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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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laysia and Singapore: Rethink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Development (2)

（续接第 043 期）

二、马来西亚“净选盟4.0”的迷思

新加坡选举中人民行动党大胜并延续执政权，

这未能从真正意义上反映出执政一方已充分了解到

民生与社会问题。而其邻国马来西亚，则因为民生

与社会课题，加上对政策决策层的不满，而分别出

现了两场集会游行。

首先是在 8 月 31 日国庆日前两天举办的“净选

盟 4.0”大集会，随后则有 9 月 16 日马来西亚成立

日举行的“捍卫马来人尊严”集会。当中，与过去

三次的“净选盟”集会有所不同，“净选盟 4.0”大

集会一改过去单日并限时的集会活动，转而举办为

期两天的游行集会，让参与集会者在集合地点留宿，

并在不同时段让社运分子与政治人物发表谈话。

根据“净选盟 4.0”主办方的信息，本次集会共

提出了 5 大诉求，分别是自由和公正的选举，透明、

清廉的政府，允许异议的权利，加强议会民主制，

以及拯救国家经济。5 大诉求当中，前面 4 项基本

都是以往“净选盟”主办方的“一贯”诉求，而拯

救国家经济是相对较为新颖的诉求。

而提出的 5 大诉求，以及推动“净选盟 4.0”的

隐议程，则是对首相纳吉进行一场民间的“不信任

动议”。自“一马发展公司”的负面消息不断传出，

加上令吉汇率持续走软，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走低，

国内消费税落实后引发的涨价潮与消费力低落等，

都让大部分国民对当前的政府领导人失去信心与耐

心。

事实上，从参与集会人数，即两天接近 100 万

的流动人次，以及同一时段最高峰的 50 万人同处现

场，就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国民，尤其是城市居民，

对于当前政局与经济的不满。就政治与经济两个层

面而言，根据出席者提供的看法，撇开政治人物与

社运分子的号召与诉求，更多上街的民众在意的还

是经济低迷、消费力疲软、生活成本压力等问题。

至于对待政局的态度，也有不少的群众认为，只有

政府领导层进行更替，才会改变现有的格局。

然而，接近百万人次参与的“净选盟 4.0”集

会，虽然获得人数上的热烈回响，但并没有在真正

意义上改变马来西亚当前的政治与经济格局。毕竟，

在上一届大选中，执政党就以 47% 的选票获取接近

60% 的议席来延续执政权。而参与集会的群众，依

然还是那些本来在上届大选中就把票投给反对阵营

的支持者，以及一些仍未注册为选民的年轻一代。

反之，与过去三次“净选盟”不同的是，这次

相对极端与煽动仇恨情绪的滋事分子，并没有直接

参与或混入集会中制造骚乱；而是选择在随后举行

另一场“捍卫马来人尊严”的集会，来回击“净选

盟 4.0”。后者将集会标明为“捍卫马来人尊严”，

乃在回应“净选盟 4.0”出席者多为华裔的现象，重

新高唱种族主义的论调。

本文并不打算就双边的论战给予更多的评述。

但“捍卫马来人尊严”集会中，也有不少声音是透

露出忧心生活成本压力的飙升，但却把矛头指向城

市居民，尤其是华裔。也就是说，两场集会针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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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虽然不同，但都在反复强调着，当前经济低迷

的环境，确实影响着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品质与承

受压力的耐力。

三、马来西亚政府的回应

面对着人民多层面的不满宣泄，包括“净选

盟 4.0”，社交媒体的攻击等，马来西亚首相纳吉

在 9 月 14 日宣布，将启动经济振兴措施，当中最为

市场关注的是，政府将投入 200 亿令吉来重新启动

ValueCap 公司，以展开救市行动；并鼓励官联机构

将海外投资回酬调回国内进行投资，以刺激股市表

现 1。

同时，政府也提出数个方案来舒缓人民的生活

1　200 亿令吉稳定股市，2015-9-14，http://www.orientaldaily.com.

my/nation/gn200194

压力，包括增加免进口税产品、为中小企业提供债

务重组与资金担保等计划。

在政府的信心喊话下，马来西亚股市随后连续

三个交易日内走高，其中 9 月 14 日的富时马来西亚

综合指数（FBMKLCI）更是上升了 2.25%，连续三

个交易日的增幅接近 5%。就短期而言，政府重启

ValueCap 公司及救市措施可为股市带来利好，但长

期来说，这些措施对改变人民的生活成本压力与国

内经济低迷的表现似乎并没有太多正面意义。

经济数据方面，尽管 7 月份的出口按年上扬

3.5%，表现超越市场预期，但贸易顺差下滑至 23.8

亿令吉，也为市场带来隐忧。同时，7 月份工业生产

指数虽然上升 6.1%，但市场却仍相信，在汇率走低，

以及消费与需求低迷的趋势下，单月的表现不足以

反映出大马第三季的经济将有活跃的表现。

图表 1：马来西亚“净选盟 4.0”集会

资料来源：BBC 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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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政府领导人不断提出信心喊话，但市场显

然更看重的是现实的反映，而不是领导人的表态了。

撇开国内的负面课题不谈，从目前迹象看，当前负

面预期已经成为弥漫市场的普遍心态，在此种情况

下，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会放大市场的恐慌情绪，

甚至将完全无视经济基本面的表现。

用 200 亿令吉拯救拥有约 1.5 万亿令吉市值的

大马股市，若非用来直接针对几只蓝筹股的救市行

动，看来无疑是杯水车薪。相关的结局，其实看看

中国过去的救市行动就可得知。回顾今年 6 月以来

的中国资本市场，当市场普遍信心不足时，任何政

府力量也无法逆转市场，这就如同以人为的力量想

逆转长江大河的流向一样。

换言之，马来西亚政府领导层此时的表态应该

集中在谈经济增长，而不是股指高低。中国政府拯

救股市已展现其无力感，倘若大马政府仍依样画葫

芦，以拯救股市为重，最终打击的不仅是市场的信心，

而且还是市场对政府的信心。

在目前形势下，马来西亚政府实际到了需要改

变策略的时候。政府应该出台大力度的振兴经济计

划，其中重点要大力振兴民营经济，改善市场的消

费与需求力度，才有可能改变市场信心。

这意味着，在 10 月份公布的 2016 年财政预算案，

将需着重在上述的层面。毕竟，在当前全球经济表

现普遍低迷，加上国民已走上街头公开诉求的趋势

下，确保国内的经济表现与私人投资和消费的稳定

增长，比刺激股市更为重要。然而，如何在刺激消

费与经济，以及削减开销与赤字上做出平衡，这还

得考验政策决策者的能力。在当前的节骨眼上，振

兴经济或许比削减开销与赤字来得更为重要吧 !

结语：不同的态度决定不同的格局

无论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都在当前全球

经济低迷的趋势下，面对着人民对生活成本高涨的

不满情绪。了解人民的心声，是作为政府领导人的

关键，也是作为反对党领袖必须掌握与尝试提供解

决方案的课题。

新加坡的优势，是拥有着由上至下的强势执政

权力，并可以跟随市场的发展做出不同程度的应对

方案。但问题在于，大家长式的领导，是否是顺应

民众的政权，则见仁见智。

马来西亚，近年来公民意识的觉醒，确实有目

共睹。但这种意识的觉醒，却也逐渐变得盲目与失

去方向，一味地对问题穷追猛打，而没有提供任何

建设性的应对方案与措施，最终会让问题恶化，而

非真正意义上的解决。当然，作为政府领导层，也

需要推动实际利惠人民与投资者的措施，才能将国

家经济带动起来；而非持续着眼于短期的利好增长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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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2015 年大选：选举后分析

Post-Election Analysis of Singapore’s General 
Election 2015

2015 年 9 月 12 日，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

（People’s Action Party）在本国举行的大选中获得

压倒性的胜利。在此次的选举上，该党赢得了 83 三

个席位，同时它也获得接近 70% 的选民支持率 2。至

于被各界看好的在野党，它们不但夺不到几个重要

席位，而且工人党（Workers Party）还丢了榜鹅东单

选 区（Punggol East Single Member Constituency）。

其结果比各界所预测的结果具有很大的出入。在这

种多变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怎么样解读新加坡大

选的结果呢 ?

大体来看，新加坡选民的选择很清晰。几乎竞

选期间的“反讽人潮”（看图表 2），徐顺全的归来

和社会媒体的议论并没有变为实实在在的选票，让

在野党增加更多的席位。以其它民主制度的国家来

论，此番现象是空前未有的。我们可以大胆地说，

在这次的大选中，各在野党对新加坡选民的心理判

断不足。

此外，如图表 3 所显示，只有人民行动党增加

它的总选票份额，而没有一个在野党获提升选民对

它们的支持率。除了国民团结党（暴跌 8.47%）以外，

其它在野党的下滑率都在 0.32% 至 1.67% 之间。再者，

年轻选民的加入（466,200 人）3 也没有像多方猜测

2　PAP	wins	 in	a	 landslide	with	69.86%	of	votes,	 亚 洲 新 闻 频 道	

(Channel	NewsAsia),	 2015-9-12,	 http://www.channelnewsasia.

com/news/specialreports/sgvotes2015/top-stories/pap-wins-in-a-

landslide/2121396.html

3　Young	voters	say	they	will	cast	their	votes	with	care,	 海 峡 时 报	

(The	Straits	Times),	2015-8-30,	http://www.straitstimes.com/politics/

young-voters-say-they-will-cast-their-votes-with-care

的那样，大量地投在野党。他们，如其它选民群那

样，都表现出谨慎的态度。所以，新加坡大选的结

果证明了一点: 如果在野党要获得各阶层们的支持，

它们需要集中更多的实力来挑战执政党，而不是仅

仅靠（选民情绪性的）“反讽浪潮”。

图表 2：上班族在午饭时间等待新加坡民主党
徐顺全发表演讲（上）；

工人党的文庆区演讲吸引许多选民到场（下）

资料来源：William Lee（上）；Yusof Najeer ( 下 )

反过来说，人民行动党的大胜利不仅仅是因为

李光耀逝世的因素。无可否认，国父的离世使得选

民们给该党很多“致敬票”或“同情票”。但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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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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也不停地进行大改

