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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新恐怖攻击浪潮与东盟经济体

南亚很有可能面临新的恐怖攻击浪潮，这也必定冲

The New Wave of Terrorism and ASEAN’s
Economic Community

击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宏远目标。
东南亚伊斯兰激进组织与 IS 的联系

2015 年 12 月 4 日，泰国警方确认伊斯兰国（IS）
已锁定该国作为袭击目标中的一个。根据俄罗斯提
供的情报，10 名伊斯兰国人士已潜入泰国，分别到
了芭堤雅、普吉岛、曼谷和一个尚未知道的地点 1。
其消息使得东盟国家开始实行警惕性措施，纷纷投
入更多资源在反恐的工作上。
图表 1：东南亚的主要激进（恐怖）组织

作为恐怖组织的“温床”之一，恐怖攻击并不
是个陌生的字眼。与以往不同的是，伊斯兰国的崛
起和它在欧美恐怖攻击的成功率让许多原教旨主义
者得到“神权上的启发”。本地区的伊斯兰激进组
织也是如此。
目前，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是激
进组织的主要基地。如图表 1 所示，五大伊斯兰激
进组织包括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印
度尼西亚的伊斯兰祈祷团（Jamaah Islamiyah，简称
JI）和它的分支、唯一真主游击队（Jamaah Ansharut
Tauhid）以及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圣战组（Kumpulan
Mujahidin Malaysia）2、担 京 基 地 组 织（Tanzim alQaeda）和鲁尔伊斯兰沙巴（Darul Islam Sabah）。当中，
阿布沙耶夫和伊斯兰祈祷团都相继宣誓效忠 IS3，即
进一步暗藏着这三方很有可能协调进行恐怖攻击活
动的危险。
此外，某些极端人士也成了 IS 的“代言人”。

资料来源：星报（资料）；海峡时报（图片）

根据马来西亚警方的消息，马哈茂德·艾哈迈德博
士（Dr. Mahmud Ahmad）暗中联系和结合东南亚的
伊斯兰激进组织，其目的就是为了在该地区成立一

当东盟将宣布经济共同体成立的时候，本地区
的恐怖攻击风险也明显地增加。因伊斯兰国的崛起，
东南亚激进组织几乎获得了新的“启发”并陆续表
明效忠伊斯兰国的领导层。种种的态势都显示出东

2

马来西亚警方采用的名字是马来西亚圣战组 (KMM) 而不是马来西亚

激进组
3

Malaysian authorities raise red flag as Abu Sayyaf declares support

for Isis movement, 马来西亚内幕者（The Malaysian Insider）, 20141

Thai police confirm genuine Islamic State threat in country, 亚洲新

9-22, http://www.themalaysianinsider.com/malaysia/article/malaysian-

闻频道 (Channel NewsAsia), 2015-12-4, http://www.channelnewsasia.

authorities-raise-red-flag-as-abu-sayyaf-declares-support-for-is.

com/news/asiapacific/thai-police-confirm/2319330.html

东南亚反恐专家认为在该地区 , 大概有 30 个激进组织已表明效忠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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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亲 IS 的恐怖网络 4。截至目前，马哈茂德博士和另

言人马哈茂德博士其实是前马来亚大学的讲师，而

外两名同僚都逃离了马来西亚，而当局相信这三人

他的两位同僚，一个是小商家，另一个是前地方官

要前往叙利亚面见 IS 的首领，阿布·贝克尔·巴格

员 7。从马来西亚警方所逮捕的人士来看，这些人的

达迪并寻求后者的支持。

职业背景要么是军官，要么就是公务员 8。这表明了
IS 的影响力已深入到东南亚精英群体当中。他们都

随着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增加它们对伊斯兰国驻
扎地的轰炸，IS 所承受的压力比以往大了许多。根

