

而越南的商业中心胡志明市也开始涌现了不少高端

住宅区 35。

图表 9：河内住户区

资料来源：http://www.worldpropertyjournal.com/

根据 2014 年 11 月通过的《住房法》修正案，拥

有赴越签证的外国人、外国投资基金、外资银行、外

企在越分支机构和代表处均可购买房屋，可购买公寓

和包含土地产权的别墅。外国人在越南购房只有 2 条

限制，一是房屋产权为 50 年，并非永久产权。二是

每人在一个公寓小区或一个坊级行政区划最多只能

拥有一套房屋，但外国人所购住房的面积和总套数不

受限制 36。

房地产业者普遍认为，越南放宽外国人购买房产

限制有助于市场反弹，但也同意对外国人在越购买房

35　Vietnam	relaxes	its	rules	on	foreign	ownership	of	property,	2015-

4-3,	http://www.ft.com/intl/cms/s/0/342226fc-d2e1-11e4-b7a8-

00144feab7de.html

36　允许外国人购房	越南《住房法》修正案将于 7 月 1 日生效 ,	2013-

3-25,	http://gb.cri.cn/42071/2015/03/25/8011s4912800.htm

屋的房屋产权、数量有着一定限制，如位于河内的北

山投资与发展股份公司（Bac Son Group）的总裁刘明

玉（Luu Minh Ngoc）就表示“如果（越南）政府没

有设定这些限制，大投资者或中国人就会把整个河内

买下了”37。

自 2009 年开始，在越外国人即获准购买房屋，

不过越南当局的官僚作风以及种种限制，导致只有少

数外国人在越南购买房屋，截至 2014 年 10 月，在越

南的约 80,000 外国人当中只有 100 人购置房屋 38。

维护文莱珊瑚区：提升渔获量与促进

生态旅游

Protect Brunei Coral Region: Improve Fishery 
Industry and Promote Eco-Tourism

珊瑚本身的脆弱程度、环境与季节变化的敏感，

加上人为因素的破坏，文莱珊瑚区正面临着被侵蚀

的危机。为了减缓珊瑚区所面临的破坏，文莱工业

部也多次强调将付诸行动去修复其珊瑚区，并对国

民与旅客宣导珊瑚区对自然生态以及经济发展的重

要性 39。

目前，全球共有 27% 的珊瑚种类已灭绝，而另

有 15% 的珊瑚正面临着濒临灭绝的趋势。尽管文莱

的海域相对狭小，仅有 50 平方公里的珊瑚群，但在

这范围内共有逾 410 种珊瑚，并为 711 类依赖珊瑚

生态生存的鱼类提供庇护 40。

世界资源研究所估计，从渔业、旅游业及珊瑚

37　Vietnam	to	allow	more	foreigners	to	buy	property	to	boost	stagnant	

market,	 2014-12-28,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11/28/

vietnam-property-idUSL3N0TH2AL20141128

38　同上

39　汶珊瑚区有效经营管理	每年可有 750 吨渔获，2015-7-13，http://

eunited.com.my/node/107514

40　Tak ing 	 Care 	 o f 	 Brune i’s	 Mar ine 	 Ecosystem，2015-

7-6，http:/ /m.bt.com.bn/news-national /2015/07/06/taking-

%E2%80%98care%E2%80%99-brunei%E2%80%99s-marine-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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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岸产生的保护左右价值计算，每公里珊瑚被破

坏，相等于面对13.7万美元至120万美元之间的损失。

而根据文莱工业与原资源部的估计，文莱境内的珊

瑚每年可为国家带来 600 万美元 41。同时，相关区域

若能取得有效管理，每年也能为文莱提供约 750 公

吨的渔获量。

图表 10：文莱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修复珊瑚区

资料来源：文莱时报

因此，对于促进文莱的经济多元化发展，维护

珊瑚区无疑将是必要的举措。在维护珊瑚区的过程

中，不仅将能提振文莱的渔业发展，同时也能带动

文莱的生态旅游发展。

以 2014 年文莱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言，渔

业贡献了 5980 万文莱元产值，仅占总体经济的 0.3%。

但从增长率而言，渔业在 2013 年与 2014 年分别增

长 6.1% 与 4.9%，是文莱各经济领域与项目中增长较

为稳健的。

总的来说，伴随着政府近期内积极与私人领域

对珊瑚区域采取救援与修复措施，相信文莱在渔业

41　Tak ing 	 Care 	 o f 	 Brune i’s	 Mar ine 	 Ecosystem，2015-

7-6，http:/ /m.bt.com.bn/news-national /2015/07/06/taking-

%E2%80%98care%E2%80%99-brunei%E2%80%99s-marine-

ecosystem

的发展将得到有效的增长。加上中国推动海上丝绸

之路海洋年的带动下，相信珊瑚区的亮丽景观也将

能吸引更多的旅客前来观光。

菲律宾陷入经济转型困境

Philippin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s Retarded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显示，过去几年的快

速发展并未让菲律宾脱离中低收入国家行列。截至

2014 年底，菲律宾国民人均收入为 2843 美元，与包

括孟加拉、缅甸、越南、印尼等国同被评为中低收

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对国民收入所做的划分显示，

人居收入介于 1046 至 4124 美元区间为中低收入国

家，人居收入介于 4128 至 12735 美元区间为中高收

入国家 42。

图表 11：2014 年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
组成部分与比例

资料来源：CIA World Factbook

近年来，相较于外部经济趋缓，菲律宾经济呈

现快速增长。自 2012 年至 2014 年间，菲律宾经济

分别以每年 6.8%、7.2%、6.1% 的速度增长，在东盟

区域内增长速度较快 43。然而，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

42　世行：菲律宾仍是中低收入国家，2015-7-7，http://finance.sina.

com.cn/roll/20150707/0833226098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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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geos/r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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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使得该国国民财富分配发生变化。受到经济结

构转型缓慢的影响，多余的农业人口无法向制造业

与服务业转移。截至 2014 年底，菲律宾国内仍旧有

30% 的劳动力为农业人口，其经济产值仅为国内经

济产值的 10%44。

图表 12：自 2008 年至 2015 年间菲律宾资产
价格走势图

资料来源：Trading Economics

在经济结构转型缓慢的情况下，菲律宾的国内

生产力并未出现有效提升，然而，宽松的货币供给

为菲律宾经济扩张提供了有利环境。根据统计，民

间部门对于廉价资金的强烈需求推升了菲律宾国内

经济增长。截至 2014 年底，家庭部门借贷对于菲律

宾经济增长起到的影响超过 70%（见图表 11）。相

较于民间部门通过借贷支撑起的经济荣景，代表产

业竞争力的进出口部分则呈现恶化的趋势。此外，

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以及电子制造业产能过剩的

影响，菲律宾的贸易正呈现恶化趋势。2013 年与

44　同上

2014 年，菲律宾的贸易赤字分别达到 180 亿与 160

亿美元，产业疲弱的态势使得菲律宾经济可持续性

面临重大挑战。

自 2008 年量化宽松政策以来，凭借着廉价外部

资金，菲律宾国内充斥着巨大的虚假性繁荣。截至

2014 年底，菲律宾的外部债务达到 776 亿美元。外

部资本弥漫使得国内资产价格暴涨。自金融危机以

来，菲律宾房价指数与股价指数纷纷达到波段高点，

连带也使得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随着美国经济趋稳，菲律宾将从先前的“资金

派对”中苏醒，资产价格下跌可能使菲律宾经济陷

入休克状态。此外，经济不景气也将给贫穷人口带

来直接冲击，其中，贫穷人口密集的马尼拉将因此

受到严重冲击。我们认为，面对当前经济困境，菲

律宾政府应果断透过扩大公共开支来降低资金退潮

所带来的冲击。近年来，经济增长加速使得菲律宾

的公共债务占 GDP 比例持续下降。截至 2014 年底，

公共债务占 GDP 比例已经从上一年的 49.2% 下降至

45.4%，较为健全的财政状况使得菲律宾政府在面对

资金出走时有着较好的应对条件。

最后，我们认为菲律宾应致力于总体经济改革

并加强基础设施与研发项目投资，唯有提高产业附

加值并引导过剩农业人口往制造业与服务业转移才

能真正使该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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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带动泰国政府从事水利工程投资

