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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东盟尚无法真正主导南海议题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A Test for ASEAN

11 月 22 日，东盟召开东盟峰会及系列扩大会议，

有关南海议题再次被提及。尽管之前的东盟防长会

议及在 APEC 会议期间，南海问题未被明确讨论，

但相关问题将愈来愈成为交锋点。

11 月初，东盟举行防长年度会议，并邀请中、

美、日等区域伙伴的防长参会。美国国防官员表示，

由于中国代表团游说，要求不提及北京的南海造岛

活动，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决定不发布联合声明。

主办国马来西亚发布修订版会议流程时已表示会后

不会有联合声明签署仪式。中国则批评是域外国家

干预了本地区事务才导致东盟防长会议未签联合声

明 1。

美国官员称，中国大陆在南海建造可部署军事

硬件与人员的人造岛，意在加强其宣称南海几乎所

有范围都为其领土的主张。东盟国家的态度在此次

依然显示出差异。之前美国派出“拉森号”驱逐舰

前往中国人造岛礁 12 海里海域之后，尽管按报道所

言，军舰快速通过此段海域，并迅速离开，但相关

影响使美中双方因为此议题产生的龃龉更深 2。

美方认为，“从我们的角度看来，不发声明，

比发一个不提中国在南海填海造陆与军事化的这个

重要议题的声明还好”。反而“东盟一些国家觉得”，

声明中不提这些岛屿僵局“并不适切”，“它反映

出中国在南海填海造陆与军事化已在这个区域造成

的对立”。

1　东盟防长会议不发布联合声明，2015-11-5，http://www.shangbao.

com.ph/fgyw/2015/11-05/45157.shtml

2　同上

日本共同社认为，草案虽未提及具体措施，但

体现出以东盟为主体解决部分加盟国与中国之争的

意向。考虑到南中国海问题，草案写明“将通过东

盟主导的机制强化海上安全”，并强调“将通过和

平手段解决分歧和纠纷，克制威胁及武力行使”3。

图表 1：美国海军舰队在南海巡弋

资料来源：环球网

东盟将于今年 12 月底，实现东盟一体化，包括

政治 - 安全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社会 - 文化一体化。

而东盟希望主导南海问题解决的表态能否真正奏效

呢？日本媒体认为，东盟此举是想对凭借压倒性军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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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力量推进南中国海实际控制的中国加以制衡 4。为

避免发生冲突，草案中表明了共同体将积极实施预

防外交和争端解决倡议的决心。同时称将进一步加

强与美国、日本等东盟“对话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

我们的分析表明，由于近几年来，东盟国家一

直在围绕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对如何应对中国意见不

一，即使临近东盟共同体的形成，这一状况仍然持续。

有些东盟国家指责中国将南中国海问题“军事化”，

并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威胁到航行自由。

图表 2：各国在南海海域划定线重叠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然而，必须认识到，美国已于去年即确定了与

中国打消耗战的计划。即在避免与中国正面冲突的

情况下，美国希望采用被称为“代价强加型（Cost

　Imposition Strategy）”的中长期战略。该战略是“新

美国安全中心（CNAS）”在 2014 年下半年的系列

研究报告中提出的 5。这一战略目前已在美国有关部

门 / 机构和学界成为对华战略的共识。

4　日媒：亚细安出草案欲主导解决南中国海问题，2015-10-25，http://

www.zaobao.com/realtime/world/story20151025-541490

5　美国在南海对中国实施“代价强加型”战略，2015-6-3，http://

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50603/19778430.html

虽然美国事前已向国际广泛表述会派舰船进入

中国人工岛 12 海里区域，以示对中国建造人工岛礁

不予认可，但针对美国的行为，中国做出的回应是，

提出共同妥善处理争议和管控风险等五点倡议。不

过，外界对中美谁先造成这一局面有争议，部分西

方国家认为，中国先建人工岛礁，美国再派军舰，

中国批评美国挑起地区的不安。另一方观点则认为，

美国在地区霸权的意识支持下，干预地区事务，反

而造成地区争端愈加复杂。

值得注意的是，与南海问题日益复杂化同时，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则努力与东盟建设政治

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三大共同体、实现全方位互

联互通的目标高度兼容 6。东盟各国对此给予广泛认

同和积极响应。该倡议提出两年来，中国与东盟友

好合作持续稳定发展，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两个

轮子一起转”的共识和政治、经贸、互联互通、金融、

海上合作、安全及人文科技环保等七大领域合作得

到进一步落实，双方就启动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升级

版谈判达成共识，并举行了首轮谈判。双方又携手

推动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7。

我们认为，尽管中国 - 东盟双方有意愿将政治

安全和经济发展“两个轮子一起转”，但南海问题

所带来的战略成本正在迅速增加。对东盟来说，主

导南海议题的意愿也变得不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

经济发展的议题、一带一路的议题将不断被南海议

题所侵扰，为中国也为东盟带来更大的消耗，抵消

双方良好意愿上所取得的经贸合作进展。对此，我

们应该加紧建立应对措施。

6　中国与东盟合作进入一体化快车道，2015-10-28，http://www.

cnvnlo.com/ReadArt.aspx?Article_id=44821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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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准备对石化综合产业提供奖励

Indonesia Ready to Provide Incentives for 
Petrochemical Industry

为了提高印度尼西亚的经济附加价值，以及减

少石油相关产品的进口依赖，印尼政府准备对石化

综合工业提供奖励，以强化上游工业的生产活动，

以及推高下游工业更多地运用相关衍生产品。

印尼工业部制造局局长哈利延多（Harjanto）表

示，印尼过去的石化工业生产能力并未达到最大程

度，该国仍进口着许多的石化工业原料。当中，石

脑油（naphtha）原料的进口总值就达 3 亿美元。他

认为，若能创造更多国内的石化综合工业活动，该

国就能生产每吨高达 50 万美元附加价值的产品 8。

目前，印尼政府为石化工业提供的奖励措施并

不具优势，即仅为业者提供 5 年的免税优惠。事实上，

石化工业乃资本密集型工业，投资成本高而回报相

对缓慢，其中前 3 年的利润率甚至仍是负数。因此，

哈利延多建议，政府应该提供长达 8 年的免税优惠，

相等于在度过了首 3 年负利润的高成本投入后，相

关企业仍能真正享受 5 年的免税优惠。

8　政府准备提供奖励	创造石化综合工业，2015-11-15，http://www.

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ce/%E6%94%BF%E5%BA%

9C%E5%87%86%E5%A4%87%E6%8F%90%E4%BE%9B%E5%A5

%96%E5%8A%B1-%E5%88%9B%E9%80%A0%E7%9F%B3%E5

%8C%96%E7%BB%BC%E5%90%88%E5%B7%A5%E4%B8%9A.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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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3：东爪哇杜班的石化工业园

资料来源：泛太平洋石化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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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印尼政府也准备开拓更多的石化工业

区。印尼总统佐科威早前表示，将在东爪哇的杜班

（Tuban）兴建石化工业区，而泛太平洋石化公司

（TPPI）为共同发展的伙伴 9。随着泛太平洋石化在

当地的炼油厂营运后，印尼对汽油与柴油的进口将

减少约 20%。

根据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的数据，

截至目前，在石化、医药与钢铁这三大领域有 8.92

万亿美元的外来投资（FDI）在处理中，反映出相

关领域的发展潜能 10。石化领域方面，在 2009 年至

2013 年期间，都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主要在于

高度依赖进口原料。换言之，推动石化综合工业的

发展，不仅将带动国内经济附加价值的提升，也有

助降低过度依赖进口所造成的贸易严重逆差。

新加坡对中国的特殊角色

Singapore Demonstrates its Peculiar Role for 
China

2015 年 11 月 6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新加

坡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11。与以往不一样的是，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以来的第一次。其

访问也是为了纪念中新建交 25 周年而进行的 12。同

9　佐科威总统称	杜班将成为石化工业区，2015-11-13，http://www.

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ce/%E4%BD%90%E7%A7%

91%E5%A8%81%E6%80%BB%E7%BB%9F%E7%A7%B0-%E6%

9D%9C%E7%8F%AD%E5%B0%86%E6%88%90%E4%B8%BA%E

7%9F%B3%E5%8C%96%E5%B7%A5%E4%B8%9A%E5%8C%BA.

html

10　BKPM	 to	 Faci l i tate	More	 Investment	 in	 Petrochemical ,	

Pharmaceutical	and	Steel，2015-1-15，http://jakartaglobe.beritasatu.

com/business/bkpm-facil itating-investment-petrochemical-

pharmaceutical-steel/

11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rrives	 in	Singapore	for	state	visit,	

AsiaOne	Singapore,	 2015-6-11,	 http://news.asiaone.com/news/

singapore/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arrives-singapore-state-visit

12　China	President	Xi	Jinping	arrives	 in	Singapore	on	Friday	for	state	

visit,	Straits	Times	( 海峡时报 ),	2016-11-6,	http://www.straitstimes.