革。更多年轻参选人不但在此次的选举亮相，而上

届选举所选出来的年轻领袖，如马善高（Masagos 

Zulkifli）和傅海燕 ，都在本届大选后提拔为全权部

长。再者，人民行动党领袖风格也改变了许多。在

本届大选的前后，党秘书长兼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都

采取极为谨慎和谦虚的态度。与以往不同的是，人

民行动党领袖也没有过度攻击在野党领袖们，这也

让选民看到执政党的转变。人民行动党的成熟是很

多民主制度国家的政党所不具备的。

图表 3：新加坡六大政党在 2015 年和 2011 年
全国大选的总选票份额 (%)

资料来源：Today Online (Web Archive); 

Singapore-elections.com

另外，人民行动党也果断地采取实实在在的措

施来应对人民的不满。增加公共巴士，前交通部长

吕德耀的隐退以及拿出应对捷运故障和拥挤问题的

方案，都是解决新加坡人民对目前交通系统不满的

措施。改革住房政策和改善老龄人口的补贴制度也

是执政党在大选前落实的举措。因此，人民行动党

的转变能力是另一个成功因素。

整体而言，新加坡本届大选依然有深层意义。

人民行动党的胜利将使得该党尽一切努力来挽回更

多选民对它的支持。这也意味着在野党会更加难撼

动执政党的地位。但对外界投资者和国家来说，新

加坡的政治稳定代表目前的经济政策将可持续下去。

这也就是说新加坡的投资环境和经济本身都不会出

现乱局现象。

对在野党来说，它们并没有输掉它们的基本盘。

但长期而言，它们必须拿出更有说服力的策略来突

破它们所面临的困境。我们认为，在野党有可能在

不久的将来，结合各党，借用各方的实力，成立一

个大联盟。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么新加坡

的政治版图将彻底地改变。

亚洲开发银行上调越南经济增长预测值

ADB Raises Growth Forecast for Vietnam

随着越南工业产量的大幅增加、消费者开支大

幅增加、宏观经济环境有所改善，越南经济普遍上

有显著的增长，亚洲开发银行把今年的越南经济增

长预测值上调至 6.5%；明年的上调至 6.6%4。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亚洲经济发展展望更新报

告（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Update）， 低 通 货

膨胀率有助于增加消费能力、增加消费者信心，以

及有助于非农业职业薪金的增长。2015 年 8 月，同

比通货膨胀率为 0.6%，和 2011 年同月最高纪录 23%

相比锐减不少。缓和的通货膨胀率让越南中央银行

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基于国内较高的需求、强劲的信贷和货币供应

量增长、燃油价格增长、电费价格上涨、越南货币

贬值等因素，越南通货膨胀率预料在今年 12 月将

攀升至 2%，而 2016 年越南通货膨胀率预料将会是

4%5。

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也指出，越南的制造业增

长较强；基于外商投资的工厂增加出口产品，该国

4　亚洲开发银行上调越南经济增长预测值，2015-9-23，http://

zh.vietnamplus.vn/ 亚洲开发银行上调越南经济增长预测值 /42657.vnp

5　ADB	raises	growth	 forecast	 for	Vietnam	to	6.5	percent，2015-

09-24，http://www.thanhniennews.com/politics/adb-raises-growth-

forecast-for-vietnam-to-65-percent-517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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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在今年首六个月增长了 9.9%。随着外资资金

涌入越南，制造业的增长预料将会持续下去。房地

产市场的复苏以及公众对基础建设的投资，建筑业

在 2015 年首六个月的增长为 6.6%。与此同时，金融

业也有所增长，且增长率预料将会超越今年官方所

定下的增长目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偏低，有助于

抑制价格上涨，对该国政府的政策有利，且能降低

商业成本 6。

图表 4：胡志明市街景

资料来源：Getty Image

越南的财政政策仍支持该国的经济增长，不过

明年可能会收紧；预料到了 2015 年年底，包括由

政府担保的贷款在内的公共债务将上升到 GDP 的

62％。

对公共债务和偿债的担忧可能将促使政府从

2016 年开始控制开支的增长，以缩小预算赤字。

今年的信贷增长极可能超越越南政府原定的

13% 至 15% 的目标，而越南中央银行也鼓励银行整

合，以在 2017 年将银行的数量减至一半。

在取得一些成就的同时，越南也要面临诸多挑

战，尤其是宏观经济方面的挑战。

世界经济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各

6　ADB	lifts	economic	growth	forecasts	for	Vietnam，2015-09-23，

http://tuoitrenews.vn/business/30555/adb-lifts-economic-growth-

forecasts-for-vietnam

大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对越

南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持续走低的全球

大宗商品价格将减少农业、石油行业的出口盈利。

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指出，为了应对上述挑战，

越南应继续加大金融结构重组力度，增加产量增长、

加强越南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7。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2015 和 2016 年亚洲

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成长将会放缓。

老挝与印度加强双边关系

Laos Strengthens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India

随着印度“东进”（Act East）政策的推行，印

度正致力和东南亚国家展开更多经贸关系。

2015 年 9 月，印度副总理哈米德·安萨里（Hamid 

Ansari）正式官访老挝，并与老挝的领导层进行会谈，

加强两国的联系和促进经济参与度。

安萨里在 9 月 17 日抵达老挝，进行为期两天

的访问；这也是老挝第一次接受印度副总理的参

访。安萨里在代表团进行会谈后在永珍的总统府

会见了老挝国家副主席本扬·沃拉吉（Bounnhang 

Vorachith），双方展开了会谈 8。

在这次会谈中，除了呈交占巴塞（Champassak）

灌溉项目完工证书给印度企业印度水和能源咨询

服务公司（Water and Power Consultancy Services ，

WAPCOS），老挝与印度双方签署了两项谅解备忘

录；其中一个备忘录是关于农业方面的“速效项目”

（quick impact project），另一项则是让航空公司在

7　同上	

8　Hamid	Ansari	holds	talks	with	Laotian	leadership,	two	pacts	signed，

2015-09-18，http://article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2015-

09-18/news/66677664_1_asean-countries-vice-president-hamid-

ansari-indian-ambass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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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107

两国设立直飞航线的航空服务协议 9。

印度外交部东部秘书阿尼勒·瓦德瓦（Anil 

Wadhwa）表示在这些谅解备忘录被签署之前，两国

并没有任何建立直飞航线的官方文件，这次的成功

可说是重要的进展。他也声称，目前越来越多老挝

游客有兴趣前往印度的佛教地区，尤其是菩提迦耶

和新德里，而在近期内老挝国有航空公司老挝航空

（Lao Airlines）会探讨这项倡议，而印度的航空公司

也同样会探讨这一点，这其中包括了印度航空公司

（Air India）和一些私有航空公司 10。

图表 5：印度副总理哈米德 • 安萨里抵达老挝

资料来源：http://indiatoday.intoday.in/

安萨里在会谈上提及了老挝和印度的经济关系

还尚未完全发挥潜能，而两国已经承诺了将会加强

经济上的合作。

另外，安萨里也讨论了在改善老挝的投资环境，

让外国公司更能在该国投资，尤其是纸浆、矿业、

以及中小型企业等领域。

9　Laos,	 India	sign	deals,	vow	to	cement	 relations，2015-09-19，

http://www.vientianetimes.org.la/FreeContent/FreeConten_Laos_india.

htm

10　India,	Laos	agree	to	allow	direct	flights，2015-9-18，http://www.

thehindu.com/business/Industry/india-laos-agree-to-allow-direct-

flights/article7665669.ece

印度长期以来资助老挝各方面的人力资源开发，

其中包括提供老挝人员长期和短期的不同领域培训；

除此之外印度所提供的资助涵盖文化、农业、科技、

数码、官方、清除未爆弹药（clearance of unexploded 

ordnance, UXO）、灾难援助等。

除此之外，印度也为老挝提供了 1.65 亿美元的

信用额度，用作基础建设项目，当中包括了水电、

灌溉用的传输线 11。

超过 1500 老挝公民在印度接受各项能力建设项

目，而印度也在 2004 年设立了老挝 - 印度企业发展

机构（India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Institute）

以及一家英语培训中心。

另外，印度也是继中国和越南之后，向老挝提

供军事培训的国家 12。

柬埔寨金边港吞吐量迅速增加

Phnom Penh’s Autonomous Port’s TEU 
Experiences Growth

根据柬埔寨最大淡水港口金边港口（Phnom 

Penh’s Autonomous Port，PPAP）所发布的报告显

示，2015 年首九个月的季的货物吞吐量上升至 10

万 8,760 标准货柜 (TEU)，和 2014 年同期相比增长

了大约 6%13。

金边港口总经理喜巴伟（Hei Bavy）表示，尽管

港口的货物吞吐量有所增加，陆路物流服务的发展，

对港口造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同时也对港口发展造

成了一定的阻碍。

11　Laos,	 India	sign	deals,	vow	to	cement	 relations，2015-9-19，

http://www.vientianetimes.org.la/FreeContent/FreeConten_Laos_india.

htm

12　同上

13　PPAP	cargo	 throughput	up	despite	 road	 rivalry，2015-10-7，

http://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ppap-cargo-throughput-

despite-road-rival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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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表示，在本年的 10 万 8,760 标准货柜中，

出口的标准货柜有 5 万 2,992 个，进口的标准货柜

则有 5 万 5,768 个。喜巴伟指出，在今年的首九个月

里金边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增长态势反映了柬埔寨国

家经济稳定发展的情况 14。

不过，即使面对着陆路物流的竞争，喜巴伟认

为今年年终时金边港口的货物运转仍可望有 10%

的增长；这些增长将能进一步加强港口的业务，

让金边港口完成在柬埔寨证券交易所（Cambodia 

Securities Exchange）的挂牌上市，同时预料将有更

多私有企业加盟金边港口，进一步加强港口的业务

增长 15。

图表 6：金边港口

资料来源：http://www.shoes.net.cn/

目前位于金边市东部的金边港口的货物吞吐量

的主要产品包括服装品、制衣业和制鞋业生产材料、

建筑材料、农产品和日用品等。据悉，根据金边港

口目前的业务发展局势，再加上国家经济稳定的发

展，在本年剩余的几个月里，货物吞吐量将会继续

增长。 渠表示，2014 年金边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已达

到了 13 万个标准货柜，相当于货物的总量达约 160

14　东南亚鞋服业蓬勃	柬埔寨金边港吞吐量大增，2015-10-14，http://

www.shoes.net.cn/news/94025.html

15　PPAP	cargo	 throughput	up	despite	 road	 rivalry，2015-10-7，

http://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ppap-cargo-throughput-

despite-road-rivalry

万吨。因此，估计本年全年该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将

会增至 15 万标准货柜 16。

金边港口是第二个挂牌上市的国有企业；该

国第一个上市的企业是金边水供局（Phnom Penh 

Water Supply Authority）。金边港口坐落在湄公河，

位于柬埔寨首府金边约 30 公里，是柬埔寨的第二大

港口。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金边港口希望筹集到高达

640 万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并 于 12 月 在 股 市 浮 动 该 公 司 的 20% 股