Thailand Government Started up Mega Hydro-
engineering Project to Fight Drought

近期，受到持续干旱影响，泰国南部地区旱灾

正日渐加剧，自去年 11 月以来，当地三座水库仅收

集到 50 亿立方米水量，较往常 80 亿立方米水量减

少 40%。今年以来，泰国降雨量出现严重下降，梅

雨并未给泰国带来所需水资源补充量。截至近日，

曼谷周边地区蓄水量只够当地 30 天使用量，限水措

施对当地农业、工业、民生造成巨大影响 45。

图表 13：泰国水稻灌溉状况

资料来源：互联网

泰国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降雨量约为

1573 毫米，淡水资源含量极为丰富，也因此，泰国

的水利与灌溉设施长期处于投资不足的状态。根据

统计推算，泰国全国土地面积为 513120 平方公里，

其中农业用地约占国土总面积 41.2%，而具有灌溉

设施的可耕地面积则为 96000 平方公里，约占农业

用地面积的 50%46。

45　泰国遭遇严重干旱，2015-7-9，http://news.sina.com.cn/o/2015-

07-09/062032088403.shtml

46　泰国增投 3100 万莱水利灌溉，2014-6-17，http://www.caexpo.

com/news/info/number/2014/06/17/3624880.html

作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粮仓，水利与灌溉系统

长期投资不足不但使得农业部门产值增长受到限制，

也大大降低泰国水资源使用效率。以 2011 年为例，

当年泰国可更新水资源总量约为 438.6 立方公里，

但仅有 57.31 立方公里的水资源获得有效利用，水

资源有效使用率仅占可更新水资源总量的 13%47。

水资源使用效率低落也使得泰国经济结构转型

受到限制。在水资源有效使用的分配方面，逾 90%

的水资源用于农业灌溉，而用于民生与工业用途的

水资源各占 5%48。蓄水与灌溉设施投资不足使得泰

国淡水资源遭到严重浪费，而农业用水量居高不下

不但使得工业与民生用水受到严重排挤，这对泰国

经济结构转型起到严重制约。

自 2014 年起，泰国政府推出了一项大型灌溉工

程计划，该计划预计在 30 年内将农业灌溉面积增加

49600 平方公里，这项工程将使得可耕作用地的面

积进一步获得提升，更重要的是将大大提高泰国淡

水资源的使用效率 49。我们认为，如何提高水资源使

用效率与泰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为了更好

的对水资源的使用进行规划，泰国政府应加大水利

工程与灌溉系统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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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geos/th.html

48　同上

49　泰国增投 3100 万莱水利灌溉，2014-6-17，http://www.caexpo.

com/news/info/number/2014/06/17/36248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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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电信接收。

在印尼，不只是 Jembo Cable 公司看好电缆和管

线电缆的明朗前景，其他印尼电缆企业，如 Voksel 

Electric 公司也收到 3 万 5000 兆瓦发电站工程承包

商的电缆订单。

事实上，近年因印尼开始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电站建设在内，相应的配套设备生产商都在注

意找到自己的发展机会。例如，Voksel Indonesia 表示，

自 2014 年已关注发电站工程的电缆合同，至今年第

2 季度，公司的期望才成为事实。不过，该公司表示，

公司获得的订单仍小。今年第 3 至第 4 季度，公司

将提高电缆产量。

今年 9 月 16 日 -19 日，雅加达将有第 17 届印

尼国际发电，可再生能源及电力设备系列展览会。

相关信息表明，印尼是近年来东南亚地区中经济发

展最快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 1.24 万亿

美元，预计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会有6%的增长。

印尼本国巨大的煤矿资源储量使其仍然依赖于火力

发电厂，但是大量的群岛使得全国 2.4 亿人口中只

有 43% 的人可以有效利用电力。由此可见，对于新

式电力技术和可再生及新能源的应用将会成为印尼

市场今后的发展趋势。

印尼政府在未来五年内计划在与电力相关的基

础设施建设计划中投资 64.7 亿美元，同时政府也希

望能够有外国的投资者共同参与到建设中来，从而

满足当地居民对电力的需求 51。

51　印尼电力展 -2015 年印尼国际发电展，http://www.globalimporter.

net/cdetail_768_5281590.html

印尼推动发电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Indonesia Boosts Electric Power Infrastructure

近期，印尼政府开始实施 2014 年计划兴建的发

电量 3 万 5000 兆瓦（MW）发电站工程。随着电力

工程实施，电缆需求量也随之提高 50。印尼国内电缆

工业广泛受益。

以印尼珍宝电缆（Jembo Cable）公司为例，该

公司已从国营电力公司（PLN）获得 3500 亿盾电缆

订单。双方已签署协议。目前，Jembo Cable 公司已

开始向印尼各地区运送电缆，至目前 7 月份，该公

司已供应国电公司订单的 30% 至 40%。

图表 14：Telkom Indonesia 的标志

资料来源：互联网

除了供应电缆之外，Jembo Cable 公司也向印尼

电信（Telekomunikasi Indonesia/Telkom）公司供应

光纤电缆（kabel optik）。至今年第一季度，该公司

的光纤电缆销售值达到 590.7 亿盾，其中 30% 被印

50　政府发电站兴建工程	推动电缆公司销售业绩，July	12th,	2015，	

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ce/%e6%94%bf%

e5%ba%9c%e5%8f%91%e7%94%b5%e7%ab%99%e5%85%b4%e

5%bb%ba%e5%b7%a5%e7%a8%8b-%e6%8e%a8%e5%8a%a8%

e7%94%b5%e7%bc%86%e5%85%ac%e5%8f%b8%e9%94%80%e

5%94%ae%e4%b8%9a%e7%bb%a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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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积极发展光伏企业，中国企业或可扮演