com/singapore/china-president-xi-jinping-to-arrive-in-singapore-

on-friday-for-state-visit

时，两岸领导人在狮城的会面也成为各家媒体的头

条新闻，为此新加坡又再次成为国内外媒体的焦点

之一。

因此，说习主席访问的那个周末是新加坡的“外

交周末”一点都不为过。在习主席的访问期间，新

加坡不但充分发挥了“小国，大外交”的理念，而

且再次发挥了该国对中国的特殊作用。这可以从三

个方面来分析。

图表 4：中国银行（新加坡）全球大宗商品回购
中心和全球能源大宗商品业务中心的启动仪式

资料来源：海峡时报（新加坡）

经济发展方面，新加坡继续参与中国经济转型

计划，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愿景。在习主

席的访问期间，中新两国领导人启动了第三个政府

间合作项目，而这次的合作地点就在重庆 13。与苏州

产业区和天津生态城不一样的是，此次合作将针对

“战略性的互联互通”建设，这包括利用好最新的

科技构思来结合与发展金融服务业、航空业、运输

与物流业以及信息和通信业。这也意味着新加坡将

向中国分享更多智能知识、技术、人员和经验；进

13　中国、新加坡将成立第三个政府间合作园区：重庆挑大梁

央 广 网 ,	2015-11-17,	 http://china.cnr.cn/yaowen/20151107/

t20151107_520427538.shtml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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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协助中国进入新经济发展的阶段 14。这个新一

轮合作将为双方提供更多的商机，也同时引导中新

未来合作的方向。

在外交大战略上，新加坡都很积极参与中国“海

上丝路”议程和亚投行的建设工作。在习主席访问

新加坡期间，中国银行在新加坡成立了全球大宗商

品回购中心和全球能源大宗商品业务中心，目的就

是通过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向大宗商品企

业提供金融服务和解决方案 15。由于新加坡已成为东

盟地区的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中国银行此举必定

鼓励中资企业到新加坡投资，以便可以利用这一机

遇来发展它们在其他地方的商务活动。这不仅仅带

给东南亚国家一定的经济红利，它也同时符合中国

“海上丝路”的长远目标。以此，新加坡又发挥了

它在东盟无可替代的角色。对其它东盟国家来说，

怎么样利用新加坡的新角色是一个关键问题。

在两岸关系层面，新加坡具有历史性和独特角

色的作用。习马会的落幕也证明了新加坡依然“奉行”

李光耀的长期政策。不但如此，两岸领导人的会面

也再次让世界看到新加坡对中方最关注的议题之一，

发挥了“安静外交”和独特影响力。这也粉碎了有

些人的质疑，尤其是在两岸关系上新加坡还有没有

可扮演的角色。11 月 6 日的习马会都证明了一切。

所以，无论在经济发展，外交大战略或两岸关

系方面，新加坡对中国的特殊性一目了然。不但如此，

习主席在访问新加坡期间的一系列成果都说明新加

坡依然是中国全方位和非同一般的合作伙伴。中新

关系将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14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ll-Rou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Progressing	with	 the	Tim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ingapore	( 新加坡外交部 ),	2015-11-7,	http://www.

mfa.gov.sg/content/mfa/media_centre/press_room/pr/2015/201511/

press_20151107.html

15　中国银行在新加坡成立两个全球大宗商品业务中心，新华网，2015-

11-6,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5-11/06/content_37000362.

htm

柬埔寨经商便利度排名上升

Cambodia Improves Standing in Ease of Doing 
Business Ranking

根据世界银行在十月份所公布的《2016 年全

球营商环境报告》，柬埔寨的经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在 2015 年里全球 189 个经济体中，

排名第 127；这和 2014 年的排名 133 相比上升了 6

位 16。

经商便利评估涵盖了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

登记财产、信贷取得、投资者保护、纳税、跨境贸

易、执行合约、破产申请和雇用工人等十一个领域，

是世界银行建立的评价经济政策的一项指标 17；排

名指数越高表示该经济体的整体环境越有利于开创、

经营企业。

图表 5：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商业区

资料来源：mir.com.my

柬埔寨的经商便利度的提升，很大因素在于柬

埔寨政府致力于改革经商环境；在过去几年里在柬

16　Cambodia	Ease	of	Business	 Is	 Improving,	But	More	Needed,	

2015-10-29,	https://www.cambodiadaily.com/news/cambodia-ease-

of-business-is-improving-but-more-needed-98666/

17　“世界银行经商便利度指数”,	2014-3-27,	http://www.digitimes.

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0&Cat=35&Cat1=&id=37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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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寨经商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愈加复杂、不方便，

不过经过柬埔寨政府的努力之下，简化了商业注册

程序、改善供电等，让该国的经商环境得以提升。

除此之外，让在柬埔寨创建新企业更为方便的措

施还包括了简化企业名称检验、简化税务登记、消

除在官方宪报公布新企业信息的规定等；这些都让

柬埔寨在“开办企业”这一指标的排名从去年的第

185 位上升至第 180 位。

柬埔寨对这项排名度相当重视；在柬埔寨国会

里，柬埔寨商业部部长孙占托（Sun Chanthol）就强

调世界银行经商便利度的重要性，同时对排名的提

升幅度不大而感到不满。孙占托认为，在柬埔寨在

线化企业注册之后，假定其他国家保持不变，柬埔

寨的经商便利度应该上升至全球第 21 位。

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披露了柬埔寨自去年以来随

着电能产量提高，停电的频率、时间减少，让该国

的电力取得排名从 156 位晋升至 145 位 18。

虽然在这几个方面柬埔寨获得了进展，在其他

六个指标方面却有退步的迹象。

在这六个指标当中，纳税便利度这一个部分从

2014 年的 90 下滑至今年的 2015，这显示了在柬埔

寨纳税的程序仍然复杂。

其他方面，信贷取得从 12 下跌三个位数至 15，

证明了该国在融资方面仍有不足之处。

柬埔寨和越南、老挝、泰国三个东盟成员国是

邻国，且和这三个国家有密切的边境贸易往来。不过，

在跨境贸易的便利度方面，柬埔寨略微下降，从 97

降至 98。

在登记财产方面，柬埔寨从 119 下滑至 121、投

资者保护下滑至 111，解决无偿还能力跌至 82。

在执行合约方面。柬埔寨的排名则保持不变，

18　http://www.doingbusiness.org/data/exploreeconomies/cambodia/

即第 174 位；办理施工许可则微升一位至 181 位 19。

与东盟其他成员国如排名第 1 的新加坡、第 18

的马来西亚、第 90 的越南相比，老挝的经商便利度

仍然落后，不过却比同样是东盟成员国排名第 134

的缅甸、第 167 的缅甸来得好。

《2016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即使有所

进步的指标仍有其不足之处，如柬埔寨的电力取得

度有所改善，其电费却仍然比东盟一些国家来得高。

都东县成为文莱的社区旅游焦点

Tutong, Focus of Brunei’s Community-based 
Tourism

自文莱强调要多元化经济来源以来，旅游业就

经常被视为关键与具备发展潜能的领域之一。然而，

过去数年的旅游业发展，都局限在以首都斯里巴加

湾市为主，或至多延伸到其所在的文莱－穆阿拉县

（Brunei-Muara）。

为了均衡发展国内各县的旅游发展，文莱政府

推出了社区旅游概念，来激活各县的旅游活动，而

与文莱－穆阿拉县毗邻的都东县（Tutong），就有

着相关特色旅游的发展条件。所谓的社区旅游概念，

就是将都东县包装成为崭新的旅游景点，加以该地

区的特色产品售卖，为当地人民提供就业机会，以

及开拓市场商机。

根据世界旅游业理事会（WTTC）的数据，文

莱在 2014 年的旅游对经济总贡献为 11 亿美元，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6.8%20。文莱的旅游总收入的表现

是全东盟排名最后的国家，同时，当中绝大部分的

旅游收入来自于首都与其所在的县区。

19　同上

20　Travel	&	Tourism	Economic	Impact	2015	-	Brunei，https://www.

wttc.org/-/media/files/reports/economic%20impact%20research/

countries%202015/brunei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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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都东县所提供的数据，该县在 2013 年与

2014 年的旅客人均消费仅仅分别为每人 3.50 文莱元

与 10 文莱元。截至今年 10 月份，都东县在开启了

多项社区旅游活动后，成功吸引到 848 名游客，为

该县带来 2 万 6603 文莱元的收入 21。尽管取得良好

的增长，但相较于文莱总体的旅游收入而言，仍然

是微不足道的。

图表 6：都东县发展特色的社区旅游以吸引游客

资料来源：文莱时报

事实上，文莱要发展周边县区的旅游或其他领

域发展，似乎都将面对着挑战与局限，当中人口稀

少就是关键。以 2011 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准，文莱总

人口为 39 万 3772 人，其中 75% 居住在首都与所在

县区，至于都东县的人口则仅约 4.3 万人 22。

单单依靠约 4 万人口来推动一个县区的旅游发

展，其所存在的挑战可想而知。因此，社区旅游概

21　Tutong	sets	$35,000	as	tourism	target	for	next	year，2015-11-

14，http://www.bt.com.bn/news-national/2015/11/14/tutong-sets-

35-000-tourism-target-next-year

22　Brunei	 Populat ion，http: / /www.depd.gov.bn/DEPD%20

Documents%20Library/DOS/Infographics%20pdf/2.%20Population%20

-%20Geographic.pdf

念的推出，就符合其多元化经济发展的趋势。在该

概念下，都东县落实“一乡村一产品”的计划，让

当地居民在从事商品制造与销售之余，也能透过旅

游宣传来获取更多的收入。同时，结合各村与地区

的特色文化与历史遗迹，业余时间也能透过表演与

宣传等方式来推广旅游发展。

在这种模式下，都东县设下在 2016 年达致吸引

1000 名游客，以及消费 3.5 万文莱元的目标。同时，

在社区旅游的规划，该县把整体产品与服务销售的

总目标推高至 200 万文莱元，并制造 300 个全新就

业机会 23。

老挝特别经济区创造就业机会

Laos SEZs Creat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老挝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中国内生产总值最小的

