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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安邦实地报告：学术交流与日本对东盟的

新软实力攻势

ANBOUND Field Report: Academic Exchanges 
and Japan's New Soft Power Offensive in ASEAN

7 月 25 日到 7 月 31 日，马来西亚安邦研究员李

志良，被邀请到日本参与日本基金会组织的“暑假

学院”（Summer Institute）活动。此是日美东盟三

方首次举行的为期一周的智库活动。共有 17 位教授

和 32 名年轻研究员和学者受邀参加，分别来自于日

本、美国和六个东盟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以及越南）。

作为马来西亚四人代表团成员之一，马来西亚

安邦智库研究员是唯一代表该国的智库方。日方这

次计划具有深远的意义，尤其是在发挥软实力方面。

为此，在本期《中国 - 东盟观察》的特别观察篇，

安邦咨询将对日本这一举措提供实地考察和分析。

	“暑假学院”背景

自从安倍晋三上台以来，东盟是日本实行“积

极外交”（proactive diplomacy）的主要伙伴之一。

2013 年 12 月中旬，为了庆祝东盟 - 日本 40 周年的

双边关系，日本与东盟各国聚集在东京并举行了首

脑会议。在此会议上，安倍首相再次提倡增加彼此

互信、认识和友谊以及创造“新亚洲文化”的重要性，

也为此，日方开始采取各方面的新合作，其中包括

双边文化交流议程 1。 

在这一背景下，日方也迅速组织政治和经济以

外的一系列人文交流项目。在上一期《中国 - 东盟

观察》的特别观察栏目中，我们已经阐述了几个例子。

例如，东京国际电影节 2，日本 - 东盟一体化基金会

1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he	Vision	Statement	on	ASEAN-Japan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Shared	Vision,	Shared	 Identity,	Shared	

Future,	日本外务省 ,	http://www.mofa.go.jp/files/000022447.pdf

2　东京电影节让东盟各国的电影能在其盛大集会播出 .	东盟创意企业家

给机会年轻人展示新世纪的产品和服务

图表 1：“暑假学院”的地点（琵琶湖别墅）

资料来源：琵琶湖别墅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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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F）所赞助的东盟创意企业家（Creativepreneur）

大赛都是最新事例。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东盟各

阶层具有针对性的人文交流活动也将东盟学界包括

在内。

所以，此次的“暑假学院”是一个组织、计划

完备的活动，也是一项非同一般的举动。在东盟各

国当中，日方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的学者集会，

结合大部分东盟国家的“日本通”和其它国际关系

学者以及研究员，再加上日美两国的专家，都集合

到日本滋贺县大津城（琵琶湖别墅），进行多方面

的讲课和交流。

以 目 标 而 言，举 办 单 位 日 本 基 金 会（Japan 

Foundation）3 希望此次的活动能够达到两大效果。

第一、创造和认识新兴研究领域。因各领域的专家

们都聚集在一起，参与者都可以借用其机会讨论日

本学的未来，尤其是在面临韩国学和中国学的挑战

面前。当然，主办方希望学者们能够协助日本政府

认识到日本学的新研究领域，并进一步促进新一轮

的日本学（或日本）潮流。

第二，日本基金会也希望参与者能利用此次的

聚会，建立一个大研究员网络。组织单位深入认识

到日本学在亚洲的未来取决于东盟学者的影响力，

而不是日美学者们。在此，其活动可以使得东盟专

家们与日美专家们建立合作关系。通过这样的便利，

东盟学者可以得到日美资源上的帮助，这包括研究

费、项目费、研究和授课材料、研究知识以及信息

的来源等。再者，年轻研究员是主要参加人士。这

样的安排是为了培训新一代的“日本通”以及对日

本有兴趣的研究员。同样的，日方希望年轻学者们

也能建立自己的网络，最终作为日本学（或日本）

潮流的主力。

所以，无论在研究领域方面或者研究院网络

方面，日本基金会希望一批批参与者可以参与安倍

政府所落实的“WA 计划”：以“融合与和谐”迈

3　在日本，日本基金会也被称为国际交流基金

向互通的亚洲（“WA Project”: Toward Interactive 

Asia through “Fusion and Harmony”）4。为此，除

了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实现日方的“共享未来”

（shared future）和“共同宏图”（shared vision）的

两大目标之外，人文交流也成为达到“共同身份”

（shared identity）目标的第三个手段。通过“暑假学院”，

东盟年轻学者们获得机会参与到日方所推动的亚洲

“共同身份”的建设。日本学以及该国的软实力也

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日本软实力的平台

如软实力理论家约瑟夫·奈所描述，软实力是

一种能够影响别国和别人的能力，而它的使用是为

了达到某种目标或目的 5。与硬实力相比较来说，软

实力是以劝导、吸引和领导的方式来获得影响力。

而影响方往往依靠各种软实力资源，它们包括文化、

价值观和外交，以此来实行前面所述的三种方式 6。

在亚洲的情况，新资源如科技、社会制度和发展模

式（如我们所知道的“北京共识”）也加入排列中。

在这次的“暑假学院”当中，日方也利用这次

机会发挥该国的软实力。

一、“暑假学院”是日本很重要的公共外交平台。

所谓公共外交，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来影响外国人民

的态度和想法。因它是外交的一部分，公共外交是

很多国家，尤其是大国，如美国、日本、中国和韩国，

常用的软实力资源。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通过人

民来影响目标国的外交决策 7。

回到“暑假学院”的案例，我们看到这个意向

较为突出。在组织方面，举办单位大半选择那些可

以对日本学贡献的学者和年轻研究员。所选择的东

4　具体的信息 , 如安倍首相对该计划的概念和目标 , 可以在日本首相

官邸网站阅读：http://japan.kantei.go.jp/96_abe/actions/201404/15ajia.

html.	无可否认 ,	东盟地区是其计划的中心

5　Joseph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2011	（第 20 页到第 21 页）

6　同上（第 84页），软实力资源也是衡量软实力的指标

7　公共外交是什么 ?,	弗莱彻学院	( 塔夫茨大学 )	网站 ,	http://fletcher.

tufts.edu/murrow/diplomacy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83

盟各国教授也是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

在各国外交的决策方面。

图表 2：中日在亚洲的较量是日本学者演讲中的
主要内容

资料来源：李志良 摄

讲课环节也协助东盟专家们更加了解最真实的

日本。这种“准思想”教育有双层意义。对那些非“日

本通”的研究员，其讲课将吸引他们投入日本学的

行业，并最终成为真正的“日本通”。对于那些已

经是“日本通”的学者们，各种讲课将继续培养他

们对日本的兴趣，让他们在国内持续地研究日本和

参与有关项目。

日本软实力也体现在讲课当中。具有影响力的

泰国学者，Kitti Prasirtsuk 博士也分享了他对日韩中

三国的软实力比较。通过分析，他认为日本在东盟

的软实力已在东南亚地区“内化”，而这样的地位

不是韩国和中国那么容易取代的。各东盟国家年轻

人，无论是发展比较快的东盟国家（如马泰新）或

者较为落后的东盟国家（如老挝）都深爱日本当代

文化，如 cosplay、漫画和动漫等等影响。

在他看来，很多人高估了中国软实力而低估了

日本软实力。前者的软实力只限于外交方面（尤其

是经济外交），反而后者已多年扎根，它也深入到

东盟各阶层的心目中。至于韩国软实力，他认为各

方需要观察它的迅速发展，因在东盟地区里也从来

没有一个能与日本软实力抗衡的对手。这种讨论在

其它课内也有不同的形势。但整体来说，该系列课

程是为了探讨和认识日本在东盟的发展优势，并安

抚年轻学者对日本影响力下滑的担忧。

二、日本学者也在该活动内继续理顺日本成为

东盟积极安全伙伴的潜力。该言论包括“销售”日

本对该地区稳定的作用，尤其是在谈到中国崛起的

影响时。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继续激发东盟学者

和研究院共同维护日方的“共同价值观”呼吁，如

航行自由、民主制度和亚洲和平等等。这种以价值

观和制度（日本软实力资源）的劝说是某些日本学

者一贯的修辞。但相比日本软实力本身，该讲座的

讨论效果较为有限。参与的东盟学者对其观点具有

不同的意见。可以说，政治性质的渲染不是日本最

有利的软实力资源。

三、“暑假学院”也成为日本展示文化和科技（软

实力资源）的平台。在该活动中，日本各方人士对

东盟和美国参与者，介绍了日本佛教（天台宗）文化、

研究物料、最新科技以及古代文物。参与者花了接

近一天的时间参观位于京都比睿山的延曆寺并亲身

体验坐禅和禅大师用餐的实践。

此外，外国学者们也被带到关西馆国立国会图

书馆和 ATR 国际研究院。学者们也见证日本的高

超机器人技术，尤其是在档案订单处理方面和派传

单工作。另外，参与者们也参观了京都国立博物馆。

在这儿，日本的文物（有些甚至来自古代中国）保

存也让很多东盟学者赞叹。简单来说，这些活动都

在东盟参与者当中留了深刻印象。

反思中国在东盟的软实力

总体来看，说“暑假学院”是日本的新软实力

攻势一点都不夸张。至于加入软实力行业不久的中

国，日本的例子是值得大家分析的。当然，中国不

需要模仿日本的软实力战略和种种举措。因前者依

然处于发展中阶段，中国的情况与日本是截然不同。

但是，有几点是值得中国各有关机构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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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需要制造一套人文交流计划。中国必须

脱离过度依赖经济外交来建设它在东盟软实力的做

法。由于各东盟国家没有很完善的财富分配制度，

中方在经济上所投入的钱财和精力也未必到达普通

民众的手里。反倒是，商家们和东盟各政府获得最

大利益。而民众更需要的是教育机会、外国的体验、

技术培训和当代娱乐。如从日本的模式来看，该国

在东盟的正面印象是多年人文交流工作所累积下来

的成果。所以，人文交流（尤其是以年轻人为主）

应该被提升到与经济外交同等重要性的高度。

图表 3：（上）位于延暦寺的根本中堂；
（下）ATR 国际研究院的“传单机器人”

资料来源：李志良 摄

2、东盟学术界和智库理应成为中国各单位的合

作伙伴。以目前来看，东盟各国的学术和智库人士

都没扮演到中国 - 东盟关系桥梁之一的作用。正如

泰国学者 Kitti Prasirtsuk 所透露，历任的日韩大使都

与泰国学术人士建立直接合作关系，而这方面恰恰

是中方极为缺乏的 8。因学者们，尤其是教授们，都

在东盟各国外交的决策上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与他

8　根据安邦咨询所获得信息，其现象也在马来西亚观察和体会到

们合作可以提升日韩的公共外交效应。这也解释为

什么日韩在这么多年都继续奉行其途径的原因。中

国各单位应该认识到，任何人文交流计划，若要达

到最佳效应，应先与本地学术界和智库人士讨论，

获得他们的意见，再共同与他们合作完善任何项目。

3、中国需要思考怎么样丰富该国的软实力资源。

也如泰国学者 Kitti Prasirtsuk 所描述的那样，中国所

强调的传统文化未必是目前最佳的软实力资源。日

韩潮流的例子已证明当代文化是年轻人所好。它的

深透率，相比传统文化而言，也较为广泛。参与软

实力建设的各单位和企业应该认真探讨切入点及怎

么样更好地“销售”中国当代文化资源和相关产品。

如果台湾可以以流行歌曲、阅读咖啡馆、科技和慈

善事业，吸引全世界，那么中国大陆肯定有更多当

代的，尚未发掘的（软实力）资源。

4、东盟华侨不应该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重点。

无可否认，华侨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作为中国

软实力的“代理人”。但由于华侨在东盟各国，除

新加坡以外，都是少数民族，他们所能达到的成果

依然有限。再说，年轻华侨们也未必认同中国，他

们更加认同自己为东盟各国公民。所以，把工作中

心放在华社身上具有限制性。

我们必须认识到，日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

在计划任何项目时，考虑的是怎样把各自的软实力

展示给各东盟民族，并吸引他们成为日韩潮流的追

随者。换句话说，他们的目标是跨种族的广泛“销售”

