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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从马来西亚集会与新加坡大选，看马新两国

民生与经济议题异同（1）

Malaysia and Singapore: Rethink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Development (1)

新加坡大选成绩在 9 月 12 日凌晨两点尘埃落定，

自该国独立以来就执政中央的人民行动党（PAP）

以 69.86% 的得票率，拿下总数 89 个国会议席中的

83 个，延续其强势的执政趋势 1。同时，人民行动党

在本届所获得票率，也是该国在 1988 年出现集选区

议席后，获得第二多得票率的一届大选（最多一次

是在 2001 年的 75.3%），一洗上一届大选（2011 年）

只获 60.1% 史上新低得票率的颓势。

图表 1：李显龙：在父亲李光耀离世后仍得人民
“强而有力的委托”“相信他应该可以放心了”

资料来源：互联网

1　新加坡执政党为何触底反弹大胜？ 2015-9-12,	https://xinguozhi.

wordpress.com/2015/09/12/%E6%96%B0%E5%8A%A0%E5%9D%A

1%E6%89%A7%E6%94%BF%E5%85%9A%E4%B8%BA%E4%BD

%95%E8%A7%A6%E5%BA%95%E5%8F%8D%E5%BC%B9%E5%

A4%A7%E8%83%9C%EF%BC%9F/

人民行动党得以延续其执政权，这绝对不是个

意外；但对于其得票率的大幅飙升，以及反对党整

体气势较上届大选更盛，反而所获得得票率与议席

不增反减的情况，无疑让大部分在选前做出预测的

评论与分析员都大感意外。

另一方面，自 1965 年与新加坡分家后的马来西

亚，在新加坡的大选前后，也分别举办了两场不同

意义与层面的集会游行，即 8 月 29 日至 30 日的“净

选盟 4.0”2 以及 9 月 16 日的“捍卫马来人尊严”3 这

两场游行。这两场在吉隆坡举行的游行集会前后共

带动了超过百万人次参与，绝对是马来西亚史上之

最。

尽管“净选盟 4.0”与“捍卫马来人尊严”两场

集会的目的和初衷都有所不同，但背后都表达出相

同的意义，那就是马来西亚国民已无法负荷当前经

济低迷环境下，所承受着的生活成本与压力。前者

将压力归咎于政府与领导层的执行效率与诚信问题，

后者则把问题归咎于种族化与资源分配不均等课题。

事实上，作为东盟国家中相对先进的新加坡与

马来西亚，都在面对不同程度上的生活开销压力，

公共交通不足，对社会保障制度有所不满等等，同时，

也在外劳与新移民的课题上面对着困扰。2011 年的

新加坡大选出现重大的转折，以及马来西亚过去两

届大选都突破执政党的 2/3 绝大多数优势，主要因

素也归因于公民意识稍微的觉醒，希望透过选票来

让反对阵线在决策上发挥制衡的效果。

然而，2015 年新加坡大选所呈现的执政党大比

2　净选盟 4.0 集会添诉求	列入“加强议会民主”，2015-8-11，http://

news.sinchew.com.my/node/438021?tid=1

3　916 红衫集会捍卫马来人尊严	副农长吁动员赴会，2015-9-13，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267028?ti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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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胜出，以及马来西亚举办多场民众集会活动，却

无法真正引起执政党对社会与经济课题提出针对性

的政策，其纠结之处究竟在哪里？

一、新加坡大选前夕群众大会的迷思

本届的新加坡全国大选，之所以备受舆论关注，

主要在于几个层面。

第一，反对党之一的工人党在上届大选与补选

中取得重大突破，获得 7 个议席，让舆论认为反对

党将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第二，本届大选是所有单选区与集选区都有反

对党上阵的一次，是过去 11 届大选中不曾出现过的

趋势。

第三，这是首次没有建国总理李光耀上阵的全

国大选，这考验着现任总理李显龙与领导团队的整

体施政能力。

第四，对执政党起了一定程度作用的因素是，

2015 年是新加坡建国 50 周年，一系列追思与感激

国家与领导人贡献的宣传和庆祝活动，都激发起新

加坡国民的爱国精神。

前面三项在大选前夕普遍上都被视为是执政的

人民行动党很可能丢失更多选票或选区的因素。从

9 月 1 日提名日到选举之前，可以看到的是，反对党

诸如工人党、新加坡人民党与新加坡民主党等所举

办的群众大会，都吸引到庞大人潮出席 4。根据马新

两地的舆论预估，类似的群众大会人潮，往往都会

换来实际的选票。这一点可以从马来西亚 2013 年大

选由民联在多个城市或半城乡选区的造势活动上看

出。

同时，在群众大会上，新加坡反对党都针对国

内物价、交通、住宿等费用昂贵，以及大学毕业生

4　新加坡大选投票日前夕选情激烈，2015-9-9，http://www.bbc.com/

zhongwen/simp/world/2015/09/150909_singapore_election

面对就业与生活挑战等课题做出抨击，都获得在场

群众的热烈回响。与马来西亚必须注册成为选民的

程序不同，新加坡采取的是自动成为选民的制度。

这意味着，出席群众大会的绝大部分人都是符合投

票资格的选民。

图表 2：新加坡反对党——工人党集会强调民权

资料来源：环球时报

然而，选举的最终结果却反映出，人民行动党

得票率大幅上升接近 10%，同时也一举夺下之前在

补选中输掉的榜鹅东选区，甚至让最大反对党——

工人党的得票率从上一届的 45% 以上，削弱至 40%

以下。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否意味着选民（或国民）

并不关注民生与经济问题，或者说，民众并不希望

见到强势的反对阵线来制衡国家的政策决策呢？事

实上，并非如此。关键问题在于，上述提及的四个

层面都发挥了效用，但这些效用没有被反对阵线所

吸纳，反而被执政的一方灵活运用了。

后两个因素，即建国总理李光耀去世，以及建

国 50 周年纪念，都被人民行动党良好地运用来制造

悲情与感恩的效果。至于第二个因素，即所有议席

全面开打，本来应对执政党不利，但却被转换成为

对执政党有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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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以往的大选，人民行动党都能在大选提名

日之际就因为反对党无法凑足人数，而在部分选区

“不劳而获”自动当选。甚至在更早之前的选举，

反对党都在利用着提名日人民行动党就基本敲定可

以继续执政的前提下，以“补选”策略心态来应对

选举，希望人民投选反对党议员来监督国会 5。

当然，纵观过去数十年，这一“补选”策略并

没有真正的奏效。随着本届大选反对党阵营是火力

全开，这自然就失去了过去“补选”策略的意义了。

在全面开打的局面下，反对阵营依然采取各自为政

的模式来应付大选，同时也缺乏更为明确与针对时

局的竞选宣言，这显然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提供了

一个突破口，以反对阵线缺乏政治执行与管理的经

验来提醒选民。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本届大选另一看点是，

年轻选民的人数超过建国一代，而新移民也在选民

中占据一定的分量。尤其年轻选民，对于当前的社

会与经济课题中的问题是颇有怨言的。年轻选民不

仅没有建国一代的心理包袱，而且年轻选民也面对

着新移民与外来劳动力的竞争与生活成本上升的困

扰，但反对阵营却没有直接针对相关的课题做出认

真的回应。反之，执政党在上届大选流失选票后，

则开始针对部分的民生与社会问题提供应对方案，

如开始限制移民外劳数量，加快发展组屋建设，给

不同的人群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等等；姑且不论这

些政策是否让年轻选民感到满意 6。

事实上，执政党对选民的“善意”提醒是奏效的。

在反对阵营全面开打，加上群众大会每场人数都爆

满下，确实让民众感觉到，执政党正处于劣势当中。

因此，选票结果出炉后，确实有许多受访的选民表示，

原本想把票投给反对党，但因为“误以为”反对党

5　新加坡集选区的民主，2011-9-24，http://www.360doc.com/conte

nt/11/0924/14/1360698_150862657.shtml

6　新加坡迎来国会选举投票日	选民关注民生和制衡问题，2015-9-

11，http://gb.cri.cn/42071/2015/09/11/8011s5098332.htm

会获得更多的选票，转而投向执政党 7。

总结而言，人民行动党延续其执政权力，其施

政能力与成果是其一，但更关键的因素是，反对阵

营没有做好本分，缺乏沟通之余，也没有一套能让

年轻选民信服的应对方案。在落实的反对声音下，

尽管新加坡预计将能延续其高效的施政手腕，但这

会否在真正意义上改善民生问题（尤其生活成本与

竞争压力），以及聆听年轻一代的声音与思维观念，

则仍需要时间去断定 8。

（未完待续）

7　【新加坡大选】工人党：探讨选民信号，2015-9-13，http://www.

news.seehua.com/?p=91665

8　从客观事实解读大选结果，2015-9-19，http://www.sginsight.com/

xjp/index.php?id=1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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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问题将导致新加坡未来房价的暴跌

Aging Problem Will Lead to the Decline of 
Singapore’s Future Property Prices

2015 年 9 月 8 日，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研究

所（Institute of Real Estate Studies，简称 IRES）对各

地区的房价做了一项预测性研究。根据媒体的透露，

该研究所对 35 个国家（12 个亚洲国家，5 个南中美

州国家和 18 个欧洲国家）30 年后的房价做了预测

计算。根据 IRES 的预测，新加坡房价（如其它欧洲

发达国家那样）将出现暴跌现象 9。

IRES 研究团队认为，30 年后的新加坡老龄人

对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增加 10% 到 60% 之间。而

面临同样命运的国家 / 地区也包括泰国、香港和韩

国。随着老龄人口的增长，整体的房屋需求会使得

新加坡的房价下跌到 30%10。当然，很多房地产顾问

对其预测提出质疑，最重要的观点围绕着新加坡作

为世界城市，其居住的吸引力到底怎样。由此，老

龄化问题是否真的对新加坡未来的房价产生负面影

响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讨该研究的细节。

一、IRES 的计算是根据新加坡政府所定下的

2040 年 690 万人口的目标 11。 因此，该研究已加进

了新加坡总人口上升的因素。换句话说，老龄人比

例是包括了新移民和本土公民人口而计算出来的结

果。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新加坡在移民政策上吸引更

多年轻人才到该国生活、工作和安居乐业，新加坡

9　Singapore	property	may	face	ageing	threat,	商业时报（The	Business	

Times）,	2015-9-8,	http://www.businesstimes.com.sg/real-estate/

singapore-property-may-face-ageing-threat	

10　同上

11　同上

的房价也未必会随着新人口而上涨。所以，老龄化

问题将成为未来房子需求的市场因素。

图表 3：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公寓（上）；
新加坡私人屋苑（下）

资料来源：hdbflatforsale.com; ST File

二、是否房价会在 30 年后暴跌也要看是否其它

因素能抵消老龄化问题。撇开国外的经济因素，新

加坡的物业投资者，无论是本地还是外籍，都把该

国的房子作为投资资产。由于新加坡颁布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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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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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条例来控制过高的投资性需求，并应对房价