关键推手

China-Thailand Should Cooperate in Photoelectric 
Industry

近日，泰国政府计划投入 20 亿美元用于扩张太

阳能发电量。预计到今年底，泰国太阳能发电总量

将超过东南亚各国发电量总和 52。据估计，泰国今年

太阳能发电量将介于 1200 至 1500 兆瓦（MW）。

泰国政府希望在 2036 年前将太阳能发电量扩大至

6000 兆瓦，并将太阳能发电量从去年占总发电量的

4% 增长至 9%。

图表 15：泰国呵叻地区的 7.46MW 太阳能发电站

资料来源：互联网

在泰国政府大力扶植再生能源的政策方针下，

光伏产业有机会成为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的一个

新亮点。对于国内光伏企业而言，过度投资导致的

产能过剩使得企业营运陷入困难。此外，自2013年起，

52　泰国砸巨资推太阳能发电，争当东南亚“太阳王”，2015-7-14，

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150714/641430.shtml

欧美等地陆续以“倾销”的名义对中国光伏企业提

起诉讼，光伏企业面临内部产能过剩，外部市场萎

缩的窘境。在产能使用率不足且投资尚未回收的情

况下，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应与东南亚国家在光伏

产业上进一步展开合作。将国内过度投资的装备与

供应链输出至东南亚，这不但有助于提高产能使用

率，也能更好地参与扩张中的当地市场。

长久以来，中南半岛的电力供应主要仰赖火力

发电。以泰国为例，该国近 90% 的电力供应是经由

火力发电所供应。然而受到国内油气燃料耗竭以及

国际燃料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泰国政府着手发展

可再生能源，这为国内光伏企业开启了新的机会。

然而，泰国政府扩大太阳能发电的计划也面临

不少变数。自 2010 年以来，受到当地政局不稳以

及产业结构转型不顺的影响，泰国长期出现电力需

求不振的现象，降低了当地电力企业扩大产能的意

愿 53。再则，泰国政府已将发展太阳能发电列为该国

“替代能源发展计划”的主要选项之一，但当地政

治环境复杂降低了政策的可预期性。我们建议，有

意前往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一方面应在当地建立完

善的产业链借以强化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应对

当地产业政策有更深入的了解。

53　泰国电力行业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2014-10-26，http://www.

chinapower.com.cn/newsarticle/1222/new1222056.asp

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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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钦邦和克耶邦呈现发展机会

New Opportunities in Myanmar’s Chin and Kaya 
States

缅甸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步发展阶段，边贸逐

年增加，很多邦呈现新的机会。缅甸商务部近期表示，

2015 财年底前将增开新的边境贸易口岸。增开的口

岸分别位于钦邦和克耶邦。

目前缅甸共有边境口岸 14 个 54。新增开的贸易

口岸需要单独对酒类进口许可进行申请。同时，缅

甸还在拟定需要进口许可证才可以进口的货物清单。

图表 16：缅甸钦邦一景，远处是法兰大教堂

资料来源：互联网

钦邦和克耶邦均属于落后地区。2014 年开始，

缅甸政府已开始在这些地区开设酒店区。缅甸饭店

和旅游部决定在缅甸欠发达之地区钦邦和克耶邦开

发酒店区。至 2014 年 2 月，缅甸已在克钦邦、掸邦、

曼德勒省、内比都、蒲甘、马圭省、勃固省、仰光省、

伊洛瓦底省、毛淡棉、德林达依省、若开邦等地区

开设了 14 个酒店区 55。

54　缅甸将新增边境贸易口岸，2015-7-3，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50703/103222583347.shtml

55　钦邦和克耶邦将开发酒店区，13	February	2014，缅甸《金凤凰》中

文报，http://www.mmgpmedia.com/business/5450-95300

据饭店和旅游部数据，至缅甸游览的国际游客

日益增加，与缅甸开通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也在增

加。国际航线由 2012 年前的 13 个增加至 2013 年的

24 个。国际游客包机与乘游轮至缅甸游览的现象愈

来愈多。2011 年外国游客约有 80 万人次，2012 年

和 2013 年分别提升为 106 万和 204 万人次，2014 年

突破 300 多万人次 56。

图表 17：穿越钦邦，当地客运车一景

资料来源：互联网

钦邦（Chin）位于缅甸西北，与印度、孟加拉

国接壤。境内主要居住钦族人。钦邦面积 3.6 万平

方公里，人口 120 多万（2004 数据）。

稻谷是钦邦最重要的农产品，海拔较低的山地

主要种植稻谷，较高的山地主要种植高梁，其他农

作物还有：玉米、粟、豆类、土豆、葵花、油菜、短

绒棉花、甘蔗、烟叶、咖啡、桑叶、蔬菜、香蕉和水果。

主要水果为柑桔和苹果。饲养有少量的黄牛、肉用羊、

猪和鸡；并放养有大额牛（水牛和黄牛杂交的牛），

在法兰镇开始养鱼业。

克耶邦（Kaya）东临泰国，境内多为高原气候，

居民多为克耶族。全境多山，道路交通不便。

克耶邦有钨、锡等矿；西南部的莫契有缅甸最

大的钨矿；农产品以稻、小米、玉米为主；这里是

5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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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重要的柚木产地；克耶邦境内交通不便，萨尔

温江干支流皆不通航，个别河段仅可行小船，只有

少数公路与外地联系；水力资源丰富，巴卢昌河的

洛皮塔附近，建有缅甸最大的水电站。

图表 18：缅甸克耶邦一景

资料来源：互联网

图表 19：克耶族特点之一是妇女颈上套铜圈

资料来源：互联网

上述信息表明，在缅甸钦邦和克耶邦这样的较

落后地区，政府既建设新口岸，又推进旅游业，建

立酒店区，加之这些地区自身有一定的资源基础，

因此反映出这些地区将更加开放，并逐渐拓展出发

展经贸和投资的重要机遇。

菲律宾“机场度假村”的发展机遇

Philippines’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Airport 
Resorts”

什么是机场度假村？它的发展机遇如何？这一

概念，目前还较新，然而，菲律宾，这个东南亚国家，

将首先开始此项建设。据称，到 2018 年，菲律宾将

建成世界第一个“机场度假村”，建成后的“机场

度假村”将会为菲律宾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57。

该“机场度假村”位于菲律宾宿务岛东岸的麦

克丹岛上。宿务机场公司称“机场度假村”将会把

机场的客流量从每年的 450 万人增加到每年 1250 万

人。

图表 20：未来的宿务机场

资料来源：宿务机场公司

（Cebu Airport Corporation）

2014 年 4 月宿务机场公司签署了一项 25 年的

协议，包括管理和翻新麦克坦 - 宿务国际机场以及

2018 年建成新的“度假酒店”。协议还涵盖了 2019

年完成机场候机楼翻新工作 58。

57　宿务建世界首个“机场度假村”，2015-7-2，菲律宾商报，http://

www.shangbao.com.ph/jjxw/2015/07-02/41444.shtml

58　同上

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	ASEAN-CHINA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717

宿务机场称：“机场度假村”会给人们带来度

假胜地的感觉，它不仅仅是一个通道，更是一个旅

游目的地，游客可以延长度假时间，充分利用机场

设施。新机场的翻新建设工程于 6 月 30 日开始。

菲律宾交通部长约瑟夫说：“这不仅会巩固菲

律宾在全球的旅游和商务地位，也会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增加就业”。机场的改善工作包括增加新的

安全检查系统，新增签到，移民签到，等候区和重

新设计的座位区 59。

图表 21：宿务风光

资料来源：宿务机场公司

（Cebu Airport Corporation）

事实上，2014 年 9 月，菲律宾即开始全国范

围的机场扩建工作。当时，菲律宾交通部计划斥资

1096 亿披索（约合 25 亿美元），对菲律宾境内 49

个机场进行扩建或升级改造，改善基础交通设施、

促进旅游业发展 60。

而且，2014 年菲律宾交通部已计划对马尼拉国

际机场、宿务马克坦机场以及达沃和克拉克等四大

国际机场进行扩建和更新改造，并把一批重要的二

59　同上

60　菲律宾拟斥资 25 亿美元改扩建 49 座机场，2014-9-23，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宿务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http://www.cannews.com.