国家，不过近年来老挝政府致力于开拓该国商贸，也

致力发展该国的经济特区与专区（Special and Specific 

Economic Zone，SEZ）。

数据显示，目前在老挝各经济特区投资的企业，

当中所注册的资本达致 42 亿美元（约 260 亿人民币），

未来投资计划则将达致 173.9 亿美元（约 1110 亿人民

币）24。以沙湾—色诺经济特区（Savan-Seno Special 

Economic Zone）为例，这个特区的 65 家企业，共为

当地人创造了 4500 个就业机会 25。

23　‘Community-based	tourism	can	boost	district’s	economy’，

2015-11-3，http://www.bt.com.bn/news-national/2015/11/03/%E2%8

0%98community-based-tourism-can-boost-district%E2%80%99s-

economy%E2%80%99

24　More	investing	in	Laos'	specific	economic	Zones，	2015-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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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fic-economic-Zones-30266377.html

25　Laos	SEZs	prove	to	be	major	job	generators，2015-10-12，http://

www.nationmultimedia.com/business/Laos-SEZs-prove-to-be-

major-job-generators-302706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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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沙湾那吉（Savannakhet）省政府，截至 2020

年，预计将另有 15000 当地人受聘于老挝以及外国企

业。沙湾—色诺经济特区所注册的企业的数目不止于

65 家，不过这 65 家企业是当中最为活跃的。

图表 7：位于沙湾—色诺经济特的丰田工厂

资料来源：jclao.com

据悉，在该经济特区的外国企业来自加拿大、荷

兰、法国、日本、韩国、香港、马来西亚以及泰国，

而这些企业仍需要聘请更多当地人 26。

老挝目前的经济特区与专区分别是沙湾—色诺

经济特区、磨丁美丽城经济特区（Boten Beautiful Land 

SEZ）、金三角经济特区（Golden Triangle SEZ）、

万 象 工 业 及 贸 易 区（Vientiane Industrial and Trade 

Area）、赛 色 塔 综 合 开 发 区（Saysetha Development 

Zone）、普乔经济特区（Phoukhyo SEZ）、塔銮湖

专 业 经 济 区（That Luang Marsh SEZ）、万 象 市 龙

庭高尔夫专区（Vientiane Long Thanh Golf Course in 

Vientiane）、东坡西专区（Dongphosy SEZ）、他曲经

济专区（Thakhek SEZ）。

老挝在 2013 年成为全球贸易组织的一部分，而

26　同上

今年随着东盟成立经济共同体，老挝将进一步融入区

域与国际经济。东盟经济共同体和经济特区的结合，

能让老挝在下一个十年里继续提升经济。

不过，虽然老挝在东盟里提供投资者独特的机

遇，该国的投资者仍然面对相当如经济结构仍不稳定

等问题。

马来西亚领跑东盟	推出群众募资平台

Setting up MyECF, Malaysia Is Leading in ASEAN

随着中小企业在市场经济发展上所扮演的角色

逐步增强，以及需要多元化的融资管道以拓展业务，

马来西亚设立了股票群众募资平台（MyECF），

成为东盟中首个确立该募资平台与其监管框架的国

家 27。

马来西亚证券监管委员会（SC）在 2014 年 9 月

就针对设立 ECF 平台的监管框架，向民众做出公开

收集意见。在 2015 年 2 月，证监会就公布了相关的

ECF 平台监管框架，成为东盟首个确认该募资平台

发展的国家 28。

在监管框架确立后，证监会共接获 27 个来自国

内外的机构申请，最终在严格审批下，通过了 6 个

ECF 平台。当中，卓众（Crowd Plus. asia）成为最快

成立的 ECF 平台的单位 29。其余 5 个平台则将在明

年第一季度前逐步开展。

27　MyECF	approves	6	equity	crowdfunding	platforms	 to	kickstart	

next	year，2015-11-14，http://www.theborneopost.com/2015/11/14/

myecf-approves-6-equity-crowdfunding-platforms-to-kickstart-

next-year/

28　SC	releases	new	Guidelines	 to	 facilitate	equity	crowdfunding，

2015-2-10，http://www.sc.com.my/post_archive/sc-releases-new-

guidelines-to-facilitate-equity-crowdfunding/

29　Asean	equity	crowdfunding	 launched	to	boost	SMEs，2015-11-

14，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5/11/14/Asean-

equity-crowdfunding-launched-to-boost-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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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ECF 平台推出后，企业界，尤其中小企业

与初期创业者，将拥有全新的融资平台，不再局限

于过去银行贷款、政府贷款便利、挂牌上市、天使

基金等管道。根据证监会制定的条规，ECF 平台可

为企业筹集到 300 万令吉（约合 80 万美元）的资金。

图表 8：马来西亚财政部副部长蔡智勇（右 2）
为卓众 ECF 平台主持推介仪式。

资料来源：中国报

这对于马来西亚约 60 万中小企业而言，绝对是

一项喜讯；同时，这也是马来西亚冀望中小企业在

2020 年 GDP 贡献达 41% 目标的关键举措。目前，

中小企业从金融机构中获得的贷款总额，已从 2002

年的 30%，提升至 2015 年的 46%30。这反映出，目

前的融资管道，依然是以传统的金融机构贷款为主。

有鉴于此，ECF 平台的设立将有助改善目前的

融资趋势，以及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流。以

全球的发展趋势来看，ECF 平台的发展潜能非常庞

大。相较 2013 年而言，全球 ECF 平台在 2014 年的

融资额就激增 182%，至 162 亿美元。换言之，全球

仍不乏可值得投资的企业，以及手握丰厚资金的投

30　股票群众募资平台　大马抢先东盟国推出，2015-11-13，http://

www.orientaldaily.com.my/nation/gn45635010484638

资方 31。

因此，有理由相信，ECF 平台一旦在马来西亚

推出，并得到热烈回响后，东盟各国也将开始 ECF

平台的融资热潮。毕竟，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诞生，

东盟各国的中小企业都迫切需要现金流与发展资金

来扩充区域的业务。

越南 -欧盟自贸协议两年后批准

Vietnam-EU Free Trade Pact to Ratify in Two Years

今年 8 月，经过长达两年多的谈判，欧盟与越

南就新自由贸易协定的准则达成协议。目前，欧盟

与越南目前仍需要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以及完

成法律文件方面的工作。

一旦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协议需要通过欧

盟理事会和议会的批准。

图表 9：欧盟 - 越南物品贸易（以欧元为单位）

资料来源：http://ec.europa.eu/

该 协 议 将包 含 一 个 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伙 伴

关 系 与 合 作 协 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PCA），以管辖欧盟与越南之间的整体

关系。

该协定的签署表明，欧盟承诺维持与越南的伙

伴关系，除了贸易、环境、能源、科技、国家管理

31　Asean	equity	crowdfunding	 launched	to	boost	SMEs，2015-11-

14，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5/11/14/Asean-

equity-crowdfunding-launched-to-boost-SMEs/



 / CHINA-ASEAN WATCH /  201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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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双边合作领域，还进一步扩大至文化、教育、反

腐败等领域 32。

图表 10：越南的一家纺织厂

资料来源：华尔街日报

这项协定也允许越南与欧盟双方分享多边法律

体系、全球管理体制中的共同利益，且加强合作应

对世界和地区的各种挑战。

根据欧盟驻越南大使布鲁诺·安杰列（Bruno 

Angelet），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需要两年的时间来

准备落实越南 - 欧盟自贸协议；欧盟 28 个成员国在

这两年内需要完成所有相关的法律和技术问题，并

让各方充分了解有关协议的权利和义务 33。

一旦欧盟各成员国完成协议之后，预计将在越

南引发新一波的外资，尤其是欧盟高品质、高附加

价值资源相关的产业。

越南领导层将在今年十二月官访欧洲，届时和

32　越南 - 欧盟签署《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PCA）议定书，2014-

11-20，http://vovworld.vn/zh-CN/ 新闻 / 越南欧盟签署伙伴关系与合作

协定 PCA议定书 /287859.vov

33　Ratification	of	Vietnam-EU	 free	 trade	pact	 to	 take	 two	years:	

ambassador，2015-10-20，http://tuoitrenews.vn/business/31286/

ratification-of-vietnameu-free-trade-pact-to-take-two-years-

ambassador

自贸协议相关的文件预计将能完成；协议将会涵盖

消除两个区域之间近 99% 的关税，越南将放宽税收

超过 10 年而欧盟则为 7 年。

该协议还包括政府采购、监管问题、竞争、服务、

投资、知识产权、可持续发展等和贸易、非关税壁

垒等贸易相关的问题。

据悉，协议生效之后，除了 99％的越南与欧盟

之间的进口关税将被取消之外，约 65％运往欧盟的

越南产品将获得免税 34。

越南目前需要让协助企业了解协议内容，并协

助本国企业采取适当的方法进入欧洲市场，而要达

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需要大幅度改善该国产业与产

品的规格与品质。

截至 2014 年，越南是继中国之后亚太地区最受

欢迎的投资地点；这项贸易协定预计将引起国际投

资者的兴趣。目前，越南不仅大力刺激大宗商品等

传统出口业，同时也在开放服务业和投资业的新市

场准入机会。

越南和欧盟之间的协定可能将会影响整个东盟，

因为其他成员国也可能加入这项贸易自由化运动，

从而可能令整个地区受益 35。

34　同上

35　越南欧盟签署自贸协议	东南亚将整体得利，2015-10-08，http://

finance.sina.com.cn/zl/usstock/20151008/193323421673.shtml#_ft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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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经济形势尚未好转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ai Has Not Changed Yet