活动。所以，中方必须撇开原有的思维，打造更为

广泛的人文交流活动，以便东盟各民族能体验到中

国的软实力资源，如文化、科技、价值观和公共外交。

整体来说，中国应该在未来拥有一套属于自己

的软实力战略。在此战略当中，公共外交、文化、科技、

价值观、管理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都需要新的外貌

与含量展示到世界。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东盟地

区比以往站得更稳。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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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加强与印度在TPP的合作

Vietnam Increases TPP Cooperation with India

随着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

将在今年结束谈判，而东南亚国家备受 TPP 以外的

国家的关注，成为热门投资、出口地点。

越 南 作 为 TPP 组 织 的 其 中 一 个 东 盟 国 家，

也同样成为吸引不同外资的国家。根据越南纺织

服 装 协 会（Vietnam Textile & Apparel Association, 

VITAS），2015 年 7 月，印度政府颁布了达 3 亿美

元的贷款优惠政策，作为未来十年越南纺织品服装

领域的投资 9。

图表 4：位于胡志明市的一家纺织厂

资料来源：Tuoi Tre News

在此优惠政策下，印度将支持纺织品服装投资

项目，主要是项目中使用印度制造的设备和服务的

资金比例达到 75%。印度政府所颁发的这项贷款配

9　India	 jumps	on	TPP	bandwagon	 in	Vietnam,	2015-7-21,	http://

tuoitrenews.vn/business/29349/tpp-train-too-attractive-for-vietnam-

to-miss

套的年息为 2%，共为期 10 年，由越南财政部保证，

并通过越南进出口银行（Eximbank）进行 10。

根据越南计划与投资部的数据，越南首六个月

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比降低了近 20%，不过在纺织品

服装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却有所提升，在新扩张的

58.5 亿美元的资本中占 11.2 亿美元。印度在投资纺

织品服装领域方面有较大优势，也越加积极。

印度是全球第二大纺织品服装供应商，仅次于

中国。印度在纺织业加强与越南的合作，意味着保

证了越南企业的供应。印度纺织品服装行业每年赢

利 1000 亿美元 11。

印度是 10 大国际贸易伙伴之一，河内也是新德

里的第 28 大外国贸易伙伴，双边贸易也持续增长，

从 2006 年的 10 亿美元增加至 2014 年的 80 亿以上。

今年首四个月，越南出口至印度的贸易额达 8.5 亿

美元，而进口贸易额则达致 91.1 亿美元，越南对印

度的贸易逆差在 2014 年为约 30 亿美元。

至于两国投资关系，截至 2015 年 6 月，印度在

100 个在越南投资的国家与区域中排名 30，有超过

100 个以上的项目，总值超过 3.8 亿美元 12。

在印度总理莫迪加强对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外

交、贸易之下，印度从“东望”（Look East）政策进

一步提升至“东进”（Act East）政策，加上明年即

将全面落实的印度 - 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今年将

10　同上

11　印度将利用越南加入 TPP 的优势 ,	2015-7-24,	http://zgkgfhw.com/

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5&id=2658

12　Indian	firms	advised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Vietnam	to	leverage	

trade	pacts,	2015-7-17,	http://tuoitrenews.vn/business/29264/indian-

firms-advised-to-increase-investment-in-vietnam-to-leverage-

trade-de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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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的东盟经济共同体（AEC），预料印度在越南

的投资、贸易将持续增加。

据印度驻胡志明市总领事斯米塔·盘特（Smita 

Pant）表示，印度企业应该借助越南，放眼东盟，将

业务扩展至全球 13。

印尼重组内阁以整顿经济

Indonesia’s Cabinet Reshuffle to Boost Economy

基于国内经济与金融表现低迷，及面对舆论界

的批评与压力，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威在 8 月 12 日

宣布重组内阁，替换包括经济部长与贸易部长在内

的六个内阁成员 14。印尼新任内阁上任不足一年就出

现重要职务的重组，反映出佐科威迫切需要改变印

尼经济低迷的现况，以稳住其领导形象。

图表 5：印尼盾兑美元汇率

资料来源：www.xe.com

在替换的六名政府阁员中，以经济部长与贸易

部长的新成员最令市场关注。经济部长由拥有经济

13　同上

14　Indonesia's	president	reshuffles	economy	team	as	growth	sags，

2015-8-12，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8/12/us-indonesia-

cabinet-idUSKCN0QH06Y20150812

博士文凭，并曾担任印尼央行总裁的达尔敏·纳苏

迪安（Darmin Nasution）出任；而贸易部长则由拥

有投资实战经验，曾出任多家投资机构领导的托马

斯·林彭（Thomas Lembong）上任 15。让拥有相关

学术背景与事业经验的精英来出任相关要职，让外

界对此番的内阁重组充满信心。

图表 6：印尼 6 名新内阁成员合影
（左一与右一分别为贸易部长与经济部长）

资料来源：马来邮报

印尼近期公布的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GDP）

仅取得 4.67% 的增长，创下过去 6 年来的新低。同

时，印尼盾汇率在过去一年内，也从 1 美元兑 11500

印尼盾的区间，下滑至接近 14000 印尼盾，跌幅达

17% 以上。事实上，印尼经济与汇率下滑，也关乎

全球经济基本面疲软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从舆

论的角度而言，印尼政府并没有把握住趋势，对国

内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即提升制造领域与再工业

化的贡献，来弥补大宗商品市场的低迷表现 16。

佐科威此番的撤换阁员，除了在于重新整顿低

15　内阁进行改组	总统撤换 5 位部长与内阁秘书，2015-8-12，http://

www.shangbaoindonesia.com/breaking-news/ 内阁进行改组 - 总统撤

换 5位部长与内阁秘书 .html

16　立即解决结构性问题	让经济摆脱下滑趋势，2015-8-10，http://

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ce/ 立即解决结构性问题

-让经济摆脱下滑趋势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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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87

迷的经济表现外，也需要极力挽回其过去数个月所

流失的民意与支持度 17。佐科威政府去年 10 月上任

以来，曾公开表示要强化印尼吸引外资的能力以发

展国家；然而上任后多项不利外国投资者的措施出

台，以及对肃贪的力度不足，促使外资对其政府感

到失落。

因此，随着此次内阁改组，并委任有经验的专

才出任要职，相信印尼将能在短期内重新稳住经济

与汇率的颓势。同时，在新领导班底下，印尼政府

将出台更多亲商的政策，推动外资流入与国内消费

情况。

缅甸继续强化吸引外资

Myanmar Continues to Introduce FDI

自从缅甸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之后，该国吸引

了多国投资者。截至 2015 年 6 月底，共有 36 个国

家和地区在缅进行投资，投资额累计 566 亿美元 18。

中国是缅甸的主要贸易伙伴。在 2014 年里，

两国贸易额达 24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6%。截至

2014 年底，中国累计对缅甸协议投资金额为 146.7

亿美元，占缅甸累计利用外资总额的 27.7%，居外国

对缅甸投资的首位 19。 

根 据 缅 甸 投 资 与 公 司 局（Directorate of 

Investment and Company Administration）的数据，从

1988 年至 2015 年 4 月底，共有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915 家企业在缅甸多个领域进行投资，投资额累计

564 亿美元。

17　Jokowi	 announces	Cabinet	 reshuffle	 to	 boost	 Indonesia’s	

economy，2015-8-12，http://www.themalaymailonline.com/world/

article/jokowi-announces-cabinet-reshuffle-to-boost-indonesias-

economy

18　缅甸投资与公司局统计数据 ,	http://dica.gov.mm.x-aas.net/admin/

Pages/DisplayPdf?path=By%20Country%28June%2015%29.pdf

19　 缅 甸 期 待 中 国 企 业 多 元 化 投 资 ,	2015-7-22,	http://www.

chinatradenews.com.cn/html/zhongdianyuedu/2015/0722/11540.html

在各领域中，油气领域的投资最多，约为 196.4

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 34.79%，共有 151 家在油

气领域上进行投资。除此之外，制造领域的投资额

约为 56.1 亿美元，运输与电信领域的投资额则约

为 31.8 亿美元，矿产领域的投资额约为 28.86 亿美

元 20。

图表 7：2015 年 6 月首 10 个在缅投资国家的
现有企业

数据来源：缅甸投资与公司局，安邦咨询整理

缅 甸 投 资 与 公 司 局 的 统 计 显 示，在 上 财 年

(2014-2015 财年 ) 里，共有 27 个国家和地区在缅甸

投资，投资额约达 80 多亿美元，其中以新加坡投

资额最多，约为 42 亿美元。在本财年前一个月（即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30 日），一共有 11 个国家和地

区在缅投资，投资额约为 22 亿美元，仍是以新加坡

的投资额最多，约 14 亿美元。虽然最近几个财年里，

在缅甸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的投资额最多

的，截至目前为止，中国仍是在缅投资额最多的国家，

总投资额累计达 147 亿美元，仍居于在缅甸投资的

20　Myanmar	approves	investment	worth	$2.2	billion	in	April,	2015-5-

24,	http://www.burmalibrary.org/docs21/GNLM2015-05-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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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首位 21。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缅

甸问题专家特尼尔（Sean Turnell）分析说缅甸军人

政权之后的民主改革，让现有的政府有不同的作风

和考量，以及近期中国的股市状况造成了中国在缅

甸的投资减少。不过，特尼尔预测，尽管现在中国

在缅甸的投资缓慢，未来中国却将加强投资。今年

7 月中国、泰国、缅甸所共同签署的发展北掸邦孟

东坝（Mong Ton Dam）发展谅解备忘录，也证明了

特尼尔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 22。

据了解，吴登盛总统在今年 11 月的缅甸选举不

寻求参选连任，这也鼓励中国投资者的回归，而缅

甸当地媒体也报导一旦吴登盛的任期结束，密松水

电站（Myitsone Dam）即将再度复工 23。密松水电站

由缅甸政府合同商“Asia World”、缅甸电力部、中

国电力投资集团承建，不过环保人士、反对派、少

数民族等反对该项计划，因此吴登盛宣布在他的任

期内密松水电站停建。

21　外国在缅投资累计达 564 亿美元	中国投资额居首位	油气领域

投 资 占 比 超 三 分 之 一 ,	2015-6-24,	http://www.mmgpmedia.com/

business/10646- 外国在缅投资累计达 564 亿美元 - 中国投资额居首位

-油气领域投资占比超三分之一

22　China	tops	Myanmar	FDI	table	but	pace	slows,	2015-7-20,	http://

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news/628100/china-tops-myanmar-

fdi-table-but-pace-slows

23　同上

国际油价下挫：文莱持续开发石油与天然气

Skidding Global Oil Price: Brunei to Continue 
Producing Oil & Gas

根据文莱经济策划及发展局的最新数据，由于

国际原油价格重挫，文莱今年 5 月份的总贸易额同

比下跌 24.1%，至11.055 亿文莱元（约合 7.84 亿美元），

其中出口额急挫 32%，至 6.985 亿文莱元 24。尽管国

际原油价格近期大幅下滑，但文莱能源部依然遵循

该国的能源白皮书，持续生产原油与开采新区域 25。

石油与天然气出口占文莱总出口额接近 95%，

由于油气领域近期低迷的价格走势，导致文莱今年

以来的出口表现不佳，更直接影响到文莱整体的经

济走势。今年前 5 个月的出口额下跌 32.9%，促使文

莱的贸易顺差大幅萎缩 48.7%，至 24.4 亿文莱元。

虽然文莱近年来多番强调国内的经济应该朝

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油气领域依然是文莱不可替

代的经济支柱。能源部部长莫哈默雅思敏（Mohd. 