暴涨的问题，目前很多投资者也采取观望态度，没

有像以往那样大量地购买该国的房地产。所以，当

房地产顾问说 IRES 的研究忽略了投资者需求的因

素 12，这并非完全正确。主导该国房价的是新加坡政

府，而不是投资者需求。后者是根据新政府房屋政

策而变化的。目前，新加坡房价下跌的现象就是个

很好的例子。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新加坡政府是本国最大

的房地产开发商。这也意味着政府也控制了房子的

供给面。具体一些分析，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

公寓并没有根据市场价格而定，而是由政府来定。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久以来，这些单位的价格不

断地上涨。只有占了新加坡 20% 的私人屋苑才能按

照市场价格而销售。但是，如前面所提及的，新加

坡政府也对这些私人住宅实行管制。因此，是否新

加坡房价会上涨或暴跌都取决于政府的决定。换句

话说，新加坡政府控制了本国的房地产市场。为了

长期保障人民的住宿利益，新加坡政府没有理由不

维持这个制度。

所以，我们认为 IRES 的研究结果有很高的可

信度。如前面所说，即便多了新移民的需求，该国

的老龄化问题依然会对未来的房价有负面的影响。

只有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和住房制度才能抵消老龄化

因素。但由于老龄化将成为长期现象，新加坡政府

有责任落实新措施来改善未来房价暴跌的情况。最

终决定者依然是新加坡政府。因而，观测政府对房

价议题的态势才是关键。

12　同上

老挝加速经济特区发展

Laos SEZs’ Investment on the Rise

随着东盟区域的整合，老挝的经济特区与专区

（Special and Specific Economic Zone，SEZ）的投资

也随着提升。

数据显示，现在共有 213 家企业在老挝各经济

特区投资，当中所注册的资本达致 42 亿美元（约

260 亿人民币），而未来投资计划则将达致 173.9 亿

美元（约 1110 亿人民币）13。

根据老挝经济特区国家委员会（Laotian National 

Committee for Special Economic Zones，NCSEZ）的

报告，在投资总额之中，11.9 亿美元（约 76 亿人民币）

已经用于经济特区的发展活动；参与的外国企业以

中国居多，共 95 个，随后是泰国（17 个）、日本（14

个）、越南（5 个）以及马来西亚（5 个 14）。

在各项产业当中，43% 的外资集中于服务业，

30% 的则是工业，剩余的则是贸易相关的产业。

日本跨国企业，光学仪器制造商尼康株式会社

（Nikon）已经决定在沙湾拿吉经济特区（Savan-Seno 

SEZ）建造新工厂，以加强该企业的数码单反相机

（single-lens reflex）制造能力，并降低制造成本。

除了尼康，丰田也正在老挝扩建工厂 15。

除了外国企业，老挝的各个经济特区也吸引

了当地企业；老挝的企业在经济特区的投资占了

22%。

随着老挝积极融入东盟，在经济特区方面也

愈加和东盟邻国合作，其中更与泰国政策委员会

（Thailand’s Policy Committee）签署备忘录，加强

13　More	investing	 in	Laos'	specific	economic	Zones，	2015-8-12，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business/More-investing-in-Laos-

specific-economic-Zones-30266377.html

14　同上

1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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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16。

不过，两国之间的合作机制和方法尚未定下，

双方仍然在特定的领域寻求合作方案，并在两国边

界的经济特区的接下三年之内提升商贸和投资。

泰国有四个经济特区位于老挝边界，分别是莫

拉限（Mukdahan）、廊开（Nong Khai）、那空拍侬

（Nakhon Phanom）和清莱（Chiang Rai）。

16　Laos,	 Thailand	 seek	bilateral	 cooperation	 at	SEZs，2015-8-

12，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webmobile/business/Laos-

Thailand-seek-bilateral-cooperation-at-SEZs-30266480.html

老挝共有两个经济特区、九个经济专区，当中

有九个位于泰国边界。

老挝经济特区国家委员会表示，依据不同的行

业，经济特区的发展商和投资者将获得基础设施器

材和原产品进口免税，以及所得税、附加税减免等

优惠 17。

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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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老挝经济特区与专区

注：1：沙湾—色诺经济特区，2：磨丁美丽城经济特区，3：金三角经济特区，4：万象工业及贸易区，5：赛色塔综合开发区，

6：普乔经济特区，7：塔銮湖专业经济区，8：万象市龙庭高尔夫专区，9：东坡西专区，10：他曲经济专区

资料来源：http://www.rentsbu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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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增加微型融资贷款数额

Cambodia’s Microfinance Loans Increase

近年来，柬埔寨的微型融资机构越来越受到重

视；8 月 27 日柬埔寨推出了皇家微型融资机构（Royal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也是该国第 50 个微型融

资机构 18。

在 2014 年里，柬埔寨微型融资机构的资产总额

增至 7 亿多美元，同比增长了 55%。2013 年则增加 1.3

亿美元，2014 年则增加 2.028 亿美元 19。

柬埔寨微型融资贷款增长迅速，今年首六个月

的贷款发放和 2014 年相比增加了近 50%。

图表 5：柬埔寨皇家微型融资机构

资料来源：互联网

根 据 柬 埔 寨 微 型 融 资 机 构 协 会（Cambodia 

Microfinance Association）的数据，2015 年从 1 月至

6 月，共有 39 家微型融资价格和 6 个非政府组织提

供的微型融资增加了 47%，从 2014 年的 16.3 亿美元

18　50th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	 launched	 in	Cambodia,	2015-08-

27,	http://www.khmertimeskh.com/news/15004/50th-microfinance-

institution-launched-in-cambodia/

19　柬埔寨去年微型金融总资产达 7 亿美元 ,	2015-08-03,	http://www.

cf10.cn/cjyw/jjpl/20150803/99278.html

增加至今年的 24 亿美元 20。

柬埔寨微型融资机构协会会长文莫尼（Bun 

Mony）在今年 3 月的时候曾表示，柬埔寨国家经济

发展稳定造就了微型融资机构的贷款提供的增长。

该国相对政局稳定、社会治安良好等因素致使就业

机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微型融资机构业

随之成长起来。 文莫尼更表示，微型融资机构的贷

款总额增长，意味着该行业的竞争更加激烈，导致

贷款利息下降及服务水平提高 21。

国 际 金 融 公 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今年在微型融资机构注入了 2.3 亿美元。

与此同时，微型融资机构也增加了其最大贷款数额，

以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过去，部分微型融资机构每次贷款只提供了 3

万美元，不过现在这些机构都把贷款数额提升至 5

万至 10 万美元 22。

湄 公 河 战 略 合 作 伙 伴（Mekong Strategic 

Partners）企业顾问公司管理合伙人史蒂芬·海因茨

（Stephen Higgins）表示贷款的增加并不表示申请贷

款的人数激增，而是贷款申请者借贷更高数额的款

项，年度客户成长率实际上只有 7%23。

海因茨认为，合理的增长率应该位于 25% 以

下 24。不过，目前的增长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据海

因茨的说法，柬埔寨的微型融资需缓慢下来，因为

该国并不能维持 40%-50% 的增长率，且如果这样持

续下去，会导致微型贷款的泡沫化。

20　Microfinance	Loans	Up	47	Percent	in	First	6	Months,	2015-07-30,	

https://www.cambodiadaily.com/business/microfinance-loans-up-47-

percent-in-first-6-months-90039/

21　柬埔寨去年微型金融总资产达 7 亿美元 ,	2015-08-03,	http://www.

cf10.cn/cjyw/jjpl/20150803/99278.html

22　Microfinance	Loans	Up	47	Percent	in	First	6	Months,	2015-07-30,	

https://www.cambodiadaily.com/business/microfinance-loans-up-47-

percent-in-first-6-months-90039/

23　同上

2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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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今年前八个月吸引外资形势良好

FDI to Vietnam Rises 30% in the First Eight 
Months

根据越南投资局（Foreign Investment Agency ）

的数据，2015 年的首 8 个月里，越南新注册和额外

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率 30.4%，数额接近 133.3 亿

美元。

越南国家投资计划部的数据显示了在这 8 个月

内，外国直接投资资金创下 85 亿美元，比 2014 年

同期增长了 7.6％ 25。

图表 6：越南北宁省的一家工厂

资料来源： http://laodong.com.vn/

越南在这段期间之内批准了 1,219 个新的项目，

注册的资本达到78.7 亿美元，同比增长率 8.7%。另外，

389 个业务项目的投资者也增加了资本，新增 54.6

亿美元资金，和 2014 年相比增加了 82.8%26。

加工制造业在 17 个行业里的比重最为显著，占

103.5 亿美元，即今年一月至八月所注入的新注册、

额外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的 77.7%。房地产和批发

25　FDI	 inflow	to	Vietnam	rises	over	30	percent	y-o-y	 in	Jan-Aug:	

statistics，	2015-9-8，http://tuoitrenews.vn/business/30277/fdi-

inflow-to-vietnam-rises-over-30-percent-yoy-in-janaug-statistics

26　同上

业则排名第二、第三，总投资额分别为 18.2 亿美元

和 3.11 亿美元 27。

越南共有 55 个不同国家、区域的贸易伙伴；

在这些贸易伙伴中，韩国以 52.6 亿美元新注册与额

外资金成为越南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共占

39.5%。

一些专家认为，美国经济稳步运行和亚洲一些

国家乃至全球投资呈现好转迹象是推动韩国对外投

资额增长的主要原因。近年来，越南与韩国在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取得显著进展，其