泰国军政府政权已经执政一年半，从政治上而

言，巴育政府基本完成了对他信势力的清洗和转化，

撤换了所有政府部长和许多在军政府上台后态度消

极的职业官僚，在地方特别是在他信势力强大的东

北部地区，更是对官员进行了彻底换血 36。

与此同时，巴育政府高举反腐旗帜，对前任政

府中的贪腐官员进行处置。这不但打击了腐败，树

立了现任政府清廉的形象，同时震慑了前任政府官

员和活跃的政治人士，迫使他们在政治上不敢与现

政府对抗。

图表 11：泰国第 3 季度泰国经济表现好于
第 2 季度

资料来源：中国 - 东盟博览会官网

在经济上，军政府终止了前任政府大米收购计

划和新车购置补贴等备受争议的政策，同时也延续

了为泰党执政时期许多惠民措施 37。泰国有关机构８

月份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5.3% 的泰国

民众希望军政府能再继续执政两年，推动宪法改革

后再举行民主选举。

36　泰军政府势必延长执政时间，2015-10-28，http://news.163.

com/15/1028/13/B711P3IC00014JB5.html

37　同上

尽管巴育总理曾多次承诺将在对泰国政治体系

进行改革后于今年 10 月举行大选，还政于民。然而，

目前已至 11 月月中旬，大选无法按期举行。目前，

泰国民众对此并无太多不满，因为巴育政府的执政

能力已得到认可。不过，如何率领泰国走出经济困境，

仍是军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

泰国已于 10 月 19 日宣布了“1-1-18”民族和

解时间表，即用一个月时间制定宪法修改会议议事

规则，用一个月讨论已解散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提出

的 37 项建议，用 18 个月制定改革行动方案并递交

内阁批准。该时间表与巴育政府此前提出的“6-4-

6-4”大选路线图基本一致。然而，目前，宪法修改

仍处于闭门研讨阶段。

如果根据巴育政府制定的路线图，用 6 个月起

草宪法，用 4 个月准备全民公决，用 6 个月完成制

定与宪法配套的相关法律，用 4 个月准备举行大选。

那么，估计泰国军政府至少要执政至 2017 年下半年。

据有关信息反映的情况，泰国军方提出的路线

图和时间表仅仅是一个承诺，要兑现的前提条件太

多，能否以及何时举行大选完全取决于现政府的意

愿 38。

由此，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虽然泰

国社会相对平静，今年第三季度经济表现比第二季

度要好 39，但总体经济形势仍然较弱、泰铢贬值、股

市低迷，给军政府带来了极大挑战。

泰国 GDP 增速慢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军政府上

台前，泰国已出现持续动荡；二是军政府上台后相

当长时间里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护社会稳定上，停止

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审批和建设；三是发展经济的外

部环境欠佳，世界经济不景气。在泰国经济中，几

乎所有行业都处于停滞和下滑状态，唯有旅游业局

38　同上

39　泰国央行：第 3 季经济表现优于第 2 季，2015-11-2，http://www.

caexpo.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20&

id=2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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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尚可，今年增速预计达７％左右。然而，据分析，

泰国旅游业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泰铢贬值为代

价的。泰铢的贬值促进了旅游业，同时也降低了泰

国民众的购买力。泰国股票成为外国投资者抛售的

对象。

值得关注的是，泰国经济若一路下行，势必成

为现政府最感头疼的事。经济下滑将影响民众对军

政府的信心，威胁到军政府的执政地位。据称，巴

育开始重新启动了重大项目审批和一系列惠民政策，

以提振经济。

军政府最近已启动近４万亿泰铢（约合 1126.8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审批。而即将开工

建设的中泰铁路建设项目无疑将对提振泰国经济和

民众信心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将对此持续期待和关

注。

菲律宾冀望APEC吸引外界扩大投资

Philippines Expects More FDI Following APEC

今年 11 月 18 日至 19 日，菲律宾将在首都马尼

拉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2015 年 APEC 主题是“建立包容性经济，

建设更美好世界”。

菲 律 宾 工 商 部 长 杜 明 戈 表 示，“ 举 办 这 些

APEC 会议，最重要是要给来宾留下好的印象”，

菲律宾通过主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接待亚

太地区各经济体领导人和工商界领袖，可望为菲律

宾提供展示本国经济增长以及市场商机的机会 40。

菲律宾今年经济增长强劲，如若藉此机会吸引

到工商界领袖扩大贸易与投资，也有助于其他经济

体与菲律宾探讨加强经济联系。高盛、汇丰等外资

银行此前发出预测，菲律宾有望在 2050 年跻身世界

40　菲盼给 APEC 会议来宾留下好印象，2015 － 11 － 3，http://www.

shangbao.com.ph/fgyw/2015/11-03/45098.shtml

前 20 大经济体之列。菲律宾希望此次主办 APEC 能

对外展示自身的这种“潜力”。

按照标准普尔近日的分析，在日本、澳大利亚、

东盟国家等亚太经济体中，菲律宾和印度是受中国

经济减速影响最小的。菲律宾出口可能下降，但国

内消费将在“有韧性”的外劳汇款带动下进一步增长。

不过，距 1996 年菲律宾第一次主办 APEC 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后已过了 19 年，在如此重要的会议准备方

面，菲律宾政府仍需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

图表 12：2015 年菲律宾 APEC 峰会 LOGO

资料来源：www.logonews.cn

菲律宾总统府 2 日发布了 APEC 会议周期间的

交通改道计划，以确保亚太经合峰会到访者的安全。

说到成功主办此次会议的重要性，总统府发言人陈

显达说，“我们希望强调，菲律宾将会在主办这一

次峰会中获得许多好处，它将促进我们作为一个旅

游及商业胜地的名誉”。上述信息表明，菲律宾虽

有良好的经济增长形势和稳定的外劳汇款优势，但

同时也需要更好地配合管理和提升服务能力，才能

达成吸引更多外资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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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铁路和公路干线都汇集于此。

仰光位于内河与海运的交点，内河航运发达。

仰光河长 37 公里，水深面阔，向西有端底运河与伊

洛瓦底江干流相通，向东有勃因锡唐运河与锡唐河

水系相接，构成以仰光为中心的全缅甸最为繁忙的

内河航运网。仰光港水深港阔，是全国最大的商港，

终年可停泊万吨远洋巨轮，码头从东边的丁因至西

边的阿龙，总长约11公里，是缅甸吞吐量最大的海港。

仰光也是全国铁路和公路干线的交点，还有 34 条航

线通往全国主要城市。北郊 21 公里处的明加拉顿机

场，是国内和国际重要的航空港，也是亚洲最优良

的民用机场之一。

另外，为缓解城市压力，仰光省计划在仰光市

西面班莱江及莱江附近兴建 2 个卫星城项目，目前

已向国内企业招标，估计不久就会启动项目。根据

2014 年人口普查，仰光市有近 700 万人口，因地价

及房价高昂，多数人只能租房居住，通过卫星城的

建设，有望修建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及新辟价格适中

的建设用地，以缓解城市交通及高房价等压力 42。

从整体来看，在仰光发展交通前景非常好。

42　 缅 甸 仰 光 计 划 新 建 卫 星 城，2015-7-16，http://intl.ce.cn/sjjj/

qy/201507/16/t20150716_5955362.shtml

缅甸仰光市政建设吸引日本、韩国投资

Yangon Infrastructure Absorbs Japan and Korea 
Investment

缅甸建设部近期表示，仰光市将启动环城高架

桥项目，日韩两国企业都试图参与该项目建设。据

报道，仰光环城高架桥项目分为内环和外环，其中

两家韩国公司与缅甸本土公司 Capital Diamond Star 

Group 计划合作开发内环高架桥项目，并向建设部

提交了初步方案。日本提出对外环高架桥的建设感

兴趣。缅甸建设部官员认为，两家韩国公司和一家

缅甸本土公司很有可能获得内环高架桥的建设权，

而日本公司很有可能获得外环高架桥的建设权。日

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 在为仰光市制定 2040 仰光市

政规划时曾建议在仰光市建内环高架桥和外环高架

桥 41。

图表 13：仰光道路交通一景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仰光是缅甸内外海陆交通的总枢纽。有 12 条内

河航运线通三角洲各地及伊洛瓦底江中上游，仰光

港距海口仅 34 公里，是缅甸吞吐量最大的海港，缅

甸全年进出口贸易的 80% 的货物都经过这里。全国

41　日韩公司瞄准仰光市政建筑项目，2015-11-4，http://mm.mofcom.

gov.cn/article/jmxw/201511/201511011548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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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继续为吸引投资改善环境

Indonesia Continues to Improv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印尼政府于 11 月中旬发布第六期经济措施配

套，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敏日前表示，主要讨论

经济特区税务优惠、天然水源条例草案和食用水供

应系统条例草案等 43。印尼计划发展部部长索菲安也

表示，未来经济特区将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特别

是税务、移民、申请各项许可证、延长许可证、购

买房地产和进口方面将享有更多便利等。民众关心

的所得税将再削减 20%-100% 不等，减税期或免税

期的期限从 5 年直至 20 年不等。

图表 14：印尼城市的繁忙景象

资料来源：互联网

今年 7 月至 9 月的外来直接投资（FDI）为 74

亿美元（约 104 亿新元），这一情况并不理想，但

43　 经 济 特 区 将 获 更 多 税 务 优 惠 和 便 利，2015-11-10，http://

id.mofcom.gov.cn/article/ziranziyuan/huiyuan/201511/20151101160273.