份 17。

根据金边港口的招股书，每股股先手价介于每

股 1.08 美元（约 4.4 令吉）至 1.55 美元（约 6.4 令吉），

是 2014 年 10 至 15 倍的本益比。金边港口计划公开

发售 410 万股，占发行股票总数 20%，其中 2% 将保

留给雇员 18。

金边港口希望，通过此次公开发股用以融资

LM17 终站扩建工程，使限量由现有的 15 万个标准

货柜，增加至 2017 年的 23 万个，2018 年再增至 30

万个 19。

缅甸与亚洲开发银行签署贸易融资协议

Myanmar Signs Trade Finance Agreement with 
ADB

2015 年 9 月 9 日，缅甸政府和亚洲开发银行正

式签署了框架协议，让该国能引进亚洲开发银行的

贸易融资计划（Trade Finance Program，TFP）。这

项协议由缅甸财政部副部长貌貌登（Maung Maung 

16　东南亚鞋服业蓬勃	柬埔寨金边港吞吐量大增，2015-10-14，http://

www.shoes.net.cn/news/94025.html

17　PPAP	seeks	 to	generate	$6.4M	 in	 IPO，2015-10-10，http://

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ppap-seeks-generate-64m-ipo

18　金边港口料 12 月上市，2015-10-11，http://www.nanyang.com/

node/728027?tid=744

1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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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和亚洲开发银行驻东南亚地区办事处主任詹

姆斯·纽金特（James Nugent）在缅甸首都奈比多签

署 20。

貌貌登表示欢迎这项计划，并表示这项计划能

提升合作银行提供缅甸的进口和出口客户贸易融资

的能力。

图表 7：亚洲开发银行与缅甸合作银行签署协议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说法，在此项协议之下将

协助当地银行提供信贷设施和技术援助，保证银行

所发出的包括信用证在内的贸易融资工具。据称，

这项协议的其中一个宗旨是让缅甸银行和其他的国

际银行展开关系，以及更善用贸易融资工具 21。

根据纽金特的说法，贸易融资能推动贸易与投

资，也能让缅甸当地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缅甸工商联合会（Union of Myanmar Federation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UMFCCI）

副主席貌貌雷（Maung Maung Lay）则认为贸易融资

能推动缅甸中小企业，因为该国的中小企业即使有

计划与项目，不过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操作；如果

20　Burma	Signs	Trade	Finance	Agreement	with	ADB，2015-09-

10，http://www.irrawaddy.org/business/burma-signs-trade-finance-

agreement-with-adb.html

21　同上

银行和国际机构能协助这些企业，将能带动中小企

业的发展 22。

貌貌雷也指出缅甸的中小企业在向该国的私立

银行申请贷款常面对难题。

缅甸合作银行（Cooperative Bank）是第一家加

入这项融资计划的当地银行。据悉，每年亚洲开发

银行将向合作银行提供 1200 万美元，以支撑该银行

的融资操作 23。

合作银行和亚洲、欧洲和美国的一些贷款机构

有一些贸易融资服务，但其信用评级较低，仅获得

B 级，也因此限制了这家银行的发展。亚洲开发银

行的信用评级为 AAA 级，是最高的评级；如果合作

银行的贸易融资受到亚洲开发银行担保，将能对较

大的贸易提供融资服务。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贸易融资计划负责人斯蒂

文·柏克（Steven Beck）的披露，目前亚洲开发银

行正与缅甸大部分私有银行协商，并以资信状况，

以及包括股权结构在内的诚信和治理问题作为考虑

这些银行加盟这项计划的因素 24。

除了提供贷款与担保，这项计划也将为银行员

工与政府官员提供培训课程与研讨会，让他们更了

解贸易融资与风险管理。

在 2014 年里，亚洲开发银行为缅甸提供了价值

近 2.464 亿美元的贷款、赠款和技术援助。

22　同上

23　CB	Bank	first	to	sign	for	ADB	trade	finance，2015-10-7，http://

www.mmtimes.com/index.php/business/16848-cb-bank-first-to-

sign-for-adb-trade-finance.html

2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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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投资环境可能出现重大变化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Might Face Drastic 
Change in Philippines

根据报导，已故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

之子、菲国参议员小马科斯 10 日正式宣布竞选下届

副总统。在宣布竞选的演说中，小马科斯对现任总统

阿基诺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誓言要从意识、心理和行

动上领导一场新的革命 25。

小马科斯的父亲费迪南德·马科斯 1965 年首次

当选菲国总统，1969 年连任，1972 年宣布实行军事

管制，前后在菲国掌权 20 多年，直至 1986 年被推翻

并流亡美国，由当时的反对党领导人、现总统阿基诺

的母亲科拉松·阿基诺接任总统。马科斯与阿基诺两

大家族的恩怨纠葛延续至今无解。

图表 8：小马科斯接受媒体访谈

资料来源：互联网

日前在出席记者会时，小马科斯透露：“他母亲

伊梅尔达一度对他选择竞选副总统表示失望，她原本

希望儿子继承父亲衣钵角逐总统宝座”。这被视为小

马科斯日后角逐总统职务的信号。在小马科斯宣布角

逐副总统职务后，随即获得 13% 的支持率，在角逐

25　菲律宾已故前总统马科斯之子竞选副总统，2015-10-11，http://

world.huanqiu.com/hot/2015-10/7734509.html

者中暂居第二。在竞选活动正式启动后，小马科斯的

民意支持度可望持续攀升。

我们认为，小马科斯出马角逐副总统职务预示着

菲律宾即将陷入新一轮政治家族间斗争的漩涡之中，

这将为当地投资环境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长久以来，

菲律宾国内广受诟病的“猪肉桶政治”便与政治家族

间持续不断的斗争与结盟息息相关。在小马科斯宣布

参选后，菲律宾国内统治阶级间出现重新整合的迹象。

在小马科斯宣布参选后，因腐败下台的菲国前总统、

现任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随即对其参选表示支持。

我们预估小马科斯若当选副总统后，将对阿基

诺家族重新发动政治斗争，清算范围将可能包含阿基

诺三世任内所推动的各项建设项目以及与阿基诺家

族关系密切的企业。我们提醒有意前往菲律宾进行项

目投资的中国企业除了遵守当地法律也务必留意当地

政治生态变化。

印尼政府公布新一阶段振兴经济意见

New Economic Stimulus Project Was Revealed in 
Indonesia

根据报导，印尼贸易部表示，尽管今年前 8 月

贸易依旧维持顺差，仍谨慎关注国际贸易持续性的

衰退 26。此外，针对国内景气低迷，Lembong 部长强

调将竭力协助中小企业扩大出口，但并未对前任部

长 Rachmat Gobel 提出在 2019 年前将对外贸易额扩

大三倍的政策表示意见。

印 尼 今 年 1-8 月 贸 易 顺 差 为 62.2 亿 美 元，

与去年同期比较，出口及进口分别衰退 12.7% 及

18.96%，显示国际景气不佳导致该国经济持续放缓。

为应对此一困境，印尼政府计划提振出口并引导进

26　 印 尼 贸 易 部 与 工 商 总 会 对 于 印 尼 政 府 公 布 新 一 阶 段 经

济 政 策 方 案 与 振 兴 出 口 等 议 题 之 看 法，2015-10-8，http://

www. t a iwan t r a de . com . tw /CH /b i z sea r chde t a i l / 8 039219 /

C?keyword0=%E5%8D%B0%E5%B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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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至合理化水平。

图表 9：2015 年 1-8 月印尼贸易状况

资料来源：tradingeconomics.com

早在上月初，佐科总统在经济政策新方案中对

涉及贸易的 32 项法规与相关限制进行松绑，借以协

助国内产业发展。此外，印尼贸易部期望在 2016 年

至少完成 RCEP、印度尼西亚 - 韩国自由贸易协定、

印度尼西亚 - 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等三项谈判。

然而，印尼政府这一系列经济振兴方案大致侧

重在扩大贸易，成效则有待观察。首先，印尼盾对

美元汇率大幅下滑并未带动该国出口扩张，反而导

致企业竞争力出现严重衰退。受到央行紧缩货币供

给的影响，企业取得资金成本大幅提升，这对中小

企业日常运营造成极大冲击。再则，大宗商品出口

疲弱也对政府税收造成影响。

在景气不佳的情况下，印尼政府一味主张通过

刺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无疑是缘木求鱼。我

们认为，在政府负债率较低的情况下，印尼政府有

极大的空间可以通过扩大公共支出来拉动国内经济

增长。由政府带头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不但有益于提

升经济效率，也能够真正拉动国内就业，进而拉动

实体经济增长。

泰国国内需求疲弱成为该国经济隐患

Economy Remains Weak in Thailand

根据泰国近期公布数据显示，受到外部经济持

续放缓影响，泰国经济呈现持续放缓的节奏。各项

宏观数据显示，由出口衰退带动的景气低迷使得泰

国国内民间消费指数与工业生产指数持续下跌，连

带导致民间投资指数衰退。此外，大宗商品价格下

跌带动国内通货膨胀率持续缩窄，泰国经济陷入全

面放缓的困境 27。

从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泰国正处于国内

经济下滑周期。自今年初以来，出口额已连续八个

月同比萎缩。然而，我们认为这并非泰国本身所面

临的困境。作为以中国为首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条中

的一环，泰国是中间商品的重要加工基地之一，也

因此，泰国的出口下跌更多的被归因于市场对终端

商品的需求疲弱，而非自身贸易条件恶化所导致的。

图表 10：泰国第三产业出口额比例

资料来源：WTO 官网

而作为东南亚区域内重要的新兴市场，泰国国

内需求疲弱才是该国经济的隐患，而这与观光业低

迷所造成得后续效应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工业化起

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泰国国内就业结构过分依赖

第一、第三产业，农业部门人口转移速度相对落后，

这对该国经济可持续性带来巨大负面效益。根据

WTO 统计，2013 年泰国第三产业出口额超过 600

27　2015 年 8-9 月 泰 国 经 济 指 标，2015-10-9，http://

www. t a iwan t r a de . com . tw /CH /b i z sea r chde t a i l / 8 042277 /

C?keyword0=%E6%B3%B0%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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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亿美元，其中旅游业相关直接产值达 420 亿美元，