cn/2014/0923/105489.shtml

级机场以及普林塞萨港、保和等旅游城市机场升级

改造成可供空客 A320 等类型喷气式客机起降的机

场。

菲律宾交通部测算显示，扩建和更新改造四大

国际机场需耗资 534.7 亿披索；对 13 个主要二级机

场改扩建工程需耗资 481.8 亿披索；对 10 个老旧机

场改扩建以使其可供喷气式客机起降需耗资 59.8 亿

披索；此外，对另外 22 个机场进行改造也需 20 亿

披索。这 49 个机场工程累计需耗资 1096.3 亿披索

资金。而实施上述项目的目标就是要把菲律宾航空

业升级到“喷气式客机时代”61。

从上述信息可见，菲律宾的机场翻新、扩建、

改建仍是目前机场建设项目的主要内容，而所说的

“机场度假村”，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尚难立即达到，

不过，这将是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即，将要建设功

能更齐全、服务理念更新、服务内容更多样化的机场。

这必将为从建设到服务的各项产业带来发展机遇。

6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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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设立第一个铁路设备

海外生产基地

Chinese Enterprise Starts First Oversea 
Manufacturing Base of Railroad Equipment in 
Malaysia

为深化欧亚大陆间陆路交通联系，中国正加速

同“泛亚铁路”沿线各国就铁路兴建展开协商。近日，

中国中车集团旗下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在马来西

亚投资的铁路装备生产基地正式投产，这有助于拓

展中国同东盟间的铁路建设 62。

图表 22：东南亚段“泛亚铁路”路线图

资料来源：互联网

62　中国中车首个海外制造基地马来西亚投产，2015-7-11，http://

mt.sohu.com/20150711/n416596523.shtml

有别于以往以援助的形式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国

内产能，海外生产基地有望开启中国经济外交的新

常态。为了更加彻底地面向海外市场，株洲电力机

车有限公司已在马来西亚设立了三间子公司，其中

逾 90% 的员工为当地居民，当地生产的商品超过

80% 将在当地市场销售 63。这种商业模式转型不但有

机会扩大中国企业在当地市场的市占率，也给予当

地企业同中资企业合作释放了充分的诱因。

相较于以往对外基础设施援助项目由中国政府

主导融资，并由中国企业向国内供应商采购后再由

国内承包商进行施工的 EPC 模式，海外生产基地的

设置将推动中国企业向跨国企业的形态转型。随着

这些企业在当地扎根，在地化经营将有助于企业在

当地落实社会责任（CSR）。这对中国企业在当地

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提升有着巨大帮助。

再则，不同于以往以外销形式输出国内产能，

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除了增加当地雇员，也给当地

带来了实质利益。在过去，中国企业在海外扎根不深，

无心耕耘海外市场使得中国企业在当地无法有效发

挥其竞争优势。但随着海外生产基地的设置，更多

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同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进而

在当地构建起完善的供应链。这不但能帮助当地企

业解决技术障碍，也能利用当地企业对市场的优势

来拓展市占率，并真正达成双方互利合作的目的。

我们认为，以往中国对外援助项目中过多地侧

重国内产能输出，双边相互依赖关系并未获得巩固。

随着本届政府加大“泛亚铁路”推进力度，中国应

考虑同沿线国家分享发展红利才能更好地推动筹划

中的各项基础设施合作项目。

6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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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加速开辟至东盟航线

Guangxi Speeds up Optimization to ASEAN-
Airlines

广西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中一直力争发挥桥头堡

作用，并加速从各方面着手提升与东盟对接的能力。

近期，广西利用自身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

势，不断优化至东盟各国的航线网络，积极将南宁

机场打造成面向东盟的门户枢纽机场。目前，南宁

机场与东盟国家 13 个城市通航，预计 2015 年旅客

吞吐量能突破 1000 万人次 64。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航

业发展的意见》，“十三五”期间，广西将进一步

完善机场网络布局，拓展航线网络，提升服务水平。

构建更趋完善的航线网络，加快做大运输生产量。

作为广西的空中门户，广西民航部门致力于完善广

西航空运输网络，尤其是衔接好广西乃至中国和东

盟各国的国际航线网络。

图表 23：南宁吴圩机场航线示意图
（图下方所示几条线路通往东盟一些城市）

资料来源：中文百科在线“南宁吴圩国际机场”

64　广西不断优化至东盟航线网络	打造“空中桥梁”，2015-6-23，中

越物流网，http://www.cnvnlo.com/ReadArt.aspx?Article_id=43537

目前已有 45 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在广西开辟经营

航线共 235 条，其中国际航线 26 条（东盟航线为 18

条）。2014 年，广西完成旅客吞吐量 1803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4.8％。2015 年 1 至 5 月，广西共完成旅

客吞吐量 761.40 万人次，同比增长 8.3％ 65。

广西国际、地区航线快速增长。2014 年国际、

地区航线达 35 条，旅客吞吐量达 115.3 万人次，航

班量为 1.26 万班（往返），与 2013 年相比分别增长

了 25％、32％、33％。

围绕“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的战略

定位及国务院《关于改进口岸工作支持外贸发展的

若干意见》，广西注重发挥区位优势，力争用 2-3

年时间将南宁机场打造成为面向东盟的门户枢纽机

场，形成“一带一路”的重要空中节点。南宁是全

国仅次于广州、上海、北京、昆明而排名第 5 位与

东盟国家主要城市通航的城市 66。

由此可见，发展广西与东盟国家的通航线路，

对促进广西面向东盟发挥桥头堡作用非常重要。

65　同上

6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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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开行通过印尼万自立银行

向基建贷款

China Development Bank Loans to Bank Mandiri 
for Infrastructure

印尼万自立银行（Bank Mandiri）近期获得中

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的 10

亿美元贷款，并将用于向印尼基础实施建设提供贷

款 67。

印尼万自立银行主要是集中精力提供印尼国内

各企业所需要的银团贷款。2011 年以来连续两年，

万自立银行成为印尼最大的银团贷款主导。2012 年

万自立银行主管的银团贷款有 18 宗，总额达 14 亿

美元。这些银团贷款总额使万自立银行成为印尼前

10 名的委托银行 68。印尼银团融资贷款有效支持大

型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 69。

2012 年，著名经济、金融杂志《亚洲金融》在

对亚洲一些国家例如中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度和泰国等国家金融机构业绩进行的年度评估中，

将万自立银行评为印尼最佳银行 70。万自立银行也被

评为印尼最佳外汇交易银行。而万自立证券公司获

得两项奖，即最佳投资和最佳证券奖。万自立银行

的其他业务也非常出色 71。

67　获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10 亿美元贷款	万自立银行将向基础实施建设

提 供 贷 款，Sunday,	July	12th,	2015，http://www.shangbaoindonesia.

com/indonesia-finance/%e8%8e%b7%e4%b8%ad%e5%9b%bd%e5

%9b%bd%e5%ae%b6%e5%bc%80%e5%8f%91%e9%93%b6%e8

%a1%8c10%e4%ba%bf%e7%be%8e%e5%85%83%e8%b4%b7%e

6%ac%be-%e4%b8%87%e8%87%aa%e7%ab%8b%e9%93%b6%

e8%a1%8c%e5%b0%86%e5%90%91.html

68　万自立银行成为我国银团贷款最大的主导者，2013-1-11，新文网，

http://www.news-com.cn/asean/indonesia/a/201304/05111869.shtml

69　同上

70　万自立获评印尼最佳银行，2012-8-28，http://www.cic.mofcom.

gov.cn/ciweb/cic/info/Article.jsp?a_no=306988&col_no=458

71　2012 年，万自立银行（Bank	Mandiri）总经理 Zulkifli	Zaini 曾称，

其银行的自动提款机数量最多（在印尼），2012 年年底将达到 1 万零

500 架。万自立银行提款机最多，November	11th,	2012，http://www.