Yasmin）指出，最近一项由法国石油公司开采的深

海油气田将可延续至 2035 年，并为该国的能源开采

量提升 20%。

24　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	STATISTICS	 (IMTS)	

MAY	 2015，http://www.depd.gov.bn/externalTrade/IMTS2015/

IMTSMay_2015.pdf

25　Brunei	 to	continue	producing	more	oil	&	gas:	minister，2015-

7-22，http://www.bt.com.bn/business-national/2015/07/22/brunei-

continue-producing-more-oil-gas-minister

图表 8：文莱贸易数据（十亿文莱元）

资料来源：文莱经济策划及发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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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哈默雅思敏表示，该部门积极开拓新油田，

不仅在于加强产量，更冀望能让该领域获得持续性

的发展。文莱的就业市场与经济来源，截至目前依

然是有油气领域所带动与扶持。

图表 9：马来西亚首相纳吉访问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

资料来源：纳吉官方脸书专页

巧合的是，马来西亚首相纳吉近日访问文莱，

也为文莱的油气领域发展捎来了好消息。纳吉在与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会面后宣布，两国已经

完成有关在深海油田 CA1 和 CA2 区块这重叠边境

的共同开采石油与天然气的合作协议 26。

这意味着，一旦相关区块未来进行开采活动后，

文莱将得以获得更多来自油气领域的贡献。在多元

化经济依然没有确凿的方向之际，与马来西亚政府

取得上述重大的发展，对于文莱未来的经济动向，

依然是一个稳住经济发展的好消息。

文莱的能源白皮书就冀望，能将文莱的油气项

目开采量，在 2035 年之际提升 60% 至每日 65 万桶；

并在下游业务如石化产能等贡献，在同期内提升至

50 亿文莱元，2012 年的产量为 3 亿文莱元。

26　Malaysia	and	Brunei	to	enter	into	joint	exploration	for	oil	and	gas，

2015-8-11，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5/08/11/

Malaysia-Brunei-Petrol/

日本在柬埔寨投资已经起飞

Japanese Investment Taking Flight in Cambodia

近期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愈加重视，尤其是湄公

河流域国家如柬埔寨、越南、老挝等国。今年 7 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了第七届日本与湄公河流域

国家峰会上为老挝、越南、泰国、缅甸和柬埔寨提

供 6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在经济投资方面，截至今年 6 月，在柬埔寨的

日本投资项目共达 99 项，投资总额达 7 亿美元。

目前日本企业在柬埔寨投资的主要领域包括成衣和

制鞋业、农业和碾米业、建筑业、酒店业和旅游业

等 27。

据有关信息，日本在柬埔寨的投资主要是由美

蓓亚集团（Minebea）、Sunrise Health Care Services、

永旺（Aeon）等领导。

日本尤其注重于参与在首都金边的建筑业；根

据柬埔寨国土管理、城市规划建设部尹春林部长（Im 

Chhun Lim），今年日本在柬埔寨的建筑业投资排名

第三，尾随中国和韩国，所获得批准的项目达 1.08

亿美元，占全国建筑超过 354,000 平方米 28。

根据一项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apanese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JETRO）的调查报告，80% 在

柬埔寨的日本企业称在 2015 年获得了业务增长。和

柬埔寨的邻国相比，在越南的日本企业称有所增长

的为 66%，缅甸的则为 64.7%，足见在柬的日本企业

较为有信心 29。

与此同时，该调查报告也披露了在柬埔寨的日

企对一些政策感到忧虑；80% 的日企对柬埔寨的工

27　日本在柬投资项目·截至上半年共 99 项 ,	2015-8-2,	http://www.

camsinchew.com/node/42156?tid=5

28　Japanese	construction	taking	flight	 in	capital,	2015-7-31,	http://

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japanese-construction-taking-

flight-capital

2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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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上涨感到顾虑、79% 的面对获取原料的问题、47%

的则要求改善海关办理通关手续 30。

图表 10：位于金边经济特区的一家日本工厂

资料来源：曼谷邮报

目 前，柬 埔 寨 最 大 的 工 业 园 金 边 经 济 特 区

（Phnom Penh Special Economic Zone）共有77家企业，

雇用了超过 16,000 名员工，当中有 40 家企业是日企。

根据 JETRO 的数据，柬埔寨至日本的出口量的

则在过去 5 年之内年度增长了 30%，去年的贸易额

达致 7.76 亿美元，双边贸易总额达 10.3 亿美元 31。

另一方面，柬埔寨发展理事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mbodia, CDC）的数据则显示，日

本在 1994 年至 2014 年这 20 年的投资总额达致 7.32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的贸易额来自于 2010 年后。

今年的首 6 个月里，日本投资者共申请了 7 个价值

4500 万美元的项目的准证 32。

柬埔寨的经济相对稳定、低廉的工资、免税出

口和经济特区等，为该国营造了有利的吸引外商投

资的条件。

30　同上

31　Japan’s	New	Frontier,	2015-7-20,	http://www.bangkokpost.

com/business/news/628232/japan-new-frontier

32　同上

日本在柬埔寨的投资较倾向于劳动密集型的零

部件制造企业，其产品销售至邻国及日本，且能协

助柬埔寨多元化其出口业务。

老挝加强与白俄罗斯合作

Laos Strengthens Cooperation with Belarus

白俄罗斯和老挝的外交关系始于 1994 年 2 月 7

日，不过两国来往并不十分频密，而两国领导人也并

不经常造访彼此的国家。

不过，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开始改变；白俄罗斯和

老挝现在开始有了更多频密的交流，自 2013 年老挝

总统朱马利·赛雅贡（Choummaly Sayasone）官访白

俄罗斯之后，两国关系、对话有提升的迹象。

图表 11：老挝 - 白俄罗斯贸易量（单位：千美元）

资料来源：白俄罗斯驻越南大使馆官方网站，

安邦咨询整理

2014 年 3 月，白俄罗斯外交部长弗拉基米尔·马

凯（Vladimir Makei）访问老挝，更进一步加强了两国

的合作。

据 白 俄 罗 斯 国 家 通 讯 社（Belarusian Telegraph 

Agency，BelTA）报道，白俄罗斯有意和老挝提升双

边贸易、商业合作关系。

然而，两国的贸易关系实际上还是并非十分稳固；

虽然在 2014 年里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增加了 12 倍，今

年的首两个月两国之间并无实际上的进出口贸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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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如此，两国之间的商贸潜能仍十分大 33。

白俄罗斯目前对老挝的生产、农业、科技等领域

的发展感到兴趣，而老挝也有对开发这些领域的需求。

在商贸方面，白俄罗斯主要希望能向老挝出口更多如

轮胎、化工业产品、农业机器、引擎、食品、奶粉等。

事实上，老挝已从其他第三方国家进口这种类型的产

品，不过白俄罗斯仍有信心能和其他国家竞争，在老

挝的消费市场上分一杯羹。

白俄罗斯向老挝出口的产品中，最注重的是机械

产品，不过销量和次数不多。这个情况，经过白俄罗

斯共和国开发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DBRB）和 老 挝 外贸 银 行（Lao Bank for 

Foreign Trade）关于向老挝融资出口事项签署协议之

后可能会有所改善；届时老挝将会更有多条件签署进

口白俄罗斯机械的条约 34。

根据白俄罗斯国民会议共和国院主席弗拉基米

尔· 安 德 烈 琴 科（Vladimir Andreichenko） 在 2015

年 8 月 4 日和老挝副外交部长萨勒姆赛·贡马西特

（Saleumxay Kommasith）会面之后，表示白俄罗斯现

有阶段已能透过白俄罗斯共和国开发银行向老挝提

供贷款 35。

安德烈琴科也表示虽然白、老两国的贸易额相对

地小，现在白俄罗斯制造业者有兴趣增加对老挝的出

口，尤其是增加农业用机械、卡车等，并正在准备着

一批运送往老挝的卡车。 

两国贸易之间还有很多计划尚未付诸行动；安德

烈琴科称，老挝矿产丰富，白、老均同意设立实验室

检验矿物质量，不过这项计划尚未实现。另一方面，

两国原先计划使用白俄罗斯原料在老挝制造婴儿食

33　Belarus	eager	for	more	trade	with	Laos,	2015-5-4,	http://www.

vientianetimes.org.la/sub-new/Previous_099/FreeContent/FreeConten_

Belarus.htm

34　同上

35　同上

品，这项计划也尚未完全达成目标 36。

与此同时，一批白俄罗斯的军工企业专员团队将

会造访老挝，而白、老二国在组装工厂和合资企业方

面的合作有很大的潜能和发挥空间。

迎接后洁蒂时代的马来西亚金融系统

Post Zeti Era: How Would Be the Malaysia 
Financial System?

久未露面的马来西亚国家银行总裁丹斯里·洁

蒂博士（Zeti Akhtar Aziz）在 8 月 13 日的第二季国

内生产总值（GDP）媒体发布会上否认她将提前辞

职的传闻，并宣称将会担任央行总裁直至明年 4 月

任期届满 37。这很可能意味着，马来西亚金融与货币

管制机构，将在未来的 8 个多月，迎来后洁蒂时代。

担任马来西亚央行总裁长达 15 年之久，并在过

去 11 年连续被国际著名刊物《环球金融》评选为 A

级央行领导人的洁蒂，早已成为新兴市场金融监管

机构的代表人物 38。同时，洁蒂沉着与谨慎地应对

2008/09 年之际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并迅速走出经

济低迷的阴霾，也为其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然而，近期爆发的“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机构”

（1MDB，一马机构），却让洁蒂开始面对着马来西

亚国内的舆论压力，甚至一度传出将会被革职的传

闻。针对相关课题，洁蒂除了否认革职传闻，对于

一马机构的记者提问都三缄其口，只是称国家银行

36　Andreichenko	urges	to	give	impetus	to	Belarus-Laos	cooperation,	

2015-4-30,	http://eng.belta.by/all_news/politics/Andreichenko-urges-

to-give-impetus-to-Belarus-Laos-cooperation_i_81379.html

37　Zeti:	 I	will	see	through	my	term	as	Bank	Negara	head，2015-8-

13，http://www.themalaymailonline.com/malaysia/article/zeti-i-will-

see-through-my-term-as-bank-negara-head

38　Zeti	 gets	‘Grade	A’	 rating	 for	11th	 consecutive	 time	 from	

magazine，2014-9-9，http://www.themalaymailonline.com/money/

article/zati-gets-grade-a-rating-for-11th-consecutive-time-from-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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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相关调查并交给总检察署 39。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第二季 GDP 同比增长

4.9%，仍然高于市场早前的预期 40。第二季无法维持

在 5% 以上的成长，主要在于出口表现低迷、消费

税影响私人消费、工程进度缓慢导致私人与公共领

域投资放缓等影响。至于各领域表现方面，制造业

与建筑业都分别因为出口表现与国内基建投资低落，

而呈现放缓的趋势。

图表 12：洁蒂（前排右二）出席第二季国内
生产总值的发布会

资料来源：东方日报

虽然交出了相对良好的经济数据，但马来西亚

的股市与汇市并没有做出利好的反应。其中，令吉

兑美元汇率在数据公布后虽然一度上探 3.99 的区间，

但随后依然向 4.00 滑落，并持续接近 4.10 的区间。

洁蒂在发布会上表示，央行不会做出任何干预的行

动，也不会重新落实挂钩的政策，并认为目前的货

币浮动仍处在可监控的范围内 41。

确实，目前新兴市场的货币走软，部分原因可

归咎于美联储升息预期导致的资金外流潮。但马来

39　'I	can	be	held	 for	 talking	on	 individual	accounts'，2015-8-13，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308485

40　 次 季 GDP 成 长 4.9% 胜 预 期，2015-8-13，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business/cjgdp4.9

41　No	need	 to	peg	 ringgit	 to	US	dollar:	Zeti，2015-8-13，http://

www.nst.com.my/node/95990

西亚货币跌势较区域其他经济体来得沉重，则或多

或少受到国内的负面课题干扰。担任马来西亚央行

总裁长达 15 年的洁蒂，可以老练的经验来应对货币

与金融体系的变化。但伴随着后洁蒂时代的来临，

其接班人是否也同样拥有相关的历练，以及团队的

合作与默契呢？

图表 13：近期令吉兑美元汇率

资料来源：www.xe.com

因表现佳而得以在位较久，这是新型市场体系

的一个“通病”。没有一个明确的接班制度与任期，

对长久的发展而言，绝对是一把利刃。从马来西亚

政权上看，后马哈迪时代的风起云涌，就能看出一斑。

菲律宾加大公共预算支出

Filipino Government Boosts Governmental Expenditure

近日，菲律宾政府正式公布 2016 年该国年度预

算，根据菲律宾政府公布的预算金额，2016 年该国

总预算将达到 3.002 兆披索（约合 656.53 亿美元）。

2016 年，该国总预算首度突破 3 兆披索大关，较前

一财年大幅增长 15.2%42。然而，在这份预算案中较

42　PPP	 funds	benefit	 rich	 firms,	Aug.	 10th,	 2015,	 http://www.

manilatimes.net/ppp-funds-benefit-rich-firms-ibon/207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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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资本展开固定项目投资。