由旅游业拉动的间接产值可带动超过三倍的乘数效

应。

然而，自今年初以来泰铢兑美元汇价持续下跌

并没有给泰国旅游业带来期盼已久的甘霖。受到早

先曼谷市区爆炸事件影响，8 月份旅游业销售额持

续放缓。当月入境外国游客数量同比增幅从 7 月的

39.4% 放缓至 24.7%，经季节调整后的入境外国游客

数量月环比萎缩 4.3%，来自各客源市场的游客数量

均出现下降。受到旅游业萧条的影响，民间消费指

数以及工业生产指数呈现同步衰退的现象。各种投

资项目也因景气不确定性上升而遭到搁置，经济失

温现象正逐渐加剧。

当前泰国经济正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我们

一直呼吁泰国执政当局在处理当前危机时应改善药

方，将刺激出口方案改为扩大内需方案。当前泰国

国内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严重不足，连带导致经济效

率低落。在当前全球范围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贸然透

过优惠政策鼓励出口只会对市场造成非正当性干预，

进而对日后产业升级带来负面影响。

文莱将与印尼建立商务理事会

Brunei-Indonesia Set up BIBC

近期，文莱与印尼加强商务经贸联系，并将于

年底正式成立文莱 - 印尼商务理事会（BIBC，THE 

Brunei Indonesia Business Council），以强化双边关

系 28。

将来的商会成员包括来自两国的商业团体，将

惠及不同的贸易领域，促进商会的各项活动。双方

将互相从对方的商业活动中交流学习，探讨参与和

合作。BIBC 将在文莱 - 印尼经贸关系中成为重要

28　BRUNEI	 INDONESIA	BUSINESS	COUNCIL	TO	STRENGTHEN	

BILATERAL	RELATIONS,	October	10,	2015,	http://www.bt.com.bn/

business-national/2015/10/10/brunei-indonesia-business-council-

strengthen-bilateral-relations

的扮演者，并服务于商业信息的相互交流。

这两个国家因为都是 BIMP-EAGA 成员，并热

心于探索加里曼丹地区任何潜在的商业联系 29。

BIMP-EAGA（The East ASEAN Growth Area，

东东盟增长区），是一个东南亚地区的次区域经济

合作倡议。有四个成员，文莱、印尼、马来西亚、

菲律宾，建在南部菲律宾的商贸中心达沃市。

图表 11：文莱 - 印尼双边关系讨论会

资料来源：文莱时报

商会草案已经在最后构建阶段，并将很快进行

社团登记。目前是文莱 - 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的 Dr 

Kamaruddin 博士，预计将担任新成立的文莱 - 印尼

商会的高级职位。

文莱 - 印尼商会的谅解备忘录已在 2015 年 2 月

签署。商会将主要负责两国之间广泛的贸易和投资

活动。

按照印尼驻文莱大使馆的信息，这一机构由文

莱商业和产业部、文莱 - 马来企业联合会、文莱 -

中国商会、国际商业和产业商会、妇女商会、东盟

商业顾问文员会、APEC 商业顾问委员会、BIMP-

EAGA 商会、Riza Fudhlana 公司、A&A 管理和培训

服务机构。

2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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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大道公司旗下共有八条大道，当中包括

全 马 最 长 的 南 北 大 道（PLUS）、新 马 第 二 通 道

（Linkedua）、新巴生河流域大道（NKVE）、第二

联邦大道（FHR2）、芙蓉─波德申大道（SPDH）、

南北大道第二中环衔接大道（ELITE）、北海居林

大道（BKE）及槟城大桥。

全长 772 公里的南北大道是于 1994 年正式通车，

建造费达 59 亿令吉（约合 14.11 亿美元）。

南北大道过路费到底是否可在明年涨价，最后

决定权仍在马来西亚政府手中。 根据合约，南北大

道公司每三年就会调整过路费。南北大道公司日前

在国内主要大道宣布涨价时曾发表声明说，该公司

上次调涨过路费是在 2005 年。

公司旗下的八条大道特许经营权原本在 2018 年

届满。但政府 2011 年重新检讨相关条款，并规定公

司旗下大道至 2015 年都不得涨价后，也将特许经营

权延长 20 年，直到 2038 年 12 月 31 日届满。

针对各收费大道起价引起的民怨，政府表示，

如果不批准大道调涨收费，政府可能需要赔偿超过

10 亿令吉（约合 2.39 亿美元）。 政府在今年就赔偿 5.1

亿令吉，去年也赔偿 4.03 亿令吉，明年和后年赔偿

金也会逐年增加，未来可能会超出 10 亿令吉。但政

府认识到，赔偿绝非良策，因为这些拨款可用在其

他更需要的领域。

马来西亚政府 2008 年至今在这方面的赔偿额，

已经超过 20 亿令吉（约合 4.78 亿美元）。

由此看来，马来西亚在今后若干年内将继续受

到过路费问题的烦扰并难于在短期内找到解决办法。

马来西亚继续调高过路费

Malaysia Continues to Raise the Tolls

近年，马来西亚因过路费问题产生困扰。2014

年，马来西亚宣布政府不会批准调涨过路费，并赔

偿逾四亿令吉给各大道路公司。这是因为根据该国

政府与这些公司签订的合约，他们可在当年调涨过

路费 30。 面对要么是增加过路费而惹民怨，要么是

政府为道路公司作赔偿，相关问题形成难解的状态。

据 2015 年 10 月 18 日信息，马来西亚 18 条主

要大道日前集体宣布过路费涨价后，当时没宣布涨

价的南北大道公司，预料明年收费合约到期后，也

会将过路费调高 5%，受影响者包括南北大道及新马

第二通道 31。

图表 12：去年过路费上涨次日，马来西亚厂巴
通关后在兀兰关卡接载员工上班

资料来源：http://mypaper.sg/node/36241

一旦马来西亚政府批准南北大道公司调涨新马

第二通道的过路费，相信新加坡政府到时也将相应

调高有关收费。

30　马来政府否认再涨过路费	此前涨价说引民怨沸腾，2015-5-7，

http://news.sohu.com/20150507/n412575106.shtml

31　新马第二通道过路费明年料调高 5％，2015-10-18，http://www.

zaobao.com/news/sea/story20151018-538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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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企业加速构建当地高铁产业链

Indonesian Enterprises Hurry in Forming the High 
Speed Rail Industrial Chain

印度尼西亚国营建筑公司威查雅卡尔雅公司

（Wijaya Karya、WIKA）将与中国企业合作，共同

争取雅万高铁建设项目。日前，WIKA 公司与其他 3

家印尼国企成立了合资公司。印尼国有企业部计划

在 2016 年初开工建设 32。随着雅万高铁将在明年初

正式开工，中国高铁产业链上的供应商正加紧脚步

同印尼当地企业展开合作，借以打入当地供应链中。

作为印尼高速铁路的实验段，雅万铁路对印尼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在这段全长

140 公里，造价 55 亿美元的工程里，中国企业将对

当地企业提供融资、技术转移、运营等全方位服务，

这项包含建造以及后续服务的订单将对中国铁路走

向全球提供重要的支撑。

32　印尼四国企为与中国合作高铁项目设合资公司，2015-10-14，

http://cn.nikkei.com/industry/manufacturing/16482-20151014.html

WIKA 是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合作伙伴，它将在

当地起到重点整合的作用。10 月 6 日，由 WIKA 与

中资企业合资成立的新公司“皮拉尔西奈鲁奇”

将作为雅万铁路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皮拉尔

西 奈 鲁 奇”的 资 本 额 为 45 亿 印 尼 盾，由 WIKA

出资 38%，成为最大股东。此外，农场运营公司

Perkebunan Nusantara VIII、 铁 路 公 司 Kereta Api 

Indonesia（KAI）、公路服务公司 Jasa Marga 也将出资。

之所以吸纳农场和公路公司参加出资，是因为这几

家企业持有很多高铁建设将涉及的土地，共同参与

将缩短土地征用时间。

随着印尼政府宣布总长度 140 公里的雅万高铁

将采用中国所提出的方案后，两国间开始就一系列

合作以及技术转移展开交流。着眼于雅万高铁建成

后后续的东爪哇高铁计划，中国方面正积极以最优

化条件同印尼展开融资以及各项技术合作，这为中

国企业在当地投资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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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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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13：高铁产业链所涉及的各项供应链

资料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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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印尼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铁“走向世

界”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从

事 EPC 的新阶段。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发展中国

家的投资充满了机会但也不得不对当地经商环境多

所留意。我们再次呼吁在积极进入当地市场的同时

应慎选合作伙伴；而作为中国企业保护者，中国政

府也应在法律层面上与当地进行深度全面的谈判，

以确保双边企业在共同获利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这

也才能为后续“一带一路”的扎根提供完善的基础。

越南为地方省份农村建设创造机会

Vietnam: More Ways for Countryside Development

越南近年非常重视农村建设和发展，并积极与

日本、菲律宾、泰国等开展农业交流。其中，同奈

省是全国达到新农村标准的乡数量最多的地方，同

奈省的新农村建设之路始于“四有”的主张。春禄

县和隆庆市镇成为全国首先完成新农村建设的两个

县级单位。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四新”的农村面貌，

面向 2020 年成为完成新农村计划的省份 33。

在有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第 26-NQ/TW 号

决议以及新农村建设国家目标计划出台之前，同奈

省已从 2006 年以包括“四有”目标即经济生活得以

改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配套、文化生活良好和安

全秩序得以保障、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建设

主张先走了一步。

截至 2015 年七月底，同奈省 136 乡共有 63 乡

完成新农村所有指标，57 乡完成 14 至 18 项指标。

该省力争到 2015 年底至少有三个县级单位完成新农

村计划。不仅在新农村建设领先全国，而且通过新

农村建设，同奈省基本上打造了“四新”即新民众、

新面貌、新活力和新发展动力的农村。

33　 越 南 同 奈 省： 从“ 四 有” 到“ 四 新”，2015-10-10，http://

cn.nhandan.org.vn/economic/item/3519601- 越南同奈省：从“四有”