中两国经济合作取得突出成果 28。

紧接着韩国是英国（12.5 美元）、英属维尔京

群岛（9.736 亿美元）和香港（8.76 亿美元）。

北越的北宁省（Bac Ninh）是最吸引外商投

资的地区，共吸引了 33 亿美元的资金，占总数的

25%。紧随着北宁的是胡志明市，共占 24.2 亿美元；

接着是同奈省（Dong Nai），共吸引了 11.3 亿美元。

北越的红河三角洲对外国投资者来说较具吸

引力，共吸取了 56.8 亿美元，占全国注册投资总

额的 42.6%。南越则吸引了 54.8 亿美元，占总数的

41.2%。越南中部高原地区对外国投资者来说则较不

具备吸引力，只吸引了 3493 万美元，仅占国家投资

总额的 0.3%29。

今年年初，越南计划投资部部长裴光荣（Bui 

Quang Vinh）曾说过越南在 2015 年料能吸引 230 亿

美元的新注册以及额外资金 30。

27　同上

28　今年上半年韩国对越南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82%，2015-8-17，

http://cn.nhandan.org.vn/economic/investment/item/3382301 今年上半

年韩国对越南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82.html

29　Vietnam's	FDI	 rises	30.4%	 from	January-August，2015-9-

1，http://hanoitimes.com.vn/investment/news/2015/09/81e09701/

vietnam-s-fdi-rises-30-4-from-january-august/

30　FDI	 inflow	to	Vietnam	rises	over	30	percent	y-o-y	 in	Jan-Aug:	

statistics，2015-9-8，http://tuoitrenews.vn/business/30277/fdi-

inflow-to-vietnam-rises-over-30-percent-yoy-in-janaug-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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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贸易额增长低于政府预测

Myanmar’s Trade Volume Growth Lower Than 
Government’s Forecast

缅甸商务部长吴温敏（U Win Myint）在今年六

月时称，2014-2015 财年（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

缅甸对外贸易额的增长目标定为 100 亿美元，而今

年这个目标则放眼达到 350 亿美元 31。

不过，不久前该国商务部表示，和去年相比，

缅甸的贸易额的增长不大，进出口总额并未达到和

缅甸政府所预测的目标。

图表 7：苗瓦迪 - 美索边境

资料来源：http://www.thaibizmyanmar.com/

缅甸 2015-2016 财年的进出口额为 111.9 亿美

元，和去年 9 月起的 8.6 亿美元相比有所增长，不

过距离政府的 350 亿美元目标仍有一大段距离 32。

与 2014-15 财年首五个月相比，海洋贸易额微

跌至 84 亿美元，而边境贸易额则从 18 亿美元增长

至 26.9 亿美元。

31　Myanmar’s	Foreign	Trade	To	Increase	To	$35	Billion	This	Year，

2015-6-28，http://investvine.com/myanmars-foreign-trade-to-

increase-to-35-billion-this-year/

32　Trade	Volume	Below	Govt	Forecasts	Despite	 Increase	 in	Border	

Commerce，2015-9-1，http://www.irrawaddy.org/business/trade-

volume-below-govt-forecasts-despite-increase-in-border-

commerce.html，

在农产品方面，今年八月的缅甸洪灾，造成了

对该国农地、稻田巨大破坏，导致了政府预期的 29

亿美元农产品出口目标不能如期达致。

另一方面，缅甸商务部则对边境贸易仍然感到

乐观。缅甸正在建造一座新的供货物运输的大桥，

从克伦邦的苗瓦迪（Myawaddy）镇通往泰国边境

美索（Mae Sot）镇；商贸部相信一旦大桥启用，边

境贸易将会获得提升 33。泰国政府於 2013 年 1 月批

准通过了一项方案，在美索地区建立一个将近 900

公顷的经济特区，预料也有助于增加缅甸的边境贸

易 34。

泰 - 缅的边境贸易受到了缅甸与武装克伦邦在

亚洲公路 1 号线（Asia Highway 1）的领土纷争而受

到影响；货车被迫使用美索通往仰光的旧路以避开

有纠纷的苗瓦地一带的公路。

缅甸的对外贸易路线中其中最为活跃的是缅甸

木姐（Muse）城镇通往中国云南省的贸易路线占了

2015 年首五个月缅甸边境贸易的 80%，总值 20 亿美

元；而缅 - 泰边境的陆上贸易额则是 6.9 亿美元。

缅甸的贸易赤字并未减弱的迹象，2015 年 4 月

份至八月份的出口额比进口额多了 20 亿美元。

根据缅甸商务部的数据，该国在 2014-2015 财

年的国际贸易额为 280 亿美元。

目前，缅甸已经开启了为期五年（2015-2019）

的国家出口战略计划，预计耗资 9 亿美元。这项计

划由国际贸易中心和德国国际合作署提供资金援助

与技术支持；并把大米、豆类、油料作物、水产品、

林产品、纺织产品、橡胶、旅游业等商品优先出口

商品，且将采取措施把这些商品升级为增值加工产

品 35。

33　同上

34　同上

35　本财年缅甸外贸指标确定，2015-7-24，http://www.mmgpmedia.

com/business/10629- 本财年缅甸外贸指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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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政府竭力提高国内发电量

Filipino Government Increases Electricity Output

为解决国内发电量长期不足，菲律宾政府于本月

初宣布将在三年内将国内燃煤发电量提高 25%，这无

疑将大幅提升菲律宾国内燃煤进口量，也将有效缓解

大马尼拉都会区缺电的问题 36。

长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对菲律宾经济发

展形成严重制约，其中又以吕宋岛的发展受到最直接

的影响。为了对发电机组进行例行性检查保养，菲律

宾电力集团于今年初宣布将在 1 至 7 月间对吕宋岛上

六个使用期较久的发电厂进行全面翻修，预料检查期

间将减少 378 万千瓦电力供应 37。

图表 8：马尼拉市区电力系统

资料来源：互联网

在菲律宾电力集团于今年 3 月起开始对吕宋岛

进行限电后，电力供应不稳也对菲律宾经济形成严重

威胁。在大马尼拉地区，电力不足使得菲律宾电力集

团在当地实施轮流断电，也因此对当地产业造成严重

冲击。

36　菲律宾计划三年提高燃煤发电量 25%，2015-9-7，http://www.

taiwantrade.com.tw/CH/bizsearchdetail/8002381/C?keyword0=%E8%8

F%B2%E5%BE%8B%E5%AE%BE

37　今年上半年菲律宾大量电站机组将停运，2015-1-15，http://china.

huanqiu.com/News/mofcom/2015-01/5411819.html

一直以来，菲律宾政府的能源政策与东盟国家

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相较于邻国印尼通过政府补

贴来压低能源价格，菲律宾政府并未给予电力企业任

何补贴。以马尼拉为例，当地民生用电价格为每千瓦

22 美分，菲律宾的电力价格在东盟地区排名最高。

其次，在电力市场方面，菲律宾国家电力公司

（NPC）在该国享有 75% 以上的市场占有率，也因

此导致当地电力市场价格缺乏弹性 38。为填补当地需

求空缺，菲律宾政府在今年三月曾宣布开放民间资本

与外资在棉兰岛进行电力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然而，

菲律宾政府尚未放松对民间资本对市场潜能最大的

大马尼拉地区进行投资的限制 39。

我们认为，在缺电危机越演越烈的情况下，菲律

宾政府将加速对民间资本与外资投资电力部门的禁

令进行松绑。然而，电力部门是一项投资回收期长且

投资规模巨大的行业，在相关法令尚未完备且民间投

资对于电网依赖度甚高的情况下，民间资金在禁令松

绑初期将对于投资保持观望。而由国有企业主导的电

厂投资计划预料将不会对该国电价下调带来任何影

响。

泰国政府应大力推行扩大内需方案

Thai Government Should Boldly Expands 
Domestic Expenditure

近年来，受到国际景气低迷且国内政治秩序动

荡的影响，泰国经济呈现持续低迷状态。近日，为

提振国内景气，泰国政府接受民间组织建议推出三

项刺激经济增长方案。根据泰国政府评估，随着刺

激经济增长方案的展开，泰国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

38　菲律宾电力基本情况介绍，http://wenku.baidu.com/link?url=0Er0Ar

N4OmknvjTOJlAClBczQ0ajpuO6nfqsftn8i9caqhEPC53X1Il2OrJAXKsrQs

oFK2JaCC7cNAuHlRnZqzsRvhMAN-uQI6tgelfwOr_

39　菲律宾将推动电站私有化应对电力缺口，2015-4-30，http://www.