然而，我们对于菲律宾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

续性持保留态度。首先，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

跌影响，菲律宾的工业生产率并未趋缓，这将对菲

律宾劳工收入增长形成结构性制约。再则，菲律宾

长期贪腐问题严重，在阿基诺任内，菲国政府对于

贪腐问题进行严格整顿，然而，该国缺乏有效且有

力的反腐领导力，这对经济稳定和民主均构成了威

胁 45。在贪腐情况未获得结构性改善的情况下，很难

保证阿基诺的继任者将保障民间资本对于各项项目

的合法权益。最后，随着国际美元转趋多头格局确立，

在经常帐常年保持赤字的情况下，菲律宾抵御游资

外逃的能力与该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息息相关。

泰国亟需透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内需

Thailand Needs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b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近日，外资正加速抛售以泰铢计价的资产。除

了加速撤离泰国股市外，泰铢对美元价格跌至六年

来新低，泰国正面临自 98 年金融风暴以来最大的挑

战 46。

自 2013 年初，泰国陷入了结构性衰退的泥沼当

中。虽然从当前的各项指标来看，泰国经济依旧保

持较好的增长态势，除了经济持续呈现增长，国内

就业市场保持完全就业，且经常帐户保持盈余，但

该国生产力并未因此出现增长。以工业生产率为例，

自 2013 年起，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出现震荡使得工业

生产率长期陷入衰退，这意味着在全球景气复苏前

泰国的工业生产将很难出现增长。

出口增长放缓、企业获利衰退、政府扩大支出

方案成效低落都使得国际投资人降低对泰国资产获

45　透明国际：菲律宾透明指数列全球第 85 名，2014-12-5，	http://

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4-12/5228267.html

46　泰国遭遇外资撤离潮，2015-8-10，http://finance.sina.com.cn/

roll/20150810/035922919207.shtml

引人注目的是，为进一步扩大固定项目投资，菲律

宾政府将在下一个财年中进一步扩大 PPP 规模。

根据菲律宾政府公布的最新预算案，该国计

划在 2016 年通过民间资本开展总计 13 项，总额逾

5410 亿披索（约合 120 亿美元）的固定项目支出 43。

然而，在阿基诺总统于明年中期卸下总统职务后，

其任内核准的 PPP 项目是否将如期动工将成为众人

关注的重大议题。

图表 14：近年菲律宾政府预算总额一览（兆 / 披索）

资料来源：Manila Times

长期以来，由于内生性需求不足，菲律宾经济

长期缺乏增长动能。然而，在阿基诺就任后，这一

态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国内债务存量较少

的情况下，阿基诺政府积极扩大政府预算来推动内

需，连带推动该国经济快速增长。自 2010 年迄今，

该国政府预算总额扩张近一倍，连带拉动国内需求

快速膨胀。

除了通过举债扩大固定项目投资，菲律宾政府

通过全方位引进资本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根据亚

洲开发银行近日公告，在对菲律宾完成评估后，该

行决定在 2016 年至 2018 年间扩大对菲律宾提供贷

款金额，预估将向该国提供逾 30 亿美元 44。除了大

力引进外部资本外，菲律宾政府也试图引用国内存

43　菲律宾拟再推 13 个 PPP 项目，2015 年 8 月 3 日，http://finance.

inewsweek.cn/20150803,85713.html

44　ADB	to	boost	PH	 lending	by	66%,	Jul.	28th,	2015,	http://www.

manilatimes.net/adb-to-boost-ph-lending-by-66/20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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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2013 年至 2015 年泰国工业生产率走势图（单位：%）

资料来源：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thailand/indicators

图表 16：自 2014 年 9 月至今泰铢兑美元汇价走势图

资料来源：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thailand/indicators

利预期。今年五月以来，投资机构大规模抛售泰铢

计价资产导致泰铢汇价呈现大幅下跌。如何稳定泰

国经济局势便成为军政府的首要考量。

 我们认为，当前泰国稳定经济秩序的首要目

标是加强落实扩大经济支出项目。由于泰国国内总

体债务尚处于较低状态，该国家庭总体债务大约占

GDP 总额的 80%，政府有充分的能力通过举债来强

化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进而为国内制造业增长提供

动能 47。

47　数据来源，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

world-factbook/geos/th.html

然而，政府内部协调能力不足使得扩大支出方

案迟迟无法获得落实。近年来，为刺激内需，泰国

政府预算连年扩张，2016 财政年度，泰国政府举债

额将达到 3900 亿泰铢，较前一财年增加 56%48。但

各方互相不足且政府部门间沟通效率不彰提高了政

策落地的难度。我们认为，当前泰国政府稳定经济

局势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国内协商机

制，唯有建立起一个稳定而强健的沟通机制才能真

正的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最终在有配套的情况下

拉动经济增长。

48　为刺激经济增长，泰国拟将投资支出增至七年新高，2015-5-22，

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522/13724635_0.shtml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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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新加坡标新局、资信通讯发展管理局和资讯科技标准委员会制定的标准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联合早报信息整理

新加坡为“智慧国”目标准备一系列标准

Singapore Prepares More Standards for “Smart 
Nation”

自新加坡提出“智慧国”目标以来，各项具体

工作都在逐渐落实。8 月 12 日，新加坡政府推出关

于感应器网络、物联网，以及特定领域产品的标准，

为迈向“智慧国”的目标作准备 49。

所说“感应器网络准则”是指，未来的新加坡

将会大量装置各种用途的感应器，这些感应器网络

应符合统一品质标准，使运作起来更加顺畅。这些

感应器可以是在家里、办公室或公共地点。例如，

在家里安装感应器，若发现感应器无法顺利地把数

据传进电脑系统，用户可能不得不另外调整系统或

花钱买其他品牌的感应器。而如果所有感应器和相

关仪器都采用同一套标准，就可解决问题。

智慧国咨询与行政办公室的环境及水源部长维

文说：“智慧国是由许多独立系统组成的，有些部

分互相重叠。这里的关键词是‘融合’，因此要这

49　为迈向“智慧国”作准备	政府公布感应器网络准则，2015-8-13，

http://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story20150813-513857

些独立系统互相配合，我们需要建立稳固的开放型

标准基础”。要创造一个环境让政府机构、规划人员、

研发人员和制造商，采用统一沟通方法和指导原则

开发新科技和智能方案，采纳统一标准至关重要。

此外，这些标准也参考外国的类似标准，符合要求

的本地产品在出口时，将比不符合标准的产品更占

优势 50。

新加坡当地科技公司1Rwave总裁官业强表示，

感应器的多数零件都符合现有国际标准，如国际电

气及电子工程师协会的标准，因此即使在新加坡推

出相关标准之前，这些产品依然可以使用。可是如

果感应器与其他相关电子产品或系统都采用一致标

准，还可进一步发展出新的用途。

根据上述信息，我们认为，新加坡的“智慧国”

目标不仅在科技和智能方面为该国的发展找到推动

力，而且当家庭、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都实现了这

样的便利之后，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也就体现了高

效率。

5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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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丁经贸特区有望成为下一个边境贸易

大城

Boten SEZ Is Becoming the Next Hub for 
Transnation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Laos

在“一带一路”效应持续发酵的情况下，作为

中老间经贸交往最前线的磨丁口岸正逐步由边贸口

岸升级为经贸特区。随着老挝政府在政策上进一步

放宽限制，有意前往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获得了巨

大的投资机会 51。

图表 18：磨丁黄金城实景

资料来源：互联网

作为中老边境贸易的最前线，中老两国于 1993

年时分别在磨憨与磨丁两个城市设置国家级口岸。

为进一步刺激两国间经贸交往，老挝政府于 2003 年

正式批准了名为磨丁黄金城的经贸特区开发计划，

借由 PPP 的方式由老挝国家计划与合作委员会以及

黄金城集团共同开发磨丁黄金城经济特区。

51　老挝磨丁特区给中国投资商带来巨大商机，2015-8-10，http://

news.163.com/15/0810/09/B0L914TE00014Q4P.html

在黄金城开发案启动初期，在政策取向不明的

情况下，凭借着境外特区的优势，磨丁黄金城迅速

成为中国游客前往当地从事赌博等非法行为的目的

地。由于当地政府未对非法行为进行有效取缔，连

带使得当地边贸的发展受到限制，磨丁因此成为一

个功能定位不明的边贸口岸。

图表 19：磨丁黄金城赌场内游人如织

资料来源：互联网

为进一步深化两国间贸易口岸交往，进而活化

两国间经贸交往，两国政府正试图从建立双边政府

间功能整合着手，试图建立起双边资源共享以及业

务共管的惯例 52。此外，两国间也就经贸特区的合作

展开进一步规划。

 2013 年，中国国家质检局与老挝农林部共同签

署了《关于老挝木薯干、西瓜、香蕉输往中国植物

检验检疫要求协定书》，未来将有更多的老挝农副

52　中国西双版纳与老挝磨丁在边境口岸共建国际消防站，2015-8-

12，http://yuqing.jschina.com.cn/system/2015/08/12/02588958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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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获准进入中国市场。而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

前往老挝进行投资，中老之间的贸易量飞速增长，

已经逐渐和中泰贸易量接近 53。此外，随着当地政府

招商政策渐趋明朗，磨丁特区的政策优惠也转趋明

确。目前特区内多为小厂房建设，大型厂房、服务

行业还处于欠缺的状态。

为吸引外资前来投资办厂，专区有三项特别优

惠政策：一是专区内有自己特有的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对建材产品、进口商品实施免税优惠政策。磨

丁经济特区可自助审批的投资项目种类有：出口工

业；贸易中心、仓储、商场、免税区；建现代新城市、

现代居住区；银行、金融业；绿色工农业、电子技术、

实验区；高尔夫球场。旅游景点、酒店、餐饮业；学校、

医院、文化宫、庙宇、公园；以及政府批准的其他项目。

二是拥有自主的管理权及自主权，一些审批手续不

需通过政府，简化了审批手续，提高了办事效率。

同时，正计划实施数字电子化通关方式，通关效率

将得到极大提升。三是投资商、开发商在此投资总

额达一千万美元以上，可获批老挝国籍，享受老挝

国民待遇。对于对专区做出贡献的此类投资商的家

属、亲人，亦可随之受益。进出口、商品、物流虽

依据国家相关政策给予管理，但大部分还是根据投

资商所思所想。

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当中的一环，中

老间正进一步深化双边贸易整合。而对于有意前往

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磨丁特区的政策优惠正

在酝酿起一股有力的商机。

53　磨丁经济开发区：中老合作聚集地，2015-8-11，http://www.

china-asean-media.com/show-9-1829-1.html

印尼液化天然气发展链条呈现商机

Indonesia Has Blueprinted for LNG Development

印尼最大综合液化天然气提炼厂 Donggi Senoro

于 2015 年 8 月 2 日落成。佐科威总统在中苏拉威西

邦盖（Banggai）主持这项隆重仪式。工程总投资达

85.6 兆盾（约合 56 亿美元）54。

佐科威总统在致词中强调说，：“我们是大国，

各种天然资源原料丰富，我们必须善加利用，必须

开辟下游工业，必须思考如何大规摸的掀起工业化”。

现有的能源来源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在国内，以推

动国内工业，创造附加价值。“Donggi Senoro 所生

产的液化天然气必须绝大多数提供给国内使用。在

中苏邦盖提炼厂提炼出来的液化天然气也将供应给

亚齐，作为工业与发电站及其他需要”。

图表 20：首次寄运 Donggi Senoro 液化天然气到
亚齐使用大型油轮

资料来源：印度尼西亚商报

54　佐科威总统主持仪式	我国最大综合液化天然气提炼厂落成，印度尼

西亚商报，Sunday,	August	2nd,	2015，http://www.shangbaoindonesia.