到“四新”.html

为了具体化这一模式，同奈省改变了生产方式，

从规模零散的转为同销售市场紧密联系的集中式生

产模式，从而形成了广阔的主产区。其中把科技应

用于生产被视为快速提高收入、逐步改善农村地区

农民生活的突破口。

图表 14：越南同奈省产量高达
每公顷 10 至 12 吨的玉米农田

资料来源：越南人民报

据越南人民报信息，目前，玉米种植带来每公

顷年收入一亿越盾，已经很普通。农民开始更快地

获取并应用先进技术，助推大米产量增至每公顷 8

至 12 吨。同奈省玉米的突破是证明农作物结构转型、

提升产量、提高农民收入中正确选择的典型例子。

迄今，同奈省玉米种植面积约达 5.6 万公顷，年均

收入达每公顷 8000 万至一亿越盾。虽然农业只占同

奈省经济总量的 6%，但超过 60% 的人口生活在农

村地区。基于“四有”模式的动力，同奈省集中建

设新农村，出现越来越多的“百万富翁”34。

据当地春北高产量俱乐部副主任黄文担称，从

2004 年开始创业，十年之后的现在已创建了自己的

事业，共有芒果和橘子种植面积四公顷，每年收入

十多亿越盾。九年前，大量土地荒废，人民生活遇

到很多困难，自从实施新农村计划，政府投入电网、

沥青公路、混凝土公路等，助推该地区蓬勃发展。

34　同上



 / CHINA-ASEAN WATCH /  2015.1016

目前收入已达十多亿越盾。

农民们进行农作物结构转型时，该省春禄县为

投资建设节约灌溉系统、品种、化肥等提供 30% 的

资助。这里的许多农户每年来源于芒果、橘子的收

入超过 10 亿越盾。建立广阔的高产量农产品主产区

并将之与应用先进科技相结合，正帮助同奈省农民

快速提高收入。截至 2014 年，该省平均种植和水产

养殖的一公顷面积的产值达近一亿越盾。

在完成新农村建设的乡村，农民们成功实现了

“四除”即消除依赖等待的思想、消除单作种植、

消除落后腐朽思想和弊端、消除贫困。正因为消除

了“依赖等待”国家财政扶持的思想，农民已为新

农村建设贡献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当地领导表示，新农村建设的最关键问题是农

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真正得以提高，真正授予农民一

个长久的“谋生之计”。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培

养一批具备水平、能力且在组织生产中活跃创新的

新一代农民，使之成为新发展动力。同奈省组织了

许多农民去学习和参观世界上先进农业模式和经验。

同奈省的发展实例表明，在越南农村，农业技术、

农业培训、农村建设及海外交流和学习等方面都成

为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机遇，为有关合作提

供了广泛的机会。

泰国经济特区优惠新行业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Thai SEA

据泰国媒体信息，泰国除早先批准的针对经济

特区 13 个行业投资者实施的优惠措施外，泰国政府

拟新增 10 个适用优惠特权的行业，包括农作物干燥

与仓储、农产品的副产品、金属结构生产、普通印刷、

饲料与原料、建筑原材料、个人护理与卫浴用品、

塑料制品、纸浆产品，以及工厂与仓库建设。

泰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秘书长普拉密提表

示，前 4 类的投资促进委员会实行优惠条款包括 8

年企业所得税豁免及到期后 5 年税率减半 35。

后 6 类是新 7 年投资策略公布后于今年初取消

投资特权的行业。

新投资策略以项目种类基准给予优惠，扶持那

些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如同一个工业集群中

的高科技、研发、设计与特殊行业。此前的优惠措

施是根据以工业区为基准的激励机制实施的。

有意投资后 6 种可获得 8 年企业所得税豁免权

行业的潜在投资者可在明年 6 月前向投资促进委员

会提交项目申请。

投资促进委员会在今年早些时候曾公布了一项

政策，向达府、沙缴府、达叻府、莫拉限府、宋卡

府和廊开府的经济特区的 13 类行业提供最高的优惠

待遇，包括农业，渔业及相关产业，陶瓷，纺织品、

服装和皮革，家具，珠宝及饰品，医疗器械，汽车，

机械及配件，电器及电子产品，塑料，制药，物流，

工业区，以及旅游类行业 36。

普拉密提说，委员会日前批准了一项 57.5 亿铢

预算，用于建设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第一阶段投

入 43.5 亿铢，剩余的部分留作第二阶段投资。第一

阶段涵盖 6 个府的 7 个检查站 37。

35　泰国经济特区优惠新增 10 行业，2015-10-10，http://th.mofcom.

gov.cn/article/jmxw/201510/20151001130420.shtml

36　同上

37　同上

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	ASEAN-CHINA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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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马中双边贸易难以守住 1000 亿美元

Malaysia-China Bilateral Trade Hardly Maintain 
100 Billion USD in 2015

连续两年维持 1000 亿美元贸易额水平，并成为

中国在亚洲地区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后，马来西亚与

中国的经贸往来本应朝向正面的水平发展。然而，

马来西亚在 2015 年先后面对着不同程度的内忧外患

考验下，要在今年维持对中的 1000 亿美元水平，如

今似乎已变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任务。

图表 15：马来西亚巴生港口一景

资料来源：东方日报

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在 2013 年与 2014

年连续维持在 1000 亿美元以上的水平，并已经成为

中国在亚洲地区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38。在该乐观发展

趋势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 年访马期间，

也与马来西亚达成要在 2017 年取得 1600 亿美元的

38　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在亚洲第三大贸易伙伴，2014-1-21，http://

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1/21/c_119059185.htm

贸易额目标 39。而 1600 亿美元，也成为马中两国政

府与企业界经常挂在嘴边的“座右铭”。

但事实上，虽然马中两国双边贸易额连续两年

维持在 1000 亿美元以上，但 2014 年的增长动力已

明显减缓，即 2014 年双边仅录得 1020 亿美元的贸

易额，低于 2013 年的 1060 亿美元。2014 年贸易额

出现下滑，当中的因素包括大宗商品价格在 2014 年

尾的大幅走软，以及令吉兑美元汇率的急速下滑等。

踏入 2015 年，上述提及的外围因素持续恶化，

令吉兑美元汇率更贬值超过 20%，这无疑对马来西

亚的对外贸易表现带来严重的冲击。此外，国内出

现的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机构丑闻，以及持续不断的

“倒纳吉”活动，也让投资与经贸活动受到负面情

绪干扰。

根据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的数据，今年

前 8 个月的马中双边贸易同比上升 9.3%，至 1475.5

亿令吉（约合 343 亿美元）40。事实上，相关的增长

只是反映在以令吉作为计算的数据。就中国海关总

署的数据，今年前 9 个月的马中双边贸易额无论按

人民币还是美元计价，都呈现下滑的趋势，其中人

民币计价为 4511 亿人民币（下滑 1.9%），以及美元

计价 733.5 亿美元（下滑 2.0%）41。

剩下 3 个月的时间，要争取突破 1000 亿美元的

贸易水平，意味着每个月都要取得接近 100 亿美元

39　习近平同纳吉布总理举行会谈	决定建立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2013-10-4，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04/

c_117595519.htm

40　 马 中 双 边 贸 易 额 料 增 至 4593 亿，2015-10-12，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nation/gn4593

41　中国海关总署 2015 年 9 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6/info774872.htm

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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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额。但是，从过往的经验而言，即便最后一

季通常都有大幅增长的趋势（包括年尾补货、佳节

活动等），但基本上都没有取得约 100 亿美元的月

度贸易额。换言之，维持 1000 亿美元的目标，已提

前落空。

无论如何，马来西亚外贸发展局总执行长拿督

祖基菲里早前就预测，马来西亚与中国贸易总额将

从去年 1020 亿美元，增加至今年的 1100 亿美元 42。

但这究竟是信心喊话，还是自我催眠，似乎已不言

而喻。

中国 -东盟加强汽车领域合作

China-ASEAN Cooperate in Vehicle Areas

近年，随着东盟汽车保有量规模持续扩大，东

盟与中国在汽车后市场合作空间也越来越大 43。中国

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资深专家黄永和表示，“中国汽

车后市场已成为汽车产业新的、有潜力的利润增长

‘蓝海’”。 

“汽车保有量是后市场规模增长的重要基础。”，

2014 年，中国汽车保有量达 1.54 亿辆，到 2020 年

将突破 2.5 亿辆，汽车后市场产值将超过 1 万亿元

人民币。

与中国毗邻的东盟国家，汽车保有量规模近年

也明显扩大。根据全球知名咨询公司 Frost & Sullivan

预测，2019 年东盟将成为全球第五大汽车市场，届

时汽车销量将达 471 万辆 44。

随着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建成，汽车关税的逐

步降低，双方在汽车产业的合作逐步深入。中国汽

42　马中同意增加双边贸易	今年增至 1100 亿美元，2015-10-13，

http://www.kwongwah.com.my/?p=29124

43　中国 - 东盟汽车后市场合作前景广阔，2015-10-10，http://www.

caexpo.com/news/info/industry/2015/10/10/3652274.html

44　同上

车自主品牌奇瑞、东风柳汽等进入东盟市场建厂、

设立营销网点，东盟国家自主品牌宝腾等也与中国

企业合作，进入中国“淘金”。

“虽然中国汽车品牌已进入东盟市场，但部分

品牌售后服务网络还不健全”。中国车企应与东盟

企业加强合作，满足东盟国家在汽车后市场的需求。

2014 年中国汽车零部件对东盟出口主要是马来

西亚和泰国，出口总额分别为11 亿美元和 12 亿美元；

进口泰国汽车零部件总额 4.3 亿美元，增长 26%。

以老挝为例，近年来老挝对汽车需求不断加大，

目前中国轿车占据老挝市场份额约 7%，但存在销售

网点分散、售后服务跟不上等问题。老挝商务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敬宗说，他此行就是为了考