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504/201504009578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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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在三个月内出现好转 40。

根据这项刺激经济增长方案，泰国政府拟定了

提升中小企业产业竞争力、促进边境贸易、促进当

地经贸发展等三项经济增长主轴。然而，我们对于

泰国政府这项刺激经济增长方案的成效表达疑虑。

首先，泰国经济增长低迷的主要原因在于外部

需求不足，单纯的鼓励出口不但无助于摆脱经济衰

退，一味地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不但无益于提高生

产力，反而将导致经济结构缺乏转型动能。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东盟国家经济面临的根本

问题在于无法深化工业化程度，因此导致产值无法

有效提升。以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中等收入国家

而言（人均 GDP 介于 3000 至 5000 美元），当地

农业部门劳动人口占劳动人口总量大致介于 30% 至

40% 之间。大量农村人口闲置使得当地经济增长动

能不足。并且，固定投资不足使得当地产业结构无

法获得提升，因此无法带动当地国民收入进一步增

长。

也因此，我们建议泰国政府不应该在外部需求

40　泰国刺激经济三方案，估三个月见效，2015-9-4，http://china.

huanqiu.com/News/mofcom/2015-09/7417333.html

不足的情况下一味地通过鼓励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

对泰国而言，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分

配不均，以至于国内需求不足。我们建议，该国应

该积极透过固定资产投资来改善投资环境，进而拉

动国内产业竞争力。此外，在吸收了 1997 年金融风

暴的教训后，泰国政府刻意保持着经常账户顺差，

并对财政赤字进行严格限制。在国内财政条件较佳

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内需并且辅以税收重新分配的

“组合拳”可望为当地内需带来强劲的增长动能。

印尼政府出台刺激经济增长方案

Project of Economic Stimulation Is Revealed in 
Indonesia

近日，印尼总统佐科就提振国内景气提出一系

列刺激经济增长措施。据佐科表示，印尼政府正在

就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检讨，并将持续地提出后

续得刺激经济增长方案 41。

受到外部景气低迷的影响，印尼经济增长动能

不足的态势渐趋显著。相较于东盟区域内其他国家，

41　印尼总统公布首阶段提振经济措施，2015-9-11，http://news.

jxnews.com.cn/system/2015/09/11/014256703.shtml

图表 9：2014 至 2015 年间泰国工业生产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tradingeconom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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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经济增长并不耀眼。除了过度仰赖大宗商品

出口以及基础设施不足外，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不佳

以及政府限制过多都使得当地经济发展受到诸多束

缚，也因此导致经济增长缺乏动能。

长久以来，印尼国内一直针对是否就开放民间

（外资）企业投资战略性产业进行辩论。在苏西诺

总统任内，为避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

印尼政府就资源性商品出口提出一项禁令。该政策

旨在对稀有金属原料出口进行限制，借以逼迫外资

企业将稀有金属深加工产业链迁移至印尼。然而，

由于矿场所在地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对于企业而言，

过高的前期投资使得印尼国内资源性商品不具备投

资诱因。也因此，这项稀有金属深加工的产业链转

移政策并未给印尼带来太过显著的经济效益。

然而，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印尼政府对于

资源型商品出口的禁令也开始放松。此外，对于妨

碍经商环境的规定也一并进行检讨。佐科政府提出

的振兴经济方案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项：一是提高

工业竞争力，通过调整有碍产业发展的一些交叉、

重叠及不合理条规，修订了原有 154 项条例中的 89

项。此外，政府还将简化投资许可证和工作准证等

审批手续，强化协同，加强相关审批手续的电子化

作业。二是加快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建设项目，消除

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包括简化土地准证审批、

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加快商品及服务流动、赋予相

关部门排除法律障碍自决权以及充分发挥地方政府

在项目建设的作用等。三是加大房地产领域投资，

积极推进低收入阶层廉价房屋建设，放宽房地产领

域投资限制。此外，政府将加大已在执行的一系列

发展小微企业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措施力度，包括

加快小微企业和民众创业低息贷款发放、及时兑现

农村发展资金使用等。

佐科政府正致力于对国内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

进行平衡，我们认为这种政策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

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佐科在推动国内体制改

革的过程中正与国内利益集团展开激烈的斗争，而

斗争的结果与印尼经济可持续发展性有着较为密切

的关联。

图表 10：印尼近期经济增长表现

资料来源：tradingeconom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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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收入之外，能有额外的收入来源。这位投资主

任说，文莱的存款利率比通胀率低得多。正是因为

这一点，一个平衡的投资组合可将存款与高回报的

投资产品结合起来。在发达国家，平均个人投资占

的比例能达到 50%，在新加坡、香港可能低些，但

仍高于文莱 43。

然而，这些交易虽然回报高，但交易风险也很高。

一旦他们构建起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就可以增加一

些高水平的配置。

“Baiduri 资本”相信，文莱未来将有很好的金

融业前景。

当地投资公司正式开通这一平台后，文莱人可

在该地区投资三项主要股票交易：一是新加坡交易

所（Singapore Exchange）、二是香港股票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三是马来西亚交易所（Bursa 

Malaysia）。在线的交易渠道已经开发好，客户可以

选择他们的研究组合以及研究报告、得到配额、给

出交易指令、查阅交易史、收到账户情况等。

当然，这种在线交易平台也给客户了解市场信

息和研究的机会，以及帮助他们更有效交易的工具。

Baiduri Capital 也在总部准备好了交易室，配备

了座椅——如果客户愿意到这里来交易的话。然而，

这家投资公司并不提供交易战略也不会直接参与交

易者的投资决策。

Baiduri Capital 的一个高级交易员表示，新加坡

交易所很少出现反复无常的现象，而且对新投资者

和买证券的人来说总体上是安全的。如果投资在蓝

筹股，即一些高价值的较稳定的公司股，对开始入

门的人来说是金融上相对健全的战略。

文莱于 2013 年出台“证券市场规则”，2014 年

出台证券市场条例，要求建立证券公司需要机构信

用许可。而 Baiduri Capital 的建立就可向公众提供这

43　同上

文莱年轻投资者热心于金融市场

Brunei: Young Investors Keen on Financial 
Markets

文莱导入了“Baiduri 资本”在线股票交易平台。

当地的投资公司主任说，这对文莱人自己在本国的

股票交易所作证券投资带来巨大便利 42。

目前文莱还没有证券交易所能允许投资者买卖

股票，在 Baiduri Capital 投入运营的官方发布会上，

这位经理说，采用这一平台是相当及时的，因文莱

人有“相当可观”的储蓄，及财富和存款快速增长。

我们的作用就是为文莱政府建立股票交易所提供活

动和参与创造便利条件。Baiduri Capital 使更多的文

莱人将来可以参与到投资市场上来。

图表 11：文莱开放的股票交易市场

资料来源：文莱时报

因为是文莱银行全资拥有，6月已开始筹备运营，

年轻的专业人士已经热切地要交易股票了。市场已

经做好准备，特别是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

他们正在探寻在传统的金融选项外，有多样化的投

资选择。

很多文来人希望有更多的金融自由，特别在他

们年轻的时候就想建立个人的财务计划，以便在所

42　YOUNG	INVESTORS	KEEN	ON	FINANCIAL	MARKETS,	September	

9,	2015，http://www.bt.com.bn/business-national/2015/09/09/young-

investors-keen-financial-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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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机构信用。

为了确保新条令和规则的实施，文莱苏丹的中

央银行正为建立文莱的资本市场铺路。不过，要建

立起文莱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要到 2017 年。

马来西亚力争实现 2020 年发展目标

Malaysia Strives to Accomplish the “2020 Vision”

2015 年 9 月初，马来西亚总理纳吉表示，目前

马来西亚经济状况好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

能够经受住任何“未来风暴”44。

纳吉在全球资本市场论坛上说，马来西亚当地

企业资产负债表和公司治理更有力，金融和银行业

结构性改革使其能抵御“剧烈波动”。纳吉称该国

有望实现“2020 宏愿”的目标，即到 2020 年发展成

为高收入国家。

图表 12：马来西亚提出 2020 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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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今年夏天以来，马来西亚即因“一个

大马计划”及围绕针对现政府的一系列国内政治危

机，马来西亚货币收到很大冲击。

44　马来西亚总理：经济更加强劲能抵御任何风暴，2015-9-7，	

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9/7433983.html

不过，经济为主要立足点，纳吉上个月成立了

一个特别经济团队，以确保经济继续增长，并提振

外界对马币和马来西亚股市的信心。纳吉布称，在

过去 15 年，马来西亚采取了许多重要的结构改革，

加之今年 4 月落实的消费税，进一步巩固了政府收

入。马来西亚本币债券市场达 1.1 万亿马币，为亚洲

第三，进一步巩固了马来西亚金融体系，减少对短

期外币借贷的依赖。

图表 13：马来西亚 2020 年愿景主要内容

资料来源：nitc.mosti.gov.my

有评论指出，马币已成为今年表现最差的亚洲

货币。市场虽然对马来西亚金融体系有信心，但是

原产品及石油价格下降，中国也出现放缓现象，全

球流动资金可能枯竭，这是一个“新常态”。这就

要把追求区域一体化作为核心政策优先事项之一。

东盟有能力制造内部增长动力，并利用本身的资金

资助自身发展，减少外部波动所带来的影响。身为

东盟一员，马来西亚仍然坚信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

能够使东盟 10 国受惠。

纳吉建立以证券委员会为首的金融科技社区联

盟，为该领域的利益相关者设立新联系网络。他说，

此网络将让投资者、研究员、指导者及相关政府机

构与金融科技企业家衔接，以挖掘金融科技领域发

展潜能。此外，也会培育新兴金融科技生态系统，

促进企业发展。为了持续发展及提升人民的生活水

平，马来西亚必须革新发展经济。革新不仅仅是生

产新产品，而是要持续创新及改变做事的方式。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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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计划在印尼投资兴建

工业园区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Intend to Invest 
Industrial Park in Indonesia

近日，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将在印

尼投资建设一个工业园区，投资金额预料将在 50 亿

美元（约合人民币 300 亿元）左右。这也是该公司

自成立以来最大一笔海外投资，许多中小企业也表

达了“抱团”赴海外投资的意愿 45。

图表 14：中民投印尼工业园区项目基地

资料来源：互联网

中民投由全国工商联发起，59 家知名民营企业

联合设立，于 2014 年 5 月在上海注册成立，经营范

围涉及股权投资与管理，商务、财务与投资咨询，

实业投资和资产管理等领域。此次，中民投拟在印

45　中民投拟 300 亿建印尼工业园，为成立来最大投资，2015-9-10，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50910/013723203853.