com/breaking-news/%e4%bd%90%e7%a7%91%e5%a8%81%e6%

80%bb%e7%bb%9f%e4%b8%bb%e6%8c%81%e4%bb%aa%e5%

bc%8f-br%e6%88%91%e5%9b%bd%e6%9c%80%e5%a4%a7%e7

%bb%bc%e5%90%88%e6%b6%b2%e5%8c%96%e5%a4%a9%e7

%84%b6%e6%b0%94%e6%8f%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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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苏 拉 威 西 省 面 积 69726 平 方 公 里， 人 口

2023952, 全省共有五个机场和七个海港。中苏拉威

西省资源丰富，主要出产木材、大米、大豆、橡胶、

油棕榈、咖啡、石油和金属矿藏 55。

佐科威说，“印尼一向以来有许多天然资源原

料被大量出口，其实印尼相当需要这些原料以增加

附加价值。就像棕搁原油那样，必须在国内加工，

才能获得增值为支撑这些，必须建立能源系统，其

中之一即是现在落成的液化天然气提炼厂。为此，

必须在所有地区建设综合工程，能源与工业的结合

将对我们的国家起着相当大的影响”。“印尼将推

动各地方政府准备大型的新工业区并与能源相结合；

应准备 1000 至 2000 公顷才能吸引大投资者前来投

资”。

事实上，早在 2006 年，印度尼西亚国油公司

Pertamina 公司和私营上游公司 Medco 公司即开始

在中苏拉威西省发展液化天然气，并挑选外国伙伴

建立液化天然气工厂，Pertamina 公司和 Medco 公司

是主要股东，并在同外国伙伴合同到期之后，保留

买回这些设施的权力。中苏拉威西省 Senoro 油气区

当时即已经探明的天然气储量达到 2.4 万亿立方英

尺 56。8 个外国公司，包括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有限

公司、日本的三井公司、三菱公司、丰田公司和液

化天然气日本公司都参与了当年这个年产 200-250

万吨液化天然气工程的招标。后来印尼方面选中了

三家日本企业 57。

目前，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努力加快所有投资合

法性程序及加快许可证办理工作 58。总之，这些年来，

印尼石油天然气发展的机会增多。相关链条的发展

为港口、物流、园区建设等带来综合契机。印尼全

55　中苏拉威西省简介，中国驻印尼使馆商参处，

http://id.mofcom.gov.cn/aarticle/ddgk/200307/20030700111428.html

56　印尼挑选日本三菱和三井发展 LNG 工程，2006-11-7，http://

www.kantsuu.com/news1/20061107105045.shtml

57　同上

58　多股受益一带一路	 仍有大空间，2015-4-7，	http://yd.sina.cn/

article/detail-ichmifpy6424915.d.html?vt=4&mid=cfkptvx3377017

面建设综合工业园项目，而且电厂、冶炼厂项目等

相关领域的投资建设都在进行。

越南为金枪鱼产业链发展创造机会

Vietnam Promotes Tuna Industry Development

最近，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指导各职能机构

集中采取各项配套措施，以确保推进金枪鱼产业链

的发展 59。

越南水产总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平定、富安和

庆和等三省有 2800 多艘渔船正在进行金枪鱼捕捞作

业。截至 6 月 15 日，金枪鱼出口额逾 2 亿美元，主

要是向美国、欧盟、东盟和日本等市场出口。美国、

欧盟、东盟、日本、以色列、利比亚、韩国和台湾

地区约占越南金枪鱼主要出口目的地的 81%。

图表 21：越南渔民捕捞的大金枪鱼

资料来源：越南人民报网

59　越南大力推进金枪鱼产业链发展，2015-8-2，http://cn.nhandan.

org.vn/economic/economic_policy/item/3347101- 越南大力推进金枪鱼

产业链发展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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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819

据越南水产加工与出口协会数据，可以看出金

枪鱼出口形势的一些变化，今年 1-2 月份越南金

枪鱼出口额 6320 万美元，同比减少 13.5%。在此期

间，越南金枪鱼对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均有

下滑，而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却在增加 60。而到今年第

二季度，越南金枪鱼对若干市场的出口呈现复苏态

势，截至今年 5 月份，金枪鱼出口总额达 1.87 亿多

美元 61。

美国是越南金枪鱼最大出口市场，占出口份额

的 40.8%。在越南十大金枪鱼出口市场当中，俄罗斯

市场的涨幅最大，增长率达174.4%。今年和后续几年，

越南金枪鱼对俄出口前景将更为广阔。西班牙成为

越南在欧洲地区第二大金枪鱼出口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金枪鱼的出口，越南虽占

有很大优势，但在整个产业链配套方面，则是近年

才开始重视的。

目前越南全国共有金枪鱼捕捞船舶约 3600 艘，

捕捞产量从 2012 年至今仍稳定保持在每年 1.6 万吨

的水平。虽然金枪鱼捕捞业近年来出现强劲发展步

伐，但仍出现船舶较小、捕捞和保管技术落后、组

织生产缺乏严谨性、金枪鱼收购、加工和销售工作

存在许多不足等问题。

为了有效开展金枪鱼捕捞、收购、加工和销售

产业链提案，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责成水产总局

和海产研究院各下属机构采取多项措施，从加强国

际合作、对造船工作进行监督管理至提出企业与船

主之间的风险分析等，以确保该产业链的可持续发

展、协助企业和船主化解困难，尤其是短期贷款问

题的困难。越南金枪鱼协会要继续做好渔民权益保

护工作，对各相关政策提出反馈意见，同时采取措

施，让越南金枪鱼产品能尽早贴上 MSC 环保生态

60　 越 南 金 枪 鱼 出 口 同 比 减 少 13.5%，2015-6-3，http://news.

qihuiwang.com/food/20150603104937.html

61　越南金枪鱼出口呈现复苏态势，2015-7-6，http://www.vietchina.

org/ssxw/3258.html

标签 62。

2014 年开始，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着手完善

金枪鱼捕捞、收购、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提案草案，

促进金枪鱼业可持续发展，助推远洋捕捞业取得突

破性进展。另外，越南也希望实现水产品产业结构

调整和农业结构重组，同时，将继续紧密跟踪市场，

制定有关金枪鱼的统一质量标准体系并为渔民进行

指导和培训等。

投资方面，日本企业已开始行动。8 月下旬越南

富安省政府就金枪鱼加工厂投资兴建项目和向当地

居民提供渔具等问题与日本 Hokugan 公司进行磋商。

该日本公司表示，公司拟在该省绥和市东作渔港地

区兴建月均加工功率为 1800 顿的金枪鱼和其他水产

品加工厂。而从 2014 年 9 月起，Hokugan 公司已赴

该省了解兴建占地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的金枪鱼和

其他水产品加工厂。这家日本公司同时希望兴建一

家高质量的冰块生产厂，帮助渔民更好保鲜水产品。

如上所述，越南一方面发挥金枪鱼产业的传统

优势，另一方面树立现代化的产业理念，再加之政

府重视以及强调综合配套措施，因此，金枪鱼产业

链发展正获得更多商机。

62　同上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820

中国 -印尼有望就高铁项目进一步展开合作

China-Indonesia Expect the High-Speed-Railroad 
Cooperation

近日，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许绍史

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的身份对印尼进行访问。在

访问期间，中方特使向印尼总统佐科递交了“雅加

达至万隆路段高速铁路项目”的可行性报告 63。截至

目前为止，中日两国正就雅万高铁的开发展开竞争，

竞争结果最终将在本月底揭晓。

图表 22：西爪哇地区规划路线图

资料来源：互联网

雅加达与万隆皆位在印尼经济发展程度最高

的西爪哇地区，两座城市分别为印尼第一与第三大

城市，直线距离约为 120 公里。两座城市人口超过

1200 万人，周边地区辐射人口则高达 4000 万人。雅

万高铁完工后，随着西爪哇地区高铁网络进一步完

善，这将对爪哇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63　习近平特使出面，递印尼高铁修建方案，2015-8-13，http://

finance.ifeng.com/a/20150813/13905776_0.shtml

在中日两国各自所做的评估报告中，两国各自

对项目费用以及贷款条件进行评估。据透露，日本

方面对于该项目价格评估为 44 亿美元，日本方面将

由国际协力银行（JBIC）与国际协力组织（JICA）

联手向印尼方面提供 10 年期贷款，贷款利率为 0.1%。

相较于日本方面提出的报价与贷款条件，中国方面

将对该项目提供 55 亿美元的贷款金额，而在贷款条

件方面，中国将以年息 2% 的利率向印尼政府提供

50 年期的贷款 64。

图表 23：今年三月佐科受邀试乘日本新干线

资料来源：日经中文网

近年来，随着新兴国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脚

步，许多国家都把高铁作为提高国家现代化水平的

重要衡量指标项目，也使得中日两国在高铁出口的

竞争上转趋白热化。今年三月，佐科总统在访日期

间曾受邀试乘新干线，这一度被视为印尼倾向于在

雅万高铁上采用日本系统。但近日，随着佐科政府

对内阁进行上任后首次改组，在换掉与日本关系密

切的贸易部长后，雅万高铁的动向再度受到外界关

64　外媒：中国开更优厚条件与日本竞夺印尼高铁项目，2015-8-12，

http://news.163.com/15/0812/12/B0QLG8GV00014AE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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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65。

我们认为，在东盟一体化进程加速的当下，东

盟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将为中国企业带来巨

大的商机。然而，近期，中国 - 东盟间互联互通进

程正受到不少阻碍因素，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当地的

投资受到不少干扰。对于中国东盟这两个相互紧靠

依存的重要伙伴，双边应更加深化战略互信，并在

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展开更深层次的经贸交往，这才

是打造“双边生命共同体”的根本依据。

中国能建 -菲律宾康塞普森公司开展电站

合作

CEEC- PCPC Cooperate on Power Plant

据中国能建集团信息，7 月 29 日，该集团东北

电力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与菲律宾康塞普森电力公司

（Palm Concepcion Power Corporation，PCPC）在沈

阳签署菲律宾康塞普森 135MW 循环流化床燃煤电

厂运行维护项目合同书。这是该公司首次承接的集

电厂运行、维护、检修一体的国外工程，标志着该

公司海外市场开发取得新突破 66。

菲律宾康塞普森电站项目位于菲律宾班乃岛依

洛依洛省康塞普森市，一期工程安装一台 135MW

发电机组、430t/h 循环流化床锅炉。2012 年 12 月，

东电一公司以 EPC 总承包方式承建菲律宾康塞普

森 135MW 循环流化床燃煤电厂建设项目，工程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开工，预计 2016 年 6 月 25 日完成

240 小时可靠性试运行。本次签订的运营和维护服

务合同内容分为运行前阶段和电厂运行阶段两部分，

合同期共计 6 年 67。

65　印尼更换知日派贸易部长，高铁订单存风险，2015-8-13，http://

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5689-20150813.html

66　中国能建签订菲律宾康塞普森燃煤电厂运维项目合同，菲律宾商

报，2015-8-1，http://www.shangbao.com.ph/jjxw/2015/08-01/42362.

shtml

67　同上

图表 24：菲律宾康塞普森燃煤电站项目

资料来源：中国三冶集团网站

所谓 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是指公司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

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或

若干阶段的承包。通常公司在总价合同条件下，

对所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费用和进度负责。

在 EPC 模式中，Engineering 不仅包括具体的设计

工作，而且可能包括整个建设工程内容的总体策

划以及整个建设工程实施组织管理的策划和具体

工作；Procurement 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建筑设备

材料采购，而更多的是指专业设备、材料的采购；

Construction 应译为“建设”，其内容包括施工、安装、

试车、技术培训等。

中国能建东北电力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与菲律宾

康塞普森电力公司的这一电站项目，已于今年 3 月

开始相关前期工作。3 月 10 日，沈阳机械公司生产

的菲律宾康塞普森（1+1）x135MW 燃煤电厂一期

工程项目滤水设备水下预埋件共十箱顺利发货，完

成了与中国能建东北电力第一工程公司的合作 68。此

次顺利发货，也标志了设备承接公司综合实力的提

升 69。

68　沈阳机械公司圆满完成菲律宾康塞普森（PCPC）燃煤电厂滤水

设 备 水 下 预 埋 件 发 货，2015-3-16，http://www.znzb.ceec.net.cn/

art/2015/3/16/art_3124_306053.html

6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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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小企业投资中国有巨大商机