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ce/%E4%B8%87%E8%87%A

A%E7%AB%8B%E9%93%B6%E8%A1%8C%E6%8F%90%E6%AC

%BE%E6%9C%BA%E6%9C%80%E5%A4%9A.html

2015 年第一季度，万自立银行已向基础设施部

门签署发放贷款 64.6 兆盾的承诺。其中 9.6 兆盾贷

款发放给高速路工程；20 兆盾贷款发放给电力部门；

19.3 兆盾给予运输部门，包括港口；15.7 兆盾发放

给通讯业。

图表 24：万自立银行（Bank Mandiri）
大楼中陈设的一排提款机

资料来源：印度尼西亚商报

印度尼西亚商报的相关报道显示，中国国家开

发银行已承诺向 3 家印尼国企银行提供 30 亿美元融

资。除了万自立银行之外，印尼庶民银行（BRI）与

印尼国家银行（BNI）也将获得各达 10 亿美元资金。

以上给 3 家印尼国企银行 30 亿美元融资不包括印尼

与中国政府原先已决定的 200 亿美元融资计划。

万自立银行库务与市场经理 Pahala 称，目前万

自立银行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仍研讨该资金的发放

方式。虽然专注基础实施部门，万自立银行亦有可

能给其他部门发放贷款。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不限制

向某部门的该资金使用 72。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万自

72　获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10 亿美元贷款	万自立银行将向基础实施建设

提 供 贷 款，Sunday,	July	12th,	2015，http://www.shangbaoindonesia.

com/indonesia-finance/%e8%8e%b7%e4%b8%ad%e5%9b%bd%e5

%9b%bd%e5%ae%b6%e5%bc%80%e5%8f%91%e9%93%b6%e8

%a1%8c10%e4%ba%bf%e7%be%8e%e5%85%83%e8%b4%b7%e

6%ac%be-%e4%b8%87%e8%87%aa%e7%ab%8b%e9%93%b6%

e8%a1%8c%e5%b0%86%e5%90%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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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银行提供的贷款可以以美元和人民币发放。

上述信息表明，万自立银行作为印尼最有市场

基础的公司，在得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后，

双方的合作一定能有效地展开。

新中第三个合作项目：目标不仅是发展

一座城市

Singapore-China New Cooperation: Four Key 
Areas

新加坡与中国的政府间合作项目目前已进入到

第三个。继苏州工业园和天津生态城后，第三个合

作项目将具有怎样的特点和发展意义呢？最近，新

加坡总统陈庆炎到访中国，双方对新中第三个合作

项目进行了深入探讨。

图表 25：新加坡总统来访，新中将开展
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

资料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新中两国探讨在中国西部开展以“现代互联互

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题的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

计划将重点聚焦在金融服务、民航、联运物流及资

讯通信科技四大领域。选址方面，目前入选的城市

分别是重庆、成都和西安 73。

除两国政府外，双方私企也有望在这些领域参

与合作。双方将探讨如何通过这些领域，使这个西

部项目得以实现成为‘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和‘长

江经济带’建设示范性重点项目 74。

陈庆炎总统提醒，有别于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

生态城这两个政府间项目，第三个项目在概念上较

为复杂，目标不仅是发展一座城市而已。双方必须

坐下来讨论到底什么是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业，

而这又能如何惠及西部地区乃至整个中国。

双方将积极提升自贸协定，使其升级能在今年

内启动。协定可升级的部分包括两国在服务贸易的

合作，但服务贸易比货物贸易的范畴更广，双方因

此需要锁定其中的具体领域 75。

陈庆炎认为，第三个政府间项目、自贸协定的

升级，以及其他领域合作的拓展，均将成为新中关

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石 76。新加坡能否持续维持对中

国的价值，为此要求双边适应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

求。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对中国的投资本身也已

从当时的建设工业园，吸引入驻企业，一套内循环

的园区管理制度，提升到一个新的认识和新的高度。

新加坡已在它自己国内开始建设“智慧国”，其发

展阶段已经不是单一领域和简单的相关领域的范围，

而是纵横多向的关联系统的整合和协同作用。因此，

与中国建设第三个政府合作项目，对它自身来说，

也有升级和提升的重要意义在其中，即，在为中国

发展西部做贡献的同时，也将新加坡的价值再次升

级。

73　陈庆炎总统：新中第三个合作项目	 将重点聚焦四大领域，

2015-7-5，http://www.zaobao.com/special/sg-cn/exchange/

story20150705-499172

74　同上

75　新中同意积极提升双边自贸协定，2015-7-4，http://www.zaobao.

com/special/sg-cn/business/story20150704-498826

7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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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基建为契机加强与湄公河流域

国家关系

Japan Approaches Mekong Sub-Regional 
Members by Infrastructure

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多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基

础设施严重匮乏及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目前，

日本已经抓住相关机会，除了分别对越南、柬埔寨、

缅甸、老挝和泰国加速援助外，也将项目和合作目

标对准湄公河地区整体的开发合作项目上。

图表 26：安倍晋三与地处湄公河流域的柬埔寨、
老挝、缅甸、泰国、越南 5 国首脑在东京

举行首脑会谈

资料来源：越南人民报

2015 年 7 月 4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第

7 届“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上与缅甸总统

吴登盛等湄公河流域 5 国首脑分别举行了会谈，并

表示将为完善缅甸的铁路及电力网提供最多 998.5

亿日元的日元贷款等，协助各国推进高质量基建 77。

在分别与湄公河流域国家洽谈基础设施投资时，

安倍分别与各国就其可能关注的话题进行交流。例

如，在与越南总理阮晋勇的会谈中，“双方针对中

国南海大规模填海造岛、构建军事基地等单方面改

变现状的行为共同表示严重关切”。

在与吴登盛的会谈中，安倍强调“将继续支援

缅甸推进民主化及经济改革”，同时表示将积极支

持缅甸政府与该国少数民族势力的和平进程 78。

安倍与巴育就日泰缅三方合作开发缅甸南部土

瓦经济特区达成了协议，还举行了三国政府的签字

仪式 79。

在与洪森的会谈中，安倍提出希望柬埔寨政府

完善投资环境以便日企进驻，还表示将在人才培养

等方面提供支援。安倍承诺将向老挝无偿提供 13.45

亿日元资金用于处理越战时期遗留的哑弹等。

日本将在今后三年内向该区域提供 7500 亿日元

（约合 61 亿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2007 年，日本

启动湄公河 - 日本合作框架，到 2009 年，该多边机

制正式召开首届峰会并发表《东京宣言》及共有 63

条的行动计划。这是为湄公河 - 日本合作打下基础

的文件，集中于发展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促进经

济可持续发展、缩小发展差距、保护环境、应对疾

77　安倍与湄公河 5 国首脑会谈	表明推进基建合作，Sunday,	July	5th,	

2015，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gallery-home/%e5%ae

%89%e5%80%8d%e4%b8%8e%e6%b9%84%e5%85%ac%e6%b

2%b35%e5%9b%bd%e9%a6%96%e8%84%91%e4%bc%9a%e8

%b0%88-%e8%a1%a8%e6%98%8e%e6%8e%a8%e8%bf%9b%e

5%9f%ba%e5%bb%ba%e5%90%88%e4%bd%9c.html

78　同上

7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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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和自然灾害等挑战，同时深化湄公河国家与日本