shtml

尼投资建设的工业园区主要用于钢铁、水泥、水上

飞机等项目，带动的企业也主要是中国企业。

在佐科任内，印尼政府表现出强烈的经济改革

欲望，对于产业结构、产业布局规划也很清楚。未

来五年印尼要建许多港口、基础设施，还有许多矿

产资源的开发利用项目等。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

营企业，可以给印尼提供这种支持。中国企业到那

儿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就能够把民营企业的产

能带出去，形成双赢的结果。

而对中国企业而言，民营企业一起联合投资有

助于在当地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条，进而以整区输出

的方式在当地打造整条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链条 46。然

而，在当地产业竞争力配套尚未完善之际，我们认

为在当地投资首先应明确项目内容，进而在项目平

台的基础上吸引更多的民营企业加入。在当地基础

设施不足且行政效率低下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势必

需要通过抱团的方式与当地政府展开联合开发谈判，

在取得当地政府配合的情况下对产业园区进行规划

才能真正落实整区输出进而提升中国企业在当地竞

争力的方案。

46　中民投率数十家民企投资 50 亿美元印尼建产业园，2015-3-30，

http://money.163.com/api/15/0330/03/ALU3FF6N00253B0H.html

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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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日渐形成吸引FDI的优势

ASEAN’s Outstanding Advantages: Inward-FDI 

2015 年年底，东盟即将实现三项共同体，即政

治 - 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AEC）和社会 - 文

化共同体。加之近年，东盟总体经济形势良好，劳

动成本仍普遍较低，因此，外资迅速增加，尤其在

纺织服装鞋帽领域继续保持优势。

据世界服装鞋帽网信息，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

消失，人工成本逐渐提高，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纷纷

考虑转战成本更为低廉的东盟国家 47。东南亚各国以

其低廉的成本和优惠政策正在吸引着国外的投资商。

以泰国为例，因东盟总体呈现的机会，台商积

极布局泰国，今年 8 月初，南侨集团表示将以泰国

为基地，逐步向东盟十国市场投资 10 兆美元。值得

强调的是，东南亚是工厂，也是市场。南侨集团会

长陈飞龙表示，因为泰国具有免税和政策相对稳定

等优势，并将利用东盟输往中国的免税优势，抢攻

中国的休闲食品市场 48。

图表 15：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

资料来源：泰国 BOI 官网

http://www.boi.go.th/index.php?page=index&language=en

47　东盟崛起	 纺织企业纷纷布局东盟国家，2015-8-27，http://

www.qzbsg.gov.cn/zt/gzdm/Details/b600d065-36d7-4fdb-b77b-

1be9515b80a6

48　同上

按照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的统计资料，2014 年

外国企业投资总额达 1 兆 230 亿泰铢（约合新台币

9800 亿元），年增长 95%。在东盟即将整合为经济

共同体之际，泰国推出重要的经济发展策略——设

立边境经济特区，除吸引制鞋、家具、成衣、传统

电子加工业等各项产业，再加上东盟 6.2 亿人口的

商机，更有利于吸引外商企业前来投资。今年年初

设立的 5 个边境经济特区提供多项优惠政策，为外

来厂商提供便利、企业所得税减免等。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副秘书长表示，

外商若想至泰国投资，首先要向泰国投资促进委员

会申请。通过 BOI 核准等于得到国家认可，之后要

做任何事都会十分便利且得到优惠。优惠包括非税

务和税务两种，非税务部分，有土地优惠，开放外

资 100% 持股及工作证优惠。税务部分，可视产业

类别提供 3 到 8 年免企业所得税，及进口零关税。

此外，经济特区也将视产业类别，提供更多优惠。

一站式服务中心（One Start One Stop Investment 

Center，简 称 OSOS），也 是 极 大 的 便 利。利 用

OSOS 为单一联络窗口，方便外国投资者与 10 个部

/ 会、20 个机关的派驻官员直接联系和协调，并办

妥海关、工作证、签证等事宜。省去冗长的办证程

序，若文件完整，3 小时内即可完成所有手续，且有

各国翻译人员提供咨询服务。

因此，很多东盟国家之所以吸引着许多投资者，

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减免税，二是建设良好的“一

站式服务中心”，三是对外商非常友善的人文社会

环境。

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	ASEAN-CHINA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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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老缅经济走廊的发展机遇

New Opportunities: Thai-Laos-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在亚太地区积极建设和发展经济走廊的背景下，

泰国 - 老挝 - 缅甸经济走廊正赢得人们的关注。近

期，泰国中北部民营企业联盟常设委员会主席黄伟

健信表示，“大力发展泰老缅经贸的良机已经展现

在我们面前”49。

2015 年 8 月“泰老缅经济走廊国际会议”在泰

国程逸府召开。这一项新的“经济走廊”倡议给泰

老缅三国开展多边合作带来多项机遇，包括经济发

展、贸易投资、旅游和教育。

有关信息表明，“泰老缅经济走廊”的概念是

由泰国纳黎萱大学物流和供应链学院院长彭素博士

的科研团队提出，之后受到泰国相关各府乃至老挝

和缅甸官方机构和民营商家的鼎力支持，并于今年

已经开始了实质性的走廊沿线基础设施增建和新修

工程 50。

图表 16：泰国 - 老挝 - 缅甸经济走廊

资料来源：新华网

49　联通中国与东盟泰老缅打造新十字走廊，2015-8-31，http://

www.qzbsg.gov.cn/zt/gzdm/Details/f34e8332-fcc1-4e1d-9020-

05875e8b9f62

50　同上

彭素博士指出，“泰老缅经济走廊”贯穿泰国

东西走向，同时还有南北经济走廊的规划存在，连

接中国 - 老挝 - 泰国 - 马来西亚到新加坡。这两条

走廊的交接点，恰恰在享有地理位置上得天独厚优

势的彭世洛府。

“泰老缅经济走廊”与南北经济走廊某种程度

上形成了“新十字”经济走廊 51。在泰国境内，北到

清迈、南至曼谷，西边直抵六大经济特区之一的达

府的美索口岸，东边连接莫拉限口岸。跨境贸易通

道经由老挝，连接越南谅山与中国友谊关，再通向

中国南宁；向南则延伸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彭素博士认为，这个“新十字”经济走廊辐射

的区域，不仅是贸易、旅游，还有能源发展、绿色工业、

服务行业，都将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52。为此，

“泰老缅经济走廊国际会议”将要建立一个综合信

息中心，与周边各国分享各个领域的丰富信息。同时，

这一走廊的建设不仅在硬件方面重视，而且将在人

力资源、法律法规、通关手续等软件建设方面着力

加强。

51　泰老缅打造“新十字走廊”联通中国东盟，2015-8-3，http://

money.163.com/15/0803/10/B03BRMP900254TI5.html

52　联通中国与东盟泰老缅打造新十字走廊，2015-8-31，http://

www.qzbsg.gov.cn/zt/gzdm/Details/f34e8332-fcc1-4e1d-9020-

05875e8b9f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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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应加速在东盟区域推动在地化

China’s Corporations Should Be Localized in 
ASEAN States

近期，看准印尼智慧型手机市场快速发展，中

国企业正加速就手机制造以及电商等行业展开布

局。手机制造商 OPPO 已在印尼开设海外第一座工

厂，预计产能将达到每月 50 万台。截止到 2014 年，

OPPO 在印尼智能手机市场中已经占据了 8.8% 以上

的份额，而 OPPO 积极的市场策略也保证了其在印

尼市场的份额稳中有升 53。

图表 17：2015 年第二季度印尼智慧型手机市占率

资料来源：中时新闻网

据市调单位Counterpoint对印尼市场所做调查，

今年第 2 季智慧手机出货量仍有 30％的年成长性，

约占单季总体手机（功能＋智慧）出货量的 58％ 54。

53　预计月产 50 万台，OPPO 印尼新工厂已投入生产，2015-9-11，

http://www.ccidnet.com/2015/0911/10024505.shtml

54　华硕挤下 OPPO，印尼市场坐五望四，2015-9-8，http://www.

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150908000129-260204

智慧型手机已取代功能型手机成为印尼市场的主流

产品，预计在未来十年内，智慧型手机周边行业将

在印尼国内快速增长。

在印尼智慧型手机市场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

发现印尼本国品牌正快速崛起，这为中国企业带来

了许多机会。随着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智慧型手

机组装与零组件供应基地，中国企业可以凭借着自

身产业优势与当地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当地市场。

从近期印尼市场走势来看，在电子制造业投资过剩

且产业分工高度成熟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应思考在

当地大规模投资的可行性。在印尼生产的电子产品

不但可以免关税在东盟区域内贩售，与当地企业合

作开发软件系统也能帮助中国企业在当地即将起飞

的电商市场觅得先机。

我们建议，凭借着在中国摸索出的发展经验，

中国企业应积极在东盟地区落实在地化经验。唯有

在当地建立起完善的产业规模才能真正让中国企业

适应外部竞争环境，进而走向世界。

中国 -东盟物流和认证合作

China-ASEAN Logistics and Certificates

中国与东盟正在开展“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

的有关合作。8 月下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部长级会议在吉隆坡结束。会议主要

讨论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合作范围，同时探讨

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议题。这一机制在

所涉及的国家方面与东盟 10+6 相同。即，东盟十个

成员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和印度。

这些国家如果达成自贸协议，将涉及人口 33 亿，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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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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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全球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生产总值达 17 万亿美

元 55。

据南洋商报的文章分析，在 21 世纪的今天，物

流业已成为国际贸易的推手，俨然已转变为一个重

要的战略领域。中国的物流作业平台较为完善，而

东盟发展层次不一，加上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对

贸易增长构成一定挑战。因此，首先物流业将不再

只做经贸活动的配角。2014 年底，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正式就东盟海关运输系统（ACTS）展开设计并

进行相关验证，预料将在未来 18 个月内就关税、交

通、金融等领域进行测试，并希望该系统有助于把

东盟打造成一个庞大的市场。东盟海关运输系统有

助于提升这个区域的物流业，在推动制造业、扩展

消费市场，甚至是推动城镇化方面，扮演着举足轻

重的角色，在未来将会是促进中国 - 东盟之间贸易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6。

另外，双方的认证、检验合作正在加强。目前

已在广西建立中国 - 东盟检验检测认证高技术服务

集聚区，为双方经贸产品进行检测检验及批审证书

的工作提供服务。

因此，如何将“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物流、

检验检测、认证证书、自贸协议等工作贯通促进，

需要中国 - 东盟双方进一步合作。

泰国 -中国动漫产业提升合作能力

Thai-China Will Cooperate in The Cartoon Industry

泰国自军政府执政以来，能力恢复经济和实施

对外资的鼓励措施，使泰国市场的总体形势和产业

发展处于较好状态。据泰国世界日报信息，泰国商

业部国际贸易促进厅厅长喃塔婉女士近期表示，中

55　马媒：中国 - 东盟经贸发展需加强物流和认证检验合作，2015-

9-1，http://my.mofcom.gov.cn/article/sqfb/201509/20150901101276.