Investing on China: Opportunities for Malaysian 
SMEs 

近期，马中总商会会长黄汉良呼吁马来西亚中

小企业走出国门，尤其是到中国，因为中国人口众多，

市场庞大，富有商机 70。他说，即将于今年 10 月 10

日至 13 日在中国广州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中

小企业博览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马中小企

业应抓紧机会。马来西亚作为中博会的主宾国，预

计国内将有 100 至 200 家中小企业参展。

图表 25：马来西亚中小企业信息

资料来源：互联网

据报道，马来西亚 90% 以上的企业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为国家发展提供动力，该国产值中 60%-

70% 来自于中小企业 71。但目前马来西亚国内市场较

小，中小企业没有成长的空间，而中国商机巨大。

马来西亚政府鼓励中小企业进军中国市场 72。

70　马中总商会呼吁中小企到中国发展，驻马来西亚经商参处，2015-

8-3，http://my.mofcom.gov.cn/article/sqfb/201508/20150801069566.

shtml

71　马来西亚鼓励中小企业进军中国市场，2015-8-4，http://www.

caexpo.com/news/info/focus/2015/08/04/3649280.html

72　同上

黄汉良表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朝

中高端方向发展。而马来西亚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沿线国家，马企业更应加强联系，充分合作，

共创双赢。马中小企业应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

景下，通过中博会的平台和窗口作用，与其他“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中小企业开展更紧密的经贸合作，

促进中小企业的繁荣发展。

据中国驻马来西亚参赞处信息，马来西亚要

发展有竞争力和多样化的中小企业，才能使国家有

持续的经济成长。为此，马来西亚政府推出 2012

年 -2020 年中小企业发展蓝图。根据蓝图，马来西

亚政府协助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确保至 2020 年

中小企业增长率能从 2012 年的 6.5% 提高至 8.7%，

生产总值占比从 32% 提高至 41%，就业市场从 59%

提高至 62%，出口从 19% 提高至 25%73。

从多项因素看，2015 年以来，因受马币汇率持

续走低、国际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以及马政府

落实的消费税等多重因素影响，马来西亚中小企业

进口成本增加，生存压力变大。 

据我们的分析，马来西亚在清真产业、医疗服务、

伊斯兰金融等方面具有优势，有关企业无论自身是

中小企业，还是较大规模公司，如伊斯兰金融机构

等，都可以找到合作的机会，或与其他中小企业合作，

或开展联合服务，增加在中国投资发展的力度。

7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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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地区成为中国企业投资首选地

ASEAN Is the First Destination for China 
Investment

自 2013 年 10 月中国 - 东盟提出自贸区升级版

以来，双方的投资合作迅速增加。至 2014 年底，中

国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超过了 1300 亿美元，其中

东盟国家对华投资超过 900 亿美元。2010 年之后中

国对东盟新增的投资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量的 60% 以

上 74。

有关信息表明，从削减成本等多方面的考虑，

中国有 60% 的企业对未来在东南亚地区发展保持浓

厚的兴趣，东南亚是中国企业的优先投资目的地 75。

目前，东南亚投资环境开放、投资政策宽松以及人

力低廉吸引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的投资。

图表 26：工商银行新加坡的人民币清算行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商务部有关信息整理

74　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顺利	有望年内完成，2015-7-30，		

http://tele.ofweek.com/2015-07/ART-8320510-12008-28985121.html

75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锁定东南亚，2015-8-3，	http://www.caexpo.

com/news/info/focus/2015/08/03/3649239.html

一些东南亚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劳

动力成本低廉，到2030年东南亚国家总人口达6.5亿，

其中半数以上都是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消费水平高

的新兴中产阶级崛起。

东盟在多个领域都存在巨大商机，电子商务、

旅游市场、房地产、汽车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的发展前景广阔，有潜力吸引更多投资。

中国的银行业在东南亚的活动也日渐成熟，已

经由初期做本地贸易结算，到面向全球的人民币结

算。以中国工商银行在新加坡的业务为例，中国工

商银行新加坡启动 24 小时连续不间断运作的人民币

清算服务，运行时间覆盖亚洲、欧洲、美洲这三大

时区 76。这意味着即使是新加坡公共假日，该行也可

进行人民币清算，而新加坡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

吸引力和竞争力也可加强。

随着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新加坡的人民币清

算服务，日益面对更多来自伦敦和纽约等其他国际

金融中心的竞争。因此，推出全天候人民币清算服务，

对工行来说，是巩固新加坡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的

一项举措 77。

我们认为，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既时机成熟，

同时发展前景也非常好。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等即

可开展本领域投资，也可与其他领域企业合作，形

成横向和纵向的结合发展。

76　工商银行新加坡推出 24小时人民币清算服务，2015-8-5，

http://sg.mofcom.gov.cn/article/zhengt/201508/20150801071830.shtml

7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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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 -中国的近期主题：南海问题及经贸

升级版

ASEAN-China Situation: Economic-Trade-COC

中国 - 东盟计划将在年底对“中国 - 东盟自贸

区”实现进一步升级。在目前的东盟外长会议及九

月的东盟峰会上，相关交流也将夹带着南海问题一

并呈现。因此，未来几个月，东盟与中国之间的经

贸谈判，自贸区升级等将与南海问题共同出现。特

别是南海问题，非声索国也会“积极参与”，以确

立自己的声音。

图表 27：第 48 届东盟外长会议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中国 - 东盟秘书处）78

8 月 4 日，新加坡外交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说，

78　Opening	Address	by	YAB	DATO'SRI	MOHD	NAJIB	TUN	ABDUL	

RAZAK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at	 The	 48th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Kuala	Lumpur,	Malaysia,	on	Tuesday,	04	August	

2015,	 http://www.asean.org/news/asean-secretariat-news/item/

opening-address-by-yab-dato-sri-mohd-najib-tun-abdul-razak-

prime-minister-of-malaysia-at-the-48th-asean-foreign-ministers-

meeting-kuala-lumpur-malaysia

“主权争端应由声索国间解决，不过即便不是声索

国，南中国海问题还是涉及亚细安（东盟）整体利益，

亚细安得确保区域和平，为紧张局势降温”79。另外，

他还针对中国提出域外国家不要插手南海问题的立

场来表达相反观点，“一些不是声索国，也并非亚

细安成员国的区域国家和区域外国家，长久以来同

本区域保持深厚联系，并且活跃于本区域，他们在

一些问题和主权声索以外的国际课题上有看法，要

说这些国家没权发言并不实际”。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之前表示，“中国一贯认为，

多边论坛不是讨论具体争议，尤其是领土争议的合

适场所。迄今的实践证明，把争议拿到多边场合炒作，

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很可能激化矛盾和对

立。中国与东盟已经明确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

思路，建立了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和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联合工作组机制。中方认为，

用好这些机制平台是现实可行的办法。我们愿在相

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增进了解，积累共识。

考虑到各方对南海问题的关注，我们对上述机制以

外的场合进行必要和建设性的讨论持开放态度，但

这种讨论应是建设性的，旨在支持有关当事国通过

现有渠道、根据既有思路，妥善对待和解决存在的

问题”80。

有报道说，新加坡从 8 月 5 日起接棒泰国，担

任亚细安—中国协调国。新加坡将与亚细安成员国

和中国紧密合作，互利互惠。至于南中国海争端，

新加坡认为这是不能掩盖的问题，但应在寻求增进

79　尚穆根：长期与亚细安紧密联系	 南中国海问题不宜排除区

外 国 家，2015-8-4，http://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

story20150804-510463

80　王毅：中国不允许任何国家把南海搞乱 2015-8-4，菲律宾商报，	

http://www.shangbao.com.ph/fgyw/2015/08-04/424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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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的基础上设法解决。尚穆根说，主权争端并非

一朝一夕可解决，希望南海行为准则（COC）能早

日取得良好进展，这将对亚细安和中国都有利 81。

关于 8 月上旬东盟外长会议，东盟一名高阶官

员说，“中国和东盟国家已同意设立外长热线，以

处理具争议性南海地区的紧急事件”。东盟首次将

中国纳入外长热线。菲律宾和越南自去年以来即有

一条海军热线，以监督具争执性水域。东盟领袖希

望这条紧急热线，将有助于化解因海上遭遇和宣称

主权所挑起的紧张情势。

我们认为，关于南海问题，虽然如新加坡外长

尚穆根指出的，南中国海争端不该垄断亚细安和中

国间的议题，双方要促进制定更高素质的自由贸易

协定，但南海问题必然缠绕着经济议题和自贸区议

题而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继续成为中国 - 东盟之间最

重要的话题。对于双方而言，经贸议题以及南海问

题各在多大层面有更大的影响和如何相互制约，则

要看双方解决的方式。自贸区升级版并非一定是东

盟国家最关注的话题，而 COC 的建立及南海问题

的解决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难于达成。

东盟与英国开展多项合作

ASEAN-UK Strengthen Cooperation

东盟将在 2015 年底实现经济共同体，为此，东

盟加强与世界多个共同体的合作，最近几年也加速

了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多国的合作。

最近，英国首相卡梅伦对东盟秘书处进行了历

史性的访问。东盟希望加深本地区与英国建立紧密

的经济联系 82。

东盟秘书长黎良明在欢迎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

81　同上

82　ASEAN,	UK	 to	Deepen	Cooperative	Relations，on	Tuesday,	28	

July	2015.	Posted	in	2015,	ASEAN	Secretariat	News

时表示，卡梅伦首相的访问，反映了英国希望加强

与东盟关系的政治意愿。英国强化与东盟的关系，

以帮助驱动地区经济整合。

东盟正为年底实现经济共同体努力做准备，目

前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

2014 年东盟 GDP 产值达 2.6 万亿美元，已成为世界

上第七大经济体，并将在 2050 年，成为第四大经济

体 83。

图表 28：东盟秘书长黎良明和英国首相卡梅伦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

卡梅伦也认为，东盟共同体将给地区带来进步，

并为区域发展带来巨大利益。英国愿意更好探索在

经济领域与东盟的合作，例如基础设施开发和点子

商务等。英国还将派出贸易使团与东盟交流，主要

在贸易便利化和投资关系方面与东盟建立良好关

系 84。英国公司也表达了推进高水平政府和商界领袖

及代表开展合作的愿望。

事实上，除了经贸议题，双方也必然谈及南海

和其他地区安全议题。对东盟来说，争取多方的支

持，其实现三大共同体的实现是更多的激励和帮助。

所以，东盟秘书长黎良明与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对影

响到地区和平和稳定的问题及多项议题交换观点。

83　同上

8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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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东南亚地区为无核（武器）区倡议，也希望所

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支持东南亚作为无核区的努力，

强调这些支持对东盟非常重要。

关于中国南海问题，东盟和英国都希望和平解

决南海争端，遵守 1982 年联合国国际会议所确立的

国际海洋法律规范以及东盟的六点原则。

通过对上述信息的分析，我们认为，东盟与英

国的合作比起东盟与美国、与日本、与澳大利亚等

西方阵营的合作来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无论是

合作议题、合作领域的开展和合作成果等诸多方面

来看，英国都还远远落在后面。因而双方在多个领

域的合作空间也非常巨大。

绿色东盟：面向年轻一代的发展倡议

Empowering the Youth for a Green ASEAN 
Community

“为年轻一代提供一个绿色东盟共同体”成为

2015 东盟环境年和生态学校奖的主题 85。

8 月 3 日，东盟 2015 环境年庆祝会，暨第二届

东盟生态学院奖演讲会在缅甸内罗毕举行。东盟环

境年（AEY）每三年举行一次庆祝会，展现东盟环

保承诺和成就，促进公众了解环境知识和问题。

第二届生态学院奖是从十个东盟成员国选出

十所小学和十所中学，表扬他们的努力及展现出来

的榜样作用，包括环境认知上的各个方面，如，对

学生和周围社区的教育。建设东盟生态学校是基于

2011 年由东盟环境部长们提出的国家准则中的生态

倡议。

85　“Empowering	 the	Youth	 for	 a	Green	ASEAN	Community”	