察中国等国家汽车品牌情况，欲在老挝打造一个集

销售、售后服务等为一体的汽车城。

作为距离东盟最近的中国汽车生产基地柳州，

正在致力于为促进中国与东盟汽车后市场合作交流

提供平台。

9 月中旬柳州举行的中国 - 东盟汽车、工程机

械及零部件博览会显示，有关企业也将致力于把零

部件展打造成为中国及东盟国家汽车后市场专业买

家集中采购的平台，促进汽配贸易相关的电商、仓储、

物流、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柳州是中国唯一拥

有上汽、东风、一汽、中国重汽四大汽车企业的城

市，配套零部件企业超过 500 家，2014 年汽车产销

达 208 万辆，是中国第五大汽车城。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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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对中国陆路出口极具潜力

Thai Increases Export to China by Land Route

 今年 8月份泰国出口贸易总额同比下滑 6.69%。

然而，前 7 个月，从泰国北部边境向中国南部经陆

路出口的货物总值却同比增长 38.7%，在泰国总体

跨境贸易中的重要性将加倍提升 45。泰中两国并没有

陆路接壤，因此，两国良好的陆路贸易情况已引起

业界关注。

泰国分析机构开泰研究中心近日的报告指出，

预计泰国全年贸易额将下跌 5%。在此形势严峻之际，

泰国对中国陆路出口却呈现增长潜力。反映出泰中

陆路互联互通的“利好”逐渐显现，未来随着路况

改善、通关手续简化、税收降低等，泰中陆路跨境

贸易有望进一步增长。

图表 16：那空帕农府位于泰国东北，与老挝接壤

资料来源：互联网

开泰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黄斌指出，从泰国北

部边境向中国南部经陆路出口的货物价值，虽在泰

国边境贸易总额中占比尚不多，但却是增长幅度最

快的。目前陆路跨境贸易约占泰中贸易总额的 2.4%，

增长空间十分明显。尤其是未来中泰铁路开通之后，

45　泰对华陆路出口	 首 7 月同比增 38.7%，2015-10-12，http://

t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10/20151001131569.shtml

泰中跨境贸易的运输成本降低，运输时间减少，将

对泰中贸易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图表 17：泰国清莱所处位置
（与老挝缅甸交界，图中 A 所示）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现在，经泰国北部边境向华南运输货物的陆路

主要包括：曼谷经那空帕农口岸（那空帕农距离曼

谷 740 公里，座落在湄公河谷）到中国广西的 R12

公路、经莫拉限到广西的 R9 公路、曼谷经清莱口

岸到云南的 R3A 公路 46。

曼谷通往昆明的 R3A 公路线为泰国产品进入中

国内陆地区特别是成都和重庆打开了门户，为有意

开拓中国内陆市场的泰国商家带来了很大商机，例

如计算机零部件、集成电路等产品的出口。

开泰的报告称，泰国向广西出口的商品多是电

子制造业的中间产品，经清莱口岸向云南出口的产

品中约 90% 为蔬菜和水果等初级农产品。报告也提

醒泰国经营商考虑某些类别产品的贸易壁垒问题，

以及从泰国经老挝向中国南部运送货物所涉及的跨

境运输协定的限制。但同时也指出，大湄公河次区

域国家修订法规以符合跨境运输协定，以及未来经

济合作的深化，应有利于减少上述限制。

4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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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中国更新推进工业园合作

Singapore-China Renew the Industrial-Zone 
Cooperation

继 1994 年中国国务院首次批准苏州工业园区成

立以后，时隔 21 年，中国国务院给园区发第二份批

文，批准苏州工业园区成为全国首个开放创新综合

试验区，除了要更好地吸引和留住外资、科技和人才，

也要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47。

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和中国副总理张高丽 10 月

13 日在新加坡举行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

（JSC）第十七次会议，双方都提到此次批文给园区

的新定位。之所以说此次批文意义格外重大，是因

为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双方决心让园区能以

有别于其他后来发展的开发区和自贸区的模式，保

留在经济发展的前沿 48。

图表 18：苏州工业园区一景

资料来源：苏州工业园区官网

此次批复同意的《方案》明确，苏州工业园区

将以打造中国开发区升级版、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

产业园区、提升国际化开放合作水平为发展目标，

47　苏州工业园区新定位保竞争力，2015-10-13，http://sg.mofcom.

gov.cn/article/zhengt/201510/20151001132185.shtml

48　同上

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示范平台、产业优化

升级示范平台、国际化创新驱动示范平台、行政体

制改革示范平台和城市综合治理示范平台五大平

台 49。

两位副总理联合主持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

第 12 次会议、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 17

次会议，以及天津生态城联合协调理事会第八次会

议等系列会议。

同时，新加坡和中国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

最后选址也将尽快敲定。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陈振

声今年 2 月初已同此项目的部级联合委员会，对中

国重庆、成都和西安展开考察访问。外界认为，这

三个城市最有可能获选参与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

目 50。新中联委会将特别讨论在中国西部开展以“现

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题的新中第三个政

府间合作项目。

据分析，进军候选城市重庆或成都的商家应专

注在物流或旅游业等现代服务领域，而不是像早期

在中国沿海城市投资在制造领域。

在考虑第三个新中合作项目选址方面，新加坡

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其生认为，重庆和成都的基础及

商业设施建设已相当完整，新加坡商家也较熟悉和

了解这两个城市，因此两者都可能获选。而中国国

内一般认为落户重庆的可能性较大。

上述信息表明，新中正在通过工业园区的创新

以合力推进经贸领域的更有效合作。

49　国务院批复同意在苏州工业园区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2015-10-

13，http://news.sipac.gov.cn/sipnews/sytt/201510/t20151013_392740.

htm

50　仅有关官员随张高丽到访	新中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选址	重庆

呼 之 欲 出，2015-10-13，http://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

story20151013-536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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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前景：

四东南亚国家的情况

Prospects for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in the Four 
Southeast Asian Member States

2015 年 10 月 6 日，12 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成员国终于完成最终的谈判。经过十年

的谈判，被外界认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 51 终于到了

关键性一刻。谈判结束过后，各国代表将把 TPP 的

规定和条款带到各自的国会或国民大会，去进行审

理、辩论和批准。

图表 19：12 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成员国部长在美国亚特兰大合影

资料来源：路透社

对东盟国家而言，新加坡、文莱、越南和马来

西亚都是 TPP 成员国。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和文

51　Pacific	nations	seal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rade	deal,	The	

Straits	Times（海峡时报）,	2015-10-6,	http://www.straitstimes.com/

world/united-states/pacific-nations-seal-tpp-trade-deal

莱是 TPP 创始国，而越南和马来西亚也随后成为推

动该协定的主要国家。达到这一关键性步骤后，我

们该如何理解其四国签署 TPP 的前景呢？对此，我

们认为有几方面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四国当中，新加坡和文莱对 TPP 最为期待。前

者已经是经济开放的国家，也因此参加 TPP 对该国

的行业只有百利而无一害。再者，作为高度依赖贸

易的新加坡，加入 TPP 后，也会减少贸易货物价格，

进一步增加该国的贸易量和外来投资（高端行业）。

对文莱来说，该国是一个依赖油气出口（2013 年总

出口的 95.7% 是油气）52 的小经济体。加入 TPP 将

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来发展或开发该国的其它制造

业（尤其是高端和中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这必定

减少文莱对油气业的依赖程度。作为小经济体，新

加坡、文莱两国都做好了准备，尽快签署 TPP。

与新加坡和文莱两国不一样，越南和马来西亚

都存在着许多保护政策和措施，目的就是为了维护

国内行业和企业。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加入 TPP 将

带来各方面的冲击。但是，马越也同时需要借用

TPP 来改革各自的经济模式。以越南为例，因 TPP

低关税的缘故，该国的出口，如纺织品和鞋子，将

大量地涌入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它

市场。投资方面，更多外国企业（尤其是美国公司）

估计也会增加到该国的投资。以目前情况来看，这

两方面的效应都是越南政府最终会加入TPP的原因。

但从深一层次分析，TPP 会不会促成本国制

造业的改革依然是一个疑问。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ETRO）的 2014 年调查结果来看，越南依然

52　Brunei’s	oil-fuelled	economy	running	on	empty,	The	Globe	and	

Mail( 环球邮报 ),	2015-2-2,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report-

on-business/international-business/bruneis-oil-fuelled-economy-

looks-to-diversify/article22750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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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供应商不足的问题。日常制造业产品里面的越

南制造零件只有 33.2%，仅约中国制造零件的一半

（66.2%）53。这也就是说，如果越南零件供应商（或

合约制造商）无法有效地加入高端零件制造的行列，

那么越南仍然无法升级该国的经济。相反，该国会

陷入低端制造国和销售国的困境。简单来说，TPP

的回报只限于增加越南的低端产品的贸易量和国内

生产总值 54。 

就外来投资而言，如果越南政府无法颁布另一

套策略来提升本地供应商的科技研发能力和完善融

资制度，那么整个经济改革的目标也可能限于国企

而已。所以，就算越南有意通过 TPP，摆脱它对中

国供应商的依赖，那么单靠该协定是远远不够的。

强化本地制造商依然是焦点工作。只有它们加入全

球产业链，越南经济才能得到全面的改革。

同样地，马来西亚也需要探讨是否 TPP 可以带

来技术转让和外国融资机会。与越南一样，马来西

亚国企和许多优惠待遇制度（族群和非族群方面）

都会受到重大冲击。但与越南不同，马来西亚供应

商（尤其是在电子零件行业）拥有较高的制造能力。

就因如此，该国更加要确保本地供应商可以通过

TPP 获得更多高端科技和融资机会，最终增加马来

西亚在全球供应链的比重。而贸易量和国内生产总

值的增长应该是其次的考虑。所以，若没有针对其

问题的策略，那么 TPP 也未必能升级马来西亚的经

济。

在一个月之内，马来西亚将向公众透露 TPP 的

53　Vietnam	stands	 to	benefit,	 but	 it	will	 take	work,	Asia	Nikkei	

Review（ 日 经 亚 洲 回 顾 ）,	2015-10-8,	http://asia.nikkei.com/

magazine/20151008-SEA-CHANGE/On-the-Cover/Vietnam-stands-

to-benefit-but-it-will-take-work?page=2

54　Vietnam	seems	big	winner	in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rade	deal,	

美 联 社 ,	2015-10-7,	http://globalnews.ca/news/2263975/vietnam-

seems-big-winner-in-trans-pacific-partnership-trade-deal/.	Eurasia	

Group 咨询公司的报告估计 ,	加入 TPPA 将使得越南在十年后获得贸易上

的回报，直到 2025 年为止 ,	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到 11%,	而越南

的出口也会提升 28%.