shtml

56　同上

国动漫游戏市场前景亮丽，泰国业界应将业务扩张

至中国，与中国业界经营商进行商务对接和签署业

务合作协议，估计市场价值不少于 1.71 亿铢 57。

目前，泰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联合泰国动漫游

戏经营商会（TACGA），率领 20 多名泰国经营商

代表前往中国上海和北京考察市场，期望在两国之

间的动漫游戏产业界形成联盟和业务合作关系。此

次考察吸引中方 71 家经营企业参与商务对接和签

署合作意向协议，估计在一年内将达成不少于 1.71

亿铢价值的业务，还有可能有双方合资公司最近成

立 58。

图表 18：曾于 2006 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的
泰国原创动画《大眼睛邦邦（PANG POND）》

资料来源：漫域联播网

最近几年，动漫产业是中国政府重视发展并提

倡“走出去”的产业之一，鼓励中企业赴海外投资

和加强与国外公司的合作，并争取追赶世界上动漫

产业较发达的国家。2015 年中国已经制作了动漫电

影 618 部，观众人数超过 9000 万，因此动漫游戏产

业在中国拥有较大规模的市场前景 59。

前述泰国商业部官员认为，泰国正在此领域加

强与中国的合作。泰国动漫游戏业经营商代表出席

中国第 11 届动漫游戏国际博览会；泰国国家动漫

游戏经营商会与上海动漫行业协会签署谅解备忘录

57　泰中商务对接	扩大动漫合作版图，2015-8-31，http://www.qzbsg.

gov.cn/zt/gzdm/Details/c82040bd-ab8b-4504-90cb-3203b7cbfcbe

58　同上

5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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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以推动双边动漫游戏界企业加强合作；

泰国代表还参观了中国两家知名的动漫游戏企业，

同时向中方同行展示了泰国获奖的动漫电影作品。

至于泰国动漫产业进入中国的机会，泰国驻上

海国际贸易促进办事处负责人朴妮卡表示，中国动

漫市场拥有消费者人口超过 5 亿，是值得关注的有

发展前景的庞大市场。不过，外国公司要进入中国

市场并取得成功存在一定难度，因中国政府还有相

关的法规限制，例如规定电影院每年播放的外国电

影不得超过 35 部，加上有文化差异，因此，泰国动

漫游戏产业经营商代表团积极前往中国考察，增加

对中国动漫产业市场的了解，以及了解中国在该产

业的文化和制作技术水准等。

原产地证服务：面向东盟

Certificate of Origin: Face to ASEAN

目前，中国 - 东盟之间开展原产地证服务，以

便加速推动经贸合作。    

以宁波为例，随着中国 - 东盟自贸协定的全面

实施，东盟各国与宁波的经贸往来不断得到加强，

甚至成为不少中小企业的“主战场”。宁波地区出

口产品种类多样，深受东盟市场欢迎，主要有机电

产品、钢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和化学类产品 60。

今年前 7 个月，签证业务量主要集中在菲律宾、

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家，其中

泰国签证量和签证金额最大，签证 7006 份，签证金

额 1.94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3.90% 和 13.72%。今

年 1 月至 7 月，宁波地区共签发中国 - 东盟自贸区

原产地证书 21289 份，签证金额 7.9 亿美元，同比分

别增长 11.20% 和 17.23%61。

60　 中 国 质 量 新 闻 网，2015-8-31，http://www.cqn.com.cn/news/

zggmsb/diqi/1073574.html

61　同上

“优惠原产地证明”是用以证明货物原产地或

制造地凭证，是进口国海关减让关税的重要凭证，

经常被称为各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经济护照”

或“金钥匙”62。近年以来，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利用好“区域性优惠原产地证”这一出口利器，

提升产品竞争力 , 开拓新兴市场。2014 年该公司共

办理55份东盟原产地证明，2015年至今已办理68份，

常铝产品在出口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

家时，很好地享受到了原产地签证带来的实惠，今

年共获得关税减免 18 万美元。出口占销售比例有望

从去年的三分之一提升到今年的 40% 以上。 

图表 19：原产地证之一的样本

资料来源：百度网

相关政府部门也给予大力支持。例如，常熟检

验检疫局为落实扶持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制定

了一对一工作方案，送政策到企业，在自贸区政策

培训、优惠税率查询、快速签证、国外退证查询答

复等方面重点帮扶，帮助企业利用好“区域性优惠

原产地证”成功拓展东盟市场。

62　“金钥匙”促常铝铝业拓展东盟市场，2015-9-5，http://www.

cqn.com.cn/news/zjpd/dfdt/1074803.html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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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东南亚阴霾问题

Southeast Asia’s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 
Latest Observations

2015 年 9 月 8 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又再次面

临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所引起的阴霾问题。根据南

华早报所获得消息，阴霾来自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

腊和加里曼丹地区的树林大火（请见图表 20），而

其问题就因某些种植方，为了清除被用的土地，采

取了一种非法刀耕火种的手段 63。

63　Air	quality	at	‘unhealthy’	level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s	

haze	from	Indonesia	forest	fires	blankets	the	region,	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5-9-8,	 http://www.scmp.com/news/

asia/southeast-asia/article/1856342/air-quality-unhealthy-levels-

singapore-and-malaysia-haze

如前几次那样，印尼森林大火所引起的阴霾问

题不但影响该国本身的空气质量，邻国马来西亚（请

见图表 21）和新加坡的空气也同时遭到污染。

值 得 一 提 的 是，这 次 的 阴 霾 问 题 是 印 度 尼

西亚政府在四月份签署《东盟跨境阴霾污染协

议 》（ASEAN Agreement on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之后的首案例。也因此，印尼政府的态度

和处理方式是值得各界关注的。为此，安邦提出两

个观点。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图表 20：阴霾受影响的东南亚地区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2015 年 9 月 7 日）

资料来源：ASEAN Haze Action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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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阴霾问题发生之后，印度尼西亚国会议

员 Hamdhani Mukhdar Said 向马来西亚政府和人民公

开道歉 64。虽然前总统苏西洛也曾今对其事公开道

歉，但是来自于国会议员的道歉是先例。我们必须

认识到，过去印度尼西亚之所以延迟签署《东盟跨

境阴霾污染协议》就是因为该国国会议员的强烈反

对。反对的原因就是被认为违反主权的条例。让其

它国家获得印尼土地的信息和地图就是例子。所以，

印尼国会议员的道歉也意味着该国政治集团的态度

有了大转变。他们不再逃避问题，而是正面面对这

由来已久的安全问题。

图表 21：马来西亚吉隆坡市中心的阴霾情况

资料来源：洪文杰（马来西亚安邦）

此外，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威处理方式和态度

也是先例。我们看到，佐科威充分发挥他的个人风

格，实地考察和解决问题都是他执政以来的新作风，

而树林大火和阴霾问题的处理也不例外。他不但亲

自到火烧地区进行视察，而且也摆脱该国的官僚制

度，直接命令警察局长、军事长官、国家灾害管理

局（BNPB）局长以及环境和林业部高级官员采取更

严厉的措施来对付违法者。直接控告违法的种植公

64　Indonesia	apologises	for	haze,	2015-9-8,	The	Star,	http://www.

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5/09/08/Indonesia-appologises-for-

haze/

司，逮捕公司负责人和吊销商业执照都是印尼政府

必须做的 65。 

再者，佐科威也要求各执法单位要有紧迫性，

尽快控制目前的局面，别让火烧树林和阴霾问题影

响更多人 66。此番话也证明佐科威不想让印尼的污染

问题扩大到邻国，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并影响它

们的经济和人们的健康。与前几位印尼总相比，佐

科威的“干吏”作风对解决阴霾问题发挥一个正面

作用。对马新两国以及整个东盟来说，一个更加负

责任的印尼是大家所欢迎的。

整体来看，印方对阴霾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都与以往不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已

成为《东盟跨境阴霾污染协议》的签署国之一。所以，

尽管印度尼西亚无法全面控制阴霾问题，但是该国

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是前所未有的。换句话说，印度

尼西亚是在正确的轨道上来应对这个由来已久的问

题。因为阴霾问题是个长期问题，要彻底解决它需

要的是长期的努力。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来说，印

尼的最新举动将促进三国即将达成有关合作。

关注东盟共同体 2025 年愿景

ASEAN Community Vision 2025

2015 年底，东盟将实现共同体。为此，近年东

盟连续召开多项重要会议，并制定大量发展规划和

实施方案，涉及广泛的领域。东盟近期又提出了共

同体实现后 10 年的发展愿景（ASEAN Community 

Vision 2025）67。

关于什么是 2025 年愿景及实现它的相关背景，

65　Indonesian	 President	 Joko	Widodo	 goes	 to	 haze's	 ground	

zero,	2015-9-7,	 新 加 坡 海 峡 时 报	(The	Straits	Times),	http://www.