ASEAN	Environment	Year	2015	and	Eco-Schools	Award,	on	Monday,	

03	August	2015,

http: / /www.asean.org/news/asean-secretar iat-news/ i tem/

empowering-the-youth-for-a-green-asean-community-asean-

environment-year-2015-and-eco-schools-award

东盟为年轻一代确立这样的指导和服务理念是

希望在这一地区建立环境友好型的区域标准，为东

盟成员国的政府官员和学校主管们提供机会，交换

环境教育政策的信息，并实践生态学校倡议 / 活动。

图表 29：获得 2015 第二届东盟生态奖的
十所小学和十所中学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东盟秘书处）

缅甸环保和森林部长 H.E. Win Tun 致辞。他表

示，东盟应该加强合作和依靠集体努力以成功履行

区域环境计划；对青年一代开展环境和生态教育对

于建立清洁和绿色东盟共同体至关重要。同时，一

项植树活动也开启了 2015 东盟环境年的承诺：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号召还包括，青年一代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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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0：东盟生态学校会议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东盟秘书处）

对确保建立环境和谐、文明和社会 - 经济发展的东

盟未来是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庆祝活动除了东盟十个成

员国高级官员参加外，会议还邀请了日本代表出席。

从中可见，日本是作为域外国家被认为环境友好型

工作和生态学校教育方面较有成效的国家。另外，

东盟的很多发展伙伴和当地青年也参加了这一活动。

相关信息给我们重要启发，东盟在建立共同体的道

路上，学习日本经验，对年轻一代的作用及其重视，

一方面确保新的社会理念尽快为社会所接受，另一

方面也确保良性发展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得以很好持

续。

东盟 -欧盟伙伴关系的新进展

ASEAN-EU Relations: From Dialogue to 
Partnership

在上一期《中国 - 东盟观察》中，我们分析了 7

月初的东盟和欧盟第 23 次高官会议的成果，而近一段

时间以来，东盟 - 欧盟关系又取得新的进展。在 8 月

上旬的第 26 届东盟峰会期间，东盟 - 欧盟举行第 13

次贸易磋商会议，马来西亚贸工部部长慕斯达法表示，

2010 年到 2013 年，欧盟在东盟地区的投资高达 940 亿

美元，占整个东盟投资额的 22%86。东盟贸易一体化正

在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拥有 6 亿多人口和丰富自然

资源的东盟已经于 2013 年成为全球第七大贸易经济

体。

同时，欧盟是东盟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东盟是欧

盟除了中国和美国之外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14 年两

地区双边贸易额达到2482亿美元，比2013年上涨0.8%。

86　欧盟在东盟投资已达 940 亿美元，2015-8-4，http://www.qzbsg.

gov.cn/zt/gzdm/Details/f728dc73-9855-4bff-8ea9-cf26ad1517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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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欧盟直接对东盟投资达到 290 亿美元，同比增

长 30.5%。

2013 年，双方贸易额高达 2462 亿美元，东盟出口

欧盟 1240 亿美元，占地区总出口额的 13%。东盟欢迎

欧盟加大在本地区的投资。目前有大约超过两万家美

国和欧洲的大型跨国公司在本地区设立地区分公司。

东盟 - 欧盟对话关系建立于 1977 年 7 月的第十

届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当时，部长们一致同意与欧

盟的前身——欧共体（EEC）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

包括 EEC 部长理事会、EEC 国家的永久代表，以及

EEC 委员会 87。

东盟 - 欧盟对话关系形成机制化是开始于 1980

年 3 月 7 日签署东盟 -EEC 合作协议。对话关系之后

迅速成长扩大到覆盖多个领域，包括政治和安全、经

济和贸易、社会和文化以及发展和合作。

2007 年，东盟 - 欧盟对话关系通过纽伦堡宣言而

提升为伙伴关系。宣言建立在长期发展的视角，承诺

为共同目标和未来而一起努力。

东盟 - 欧盟主要在以下三大领域开展合作：

政治 -安全合作

建立在现有机制上，包括东盟 - 欧盟部长会议、

东盟 - 欧盟高官会议、对话合作框架倡议，例如东盟

地区论坛（ARF）。各项定期会议对评估和指导东盟 -

欧盟关系很关键。2012 年的“强化东盟 - 欧盟伙伴关

系的斯里巴加湾行动规划（2013-2017）将目标放在多

领域战略合作方面——政治 - 安全、经济 - 贸易、社

会 - 文化”。2014 年，欧盟承诺 2014-2020 年期间提

供 1.7 亿欧元用于对东盟共同体机制建设的支持。

2014 年 10 月，双方确定在地区及国际问题以及

共同的利益关切方面开展合作。欧盟也是第一个与东

87　Overview	of	ASEAN-EU	Dialogue	Relations，http://www.asean.

org/news/item/overview-of-asean-eu-dialogue-relations

盟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地区组织。双方将共同

促进这一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目前有 25 个欧盟

成员国有派驻东盟的大使。

经济合作

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有实质性的发展。欧盟是

东盟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也是东盟最大外资来源地，

所占份额约为 1/4（占 22.3%）。2007 年双方开始东盟 -

欧盟自贸区谈判。2013 年，欧盟谈判代表表示欧盟将

与每个东盟成员国单独谈自贸协议，并考虑到 2015 年

底东盟成立共同体时，进行东盟 - 欧盟整体的自贸区

谈判。

进一步的经济合作领域包括，基础设施 - 互联互

通、农业 - 食品、医疗保健、汽车、服务业，以及其

他快速成长的产业。2014 年，双方增加了综合航空运

输协议以加深战略对话。欧盟也将在互联互通政策及

机制建设方面向东盟提供支持。

社会 -文化合作

欧盟将在社会 - 文化领域与东盟开展对话与合

作。包括加强高等教育、科学和技术、食品安全、气

候变化、灾害管理、机构能力建设、移民和边境管理、

统计能力建设、知识产权保护、航空运输整合等等。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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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清真品牌介绍

Brunei Halal

近年来，文莱大力推行经济多元化政策，将经

济重心由油气产业向非油气产业转移。其中，加强

清真食品推广是多元化政策中重要一项。文莱清真

品牌根据世界最严格清真食品标准制定，现已登录

新加坡，并计划在英国等地推广。以下为文莱公司

在 2012 年中国 - 东盟博览会期间对文莱清真品牌

的介绍 88。

图表 31：文莱清真业介绍

资料来源：文莱加尼姆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合规官员邱秀蕙的 PPT

88　文莱清真品牌介绍，2012-10-10，商务部驻文莱使馆经商处，

http://www.ectpa.org/article/qytz/zdtj/201210/20121000021870.shtml

介绍 89

· 文莱达鲁萨兰国：5,765 平方公里 

· 石油产地和出口国 

· 原油和天然气产量几乎占了国家国内生产总

值的一半

图表 32：宗教品牌和商业商标

资料来源：文莱加尼姆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合规官员邱秀蕙的 PPT

两个商标图案的区别	

—	商标	—

· 宗教清真认证 

· 所有清真认证系统中最强达最受推崇的 

· 由文莱宗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司进行认证 

89　 汶 莱 清 真 推 介，2012-9-22，http://images.mofcom.gov.cn/bn/

accessory/201210/1349771546732.pdf

VI. 项目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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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说，即产品不能： 

· 含有猪肉或猪的衍生产品，如以猪肉为原料

的明胶 

· 含有酒精或麻醉剂 

· 食肉动物或猛禽 

· 另外，用于食用的动物如牛、鸡、羊的宰杀

过程必须符合伊斯兰法规定。

图表 34：汶莱清真流程

资料来源：文莱加尼姆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合规官员邱秀蕙的 PPT

图表 35：目标市场

资料来源：文莱加尼姆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合规官员邱秀蕙的 PPT

·  授权给达到文莱宗教委员会颁布的清真标准

的生产方 

·  商标与文莱清真商业品牌一起标在产品的正

面 

图表 33：关于文莱清真

资料来源：文莱加尼姆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合规官员邱秀蕙的 PPT

—	品牌	—

· 文莱清真商标是按照（商业）私有品牌来管

理和宣传的 

· 仅用于与文莱清真相关的包装和促销材料 

· 制造商必须首先取得文莱清真宗教认证标

志 

·  一种生活方式的品牌——食品、美容与健康、

药品 

关于清真	

· 今天的内涵 

依据伊斯兰法制造或生产的食品、药品、化妆品、

健康与美容等产品。 

项目与合作	/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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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清真标准	

—	食品	—

· 不允许出现非清真动物的转基因生物 

· 无不洁物 

· 卫生、干净和食品安全得到控制 

· 应符合国际食品法典标准。 

· 不含酒精成分 

· 不过量使用添加剂 

· 没有外在污染 

· 销售或使用时应有“清真”标记 

—	宰杀	—	

· 应由穆斯林完成 

· 完全遵守回教伊斯兰法 

· 不使用机器屠宰 

· 不击晕动物 

· 包装和生产都应在 

· 符合这一标准的工厂完成 

· 分开储藏和运输

图表 37：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资料来源：文莱加尼姆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合规官员邱秀蕙的 PPT

图表 36：主要产品

资料来源：文莱加尼姆国际食品有限公司合规官员邱秀蕙的 PPT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832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缅甸外国投资法

The Union of Myanmar Foreign Investment Law

第一章	称谓及注释	

一、本法名称“外国投资法” 

二、称谓注释 

（一）国家。指缅甸联邦共和国。 

（二）委员会。指依本法成立的缅甸投资委员会。 

（三）联邦政府。指缅甸联邦共和国联邦政府

机构。 

（四）国民。指本土居民及客居居民，包括国

内资本组建的经济组织。 

（五）外国人。指非本国公民，包括外资组建

的经济组织。 

（六）发起人。指向委员会提出投资的国民或

外国人。 

（七）倡议书。指投资发起人为取得投资许可

向委员会提交的合同草案、资金证明及公司证明资

料。 

（八）许可。指委员会根据倡议书出具的许可令。 

（九）外资。指外国人根据许可进行的如下投

资事项： 

1. 外币。 

2. 机械设备、零配件、耗材及项目所需的境内

没有的物资。 

3. 执照、专利、工业设计、商标、专营权等知

识类可估价事项。 

4. 专业技术。 

5. 使用上述事项的增值部分或利润进行再投资

的资金。 

（十）投资人。指依据许可进行投资的个体或

经济组织。 

（十一）银行。指经联邦政府批准的境内某银行。 

（十二）投资。指在缅境内投资人依本法掌管、

具所有权的如下事项： 

1. 动产、不动产及其他可抵押物品。 

2. 公司股票、证券及贷款凭证。 

3. 可估价资金合同。 

4. 现有法律规范的知识类成果。 

5. 依法或按合同进行的自然资源勘探及生产。 

（十三）土地租用人或使用人。指向国家交付

规定租金后在规定期限内的土地租用人或使用人。 

第二章	相关项目	

三、相关项目须为联邦政府事先同意，并经委

员会公布的项目。 

四、以下为限制或禁止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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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民族传统及习俗的项目。 

（二）影响民众健康的项目。 

（三）影响破坏自然环境及生态链的项目。 

（四）输入有害有毒废弃物的项目。 

（五）国际公约限制的、生产或使用有害化学

品的项目。 

（六）投资法细则规定的仅国民从事的制造业

及服务业。 

（七）输入国外不成熟或未经授权使用的技术、

药品及用具的项目。 

（八）细则规定的仅国民从事的农业及种植业

项目。 

（九）细则规定的仅国民从事的畜牧业项目。 

（十）细则规定的仅国民从事的海洋捕鱼项目。 

（十一）除联邦政府批准的经济区外，国界线

缅方一侧 10 英里内的外国投资项目。 

五、上述第四条限制或禁止的项目中，如果确

实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委员会可事先征得联邦政府

同意后批准。 

六、对国家和人民的安全、经济、环境及社会

有极大影响的重大项目，委员会需通过政府向联邦

议会报审。 

第三章	宗旨	

七、开发资源保障内需，扩大出口；增加就业

机会；发展人力资源；发展银行金融业、高级公路、

跨国公路、国家电力及能源和现代信息技术等基础

设施建设；建设有利于国家整体发展的高等级铁路、

航运及航空事业；增强国民的国际竞争力；打造具

国际水准的企业。 

第四章	基本原则	

八、依据如下原则审批投资项目： 

（一）弥补国家发展规划不足及因国家及国民

财力、技术无力实施的项目。 

（二）增加就业机会。 

（三）扩大出口。 

（四）替代进口物资的制造业。 

（五）需要大量投资的制造业。 

（六）获取高技术及发展技术型产业。 

（七）需要巨额投资的制造业及服务业。 

（八）低能耗项目。 

（九）发展地方经济。 

（十）开发新能源及生物能源项目。 

（十一）发展现代工业。 

（十二）保护环境。 

（十三）有助于信息技术产业。 

（十四）不影响国家主权及人民安全。 

（十五）培养国民知识技能。 

（十六）发展国际水准的银行及金融业。 

（十七）国家及国民需要的现代服务业项目。 

（十八）保障能源及资源的短期和长期内需。 

第五章	投资方式	

九、依据如下投资方式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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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国人在委员会许可的领域进行全额投