shtml

佐科政府计划下来向中国争取更多投资，以刺激经

济增长 44。印尼财政部长认为：“印尼应该努力争取

来自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过去印尼与中国的交往

主要围绕在贸易上，很少触及海外直接外资。中国

对印尼的外来直接投资也是落实得最少的”。

中国一直有兴趣在印尼投资与冶炼、水泥和电

厂等项目，过去有过许多投资承诺，但多数未能付

诸实现。中国承诺在多个项目投资 1000 亿美元，但

至今这些承诺仅实现了 10%。

总统佐科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态度较为开放。

佐科政府不久前敲定，由国营公司与中国公司联手

建造从首都雅加达延伸到爪哇岛万隆的中速铁路。8

月间，印尼政府也允许中方在 30 年前提议、不久前

完工的水坝开始蓄水。

根据印尼投资统筹机构数据，印尼第三季度的

最大外资来源是新加坡、日本和荷兰，中国排第五。

世界银行估计，若印尼政府能够有效实施所推出的

改革措施，印尼经济增长应该会有好的表现，尤其

考虑到自 7 月以来，印尼的预算支出已有所增加。

印尼政府也在积极争取来自另一经济大国美国

的投资，佐科访美的重点就是向美国商界说明他将

改善投资环境，希望他们前去投资。

因为佐科推出了一系列新政策和措施，以减少

经商的繁杂程序，刺激经济，为印尼整体发展铺就

了良好环境，从而也为中国前去投资带来很好机遇。

例如，未来印尼经济特区将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

因此，中国企业可对相关事项予以关注。

44　印尼将向中国争取更多直接投资，2015-10-27，http://www.

zaobao.com/news/sea/story20151027-54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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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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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经济环境依然适合新投资

Malaysia Keeps New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今年马来西亚是东盟轮值主席国，主持了一系

列重要会议。除了在政治安全领域比较引人注目以

外，经济和产业方面也仍在一个良好的发展轨道上。

马来西亚总理兼财政部长纳吉布 10 月 23 日在国会

公布 2016 年财政预算案，同时发表了“2015、2016

经济报告书”45。

根据这份报告书，在国内需求的带动下，2016

年马来西亚经济将会持稳，国内生产总值成长预计

将会介于 4％至 5％之间。报告书认为，私人领域开

销将持续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动力，而私人消费及

投资预估将分别成长 6.4％及 6.7％。与此同时，政

府开销将适度扩大。

图表 15：马来西亚一农贸市场

资料来源：互联网

纳吉布驳斥了关于马来西亚或已濒临破产的说

法。他说，马来西亚的经济基本面依然稳定且持续

具竞争力。首先，尽管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但马来

西亚今年上半年则取得 5.3％的经济增长，全年经济

增长率估计介于 4.5 至 5.5％；其次，马来西亚成功

45　马来西亚预计 2016 年经济增长 4％至 5％，2015-10-26	，http://

www.cnvnlo.com/ReadArt.aspx?Article_id=44789

将财政赤字从 6.7％减低至 3.2％的水平；第三，透

过 2010 年开始的国家转型计划，政府已在 5 年内将

赤贫率从 2009 年的 3.8％减至 2014 年的 0.6％，几

近零赤贫的目标；第四，国内的失业率也有大幅改

善 46。

图表 16：伊斯兰金融的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日经中文网

纳吉布也表示，尽管 2015 年经济所面对的挑战，

将会延续至明年，马来西亚将面对外围环境、国内

经济、人力资本，以及国民福利四大挑战，但 2016

年经济预计将持稳定状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总理李克强 11 月 22

日参加东盟系列峰会及随后对马来西亚进行首访将

在经贸领域加强合作对话。我们看到，双方正努力

创造新的合作机会。例如，伊斯兰金融和清真产业。

据有关媒体报道，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

与穆斯林世界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全球的伊斯

兰资本市场具有领导地位，在全球的穆斯林国家中，

马来西亚的经济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一是在全球的

伊斯兰资本市场，一是清真食品方面，它的背后隐

藏着一个潜力巨大的全球 16 亿的穆斯林世界。所以

发展同马来西亚的关系，是我们发展同穆斯林世界

的经济上的友好往来的一个重要途径 47。

46　同上

47　李克强首访马来西亚将派发哪些“红包”?	2015-11-21，http://

news.sohu.com/20151121/n4274610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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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铁路发展为投资带来机会

New Opportunities in Thai Railway Construction

自泰国军政府上台以来，泰国整体经济处于比

较平稳的发展状态。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开始加快。

驻中国商务部驻泰国经商参处信息，泰国交通部 10

月下旬启动双线铁路第 2 阶段前期准备工作，有望

2 年后开工 48。

泰国交通部副部长恩信表示，铁路局已经开始

了双线米轨铁路第 2 阶段的项目咨询工作，有关顾

问正进行项目前期调研。第 2 阶段双线米轨项目共

计 6 条，全长 1349 公里，预计投资额接近 1000 亿铢。

图表 17：泰国第 2 阶段双线米轨项目共 6 条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信息，安邦咨询整理

按计划，该项目将有望在 2017 年启动，施工建

设工期为 3 年。为了加快项目进展，将吸引企业参

与到项目投资建设。上述 6 条双线米轨项目如图表

17 所示。

另外 6 条优先开发双线铁路项目，目前进展情

况如下，首期启动的总长 903 公里的双线铁路项目

中，其中 3 条将能够在今年年底前签署工程承包相

关协议。分别为，1，北柳府至石考渠至肯快县全长

106 公里，总投资额 113.48 亿铢；2，吉拉孔敬全长

185 公里，总投资额 260.07 亿铢；3，巴蜀至春蓬全

长 167 公里，总投资额 174.52 亿铢。另外 2 条还在

48　泰交通部启动 2 期千亿米轨投资项目，2015-10-26，http://

t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10/20151001146668.shtml

审议的铁路项目，预计最快将在年底点得出结论。

分别为，1，佛统至华新全长 165 公里，总投资额

201.45 亿铢；2，富华里段至巴楠普全长 148 公里，

总投资额 249.18 亿铢 49。

而最后一条麻卡宝至吉拉全长 132 公里，总投

资额 299.68 亿铢项目则仍还未完成土地征收有关的

法律核对阶段。最后，廊曼－素万那普机场轻轨连

接项目帕亚泰至邦瑟站有望在下月上报内阁审议。

希望能够和其他线路投资项目同时进行，如浅红色

电车线帕亚泰至华玛线，深红色电车线邦瑟至华览

蓬线。

这位官员进一步说，还将向内阁提交增加邦瑟

至兰实线电车投资预算额度的申请。目前 1、2 期项

目工程已经完成 40%，第 3 阶段预算资金将从目前

的 279 亿铢增加到 322 亿铢，预计最迟 2、3 年将投

入商运。

事实上，上述各阶段的项目工作，都在各项目

承接、融资、企业合作等方面未达至完全落实，仍

有大量机会吸引外资加入；而且相关线路也将带动

更多的商业项目和发展机会。

4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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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放松进口管制，中国钢铁增加对其出口

As Indonesia’s Deregulation, China Increases the 
Steel Export

据印尼有关信息，印尼颁布进口放松管制配套

措施，可能敞开中国钢铁进口机会。印尼商报报道说，

中国经济放缓将对印尼带来负面影响。当中国经济

不景气，中国将加强出口，尤其是该国无法吸收的

产品。其中或充斥印尼市场的一个是中国工业产品

即是钢铁。印尼钢铁业协会（IISIA）执行董事希达

悦称，“这种情形在贸易是及普遍的。当国内经济

不景气，他们将寻找进口”50。

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国，2014 年产

能达到每年 8 亿 2300 万吨。该数字占全球钢铁产

量 15 亿吨的半数。当中国的经济增长提高，钢铁产

品被吸收以满足中国钢铁需求。当中国经济增长率

7.4%，中国国内钢铁需求量达到 7 亿 1100 万吨。但是，

当中国经济增长降低，钢铁需求也下滑。却中国的

钢铁产能保持一致。

中国产能不能全部被吸收，因此出口，包括印尼。

另外，中国与东盟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根据东南

亚钢铁协会主席罗伯特．科拉（Roberto Cola）说，

今年9月，中国钢铁出口量提高26.5%达到7190万吨。

中国钢铁出口流向东南亚市场，预计钢铁吸收

量达到 3300 万吨至 3400 万吨，比去年 2300 万吨更

大。今年 9 月，印尼政府颁发进口放松管制政策配套，

50　印尼颁布进口放松管制配套，敞开中国钢铁进口机会，Sunday,	

October	25th,	2015，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

nance/%e6%88%91%e5%9b%bd%e9%a2%81%e5%b8%83%e8%

bf%9b%e5%8f%a3%e6%94%be%e6%9d%be%e7%ae%a1%e5%8

8%b6%e9%85%8d%e5%a5%97%e6%95%9e%e5%bc%80%e4%b

8%ad%e5%9b%bd%e9%92%a2%e9%93%81%e8%bf%9b%e5%8f

%a3%e6%9c%ba%e4%bc%9a.html

中国钢铁进口机遇愈加敞开。印尼政府反而欲取消

进口钢铁的技术推荐。

目前工业部仍在设法取消放松管制政策过程。

目的也同时为保持本地钢铁工业。

此外，印尼钢铁业协会要求上下游业有统一的

进口税，并对在国内销售钢铁产品需符合印尼国家

标准（SNI）的义务。Gunawan Dianjaya 钢铁公司负

责人评价说，其实，进口钢铁已很久就来到了印尼

市场。

由有上述信息可见，现在双方在这一方面的贸

易交流活动还在继续。

湖南以“丝绸之路”为契机，加强

与东南亚联系

Hunan Strengthens Links to Southeast Countries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各省

积极努力、寻找机会，与东南亚国家加强联系。10

月 25 日，来自东盟六国的主流媒体记者在长沙开启

“海上丝绸之路主流媒体湖湘行”主题采访，湖南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雄在长沙表示，湖南希望