全文 55。以目前纳吉布政权危机的情况来看，该国政

府需要很大的决心才能在国会上通过 TPP。与越南

相比起来，马来西亚的 TPP 之路要难走得多。该协

定不但会成为马来西亚朝野政党的“新战场”，各

利益团体也会阻止 TPP 的进程。因此，最终 TPP 是

否会顺利通过仍然是未知之数。

东盟国家对华态度日渐偏离

ASEAN States Diverge on Attitude toward China

面对亚太地区日渐加剧的大国竞争，东南亚国

家正在制衡的基础上展开新一轮战略安排。2014 年

下半年，马来西亚政府开始允许美军利用其境内两

处军事基地。依据美马两个间协议，P8 反潜机的起

降都要向马国政府申请，所获得的信息也向马方提

供。但这只是东盟国家的单一反应 56。

图表 20：东盟各国对华态度一览

资料来源：日经中文网

55　Full	 text	expected	 to	be	 revealed	 in	a	month	-	Mustapa,	Astro	

Awani	News,	2015-10-7,	http://english.astroawani.com/business-

news/tpp-full-text-expected-be-revealed-month-mustapa-75341

56　东盟各国对华态度出现变异？，2015-10-13，http://cn.nikkei.com/

columnviewpoint/column/16163-20151013.html?st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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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中国海主权纠纷当事国之一，马来西亚

并未采取如越南、菲律宾等国那般强硬的立场，取

而代之的是暗地里加强同美国间全方位交流来深化

对中国的制衡。马来西亚政府相关人士给出了这样

的理由：“相比与中国公开对抗，在私下悄悄谈判

的方式更容易达成妥协。实际上，相比菲律宾和越

南等，中国没有对我国发起军事挑衅”。

中国海军在 2013 和 2014 年春季两次在马来西

亚海域实施军事演习。今年 6 月中国监视船出现

在近海，并与马来西亚军舰对峙。这些均发生在马

来西亚的专属经济水域（EEZ）内。据该国相关部

门介绍，仅 2008 ～ 2012 年中国舰船驶入马来西亚

专属经济水域高达 35 次。抱有危机感的马来西亚

2003 年接受美国军舰在其港口停泊的次数为 6 次，

2012 年之后次数增至 4 ～ 5 倍。马来西亚除了决定

在南海沿海设立自主的海军基地外，还决定组建登

陆部队。

如果马来西亚的轴心出现变化，东盟整体对华

姿态的“重心”也将发生变化。目前东盟国家基本

可以分为三派，（1）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的

对华强硬派的菲律宾和越南；（2）接近中国的亲华

派柬埔寨和老挝；（3）中间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和泰国。

迄今为止，在避免“选边站”的前提下，东盟

各国在外交事务上竭力保持中立，其中又以印尼、

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最能彰显此一特质。不过，最

近 2、3 年，中国舰船多次南下进入蕴藏着丰富的天

然气资源的印尼纳土纳群岛附近海域，印尼内心加

强了对中国的警戒。今年四月，印尼军队与美军在

该海域实施了侦察演习，8 月实施了登陆演习。印

尼海军相关人士表示“希望定期与美军举行演习”，

此外还计划强化纳土纳群岛附近的海军基地。

另方面，同为中间派的泰国则出现靠近中国的

迹象。由于泰国在军事政变后受到了美国等国的制

裁，最近泰国开始着手从中国军方购买潜艇。全球

近一半的石油和天然气（LNG）要通过南海，南海

形势的变化直接关系到日本的经济。因此日本也在

密切关注成为南海形势风向标的东盟“中间派”的

一举一动。

东盟为后 -2015 共同体建设制定草案

HLTF Completes Drafting of ASEAN Community 
Post-2015 Vision

在上一期（第 043 期）中国 - 东盟观察中，我

们已经提出“关注东盟共同体 2015 年愿景”的问

题，最近，东盟高级工作组完成了相关草案，使我

们对东盟后 -2015 愿景的有关讨论增加了新一层理

解。建立于 2015 年 2 月的东盟高级工作组（ASEAN 

High Level Task Force，HLTF）于 10 月 4 日完成了

东盟共同体后 -2015 愿景草案的制定。这一愿景的

确定，为东盟今后十年的主要目标提供发展路线。

这些工作是为了促进和加强东盟共同体建设以及使

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领域分别实现整合而展开。

同时，相关工作也提出要实现以人为导向、以人为

中心和基于法律规则的东盟。东盟领导人将在 11 月

于缅甸的内比都召开峰会 57。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东盟十个成员国官方代

表以及东盟秘书处代表组成高级代表团，密集讨论

和构建此份后 -2015 愿景，以及此过程包括的协商

相关分担等事项，而且包括民间社会组织和智库代

表也参与了讨论。这说明讨论涉及的各项议题已到

了需要深入进行的时候，各方的具体意见对形成有

深度的规划至关重要。

10 月 2-4 日在吉隆坡召开的第十次 HLTF 工作

会议制定了五份文件，即东盟共同体 2025 愿景吉隆

坡宣言；东盟共同体 2025 愿景；包括政治 - 安全共

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 - 文化共同体的在内的三

57　ASEAN	High	Level	Task	Force	Completes	Drafting	of	ASEAN	

Community	Post-2015	Vision,	05	October	2015,	http://www.asean.org/

news/asean-secretariat-news/item/asean-high-level-task-force-

completes-drafting-of-asean-community-post-2015-vision



 / CHINA-ASEAN WATCH /  2015.1024

项蓝图。

这些文献草案将提交到东盟各部长们，随后提

交到 2015 年 11 月 20-22 日的第 27 届东盟峰会上讨

论。

图表 21：东盟高级工作组会议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东盟官网

东盟共同体这三大极都将要面对后 -2015 的严

峻挑战。

 对东盟国家来说，2015 年底即将建立三项共同

体（政治 - 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文化共

同体），目前至年底还有三个月时间，尽管届时东

盟十国将宣布共同体成立，但后 -2015 才是东盟工

作与发展的重点。毕竟，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国家间

的发展差距与共同体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缅甸：再次面临重大抉择

Myanmar: Face to the Critical Choice Again

自 2011 年，缅甸结束军政府统治以来，2015 年全

国大选就成为重要关注。关于 11 月份的大选，一直充

满神秘感，除了昂山素季能否参选外，地方武装与政

府停火协议的影响之外，又有天灾因素参入其中。10

月 13 日上午，缅甸选举委员会突然召集 10 个主要政

党到首都内比都开会，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展延大选，

理由是缅甸正遭遇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水灾。不过当局

会后未宣布大选是否延期。但是 13 日晚间，缅甸国家

电视台宣布，大选计划不变 58，投票日依然是11月8日。

图表 22：缅甸仰光，一个男孩贴着印有
全国民主联盟（民盟）党标志的贴纸

资料来源：澎湃国际

据有关信息，执政的巩固与发展党主张展延大选，

昂山素季领导的主要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民盟）坚

决反对。民盟认为，这是个荒谬的借口。当局所指的

水灾灾区主要在缅甸西部钦邦等地区，而且灾情也还

可应付，根本不必因此展延大选。

除了巩发党，国民发展党与缅甸农民发展党等两

个较小党都支持展延选举。而阿拉干国民党、国民团

结党与国民民主力量党则没有表明立场。

缅甸选举法规定，“因为自然灾害”或“地区安

全”可以推迟某些选区的投票 59。对此次水灾，缅甸

政府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都表示，水灾已

经造成超过 100 人死亡及超过 100 万人受到“严重影

响”。这次水灾灾情仅次于 2008 年 5 月强烈飓风纳尔

吉斯（Nargis）造成的灾情。当时共有超过 200 万人受

58　缅选举委员会：大选不改期，2015-10-14，http://www.zaobao.

com/news/sea/story20151014-537130

59　缅甸大选不会因洪灾推迟，西方发起“和平基金”助缅消灭内战，

2015-10-14，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8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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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 60。

据一位消息人士分析，“缅甸各方对大选时间产

生分歧的原因十分复杂”，目前民盟竞选拉票的势头

很强，巩发党及其盟友对赢得大选没有必胜的把握，

而被视为登盛政府政绩和大选筹码之一的“全国停火

和平协议”几近搁浅，使巩发党面临的选情更为严峻。

舆论目前已经把 11 月 8 日大选冠以缅甸历史的

第一次民主选举。根据缅甸宪法，军方在议会中占有

25% 的固定席位，由于巩发党和军方关系密切，民盟

想要在总统选举中赢得话语权，必须获得民选部分的

三分之二选票，而拿到该票数的关键在于赢得少数民

族政党的支持。

图表 23：缅甸街头民盟的宣传海报

资料来源：界面网

不过，10 月 15 日，缅甸政府将与民族武装组织

在内比都正式签署全国停火协议，该协议已被视为登

盛政府赢得少数民族地区票仓的筹码，由此，少数民

族票仓是巩发党与民盟争夺的对象。缅甸选委会已取

消在北部掸邦、克钦邦及东部克伦邦等地超过 400 个

村落的选举。当局指这些地区局势动荡，因此不适合

举行选举。

问题在于，在缅甸的 15 个地区武装组织里，有 8

60　缅选举委员会：大选不改期，2015-10-14，http://www.zaobao.