的交流。此次是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

等湄公河国家与日本为统一部署 2016-2018 年阶段

湄公河 - 日本合作发展方向而召开的重要会议 80。

会议广泛涉及一些重要项目，例如，在越南，

海防市沥县国际门户港项目、设在海防市航海大学

的湄公河 - 日本职业技能培训中心项目、湄公河 -

日本民间交流活动等，也讨论2015年《东京战略》——

以此作为未来三年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与日本

合作的指南针，包括各项优先任务的重要文件。

日本与越南的合作领域包括，经济、政治、外

交、防务安全等。日本是越南最大的官方开发援助

（ODA）援助国，在国际社会向越南承诺的 ODA

总额中约占 30%；日本也是越南的最大投资来源地

之一。日本是七国集团中第一个承认越南完全市场

经济地位的国家（2011 年 10 月）。日越农业领域的

合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对话

论坛开始早，内容广泛，且对应有关国家的具体需要，

因此已形成相当成熟的对话和援助路径，进而与这

些国家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而并不是偶尔的、

断断续续的合作关系。对照中国在老挝的水电项目

和在缅甸被叫停的大坝项目及铜矿项目等，显然日

本的做法更为有效，即始终由政府层面的交流来引

导以确保国家间关系的连续和稳定，进而护航了企

业的经贸投资活动。

80　社论：促进湄公河—日本合作关系及越日广泛战略伙伴关系发

展，2015-7-2，http://cn.nhandan.org.vn/political/national_review/

item/3267101- 社论：促进湄公河—日本合作关系及越日广泛战略伙伴

关系发展 .html

东盟 -欧盟提升双边关系至战略合作伙伴

水平

ASEAN-EU Reaffirm 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2015 年 7 月初，东盟和欧盟举行第 23 次双边

高官会议，讨论加强双边关系 81。欧盟方面表示，希

望与东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并承诺与东盟分享一

体化经验。欧盟支持东盟在正在形成的地区架构中

的核心角色，同时高度评价东盟在促进对话与合作，

致力于亚太地区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等所作出

的重要贡献。

图表 27：第 23 届东盟 - 欧盟高官会议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

第 23 届东盟 - 欧盟高官会议讨论了东盟 - 欧

盟加强伙伴关系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82。一段时间以

来，东盟 - 欧盟已经在战略伙伴关系方面取得进展，

这些进展涉及双方关注的广泛领域，包括政治和安

全合作，东盟欢迎欧盟在各个领域支持东盟领导的

各项进程，从机制上密切东盟与欧盟的战略关系。

双方特别强调将重点放在互相关心的利益上，

在这些领域，东盟和欧盟携手工作，例如，海洋安全、

跨国犯罪和反恐合作、互联互通、商业、气候变化、

81　东盟 - 欧盟面向战略伙伴关系，2015-7-5，http://cn.nhandan.org.

vn/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_news/item/3276701- 东盟 -欧盟面向战略

伙伴关系 .html

82　ASEAN,	EU	Discuss	Future	Direction	of	Partnership,	03	July	2015,	

http://www.asean.org/news/asean-secretariat-news/item/asean-eu-

discuss-future-direction-of-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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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灾害管理。东盟和欧盟将投入更大力量应对

非法移民、走私和人口贩卖，增强地区对相关问题

的反映能力，特别是从根源上着手，相互支持和合作。

欧盟与东盟也将在投资领域继续合作。8 月

23 日将在吉隆坡举行东盟 - 欧盟商务峰会；8 月

29-30 在意大利米兰举行东盟 - 欧盟 B2B 会议，为

加强商业关系提供机会。另外，在促进和平、安全、

稳定和繁荣方面，双方加强对话。

上述信息表明，东盟和欧盟关系在新的时期，

已经从双边的经贸合作，政治安全等具体领域，向

相互支持，共同应对挑战及回应各种利益关注的方

向转变。这就需要双方在新出现的问题面前形成基

本判断，进而建立更有效的战略合作关系。

越南 -美国：在多领域全面加强关系

Vietnam-USA Set Broa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近来，因越共书记阮富仲访问美国，越共中央

对外部部长黄平君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

指出，“像越南和美国这样在短暂时间内深刻改变

双边关系的两个国家，在世界上实属罕见。阮富仲

书记对美国的正式访问，是两国关系中一个新的里

程碑”83。

7 月 7 日，越南与美国有关部门签署金融、民用

航空、关税和联合国维和等领域的 4 项合作文件 84。

黄平君文章对美越关系的评价重点如下：

20 年来，两国已从禁运向更加全面的外交关系

迈进，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并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如

今，阮富仲总书记应美国政府的邀请出访美国，体

83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正式访美迎来两国新关系，2015-7-5，

http://cn.nhandan.org.vn/political/national_review/item/3275201-越共中

央总书记阮富仲正式访美迎来两国新关系 .html

84　越南和美国签署多项合作文件	涉及金融关税等领域，July	8th,	2015

现了美国对越南政治体制的尊重。可以肯定的是，

越南的政治体系绝对不仿造美国的政治体系，但通

过各种重要的方式，正寻求办法朝着同一方向前进，

诸如市场经济、保护投资商的更强硬法律、在国际

问题上维护和平与稳定 85。

图表 28：越南 - 美国新签署金融、民用航空、关税
和联合国维和等领域 4 项合作文件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印度尼西亚商报信息整理

然而，那些差异并非核心因素。当胡志明主席

宣读标志着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的《独立宣言》时，

他引用了美国的《独立宣言》。这一历史性时刻按

理说可以成为同美国积极关系的开端。但实际上，

历史却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半个世纪后，本着“搁

置过去、面向未来”的精神，两国正重新按照胡志

明的视野行动：两个民族，相互独立，并在拥有相

同利益时以伙伴资格展开合作。

最务实的共同利益领域是经济。双边贸易从

1995 年的 4.51 亿美元增至 2014 年的 350 亿美元左右。

美国消费者获益于在越南生产的高效益而廉价的许

多产品。但这并不损害美国的就业市场，仅仅取代

了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部分进口商品。数百万越南

消费者正使用美国制造的各种手机，而波音公司也

8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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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许多航空公司出售了飞机。

美越安全合作得到改善，美国部分取消了向越

南出售杀伤性武器的禁令。越南和美国分享了地区

和平与稳定的共同安全目标。在谈到共同促进亚太

地区的稳定时，双方成为了天生的伙伴。

图表 29：越南对美投资促进会与美国金融业
监管局会谈

资料来源：越南人民报

无论有无 TPP（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越南依然欢迎来自美国的更多投资，因为美国各家

投资商正呈现参与商业服务和技术等代表未来领域

的趋势；越南是充满活力的市场。另外，越南还期

待在更多领域与美国合作，例如，教育、科学技术、

投资、市场、医疗卫生、文化合作等。

越南与美国的合作也在金融领域里展开。双方

目前的金融合作领域包括：促进双方金融市场发展；

加强信息交换和经验分享；美国金融业监管局在人

员培训和技术方面向越南财政部提供支持 86。美国

金融业监管局是美国最大的独立非政府证券业自律

监管机构。目前，该机构对 4000 家证券公司的 16

万个分公司进行监管。

86　 越 南 与 美 国 加 强 证 券 金 融 领 域 的 合 作，2015-7-4，	http://

cn.nhandan.org.vn/economic/finalcial/item/3273401- 越南与美国加强证

券金融领域的合作 .html

越南希望纳斯达克 -OMX 集团与越南两家证

券交易所继续深化合作，继续为两国投资商加强信

息技术在证券交易系统中的应用等领域合作创造条

件。

事实上，上述领域已经涵盖越南社会发展的主

要方面，从经济、政治、安全到商业、金融等。这

表明越南和美国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将会更加走近。

缅甸民盟参加大选的相关观察

Myanmar: NLD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Election

缅甸最大反对党民盟（NLD）主席昂山素季近

日表示，她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将参加 2015 年 11

月 8 日举行的全国大选。据官方统计，缅甸目前共

有 83 个注册政党。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25 年来将首次参加大选 87。路透社 7 月 11 日的信息