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湖南企业、文化

热切愿望走出去 51。

湖南是“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省份，湖南

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及发展也有着巨大的潜力与良

好的前景。“远亲不如近邻，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就

是近邻。”张文雄还用“一江、一窑、一道”来进

51　湖南欲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交流合作，2015-10-26，http://www.

shangbao.com.ph/fgyw/2015/10-26/44854.shtml

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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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推介湖南，“江”即湘江，“窑”即铜官窑，“道”

即茶马古道。湖南与东南亚国家地缘近、发展基础

好、经济上的互补性强，一直以来，东南亚国家都

是湖南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湖南主要的境外投资

地。今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湖南省对接“一

带一路”战略行动方案（2015-2017 年）》，鼓励、

支持湖南企业积极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展开更

全面、深层次的合作 52。

图表 18：「海上丝绸之路主流媒体湖湘行」
会议合影

资料来源：菲律宾商报

此次会议上，湖南向东盟国家展示了几方面优

势。

张文雄用“四个镜头”总结了湖南的好，首先

是航拍镜头看湖南。即从气候、资源、耕地面积、

交通枢纽工程等方面看湖南，从天上看湖南满眼都

是山清水秀。第二是特写镜头看湖南。这个镜头里，

湖南的工业产业集群、文化、旅游、科技等方面，

湖南都有特色。第三是历史镜头看湖南。湖南文源深、

文脉广、文气足。第四是远景镜头看湖南。这个镜

头里有湖南梦，有湖南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52　同上

他也希望围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产业体

系建设、企业“走出去”等方面，讲述好湖南对接“一

带一路”的发展故事，报道好湖南人民的幸福生活

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报道好湖南企业、文化走出

去的热切愿望，进一步推动湖南与贵国的交流与合

作。

在经贸方面，东盟国家是湖南的主要贸易伙伴，

也是湖南主要的境外投资地。2015 年 1-8 月，湖南

省对东盟进出口实现 2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8%，其

中出口 2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3%。湖南在东盟

设立的境外企业共有 337 家，在泰国、越南、老挝、

柬埔寨等国家均建立了境外园区。目前湖南长期在

老挝投资、经商人数达 10 万人，位居在老挝的中国

各省公民数量之首，投资企业达 140 多家。新加坡

来湘投资企业达 205 家。

在科技方面，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在东南业地区

得到大力推广，其中印度、菲律宾、越南等国已大

面积种植杂交水稻，为东南亚国家的粮食安全作出

了重要贡献。中车株机的轨道交通技术在东南亚地

区得到广泛运用。与新加坡在双源制地铁工程车展

开合作，与马来西亚交通部签订了近 40 亿元人民币

的城际动车组合同。今年 9 月，世界最高速米轨动

车组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载客运营，受到大马民众的

高度称赞。中国中车株机已有三个子公司落户马来

西亚，90% 的员工为马来西亚国籍员工，为马来西

亚提供了市场份额 85% 的产品，现已成为大马轨道

交通装备建设的最大推动者，为与东盟其它国家合

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文化方面，众所周知，湖南的影视文化十分

有名。由湖南广电制作的《还珠格格》占据东盟一

些国家电视荧屏“暑期文件”，前段热播的《甄嬛传》

也被译为本土语言引进越南等国。另外，湖南卫视

很多有节目，如《爸爸去哪儿》，许多外景都是在

新加坡、马来西亚拍摄的，在当地产生了较大影响。

去年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邀请了马来西亚

歌手茜拉、李佳薇、新加歌手陈洁仪等参加，都给

人们留下良好影响，并大大提升了她们的知名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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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1119

影响力。

在旅游方面，东南亚市场已经成为湖南境外客

源新的增长极。为加强湖南与东南亚地区的经贸、

旅游及文化往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开通了新加坡、

泰国（曼谷、普吉、甲米）、越南（岘港）、柬埔寨（金

边、暹粒）、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巴里巴班）航班。

2014 年的出境人员中，46% 的湖南人是前往泰国，

新加坡排第五位。2014 年张家界接待的外国游客中，

总数泰国排第二位，仅次韩国。增幅最大的是印度

尼西亚，进入核心景区的团队游客近 7000 人，同比

增长 43.9%。

广西从空中打造与东盟的新连接

Guangxi-ASEAN New Links by Air

广西作为中国 - 东盟的重要桥头堡，正在通过

多种方式为“一带一路”连接东盟铺路。

广西现已开通国际航线 28 条，其中东盟航线

18 条。目前，除文莱外，南宁机场已开通飞往全部

东盟国家的航线；桂林机场开通了三条飞往东盟国

家的国际航线，分别是桂林至吉隆坡、桂林至新加

坡和桂林至曼谷；11 月 2 日，哈尔滨—北海—曼谷

国际航线将开通。根据广西机场管理集团信息，11

月起，广西开通飞往东盟国家航线的机场将达到三

个，分别是南宁、桂林和北海的机场 53。

广西北海市官方指出，北海至曼谷航线的开通，

是北海机场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该航线不仅直接

与泰国实现了无缝对接，而且还有效地完善了广西

航空航线网络和布局，提高广西沿海城市一类口岸

的开放程度。

2011 年 11 月，广西投入近 70 亿人民币以启动

南宁机场扩建工程，扩建飞机跑道和建设新的航站

53　广西架接与东盟空中走廊打造“一带一路”空中节点，2015-10-

26，http://www.cnvnlo.com/ReadArt.aspx?Article_id=44788

楼。新航站楼已于 2014 年 9 月交付使用，预计南宁

机场第二跑道明年动工。南宁机场目前使用的 T2

新航站楼设计吞吐量达 1600 万人次。扩建工程完工

后，南宁机场能保障年飞机起降量 13.76 万架次，年

货邮吞吐量 16.4 万吨 54。

2015 年 10 月，项目总投资 33.67 亿元人民币

的桂林两江国际机场扩建工程可研报告已获国家发

改委批复。扩建后，桂林机场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1200 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 9.5 万吨、飞机起降量

10.12 万架次的要求。新航站楼桩基工程计划于 2015

年 11 月动工建设，2018 年年底前竣工投入使用 55。

广西机场管理集团负责人表示，将力争用两到

3 年时间，将南宁机场打造成为面向东盟的门户枢

纽机场，将桂林机场建成国际旅游枢纽港，形成“一

带一路”的重要空中节点。

清迈成为中国游客最喜欢的泰国旅游地

Chiang Mai Becomes Favorable Tourism 
Destination

据泰国媒体信息，中国游客大批涌入泰国清迈，

使清迈的旅游低潮期结束。至 2015 年 10 月 27 日，

泰国北部地区酒店业者都沉浸在贸易繁荣的欢乐气

氛中，即使是旅游淡季，酒店的平均入住率也达到

了 70-80%56。

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北邻缅甸。全国最大

的行政区。面积 20107 平方公里。人口一百多万。

首府清迈。多山。东部为坤丹山脉，西部为英坦昂

山脉，山峰多在 2，000 米以上，主峰英坦昂峰是全

国最高峰，海拔 2，576 米。中部为宾河流域。森林

面积 16，700 平方公里，占全府土地 73%。十三世

54　同上

55　同上

56　今年成为清迈旅游黄金年，2015-10-27，http://th.mofcom.gov.cn/

article/jmxw/201510/201510011476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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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时，建有兰那（或称“南掌”）王国，多历史文物。

产烟叶着名，产量居全国第一。其他有柚木、稻米等。

有纺织、碾米、卷烟等厂。矿产有石油、钨、银、锡等。

泰国酒店协会北部分会会长拉莱表示，2015 年

是清迈旅游业发展较好的一年，在经历了近 10 年因

酒店供大于求引发的低迷周期之后，今年酒店平均

入住率提高了 8-10%，明年有望持续上涨至少 5-8%。

2016 年的酒店平均入住率将略高于今年的水平。

图表 19：清迈旅游景点之一

资料来源：互联网

清迈的平均入住率在 2006 年皇家花会以 50-

60% 结束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自 2013 年起情况有

所好转，这都得益于高票房电影《泰囧》的放映，

促使清迈成为中国游客最喜爱的泰国地方旅游胜地。

据泰国酒店协会统计，目前，清迈注册的酒店

和度假村数量约为 700 家，共含有 39 万间客房。另外，

5-10 月的旅游淡季酒店平均入住率达到 70-80%。

截至目前为止，11 月至明年 2 月的旅游旺季酒店平

均入住预订率也有 65%。该协会预计今年全年酒店

平均入住率将达 80%，高于 2014 年的 70%。上述酒

店协会负责人拉莱表示，“我可以说清迈不再处于

旅游低迷期”。

图表 20：街上的小巴士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驻泰国商务处

泰国旅游局清迈办公室主任逸素表示，对清迈

的酒店业者来说现在是黄金期。中国团体游游客有

时很难在当地找到房间。中国游客市场在清迈旅游

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014 年访

问清迈的中国游客人数上涨 50% 达到 421063，今

年有望增至 55-60 万。泰国旅游局预计中国市场是

推动清迈外国游客抵达人数增长的主要力量，占当

地外国游客抵达总人数的 20%。今年清迈有望接待

1000 万本地和海外游客 57。

5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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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东盟防务合作与“海上丝路”

China-ASEAN Defense Cooperation and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2015 年 10 月 16 日，中国与东盟十国防长在北

京展开了首次非正式会议 58。经过两年的审议和筹

备工作 59，该会议终于顺利举行。尽管此次会议是非

正式会议，也没达成正式联合声明，但它的诞生对

中方的“海上丝路”战略来说，起了正面作用。这

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58　China-ASEAN	Defense	Ministers'	 Informal	Meeting	kicks	off	 in	

Beijing,	中国军网 ,	2015-10-16,	http://english.chinamil.com.cn/news-

channels/china-military-news/2015-10/16/content_6726730.htm

59　中国 - 东盟防长会议是中国领导人在 2013 年倡导的 2+7 合作框架

的其中一项建议 .