com/news/sea/story20151014-537130

个是已同意签署停火协议的，对于“全面停火”而言，

这不算成功。目前不会与政府签订停火协议的包括果

敢武装和克钦独立军。克钦独立军占据着与中国接壤

的北部边境地区，从事毒品、木材和珠宝走私活动。

国际上的压力

《华尔街日报》定调说，缅甸政府此前称这次选

举会是东南亚国家中“最自由、最公平”的选举。这

也是缅甸 25 年来第一次公开竞争的大选。外界预测昂

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民盟会在大选中获胜 61。

缅甸消息人士指出，“大选带来的重新洗牌，使

各国都想影响缅甸的政治走向，缅甸夹在其中左右为

难，作为小国希望寻求一个新的平衡点”。

目前，为保证所谓大选的公正举行，欧盟、国际

选举制度基金会等将观察缅甸大选，日本将派出日本

财团会长屉川阳平率领观察团赴缅观察，中国、泰国

等国也将派出观察人员。

《缅甸时报》说，西方国家政府将发起“联合和

平基金”，用以支持缅甸和平进程和永久解决已存在

60 多年的武装冲突，欧盟驻仰光大使馆表示，该基金

的倡议者是欧盟、英国和澳大利亚。美国一直介入这

一进程，预期会参加。还不清楚的是缅甸最大的捐助

国日本是否也会参加这个基金。中国被认为不大可能

包括在内。

尽管离大选还有一个月，但一些国际观察人士和

媒体已开始到达缅甸，铺开评论和关注的阵势。因此，

缅甸大选以及后续影响非常值得我们跟踪分析。

61　缅甸 11 月将如期举行大选	昂山素季准备曲线上位，2015-10-14，

http://news.sohu.com/20151014/n4232380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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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重申继续禁止原矿出口

Indonesia Reaffirms the Ban for Raw Ore Export

自 2012 年开始，印尼即计划限制原矿出口，经

过国内外市场的激烈反应，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对印

尼限矿令的担忧，印尼表示将继续限矿措施。投资

矿产项目与相关合作项目的有关方面应跟踪注意进

展。

据印尼媒体 9 月2日报道，印尼高级政府官员称，

印尼将继续禁止原矿出口。此前，印尼部分媒体报

导称该国可能放宽原矿出口禁令以提振经济。印尼

于 2014 年初开始禁止出口未经加工的金属矿石，以

此迫使企业在当地建立冶炼厂。但此举导致去年印

尼损失数十亿美元的出口收入 62。

图表 24：出台限矿令的 2012 年，
印尼镍矿工地卡车闲置情景

资料来源：有色金属网

62　印尼高级官员重申继续禁止原矿出口，2015-9-7，http://www.

ccmn.cn/html/news/ZX018/201509/ff8080814fa65633014fa6a3d4f5042

d.html

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敏·纳苏蒂安在雅加达

近期称，印尼将继续贯彻矿业政策。这一说法也得

到能矿部长苏迪尔曼·萨义德的肯定。萨义德称，

印尼正在寻求提升镍和铝土矿等附加值的业务活动。

印尼不会放宽原矿出口禁令。能矿部矿物及煤炭总

司总司长班邦·佳托称，目前印尼尚无放宽未经加

工的镍矿石和铝土矿出口禁令的打算。他表示，印

尼正在定期评估国内冶炼厂的建设情况，并据此研

究下一步政策。印尼镍业协会主席苏善托约称，如

果印尼现在允许原矿出口，那么镍生产商不会受益

太大，因为目前全球镍价处于多年低点。有关放宽

原矿出口禁令的传言经常兴起，但假如真的放宽禁

令，那么只能说明印尼政府政策多变，不能始终如一。

8 月 31 日，印尼商报援引能矿部煤炭业务主管

阿迪·维波沃讲话称，该国可能放宽铝土矿和镍矿

石的出口禁令。目前无法联系到维波沃核实有关信

息。此前，印尼政府曾表示计划将推迟铜精矿出口

截止期限，并可能放宽铝土矿出口禁令。

今年以来，印尼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今年上半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 4.7%，创近 6 年新低，印尼盾

则跌至近 17 年低点，目前印尼正在奋力应对商品价

格走低及投资者信心减弱等影响。在原矿出口禁令

生效前，印尼曾是全球最大的镍矿石出口国，也是

面向中国的最大的镍矿石、铝土矿等原矿供应国。

印尼重启原矿出口，将会影响菲律宾、马来西亚等

镍矿石、铝土矿等原矿生产国的市场份额。

VI. 项目与合作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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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新加坡国庆日，听建国总理李光耀

“念”独立宣言

Proclamation of Singapore

2015 年的国庆是首个没有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国

庆，不过国庆日（8 月 9 日）早上，全体国人能通过

电台频道和电视，并且在全岛举行的 82 场国庆敬礼

仪式等活动上，首次听到李光耀生前亲自录制的独

立宣言录音，重温 50 年前新加坡宣告独立的历史时

刻 63。

2015 年 8 月 9 日早上 8 时 59 分，新加坡全岛响

起公众警报，之后电台和电视台将播放李光耀三年

前亲口念出来的独立宣言录音，让国人在新加坡庆

祝独立 50 周年时，体验这重要时刻。

虽然当年独立宣言是以李光耀的名字签发，但

基于他当时分身乏术，在 1965 年 8 月 9 日早上 10 时，

独立宣言是交由一名电台广播员代为宣读。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绘述他在 1965 年 8 月 9 日

时的心情。他说，当天他很早就起床。早上 10 时，

政府宪报发出由他和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签

署的两份宣言，连同分家有关的其他文件。在同一

个时候，所有新加坡电台节目都中断，由电台人员

播报新加坡的独立宣言。

国庆日早上，两个公共交通业者也将在所有地

铁站和巴士转换站播放独立宣言，而 120 多家职总

平价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也将参与其盛。

国人 8 月 9 日早上 9 时，也可通过早报网视频

63　今早 9 时	听建国总理李光耀“念”独立宣言，2015-8-9，http://

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story20150809-512370

聆听李光耀亲口念出的独立宣言，只需要上 www.

zaobao.com，或是扫描 QR 码，就可一边聆听，一

边阅读独立宣言的中英文字。

人民协会属下基层组织也会在全岛举行超过

250 个社区活动，与约 100 万名居民共同庆祝金禧

国庆。活动地点包括小贩中心、食阁和宗乡会馆等，

商会、非政府、宗教以及志愿福利组织都会积极参与。

李总理在国庆日前夕播出的献词中，一改过去

透露我国经济增长最新数据的惯例，感性地回顾我

国在过去 50 年里所取得的成就，并以积极的语气勉

励全国上下放眼未来 64。

李总理认为，新加坡在过去 50 年里落实了信约

中“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的誓言。“不

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也是建国总理

李光耀在国家骤然独立时，给予人民的承诺。

在国家庆祝独立 50 周年之际，李显龙总理呼吁

全体新加坡人承先启后，站在更高的起点回首艰辛

的建国历程，同时为攀越新的高峰做好准备，打造

更美好的未来。

李显龙总理在新加坡国庆日致辞

李总理在国庆日前夕播出的献词中，一改过去

透露我国经济增长最新数据的惯例，感性地回顾我

国在过去 50 年里所取得的成就，并以积极的语气勉

励全国上下放眼未来。 

“我们不知道前方的路会带来什么挑战，可是

我们必须勇往直前，为自己，也为我们的孩子争取

64　李总理国庆献词：再誓愿为国家共同努力何惜薇，2015-8-9，

http://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story20150809-51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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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成功，因为

大家会互相扶持，同心协力克服挑战。众人同心，

其利断金。”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李总理在不同场合上指出

如何加强国家认同感，将是新加坡未来 50 年最棘手

的问题。他也同时指出国人在多个集体经历中，凸

显新加坡精神。

他在国庆献词中再次列举国人展现团结精神的

例子，包括有名韩国男子上月在文庆路遇上惊险车

祸，受困卡车车底，大约 30 名热心公众联手扛车救

出伤者，以及国人在东运会期间为国手欢呼，即便

是国歌音乐意外中断，大家却坚持一起唱完国歌。

“我们为过去感到自豪，对将来充满信心。我

们相信新加坡能办到！我们都是新加坡的一分子，

新加坡是由大家共同打造的”！

李总理说，新加坡“有充分的理由”庆祝独立

50 年这个里程碑，而最值得庆祝的就是新加坡从第

三世界国家跻身第一世界的过程中，没让任何人落

在后头。

“不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是欧亚裔同胞，

蓝领或白领人士，住组屋还是住公寓的国人，大家

的日子都过得更好。我们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

大家都有机会提升自己。大家都能够憧憬更美好的

未来，也能够期待我们的子女的前途更加光明”。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图表 25：新加坡独立宣言（中文）

资料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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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总理说，建国元勋以无比的毅力为我国打下

稳固的基础，接手的年轻一代则继续推动新加坡前

进。因此，不论是建国路上的重重困难，如 1971 年

英军撤退和 1973 年的石油危机，或经济逐渐上轨道

后经历了沙斯疫情、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危机

等等，我国都能一一克服挑战。

“让我们庆祝 50 年来的和平与稳定，这是一代

代国民服役人员用血汗换回来的。让我们庆祝我们

如何成功把弱点转化为优势”。

他接着说，新加坡这个蕞尔小国虽然没有国内

市场，却把全球作为市场，为人民制造了就业机会；

新加坡没有腹地，却成功地打造了世界数一数二的

海港和樟宜机场；新加坡虽然当年水源只靠柔佛供

应，却把全岛转化成一个大型集水区，同时研发新

生水，在水供方面自给自足。

“虽然没有天然资源，我们却让所有国人受教

育，并制造机会，做到了人尽其才。我们证明了，

团结就是力量”。

图表 26：新加坡独立宣言（英文）

资料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亲自以华英巫语宣读献词

有别于往年一般由部长代他念出华语和马来语

版本的献词，李总理今年亲自以英语、华语和马来

语宣读献词。淡米尔语的献词则由总理公署部长兼

内政部及贸工部第二部长易华仁代读。

他选择在维多利亚剧院与音乐厅，这个“新加

坡历史上意义非凡的地方”录制国庆献词。维多利

亚音乐厅前称维多利亚纪念堂，李光耀于 1954 年

在这里创建了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国歌“Majulah 

Singapura”在 1958 年首次在这里奏响，而纪念堂附

近的政府大厦前大草场则是过去举行国庆庆典的地

方。

李总理说：“50 年过去了，今年我们再次来到

这里，庆祝 50 周年国庆；高唱国歌，宣读信约。我

们将欢庆这 50 年的卓越成就，并再次誓愿：不分种

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为实现国家之幸福、

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祝大家国庆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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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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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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