表明，昂山素季此次明确表态将带领民盟加入竞选，

这对缅甸的改革进程意义重大 88。

昂山素季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做出参加大选的决定是为了继续推进国

家尚未完成的民主化进程”。“如若民盟赢得选举，

实现民族和解将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为了实现国家

的发展，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稳定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民盟执政，我们将把这些当作执政要点”89。

民盟曾在 2012 年参加缅甸议会补选，获得大约

42 个席位，昂山素季本人也当选为议员。预计民盟

将在 11 月的大选中表现出不俗成绩。此次大选将确

定缅甸联邦议会上下两院和地方议会的议员人选，

议员任期为 5 年。按照 2008 年通过的《缅甸联邦共

和国宪法》，缅甸联邦议会 1/4 的席位归军人所有，

87　缅甸敲定大选日期	昂山素季领导民盟首次参选，2015-7-9，	http://

news.163.com/15/0709/14/AU3BR3I300014JB6.html?bake

88　民盟 25 年来首次参加缅甸大选	昂山素季将选议员，2015-7-12	，

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5-07/12/content_21254431.htm

8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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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则由新当选的联邦议会议员选举产生。如果民

盟在大选中获胜，就有很大的机会推出代表自己阵

营的总统候选人 90。

图表 30：昂山素季的多年努力为民盟参选
奠定了基础

资料来源：路透社

然而，对民盟来说，与争取权益的若干年来主

要面对政府不同，在今年 11 月的大选中，缅甸联邦

巩固与发展党将会是民盟的最大竞争对手之一。该

党前身为 1993 年成立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协会，一直

以来都由缅甸军政代表所把持。

之前一段时间的情况是，民盟一直不愿证实是

否要参加或是抵制大选；7 月 11 日，昂山素季宣布

民盟决定参加大选，并表示，如果民盟在大选中胜

出，民盟将“修改宪法”，为她竞选总统铺路。根

据缅甸宪法规定，凡是嫁娶外国人或家庭成员子女

有外国国籍者无权竞选总统。况且今年 6 月 25 日，

缅甸国会投票否决宪法修正案，使得昂山素季无法

在 2015 年参选总统 9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昂山素季的民望很高，但

90　同上

91　	翁山淑枝：民盟决定参加 11 月大选，2015-7-12，http://www.

zaobao.com/sea/politic/story20150712-501958

少数民族政党可能侵蚀反对党联盟议席。近期，代

表少数民族的政党崛起，成为足以削弱民盟这一反

对党联盟的第三势力。最近一些少数民族领袖说：“假

设选举公平地进行，少数民族政党将在少数民族区

取胜。如果他们在国会中赢得很多议席，那将大大

提升他们的议价能力”。

现在，21 个少数民族政党已经组成了联盟，掸

邦民族民主党主席赛埃榜说，在议会推选总统时，

他们可能会支持他们自己推举的人选。而昂山素季

领导的民盟大体上支持联邦制度，但认为掸族“并

非朋友”，尽管大家反对军方的立场是一致的。按

缅甸法律，修宪议案必须获得 664 名议员中四分之

三的支持才可通过。目前，七个少数民族控制着约

三成的席位。

不过，如前所述，缅甸宪法给予军方特权，军

人不必通过竞选就可占据国会四分之一的席位，相

当于对宪法修订案握有否决权。这意味着无论是民

盟或少数民族政党即使取得显著胜利，也难取得优

势。

上述信息表明，当前缅甸政治力量的三大方

面——（1）仍为军方实际控制的缅甸执政党、（2）

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最大反对党 - 缅甸全国民主联

盟、（3）少数民族联盟——都将影响到缅甸的大选

结果，也影响到缅甸开放改革的方向，最终也势必

影响到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为此，缅甸各方政

治势力的力量变化值得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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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设立代表处、购买休闲区的有关规定

Rules on Setting up Representatives, Purchasing 
Leisure Area in Vietnam

1、外国商人在越南设立代表处	

问：我们是一家中国公司，想在河内设立代表处，

请问需要哪些手续，费用怎么算 92 ？

答：

外国商人在河内设立代表处需办的手续：

根据政府于 2006 年 7 月 25 日颁发关于外国商

人在越南设立代表处、分公司的贸易法实施细则的

72/2006/ND-CP 号议定第 3、4、5、7 条和工商部于

2006 年 7 月 25 日签发关于 72/2006/ND-CP 号议定实

施细则的 11/2006/TT-BTM 号通知的规定，外国商人

在具备下列条件时可在越南设立代表处：

- 外国商人所在国、地区（以下简称为所在国）

承认其合法开业；

- 在其所在国合法开业 01 年以上。

申请开设代表处需要提交的文件及办理手续

文件：

- 外国商人权威代表签字的设立代表处申请书，

使用工商部的统一格式；

92　 外 国 商 人 在 越 南 设 立 代 表 处，2014/-7-22，	http://cn.news.

chinhphu.vn/Home/%e5%a4%96%e5%9b%bd%e5%95%86%e4%ba

%ba%e5%9c%a8%e8%b6%8a%e5%8d%97%e8%ae%be%e7%ab

%8b%e4%bb%a3%e8%a1%a8%e5%a4%84/20147/15586.vgp

- 外国商人所在国有关当局确认的营业执照或类

似资料复印件。外国商人的营业执照或类似资料有效

期必须多于 12 个月；

- 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或其他类似资料，可

证明外国商人真的存在且不是皮包公司的；

- 商人运作条例复印件，如果是外国经济组织的。

手续

- 向工商厅提交代表处设立文件。工商厅应在受

理合格文件后 15 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并向外国商人

发放代表处设立许可证，同时将许可证复印件抄送工

商部、中央直辖省（市）人委会以及代表处所在地税

务机关、同级机关和公安机关。

- 外国商人在越南设立代表处所需缴交的费用按

财政部于 1999 年 6 月 14 日签发关于外国经济组织在

越南设立代表处的收费标准的 73/1999/TT-BTC 号通

知进行，每证 100 万越盾。

2、外国组织能否在越南境内购买休闲区？	

问：香港某家责任有限公司要是以独资的形式投

资越南境内某个休闲区的话，能否对该休闲区拥有“所

有权”？如果能那么条件是什么？那家公司能否对该

休闲区拥有绝对控制权 93 ？

93　外国组织能否在越南境内购买休闲区？ 2014-7-22，http://

cn.news.chinhphu.vn/Home/%e5%a4%96%e5%9b%bd%e7%bb%84

%e7%bb%87%e8%83%bd%e5%90%a6%e5%9c%a8%e8%b6%8a

%e5%8d%97%e5%a2%83%e5%86%85%e8%b4%ad%e4%b9%b0

%e4%bc%91%e9%97%b2%e5%8c%ba/20147/15585.v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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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越南现行房地产经营法（2006 年）第 10 条对外