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jokowi-goes-to-hazes-ground-zero

66　同上

67　ASEAN	Community	Vision	2025,	13	Augus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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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vision-2025-2?category_id=27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923

东盟领导人已在2013年即达成共识，即建立起政治-

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 - 文化共同体，以

人民为本的、以人民为核心的、基于法律规则的东

南亚国家联盟。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新的愿景反映东盟各国今后的发展愿望和方

向，把目标放在地区整合，强化建设共同体的各项

努力上。同时深化推进构建东盟共同体的地区整合

进程。东盟整合也将被赋予一种使命，即在迅速变

化的地区和世界中发挥能够有效应对威胁和挑战的

作用。

图表 22：东盟提出 2025 年共同体愿景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

2.  2025 年东盟发展愿景如何贯彻执行？期待产

生怎样的成果？将如何协商解决 ? 东盟正在建立专

门工作组——HLTF（the High Level Task Force），

今后 10 年的发展、最终文献将由各个成员国根据有

关情况来形成，主要分成政治、经济、社会三大极

的内容来推动。在国家和地区水平上开展协商，届

时将由各界，包括商界、学术和国内社会组织（CSOs）

等协调组成 68。

3. 关于相关实践何时得以完成，东盟 2025 发展

愿景工作组计划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完成“东盟协

调理事会工作组”相关文件。将在 2015 年 11 月的

68　同上

第 27 届东盟峰会上提交“吉隆坡宣言”、“东盟共

同体 2015 年愿景”和所有有关东盟发展文献。

4. 对于东盟发展愿景而言，为什么是 10 年规划

而不是 5 年？对东盟国家来说，每一项一体化（三

极）都需要发展和参与，对于“东盟共同体”而言，

也不例外，它需要时间来建设、实施并使之成为一

项共同体组织。10 年的目标，能有机会使东盟国家

所有人民受益。通过十年愿景框架继续对十个国家

的各项措施进行整合，使人民能够看到和参与到东

盟的增长和发展之中。

从上述东盟共同体 2025 愿景的主要内容可以看

出，尽管今年年底，东盟国家即会宣布建立起共同

体了，但是十个国家要用十年时间来进行仅仅是一

个第一阶段的建设，构建出能发挥对地区乃至世界

有所贡献的机制，足以反映出，未来的道路上，任

务仍然非常之艰巨。

观察第 47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的一些事项

The 47th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AEM) 
Meeting

2015 年 8 月 20-25 日于吉隆坡召开了东盟经济

部长会议和系列会议 69。2015 年末，东盟将实现经

济共同体（AEC），所以此次经济部长会议和其间

的一系列与合作伙伴方的会议有几项特别强调。

东盟从组织层面到各个成员国在近几年都一致

努力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合作。

今年，马来西亚是东盟轮值主席国，本次经济

部长会议即由马来西亚的贸工部长拿督斯里穆斯塔

法担任主席。会议首先讨论近期全球发展和地区作

用。在全球经济不确定中，世界从金融危机恢复的

69　The	47th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AEM)	Meeting,	 on	

Tuesday,	 25	 August	 2015,	 http://www.asean.org/news/asean-

statement-communiques/item/the-47th-asean-economic-ministers-

aem-meeting-22-august-2015-kuala-lumpur-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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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时期，东盟经济保持相对较好的形势。因此，

2015 年对东盟共同体来说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东盟

每个成员国都面临巨大的挑战。然而，需要面对的

还是后 -2015 的时代，东盟及各个成员国将会如何

做。迎接挑战并深度整合是重要工作。

穆斯塔法表示，今后十年，东盟要实现战略行

动计划，开发 2016-2025 东盟中小企业总体规划

等 70。

图表 23：东盟召开第 47 届经济部长会议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

东盟共同体寻求在东盟十个成员国之间正式建

立一个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最终将该地区各国经

济有效整合，创造便利的、无隙缝的贸易和投资机制。

使东盟的 GDP 从目前的 2.7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4.7 万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之后，还举

行了东盟经济部长与东盟对话伙伴国经济部长们的

磋商会。我们的主要关注点如下：

1. 东盟对话伙伴国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

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新西兰、俄罗斯和美国。

2. 东盟经济部长还与东盟商务顾问理事会

（ASEAN BAC）、东亚商业理事会（EABC）、日

70　Malaysia	Ready	to	Chair	 the	47th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20	August	 2015，	 	 http://www.asean.org/news/item/

malaysia-ready-to-chair-the-47th-asean-economic-ministers-

meeting?category_id=27

本在东盟的商业产业联合会（FJCCIA）、美国东盟

商会（USABC）、加拿大东盟商会（CABC）以及东盟 -

印度商会的代表举行了会议。欧盟 - 东盟商业峰会

和东亚投资论坛也在此次东盟经济部长系列会议期

间展开。

图表 24：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主持东盟第 47 届
经济部长会议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

3. 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也包括与东盟对话伙伴和

行业伙伴讨论加强经济联系；升级中国 - 东盟自贸

区；使东盟 - 日本经济伙伴协议取得实质成活成果；

进一步改进东盟 - 韩国自贸协议；东盟 - 澳大利 -

新西兰贸易协定经济合作支持计划；批准和实质东

盟 - 印度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实施东盟 - 俄罗斯

贸易 - 投资路线图；东盟 - 美国贸易投资协议和以

及扩大经济行动倡议；东盟 - 加拿大 2014-2015 贸

易投资计划联合声明。

上述信息表明，东盟经济共同体将在建设内部

协调机制的同时，全面与对话伙伴开展合作，并就

与对话伙伴的合作程度的不同分别形成不同的对话

讨论。以东盟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对话关系为例，

中日双方与东盟的经济对话关系不在统一层面。日

本此次是就全面经济伙伴协议中的服务贸易展开深

度合作，目标已非常具体，而中国与东盟只是讨论

自贸区升级问题，内容仍在相当概念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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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东盟共同体基金的作用是什么？

On Japan-ASEAN Integration Fund (JAIF)

在 8 月 22-25 日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期间，日本与

东盟间的商务机构即召开多项会议，提出日本将在东

盟共同体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71。随后，日本 - 东盟

整合基金（JAIF）又开展系列活动，与东盟十国的经

济部长和经贸机构等确定加强双方商贸联系的具体方

案，涉及多个领域。

第一次 JAIF 系列活动，由缅甸外交部、日本 - 东

盟整合基金管理团队（JMT）于 2015 年 8 月 27-28 日

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因为这一活动是在东盟经济

部长会议之后随即展开的，因此，有关活动的意图、

目标就可明显反映日本在东盟的行动方向。

图表 25：在缅甸举行的日本 - 东盟整合基金活动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

首先，两天的研讨活动，日本和东盟商界将此作

为分享知识和经验的交流平台，特别是开发项目建议，

71　Myanmar	hosts	 the	1st	Japan-ASEAN	 Integration	Fund	 (JAIF)	

Caravan，on	Wednesday,	02	September	2015.	Posted	in	2015,	ASEAN	

Secretariat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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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s-the-1st-japan-asean-integration-fund-jaif-caravan?category_

id=27

并有效地实施 JAIF 所资助的项目。缅甸外交部副部长

U Tin Oo 感谢日本对东盟努力缩小发展差距方面的强

有力支持。东盟正在共同体倡议（IAI）下构建这样的

发展能力。

日本方面则表示，在东盟构建共同体的过程中，

缅甸倡议的相关工作得到 JAIF 的具体项目支持。，并

将继续贡献于缩小东盟国家的发展差距。

缅甸方面表示该国已经受益于 JAIF 的技术援助和

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东盟秘书处希望与 JMT 继续合

作，并对湄公河次区域的CLMV国家（柬埔寨－老挝－

缅甸－越南）进一步支持，帮助东盟地区后－ 2015 整

合进展中取得深化性成果。

缅甸有 23 个部门的 39 位官员参加研讨会。值得

注意的是，这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广泛主题，例如，JAIF

支持项目的开发项目建议、实施、完成、监管程序等。

老挝将在 2016 年任东盟轮值主席，因此，其代表尤其

感谢 JAIF 系列活动所带来的学习机会。

缅甸副外长 U Aung Lynn 鼓励各方互动和参与，

为今后JAIF资助项目的有效实施和完成提出具体建议。

由此看来，日本 - 东盟整合基金已在东盟有关国

家提供项目基金、提供技术援助、开展合作交流、强

调帮助东盟发展程度较低的 CLMV 国家，同时，日本 -

东盟整合基金也高调表示继续贡献于缩小东盟国家的

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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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许可证审批情况

Th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of Indonesian 
Licenses

据中国驻印尼使馆经商处信息，在印尼投资，

应注意其许可证审批过程的情况。从印尼本地报纸

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许可证审批过程存在效率低下

及不便利等特点，值得投资者注意。以下为相关情况：

据印尼《雅加达邮报》9 月 1 日报道，尽管推出

了一站式服务政策以加快许可证审批速度，但印尼

主要城市的许可证审批程序复杂、耗时过长。根据

亚洲发展银行区域自治观察机构（KPPOD）对印尼

5 大主要城市的研究，雅加达和泗水的审批情况比

望加锡、巴里巴板、棉兰更加糟糕 72。

8 月 31 日，KPPOD 执行主席罗伯特·恩迪·佳

翁称，由于印尼许可证审批仍效率低下，影响了企

业投资及合作，而情况最糟糕的恰是雅加达和泗水

这两个印尼最国际化的城市。

这一报告对印尼 2014 年至 2015 年 5 月的规定

改革和许可证执行等进行了研究。2013 年，印尼时

任副总统布迪约诺表示，印尼政府承诺缓解商业存

在问题，并出台了 17 条措施以改善投资环境。2015

年 1 月，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推出了一站式服务

政策，将 22 各部门或机构的 134 项审批权限转至印

尼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但是，根据此次研究，

在印尼雅加达开展商务活动，需要经历超过 10 个

不同程序审批，并耗时超过 48 天。在泗水和望加锡

分别需经历 9 个和 8 个不同程序审批，分别耗时 27

天和 25 天。其中，由贸易部签发的“公司注册证书

72　印尼许可证审批仍障碍重重，	2015-9-3，http://id.mofcom.gov.cn/

article/ziranziyuan/huiyuan/201509/20150901103206.shtml

（TDP）”和“永久贸易证书（SIUP）”，根据一

站式服务规定应在 3 天内签发，而在雅加达和泗水

分别需要 14 天和 7 天才能完成。

罗伯特表示，应该引起特别注意的是，泗水是

目前印尼所有城市中唯一没有一站式服务的，而过

长的审批程序也容易引发贪污腐败。研究指出，泗

水设立了综合服务机构（UPTSA）和单一审批窗口，

以实现许可证审批过程的透明性，但审批过程和许

可证签署仍由各有关部门和机构负责。

研究表明，雅加达和泗水有关部门尚未将“建

筑许可证（IMB）”的签发权转移给一站式服务机构，

也导致了一定的拖延。对于雅加达省长本月初提出

的当天完成审批（ODS）的承诺，罗伯特也提出了

异议。

同时，雅加达一站式服务机构负责人艾迪·佐

纳迪·哈拉哈却抨击这项研究数据，称其内容既过

时也不准确。艾迪表示，今年 1 月启动一站式服务后，

印尼许可证审批情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许可证审

批已经可以在一天内完成。他表示，虽然部分复杂

的审批将与有关机构共同合作，目前雅加达所有机

构的审批权限均已转移至一站式服务中心。目前地

方政府在许可证审批上比中央政府更加高效。例如，

雅加达已经把“建筑服务业许可证（SIUJK）”的审

批时间从中央政府要求的 10 天缩减至 1 天。

在 2015 年世界银行商业经营报告中，印尼“地

方政府的审批权重叠”问题，在调查的 189 个国家

中排名第 114 位。而“开展商务活动”和“建筑许可证”