一、中国 - 东盟非正式会议表示了北京对南海

争端的长期立场。通过该会议，中方表示了它对和

平解决南海争端的意愿，缓解东盟整体的安全忧虑。

具体来说，其会议显示了中国目前的立场，那就是

以密切沟通方式来管控日益恶化的南海局势。中国

国防部部长常万全的第五个建议，中国 - 东盟“海

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联合训练 60，也是第一

次中方军事代表提出的具体措施，打破了许多关于

中国“不和平处理南海问题”的报道和指责。把中

美军事合作的构思带到中国 - 东盟防务合作框架将

统一各国军方的沟通渠道，进一步避免在海上发生

“擦枪走火”的事件 61。

60　China-ASEAN	Defense	Ministers'	 Informal	Meeting	kicks	off	 in	

Beijing,	中国军网

61　Joint	drills	with	ASEAN	proposed,	中国军网 ,	2015-10-17,	http://

eng.mod.gov.cn/DefenseNews/2015-10/17/content_4624656.htm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图表 21：中国与东盟各国防长在北京非正式会议进行会晤

资料来源：路透社（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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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次中国 - 东盟防长会议也意味着中方将

全面投入它与美日的博弈。“斗而不破”的游戏已

成为亚洲（或亚太）地区的常态现象，而东盟都是

各大国“博取”的对象。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与日

本都在去年分别举行了它们与东盟的会议：美国 -

东盟国防论坛和日本 - 东盟防长非正式会议。再者，

美日两国，尤其是日本，都与多半东盟国家建立了

深层次的防务 ( 或安全）合作，这包括军事演习、

防海盗交流、军科设备引进等等。此外，香格里拉

论坛和东京防卫论坛都在新加坡和日本举行多年，

而每次论坛也谈到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落后于美日“公共军事外交”

的中国需要改善这种（形像）不对称的局面。所以，

此次的中国 - 东盟防长会议就是一个好开头。当然，

具体防务合作，如军事演习、联合训练以及防务对

话（香山论坛）都必须同步推进，而且还要尽快提

升到防务合作制度的层面。

当中方积极推行“海上丝路”的建设项目时，

防务合作已成为必要的条件。与人文交流一样，它

已是中国 - 东盟经济合作的平等议题。在建立命运

共同体的宏观目标之下，国与国之间的连接性不会

只限于经济和商业的合作关系。如果没有相当程度

的防务合作的话，海上安全和稳定就成为问题。我

们拿什么来维持贸易顺畅和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因

此，中国 - 东盟防长会议可以为此做出贡献。中国

不但可以推进它在东盟的未来海上安全工作，它也

给中方一个发言的平台，应对美日的“话语攻势”。

而这种“话语战”总比“海战”来得安全和稳定。

RCEP各方力争尽早达成目标

RCEP Strives to Achieve the Goal 

11 月 22 日，RCEP 领导人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发

布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指出，RCEP 对于提高区域

民众生活水平、带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本

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路径。领导人要求谈判团队

加紧工作，力争在 2016 年结束谈判 62。

根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计划，16 个成员国

已初步同意削减 65% 的商品（达 8000-9000 个项目）

关税 63。泰国商业部长阿披拉迪表示，该协议是 10

月 12-16 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 10 次谈判小组会议

上达成的，之后提交至 11 月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

会审议，计划 2017 年强制实行。

图表 22：11 月 22 日 RCEP 领导人联合声明
发布仪式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在 2012 年 11 月提出，

旨在加深 10 个东盟成员国与澳大利亚、中国、印度、

日本、新西兰和韩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商品、

62　李克强出席 RCEP 领导人联合声明发布仪式，2015-11-22，http://

www.chinanews.com/gn/2015/11-22/7635611.shtml

63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磋商加快推进，2015-10-27，

http://t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10/201510011476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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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投资之间的联系。

如果协议签署，成员国之间将形成一个拥有 35

亿人口、贸易额达 107 亿美元，占全球贸易近 30%

份额的经济圈。中国是该贸易协定的主要推动者，

而这一协议也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中国看作是由

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替代品。还有

35% 的商品不包括在最初的协议中，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成员国有望 10 年内逐步实现零关税，而在

2017 年后，不削减关税的商品比例下调至 20%。与

此同时，围绕另外 15% 的商品的进一步谈判也十分

必要，其中大部分为敏感商品 64。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的 7 个国家（澳大利

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越南和文

莱）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12 个签署国中的一

部分。

泰国 2014 年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成员国出

口 1270 亿美元商品，占其出口总值的 56%，主要出

口商品包括汽车及零配件、塑料粒、化学品、电脑

及配件、橡胶及橡胶制品。而泰国从上述成员国进

口的主要商品有机械产品及零部件、钢铁及钢铁产

品、原油和集成电路产品，总值 1330 亿美元，占泰

国进口总额的 58%。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成员国

2014 年对泰国直接投资总额为 2800 亿铢，占外国

直接投资的 70%。

上述泰国商业部长表示，相较于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更具吸引力，

因为后者囊括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人口都

在 10 亿以上。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RCEP 的参加国发展水

平存在巨大差异，在争取实现上述目标的进程中仍

将遇到多项问题。尽管各方决心避免低效率处理相

关问题，但所涉及范围之广泛和事项之多也是需要

按照既定规则逐步完成，因此，建立好 RCEP 实施

规则是基本步骤。

64　同上

越南 -欧盟以合作促进关系纽带

Vietnam-EU Start More Cooperation

据 2015 年 11 月 22 日信息，欧盟鼓励越南提高环

保目标。欧盟新任驻越大使布鲁诺·安格勒在河内举

行的“应对越南气候变化——欧盟的行动”研讨会上

表示，目前越南提出至 202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8%，但欧盟希望越南可以在新气候变化全球协议中提

升该目标。欧盟各成员国正在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伙伴

作出努力，确保即将举行的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圆满成功 65。

图表 23：EU 将向越南提供约 8 亿欧元来实现农村
电气化目标

资料来源：越南人民报

与会代表就“应对越南气候变化——欧盟的行动”

议题进行讨论，并表示希望同越南有关部门展开合作，

共同面对气候变化对越南造成的机遇和挑战。

这位大使重强调，2014-2020 年阶段，欧盟已为

越南提供总额为 4 亿欧元的援助资金，旨在促进越南

可持续能源发展。首先，我们将向越南提供约 8 亿欧

元来实现农村电气化目标。其次是探讨具体政策并递

交越南政府批准，从而对能源领域进行调整。

65　欧盟鼓励越南提高环保目标，2015-11-21，	http://cn.nhandan.org.

vn/mobile_society/mobile_enviroment/item/3639701- 欧盟鼓励越南提

高环保目标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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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是在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召开前夕举行的。于今年 12 月举行的第二十一届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将通过新气候变化全球协议，其中将

全球气温上升幅度限制于 2 摄氏度以下，从而缓解气

候变化所带来的危机。

同时，双方经贸合作方面，越欧关系在各领域上

日益向纵深发展。2012 年 6 月 27 日，越南和欧盟签

署了合作伙伴协定，为全面推进合作关系奠定基础。

2012 年 6 月 26 日，越南和欧盟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进程，并于 2015 年 8 月 4 日宣布基本结束谈判。2014

年欧盟成为越南的第二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贸易合作

伙伴 66。

越南与欧盟继续为自贸协定签署后的新机遇展开

讨论。10 月 26 日，越南外交部同越南欧盟商会、欧盟

越南商务中心联合举行题为“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

签署后越南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的挑战和机遇”研讨会。

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黎怀忠出席研讨会并发表讲话，表

示越欧自贸协定的签署将给越南带来许多新机遇，特

别是越南出口产品将获得关税减免优惠，为越南产品

向欧盟市场出口创造机会。

欧盟常驻越南代表团经济贸易处主任迷丽安佩热

尔表示，越南是欧盟的重要市场，同时欧盟也是给越

南带来新机遇新挑战的市场。越南若要保持竞争力和

发展，参加包括欧越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各项自由贸

易协定是必须的。欧越自贸协定将为双方人民和企业

带来利益。

上述信息表明，越南与欧盟虽然距离遥远，但双

方不仅在建立自贸区上达成协议，而且抓住可能的合

作机会，例如清洁能源，开展具体合作。而越南 - 欧

盟有关的合作项目和合作方式等，值得我们关注和学

习。

66　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越南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的挑战和

机 遇，2015-10-27，http://cn.nhandan.org.vn/economic/economy_

intergration/item/3565601- 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越南地方政府

以及企业的挑战和机遇 .html

缅甸大选之后的路

Myanmar: After the Election

在缅甸 11 月 8 日举行大选后，一直观察其选举

过程的美国做出较积极评价。11 月下旬，两位重量

级共和党参议员呼吁，如果缅甸执政党尊重大选结

果并移交权力，美国可以放松对该国的制裁 67。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和参议

员约翰·麦凯恩提出一项议案，对缅甸 11 月 8 日的

大选表示祝贺。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在选举中获

胜。议案提到，国际观察员报告说，大选“基本上

是自由公正的”。议案提出，如果缅甸当局“按时

并有条不紊地移交权力”，可以进一步着手实现两

国关系正常化。

图表 24：美国参议员约翰 • 麦凯恩

资料来源：参考消息网

美国在 2012 年解除了对缅甸的大部分制裁，但

仍然限制与其的军事合作，并且禁止同与前军政府

关系密切的人士展开商务往来 68。

有报道称，在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获胜后，美

67　美媒：美共和党议员称考虑放松对缅甸制裁，2015-11-22，http://

world.cankaoxiaoxi.com/bd/20151122/1004545.shtml

6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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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缅甸反对党领导人昂山素季向支持者发表演说