国组织、个人的房地产经营范围做出了规定，具体如下：

外国组织及个人、旅居国外的越南人可在以下范

围从事房地产经营和房地产经营服务等活动：

-  投资修建房屋、建筑物，用以出售、租出或半

卖半租；

-  投资改造土地、在租地上修建基础设施工程，

用以租出；

- 房地产服务经营，包括中介、估价、交易平台、

咨询、拍卖、广告和房地产管理等服务。

根据越南现行房地产经营法（2006 年）第 125 条

“外国组织、个人对越南境内房屋拥有所有权”的规定，

一个外国组织在直接出资建设休闲区并满足有关申请

项目实施许可证（包括土地使用权的法律资格，财政

能力，项目目标、规模及建设地点，投资资金，施工进度，

环保承诺）等条件的情况下，可对越南境内休闲区拥

有所有权。

以独资的形式投资的外资企业可对休闲区拥有绝

对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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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和中国发表联合公报（2015）

Vietnam, China Issue Joint Communiqué

（越共电子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邀请，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4 月 7 至 10

日率越南高级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

问。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了《越中联合公报》。《越

南共产党电子报》谨向读者介绍公报全文 94： 

一、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阮富仲于 2015 年 4 月 7 日至 10 日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阮富仲总书记与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并分别会见了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友好、坦诚的

氛围中，双方相互通报了各自党和国家的情况，就

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两党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

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除

北京外，阮富仲总书记还前往云南省参观访问。 

双方一致认为，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为推动

越中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维护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作

出了重要贡献，也对促进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合作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双方对各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

的历史性重大成就感到高兴，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

94　 越 南 和 中 国 发 表 联 合 公 报（ 全 文），2015-4-10，http://

dangcongsan.vn/CPV/Modules/News_China/News_Detail_C.aspx?co_

id=28340588&cn_id=708146

导和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符合两

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双方将继续努力，相

互借鉴，推动越南革新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

展，不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注入新活力。中方高

度评价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人民在越南共产党领导

下全面推进革新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衷心祝愿并

相信越南人民一定能实现越共十一大所提出的各项

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现代化、工业化事业，胜利实

现把越南建成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社

会主义国家目标。 

越方高度评价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各项事业取

得的重大进展，衷心祝愿并相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坚定领导下，一定能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胜利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目标。 

三、值此越中建交 65 周年之际，双方回顾了两

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时期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与

建设事业进程中并肩携手、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

优良传统。越中作为重要邻邦，一致认为两国政治

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前途命运相关，两国发

展互为重要机遇。 

双方总结了越中关系发展的重要经验和启示：

越中传统友谊由胡志明主席和毛泽东主席等双方老

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宝

贵财富，应珍惜、维护并发扬光大；越中两国拥有

广泛共同利益，这是两国关系的大局所在，双方应

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坦诚协商、求同存异、管控分

歧；越中政治互信是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

双方应加强高层交往与沟通，从战略高度引领双边

关系向前发展；越中互利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

VII. 东盟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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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宣布正式成立基础设施合作工作组和金融

与货币合作工作组。同意加强上述两个工作组同海

上合作共同发展磋商工作组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各

领域合作全面发展。 

——加强在外交、国防、执法和安全等领域交

流合作。继续做好年度外交磋商，拓展两国外交部

间交流合作。保持两军高层接触和防务安全磋商，

加强两军边防友好交往，妥善管控分歧，深化军队

党务和政治工作经验交流，加强人员培训合作，继

续举行海军北部湾联合巡逻和军舰互访活动。深化

安全和执法领域合作，加强安全对话，有效落实双

方业已签署的合作机制和合作协议，加强在反恐、

禁毒、打击电信诈骗、出入境管理、边境管控、网

络安全等领域合作，保护对方国家驻在本国的机构、

企业和人员安全。 

——扩大双方新闻、文化、教育、旅游等各领

域及两国地方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继续办好越中

青年友好会见、人民论坛等民间交流活动，积极推

进互设文化中心工作，加强两国媒体交流和记者互

访，深化双方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间友好交流，切

实加强越中友好宣传，不断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相

互了解和友谊。 

——继续发挥好越中陆地边界联委会作用，落

实好两国陆地边界有关法律文件，尽早签署《合作

保护和开发板约瀑布协定》和《北仑河口自由区航

行协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稳定和发展。发挥好

越中陆地边境口岸管理合作委员会作用，加强双方

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提升两国边境口岸

开放合作水平。加强双方边境省（区）合作，促进

两国边境地区共同发展。 

五、双方就海上问题坦诚交换意见，强调恪守

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认真落实《关于

指导解决越中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用好越中

政府边界谈判机制，坚持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寻

求双方均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解决办法，积极探讨

不影响各自立场主张的过渡性解决办法，包括积极

在在的利益，有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繁荣，

应予全面深化和加强。 

四、双方重申，越中将继续坚持并努力落实好“睦

邻友好、全面合作、长期稳定、面向未来”方针和“好

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始终牢牢

把握越中关系发展方向，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双方一致同意，重点在以下领域深化合作： 

——通过灵活方式，继续保持两党两国高层密

切接触的优良传统，就国际地区形势和双边关系重

大问题及时交换意见，不断深化战略沟通，巩固政

治互信，加强对越中关系发展的引领和指导。 

——继续发挥好越中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等两

党两国间交流合作机制的作用，统筹推进合作，协

调解决问题，服务于两国人民利益。实施好《落实

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推动两国

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新进展。 

——落实好两党合作计划，继续办好理论研讨

会，推进两党对口部门交流合作，就党的建设、经

济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等加强经验交流，深化党政

干部培训合作。积极推动越南国会和中国全国人大、

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国全国政协之间的友好交流合作。 

——落实好《越中 2012 － 2016 年经贸合作五

年发展规划》，推进落实重点合作项目清单和双方

业已签署的各项经贸合作协议。促进双边贸易稳定、

平衡、可持续增长，中方鼓励中国企业扩大进口越

南有竞争力的商品，双方积极研究商签《越中边境

贸易协定》（修订版）。尽快协商并确定跨境经济

合作区建设共同总体方案，切实推进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项目。推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和科技、

医疗、检验检疫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中国企业赴

越投资兴业，也愿为越南企业来华开拓市场创造更

便利条件。越方将为中国企业在越投资经营提供必

要的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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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商谈合作共同发展问题。共同管控好海上分

歧，全面有效落实《东海各方行为宣言》（DOC），

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早日达成“东海行为准则”

（COC），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

及时、妥善处理出现的问题，维护越中关系大局以

及东海和平稳定。 

双方一致同意，推进海上合作共同发展磋商工

作组工作，加强低敏感领域合作，稳步推进北部湾

湾口外海域划界谈判，积极推进该海域合作共同发

展，年内尽早启动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共同考察。 

六、越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任何形

式的“台独”分裂活动。越南不同台湾发展任何官

方关系。中方对越方上述立场表示赞赏。 

七、双方同意继续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

中国－东盟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与配合，共同维护

和促进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中方支持越方成

功主办 2017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越

方祝贺中方成功主办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双方同意加强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合作，

促进地区共同发展。 

八、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越南共产党和中

国共产党合作计划（2016 － 2020 年）》、《越南社

会主义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条约》、《越

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财政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关于越中联合勘探北部湾海上油气资源税收问题的

协议》、《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防部联合国维和领域合作备忘录》、《越

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计划投资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成立基础设施合作工作组

的谅解备忘录》、《越南国家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与货币合作工作组工作大纲》、《越南电视台

与中国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电视专题片谅解备忘录》

等合作文件。 

九、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对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所给

予的隆重、热情和友好的接待表示衷心感谢，邀请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尽早对越南进行

正式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此

表示感谢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2015 年 4 月 8 日于北京   

             （来源：越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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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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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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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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