资。 

（二）外国人与国民或相关政府部门、组织进

行合资。 

（三）根据双方合同进行合作。 

十、（一）操作第九条规定的注意事项： 

1. 根据现有法律组建公司。 

2. 组建第九条第（二）款之合资企业时，外国

资本与国民资本的比例可根据双方商定办理。 

3. 外资的最低投资额度由委员会根据投资领域

区分，在征求联邦政府意见后进行规定。 

4. 外国人如需在限制或禁止项目上与国民合作

经营，所需投资比例按细则规定办理。 

（二）关于上述第十条第（一）款的结算问题，

无论是合同期满前的项目停止结算还是项目结束后

的结算，均需按照国家现有法规执行。 

第六章	组建委员会	

十一、（一）1. 为贯彻本法，联邦政府应适时

组建缅甸投资委员会。选派 1 位联邦级别的官员任

主席，并选派相关部委、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的

专家及合适人员担任成员。 

2. 从委员会成员中选任副主席、秘书长及副秘

书长。 

（二）非公职人员的成员的待遇，由国家计划

与经济发展部制定。 

第七章	委员会职权	

十二、委员会职责如下： 

（一）审查投资倡议书是否符合基本原则，资

金安全、经济效益、技术、环保等事项。 

（二）及时处理投资人关于未依法充分享有投

资权益的投诉。 

（三）审核倡议书有否违反现行法规的事项。 

（四）每 6 个月 1 次通过政府向联邦议会报告

项目运行情况。 

（五）向政府提出促进国内外投资的建议。 

（六）根据政府意见，规定或变更投资种类、

投资总额及投资期限等事项。 

（七）与省、邦地方政府协商推进外国投资项目，

促进地方发展。 

（八）发现使用土地有未包含在合同范围内的

资源及文物时，应及时处理。 

（九）检查投资人的投资项目是否合法合规，

并督促投资人履职及处理违规事项。 

（十）规定不需要减免税收的投资项目。 

（十一）完成联邦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十三、委员会权限如下： 

（一）经审核后接收对国家有利及合规的倡议

书。 

（二）向发起人或投资人出具许可。 

（三）按规定审批许可或合同期限的延期及变

更申请。 

（四）要求发起人或投资人提供必要的资料。 

（五）在办理许可过程中，发现投资人的倡议

书或合同资料不全或违规，有权进行处理直至暂停

项目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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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核发起人或投资人提供的银行资质。 

十四、委员会根据需要组建下属工作组。 

十五、委员会适时向政府会议提供工作报告。 

十六、委员会 3 个月 1 次向政府报告项目进展

及完成情况。 

第八章	投资人职权	

十七、投资人职责如下： 

（一）遵守缅甸法律。 

（二）依法组建公司。 

（三）遵守本法及相关细则、规章之规定。 

（四）按委员会审批事项及合同妥善使用或租

用土地。 

（五）合同期内的土地及建筑物的转租、典当、

转股及项目转让等需经委员会批准。 

（六）未经委员会批准，不得对租用或使用的

土地的地形地貌进行大尺度改变。 

（七）发现非合同范围内的土地的地上地下矿

产、文物及宝藏时，应及时告知委员会。并根据委

员会意见继续原址实施项目或另址实施项目。 

（八）投资项目应依法避免污染或破坏环境。 

（九）外国公司向外国人或国民全部转让出售

股份，需事先征得委员会许可并交回原有许可及按

规定对股权转让注册。 

（十）外国公司向外国人或国民出让部分股份，

需重新获得委员会许可并对股份转让登记。 

（十一）投资人根据合同向相关企业、部门及

组织转让项目有关技术。 

十八、投资人权益如下： 

（一）经委员会同意，出售、交换及转让基础

物资。 

（二）外国公司可以向外国人、国民或外国公

司及本国公司出售转让全部或部分股份。 

（三）经委员会同意，扩大项目规模或追加项

目投资。 

（四）充分享有投资权益并视需寻求委员会帮

助。 

（五）向委员会申请维权事项。 

（六）向委员会提出促进增效的新技术发明、

产品性能及质量提升和减少环境污染事项。 

（七）对在经济落后及交通不便地区的外国投

资项目，经政府同意后，委员会可延长第十二章规

定的税收减免期限。 

第九章	许可申请	

十九、投资人或发起人向委员会提交投资倡议

书。 

二十、（一）委员会审核倡议书后，15 天内决

定是否接受。 

（二）接受倡议书后，委员会在 90 天内对倡议

书提交人资质进行审核。 

二十一、投资人或发起人获得许可后，与相关

政府部门、组织或个体签订协议并立项。 

二十二、委员会有权对提交协议内容的期限、

条款等事项进行增减及修改。 

第十章	保险	

二十三、投资人需向境内保险公司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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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用工规定	

二十四、（一）投资人对国民熟练工人及职

员的使用，从项目开始之年起，第 1 年内国民职员

占比至少 25%，第 2 年内至少 50%，第 3 年内至少

75%。对于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委员会可适当放宽期

限规定。 

（二）对上述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 

（三）不需要熟练技术的项目全部使用国民员

工。 

（四）工人招募可由专业部门或国内职业中介

及按投资人的安排办理。 

（五）项目招工需按规定由当事人双方签订用

工合同。 

（六）国民专家任用后的工资待遇，需与同级

外国职员一致。 

二十五、项目外国人需向委员会申请工作证及

居留证件办理事项。 

二十六、（一）签订用工合同需按规定办理。 

（二）用工合同内容应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包

括应注明最低工资标准、假期、加班费、损失赔付、

福利及其他保障事项等。 

（三）投资人需按规定处理员工及内部纠纷。 

第十二章	减免事项	

二十七、为促进外国投资，委员会可审批投资

人如下税收减免等事项： 

（一）制造业及服务业从开始经济运行第 1 年

起连续 5 年免所得税。并视项目情况延长减免期限。 

（二）项目利润作为专项资金在 1 年内用于追

加该项目投资的，减免所得税。 

（三）项目设备、建筑物及其他资本的折旧，

按规定折旧率计算后从利润中扣除。 

（四）对出口产品减免 50% 所得税。 

（五）外国人缴纳所得税税率享受国民待遇。 

（六）在境内从事项目有关的研发费用，从利

润中扣除。 

（七）项目享受 5 年减免所得税后，如果连续 2

年出现亏损，则从亏损年起连续后 3 年减免所得税。 

（八）项目建设期间必要的进口设备、配件及

其他物资减免关税、国内税或两项并减。 

（九）项目竣工后头 3 年进口的生产用原材料

减免关税或国内税或两项并减。 

（十）经委员会同意，对投资期限内扩大投资

规模所必须的进口设备、零配件及其他物资减免关

税或国内税或两项并减。 

（十一）对出口产品减免贸易税。 

第十三章	保障	

二十八、联邦政府保证在项目合同期限内包括

延期期限内，不会对依法成立的企业实施国有化。 

二十九、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保证不会在许

可期限内搁置项目。 

三十、保证外资投资人在合同期满后，可以用

投资时的币种提取收益。 

第十四章	土地使用	

三十一、委员会根据投资项目和规模批准土地

使用期限 50 年。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837

三十二、土地使用到期后委员会可视情延长连

续 2 个 10 年的土地使用期限。 

三十三、为发展经济，经政府同意后委员会可

批准在取得与土地租用人或使用人的初期协议后进

行投资。 

三十四、经联邦政府同意，委员会可对政府部

门及组织所属土地的地租标准进行调整。 

三十五、投资人如需在国民权属土地上承包经

营农业或畜牧业，须与国民投资人合作经营。 

三十六、经联邦政府同意，委员会可对赴落后

及交通不发达地区的投资项目延长土地租用或使用

期限。 

第十五章	外资	

三十七、外资需为银行认可的币种并以投资人

名义注册。 

三十八、项目停止时，按委员会规定的金额在

规定期限内提取资本金。 

第十六章	外币汇兑	

三十九、投资人对如下资金通过涉外银行按汇

率汇往国外： 

（一）外资输入人应得的外币。 

（二）外资输入人应提取的外币。 

（三）从外资输入人年利润中扣除税收及其他

费用后的纯收入。 

（四）扣除税收及家庭成员生活费用后的外籍

职员的收入。 

第十七章	银行业务	

四十、（一）投资人可通过涉外银行按汇率向

境外汇兑外币。 

（二）投资人需在境内涉外银行开设外币及缅

币帐户办理项目相关银行业务。 

四十一、在项目及企业工作的外籍职员需在涉

外银行开设外币或缅币帐户。 

第十八章	处罚	

四十二、委员会对违反本法及细则等相关规章

的投资人作出如下处罚或并罚： 

（一）警告。 

（二）暂停税收减免。 

（三）取消许可。 

（四）列入不予办理许可的企业黑名单。 

第十九章	纠纷调解	

四十三、（一）本着友好的原则解决与投资项

目有关的纠纷当事人之间的问题。 

（二）如果未圆满解决问题：1. 协议内容未规

定纠纷解决条款的，按国内法规办理；2. 协议内容

注明有纠纷解决规定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章	总则	

四十四、为使能源需求在满足内需的同时扩大

出口，投资人在石油、天然气、矿产、等大投入的

项目上拟与国家或国民合作，充分使用投资人的投

资，在规定地点、规定期限内，对项目进行论证，

进行勘探及开发，直到经济运行，能实现联邦政府

或授权部门、组织与投资人之间进行利润分成或产

品分成。遇此投资提议，委员会应予审核并依法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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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投资项目如实现经济运行，联邦政府或授权的政

府部门、组织或国民与合作方投资人之间应按比例

享受利润分成。 

四十五、本法制定前的依据 1988 年外资法进入

的投资人应视为合法的投资人。 

四十六、投资人向委员会、政府部门及组织提

交的倡议书及相关表格、合同及资金证明、职员任

命等材料中，如发现故意作假、瞒哄等现象，一经

证实将依法追究。 

四十七、本法条款涵盖的事项依本法执行。 

四十八、委员会需按规定召集相关会议。 

四十九、依据本法授权，委员会的相关裁决为

最终决定。 

五十、对于根据授权处理事实确凿事项的相关

委员会成员、委员会下属工作组成员及政府职员，

免于民事或刑事起诉及问责。 

五十一、为落实本法，由国家计划与经济发展

部或指定组织负责委员会的日常办公及承担相关费

用。 

五十二、依据 1988 年外国投资法成立的投资项

目，在原定有效期限内继续执行。 

五十三、委员会依据第三条及第五条审批外国

投资项目时，如发现对国家和国民利益有重大影响

事项，需通过联邦政府提交联邦议会讨论。 

五十四、本法条款如有与缅甸联邦共和国认可

的国际公约及协议相违背的内容，以国际公约及协

议规定为准。 

五十五、本法制定后，在未出台实施细则及相

关规章前，在不违背本法精神的情况下，可继续执

行原 1988 年“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公布的细则及

规章。 

五十六、（一）经联邦政府同意，由国家计划

与经济发展部在本法生效之日起 90 天内公布细则及

其他条令条例及规章。 

（二）委员会可公布必要的条令及规定。 

五十七、原“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国家恢

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 10/1988 号法令）作废。 

　　　　　　　  （签署）登盛 

     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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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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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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安邦咨询简介

APPENDIX C    ABOUT ANBOUND CONSULTING (AN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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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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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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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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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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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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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实用建议和项目评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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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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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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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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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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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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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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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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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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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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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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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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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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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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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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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营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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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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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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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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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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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的主要大学展开研究合作，专门用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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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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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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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	APPENDIX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