资料来源：参考消息网

国试图借助“民主”的仰光，来对中国施加影响。

全国民主联盟获得近 70% 的选票。奥巴马向缅甸军

方领导人、总统吴登盛表示祝贺，并恭喜了获胜政

党的领导人昂山素季。根据缅甸宪法，后者无法出

任该国领导人。但她在接受 BBC 采访时明确宣布：

“作为获胜政党的领袖，一切决定都将由我作出”。

分析称，对于地缘政治版图里的中国而言，缅

甸是它的“软腹”。2011 年，奥巴马在冲击第二任

期前，曾于澳大利亚议会发表讲话，称要转向亚洲，

说中东的对抗已接近尾声，美国如今需要给亚洲国

家送去民主曙光。这番讲话被视为针对中国，美国

担心中国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致力扩大在本地

区的政治影响。

然而，时间证明，奥巴马有关中东的预测不仅

过于乐观，而且全盘错误。昂山素季在 6 月访问中

国时表示：“不可将缅中关系比喻为夫妻关系。因

为夫妻相处不好总归可以离婚。但缅甸和中国一直

会是邻国”。另外，军方表面上似乎会放弃最高权力，

但其在议会中保留 25% 的席位殊无悬念，仍会继续

影响国家政策。

因此，奥巴马向缅甸即将离任和履新的两位领

导人发出的祝贺，既是警告军方不要试图再将胜利

从全国民主联盟处夺走，亦为提醒昂山素季勿忘西

方对她的帮助。

我们的分析认为，缅甸大选后所面临的民族和

解道路相当漫长，这就意味着军方的作用仍将非常

重要，而只要军方继续发挥作用，对昂山素季实现

民主发展之路而言，路程就将越是漫长，因此与美

国对其期待的步骤就未必很快一致。由此而来的需

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将会逐渐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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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苏北省兴建蒸汽发电站需要投资

Indonesian North Sumatera Needs Investment on 
Power Station

苏北省兴建蒸汽发电站 需投资金 2 亿 5000 万

美元：北塔米纳（国油）公司表示，在苏北省兴建

1250 兆瓦蒸汽发电站所需要的投资金高达 2 亿 5000

万美元。苏北省的电力供应短缺，需要增加大约 700

兆瓦电力。

图表 26：印尼北苏门答腊省的位置（图中 A 所示）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国油公司煤气和电气商业化副总经理吉南查

（Ginanjar）在雅加达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后对记者说：

“兴建 250 兆瓦蒸汽发电站的投资金大约 2 亿 5000

万美元，但进行合作的三家公司之间尚未断定分担

的百分比”69。

69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5-10-18，http://www.shangbaoindonesia.

com/indonesia-finance/%e8%8b%8f%e5%8c%97%e7%9c%81%e

5%85%b4%e5%bb%ba%e8%92%b8%e6%b1%bd%e5%8f%91%

e7%94%b5%e7%ab%99%e9%9c%80%e6%8a%95%e8%b5%84

%e9%87%912%e4%ba%bf5000%e4%b8%87%e7%be%8e%e5%8

5%83.html

国油公司、Sojitz Corporation 公司，以及苏北省

Pembangunan Prasarana 公司，已经签署兴建 1250 兆

瓦蒸汽发电站的谅解备忘录。

此 外， 苏 北 省 省 长 任 务 执 行 官 艾 里（Erry 

Nuradi）声称，现在苏北省的电力供应量还缺少许多。

国营电力（国电）公司必须实行轮流停电，克

服以上问题。

他说，“电力供应量每天只有 1850 兆瓦，仍需

要额外的电力供应量大约 700 兆瓦”。越来越多企

业和酒店抱怨电力供应短缺。“由于电力供应短缺，

所以难以吸引投资者来苏北省进行投资”。

兴建煤气和蒸汽发电站总面积 15 公顷的土地已

办妥。除了供应短缺之外，苏北省的天然气价格在

全国属于最贵的。

与此同时，北塔米纳公司企业公关副总经理薇

安达（Wianda Pusponegoro）说，北塔米纳通过属下

公司经营亚齐省的 Arun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贸易枢

纽和再气化装置。该接收站与 Arun 至勿佬湾的开放

疏导管连接，满足亚齐省和苏北省对天然气的需要。

薇安达续说：“国电公司的数据显示，为了克

服苏北省发生轮流停电，需要的额外电力供应达到

700 兆瓦至 800 兆瓦”。“若许可申办和独立电力生

产商（IPP）采购程序能按时完成，我们定下指标，

1250 兆瓦 PLTGU 发电站的建设工程将于 2019 年竣

工。我们已储备每日 35MMSCFD（百万标准立方英

尺）天然气作为 PLTGU 发电站首要能源的供应”。

VI. 项目与合作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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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Vietnam Widens the Holding Share for Foreign 
Capital

关于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允许外商无限量

购买越南各种债券的规定 9 月 1 日已正式施行，被

期待将有助于疏通外资流入越南股市的渠道，面向

推进越南股市升级 70。

越南政府 2015 年 6 月 26 日颁发关于补充修改

58/2012/N-CP 号决议若干条款的 60/2015/N-CP

号决议，这一决议于 2015 年 9 月 1 日起开始生效。

值得一提，关于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和允许外商

无限量购买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等的规定引起了外

商特别关注。

越南财政部 2015 年 8 月 19 日也颁发 123/2015/

TT-BTC 号通知，对越南证券市场的外商投资活动

做出规定，其获得外商的高度赞赏。从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 123 号通知和 60 号决议的颁布，将

有利于进一步开放越南证券市场，又能加强对证券

市场的监管。

为何需要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和推进越南股

市升级？

越南国家证券委员会主席武鹏在 2015 年越南证

券市场年会上强调，越南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并正在

面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越南

因此不能站在全球证券市场之外。因为要通过国际

市场筹集资金，放开国内证券市场、推进股市升级

是必由之路。

70　越南开始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2015-9-21，	http://www.

cnvnlo.com/ReadArt.aspx?Article_id=44534

此外，越南财政部长丁进勇在于 2015 年 7 月在

美国举行的对越投资促进会上，已向 160 家外国投

资商表示，越南已对各家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

其总市值约达 250 亿美元，其中计划向外部投资者

出售价值约 37.5 亿美元的股份。然而，丁进勇部长

也承认，“出售的股份价值如此较高，国内投资者

一定消化不完。因此，越南政府高度评价包括美国

投资商在内的外国投资商在推进越南国有企业股份

制改革所发挥的作用”。 

外商在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可高达 100％

据 60/2015/N-CP 号决议的新规定，外商在上

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可能高达 100％。具体如下：

越南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若规定外资持股

比例限制，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上市公司从事《投资法》或相关法律规定外资

持股比例限制的领域和行业，适用《投资法》或相

关法律的规定。

上市公司从事规定适用于外商的条件而尚未明

确规定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领域和行业，外资持股

比例最高为 49％。

上市公司从事不同领域和行业而法律对其规定

不同，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其中所规定的最低水

平，国际条约另有规定除外。

不属上述场合的上市公司，外资持股不受比例

限制，公司章程另有规定除外。

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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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债券市场遇到的难题

越南国家金融监督委员会 8 月 31 日透露，今

年年初以来越南发行国库券 94.3 万亿越盾，相当于

年计划的 37.7％。2015 年 8 月初到 8 月 26 日，越

南国库虽然一直保持高的招标利率水平，但仅卖出

4.025 万亿越盾的国库券，中标利率仅为 38％。越南

国家银行上调越南盾对美元上浮幅度后，政府债券

的中标比率就暴跌，从 6 月 23 日中标利率的 50％ -

100％、到 8 月 13 日下跌到 32％。

基于最近几个星期政府债券的中标利率一直下

降，越南金融监督委员会建议：“越南国库应做出

合理调整，力争在今年最后 4 个月确保政府债券招

标发行工作如期推进。”

因此，60/2015/N-CP 号决议生效必将对正在

面临多种困难的越南债券市场带来积极影响。按新

规定，外商可以无限量购买越南政府债券、由政府

担保的债券、地方政府债券、企业债券等各种债券，

越南法律或债券发行人另有规定除外。

力争从前沿市场升级到新兴市场

目前，证券市场被分成前沿市场、新兴市场和

发达市场。越南证券市场正被归类为前沿市场。据

美国评级组织标准普尔 2013 年发布评级名单，建议

越南股市升级到新兴市场的地位。这对越南证券市

场是个积极信号。

据此，为了能升级到新兴市场地位，越南证券

市场需要满足下列 6 个指标：

其一，进一步扩大越南证券市场规模和增强证

券市场流动性。有序放宽外资对政府不必掌握控股

权的领域的持股比例限制。

其二，要完善越南证券交易所运作机制、加强

技术设施建设，面向将河内证券交易所和胡志明市

证券交易所整合为统一的证券交易所。

其三、简化证券交易中的登记手续。

其四、加强上市公司信息公开，采用国际会计

准则。

其五、注重解答外商疑惑。

其六、制定深入融入国际经济战略，充分利用

被归类发达市场的国家的支持。

目前，越南证券市场管理机构正致力于采取一

系列配套措施，力争将越南证券市场从前沿市场升

级到新兴市场。因此，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必将

为越南股市升级注入强大动力。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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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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	APPENDIX A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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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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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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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