等指标分别排名第 155 和第 153 位。今年印尼吸引

国内外直接投资的目标是 519.5 万亿印尼盾（约合

370 亿美元）。

VI. 项目与合作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项目与合作	/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927

关于越南 -马来西亚战略伙伴框架的

联合声明（全文）

Vietnam-Malaysia Joint Statement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应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的邀请，越南

政府总理阮晋勇从 8 月 7 日至 8 日对马来西亚进行

正式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已发表关于越南政府—

马来西亚政府战略伙伴框架的联合声明 73。

（越南）《人民报》社谨向读者介绍联合声明

全文。

图表 26：越南总理阮晋勇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签署两国联合声明

资料来源：越南人民报网

一、 应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的邀请，

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从 2015 年 8 月 7 日至 8 日对马

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

73　关于越南 - 马来西亚战略伙伴框架的联合声明（全文），2015-

8-8，http://cn.nhandan.org.vn/documentation/important-documents/

item/3363801- 关于越南—马来西亚战略伙伴框架的联合声明（全文）

.html

二、 访问期间，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同马来西

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于2015年8月7日举行了会谈。

双方对自从 1973 年 3 月 30 日两国建交以来双边关

系所取得的巨大进展表示满意。基于建交 42 年，两

位领导确认了越马两国紧密合作并进一步推动该关

系发展的重要性。

三、 双方一致认为，40 多年来，两国紧密合作

关系已朝着深广方向蓬勃发展。双方在政治、外交、

双边合作、地区和国际合作、经济、财政、贸易与投资、

国防安全、农业、劳务、能源、教育、文化、体育、

青年、社会活动、旅游、交通、科学技术及创造等

领域上取得实质性的成就和进展。该美好关系为维

持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及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四、 两位领导再次重申了双边关系以及越马两

国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广泛合作的重要性。双方

就建立越马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一致。这一伙伴关系

在战略、全面及长久的观点上为推动双边关系提供

明确框架，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惠及两国人民

的基础上增进互信和加强合作。两位领导同意，两

国官员将就推动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并制定一项行动

计划。

五、 双方同意，继续加强高层和各级互访与接

触活动，加强双方在政府、党际、国会等渠道上的

关系。双方鼓励增强越南 - 马来西亚友好协会和马

方相关组织的交流合作活动，旨在加强联系并为进

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和互相了解作出贡献。

六、 双方同意，保持和发挥越马高官对话等各

合作机制的效果，旨在鼓励两国高官和外交部以及

其他部委举行年度政治磋商和对话以就双边问题、

双方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加大合作和交换看

法的力度。

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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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双方同意，有效落实越南政府和马来西亚

政府于 2008 年签署的双边防务合作备忘录。双方承

诺推动各国防力量之间的合作，为巩固互信和维持

本地区安全与稳定作出贡献；注重海军合作，配合

提升两国和东盟其他成员国各国防力量在应对非传

统安全挑战的协调配合能力，分享有关战略、国防、

安全问题的信息。双方强调了两国在地区国防论坛

上紧密配合的重要性，面向建设一个和平、繁荣及

强大的东盟共同体。

图表 27：越南 - 马来西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资料来源：越南人民报网 74

八、 双方重视安全合作并同意加强打击有组织

犯罪和跨国犯罪的合作以及责成职能机关负责各自

的国家安全问题。双方再次承诺不允许任何个人或

组织利用本国的领土从事破坏对方国活动。双方也

同意，早日签署两国预防打击跨国犯罪合作备忘录

和双边关于预防打击人口拐卖犯罪的协议，为交换

预防打击罪犯领域中的信息与经验奠定法律基础。

九、 双方高度评价越马经济关系所取得的蓬勃

进展。其中，2014 年双向贸易额超过 90 亿美元。双

方承诺在全球经济和财政正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

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双方同意，加强和提高合作效

74　Vietnam-Malaysia	 joint	 statement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Saturday,	 08/08/2015,	 http://en.nhandan.org.vn/politics/external-

relations/item/3537902-vietnam-malaysia-joint-statement-on-

strategic-partnership.html

果以推动双边贸易关系。双方同意紧密配合以力争

2020 年将双向贸易额提升为 150 亿美元或更高水平；

加强贸易代表团互访活动，举办贸易展销会和展览

会；加强两国工商会和越马两国生产协会之间的联

系以发展贸易活动并提供进入市场的机会。双方也

再次承诺，为两国投资商在对方国家寻求投资商机

提供便利条件。

十、 双方强调了推动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切入方

式来更有效地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

东盟等多边和地区论坛的重要性。双方也承诺推进

合作和加强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旨在 2015 年建

成东盟经济共同体。双方同意，为两国民营企业利

用东盟全面投资协议、东盟服务贸易框架协定以及

双方共同参加的其他协议带来的利益和机遇提供便

利条件。

十一、 双方同意，在越南国家银行和马来西亚

国家银行现行备忘录和两国有关机构所签署的其他

备忘录的基础上，推动合作，面向力推双方更加紧

密的财政关系，提高银行、保险、资本市场以及包

括其他财政服务在内的其他财政辅助领域的监督和

调控能力，认识到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建设能力的各

项措施的重要性。

十二、 双方同意，鼓励在农业、养殖、渔业、水产、

食品加工、植物卫生和检疫、农村发展等领域对话

活动和加大合作力度。双方同意，通过根据 2014 年

4 月 4 日所签署的农业合作备忘录的框架召开联合

工作组会议就农业政策和农业中贸易协助的可能交

换信息。

十三、 双方同意在雇佣外国劳动者工作中加强

双边合作，旨在提高输出马来西亚的越南劳动者质

量。双方也同意，制定关于雇佣和安排越南劳动者

在马来西亚当家庭雇工的备忘录。

十四、 双方承诺在能源，尤其是油气、电力及

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上推动双边合作。双方同意，为

马来西亚国家能源有限公司和越南电力集团制定联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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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协议提供便利条件。双方再次重申越南国家油气

集团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将加强长期合作，并

同意，不仅为现有项目继续提供协助和便利条件，

而且还在第三个国家扩大投资合作，面向建立两国

油气公司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十五、 双方同意在水产养殖和渔业领域上加强

合作。关于“非法、未报告、未经规范”的捕捞（IUU 

）活动，双方同意，在本地区《IUU 行动计划》框

架内加强配合解决该问题。双方同意在根据越马农

业合作备忘录的框架即将召开的渔业技术小组会议

上就非法捕捞问题的各项解决措施展开讨论。

十六、 双方欢迎越南司法部和马来西亚总检察

长办公厅的法理合作备忘录的谈判活动。双方鼓励

早日结束谈判。

十七、 双方同意在包括学者、教师、专家、大

学生交换等计划的教育培训领域寻求合作机会并推

动双方教育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活动。

十八、 双方重申，愿意在文化、青年与体育、

社会活动、旅游、交通运输、电信邮政、 信息技术、

广播电视、媒体、出版等其他领域扩大合作。

十九、 双方同意，在联合国及其直属机构、不

结盟运动、亚欧会议、东亚 - 拉美合作论坛等地区

和国际组织和论坛以及东盟同对话伙伴国的机制上

深入交换看法、开展合作、配合立场和互相支持。

双方承诺，2015 年成功建设东盟共同体和 2015 年

后共同体发展阶段，注重加强区域互联互通、缩小

发展差距、增强次区域合作、管理和减轻自然灾害

的后果、培训和发展人力资源、开展海洋问题的合作。

二十、 作为沿海国家，两位领导肯定了建立紧

密的海洋合作关系，其包括在应对海洋安全挑战中

分享信息和情报，加强海港和海洋运输合作，推动

搜救活动的配合以及双方达成的其他活动的重要性。

二十一、 两位总理就东海（本刊注：中国称为

南海）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对近期东海（本刊注：

中国称为南海）局势深表担忧并强调了维持东海（本

刊注：中国称为南海）和平、安全、稳定和航海与

航空自由的重要性。两位总理一致认为，维持东盟

团结统一及其核心地位、在解决上述问题中是非常

重要的。

二十二、 双方再次重申有关各方在通过符合于

包括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

和平措施解决差异和航海争端，保持克制，不采取

致使东海（本刊注：中国称为南海）紧张局势升级

和复杂化的行为，在解决东海（本刊注：中国称为

南海）其他差异和争端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

胁的重要性。

二十三、 两位领导承诺充分和有效落实《东海

各方行为宣言》（本刊注：中国称为《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并强调了其重要性。双方也强调早日制

定“东海行为准则”（本刊注：中国称为“南海行

为准则”）的重要性。两位总理也呼吁有关各方加

强磋商并携手建设、维持及巩固互信以及为东海（本

刊注：中国称为南海）争端找出长期措施。

二十四、 阮晋勇总理感谢马来西亚政府和人民

向他本人和越南高级代表团所给予的盛情款待。阮

晋勇总理邀请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在适合

时候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纳吉布·拉扎克总理高

兴地接受了邀请。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阮晋勇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

（完）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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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	APPENDI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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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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