有可能成为首领，而警方也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能力
来对付这些知识恐怖分子。

据当地的消息，该组织的领导层已开始转移首都拉
图表 2：东南亚反恐演习一幕

卡的指挥部 5，而利比亚也成为首都转移的首选 6。除
了北非之外，东南亚也是 IS 的另一个转向选择。上
面所说的动态，再加上泰国警方所确认的消息，都
足以证明 IS 要把东南亚作为它的另一个可靠基地。
对东南亚各国来说，这种新旧恐怖势力的结合是该
地区最具危险的地方。
不断演变的恐怖攻击威胁
按 IS 的恐怖攻击案例，这个组织不但吸收了以
往基地组织（al-Qaeda）的精髓，它也增加了许多
新的元素。从招兵买马到恐怖攻击行动，IS 的作风
不停地演变，这也使得拥有最强的军队和最丰富的
情报网的西方国家措手不及。
就东南亚而言，IS 不但像原有的激进组织那样，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

在传统地标（清真寺和宗教场合）宣传和散播极端
思想，招募支持者，它们也同时在社交媒体（面子书、
推特、YouTube 等等）上用不同的语言（最新是中文），
招揽新成员，尤其是年轻人，投入到恐怖活动中。
这种极为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手法又快又广泛，进一
步挑战东南亚各国的互联网监管系统和甄别能力。
同样地，IS 成员们也有精英化现象。所谓 IS 代
4

IS rancang satukan sel pengganas berbeza di Malaysia, Indonesia &

以“智慧”行动来看，IS 所采取的方式也与基
地组织不一样。如果后者选择标志性目标，如政府
部门和大厦（所谓的“硬目标”）作为它的攻击对象，
前者选择的是“软目标”，如平民居住区、娱乐场所、
餐厅、社区中心等等。巴黎恐怖攻击事件和加利福
尼亚州枪击事件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此外，恐怖
分子也来自各种人士，有些是 IS 成员，有些是 IS 同

Filipina, mstar, 2015-11-14, http://www.mstar.com.my/berita/beritasemasa/2015/11/14/is-rancang-satukan-sel-pengganas/
5

ISIS senior commanders evacuate headquarters in Raqqa, transfer

7

Militants aim to unite regional terror cells to form official ISIS faction

their families to safe locations, ARA News, 2015-11-6, http://aranews.

in South-east Asia, 海峡时报 (The Straits Times), 2015-11-14, http://

net/2015/11/isis-senior-commanders-evacuate-headquarters-in-

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militants-aim-to-unite-regional-

raqqa-transfer-their-families-to-safe-locations/

terror-cells-to-form-official-isis-faction-in-south

6

8

ISIS is preparing a ‘backup’ capital in case its major center in

Seventeen nabbed, terror plans thwarted, 星 报 (The Star), 2015-

Syria falls, Business Insider, 2015-12-1, http://www.businessinsider.

4-7, 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5/04/07/seventeen-

my/isis-sirte-libya-2015-11/?r=US&IR=T

nabbed-terror-plans-thw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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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者，这使得当局难以判断哪些人被激进化，哪些

但因东南亚恐怖分子有精英化现象，各国需要寻找

人是普通穆斯林教徒。

新方式和机制来分享各自的情报。也只有这样，当
局才能监管恐怖分子的一举一动，避免许多过于保

再者，攻击者人数（有组织或无组织）也难以
掌握。恐怖分子可能是一个人，两三个人，一队人

护境内安全的措施，限制真正的技术人才到各国贡
献他们的知识和技能。

或者几队人。最后，恐怖工具也多样化。如前一段
时间伦敦地铁所发生那样，刀也成为“独狼者”的

另外，《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所设定的资金

袭击工具。除了传统的机关枪和炸弹，IS 恐怖分子

自由流动目标也可能被恐怖组织所利用。因商家也

9

也可能在未来使用化学武器 来进行恐怖攻击活动。

投入恐怖攻击的行列，他们都可以利用投资者身份

这些多变的方式都是以往从基地组织所不曾看过的

暗中资助各国的激进（恐怖）组织。虽然目前 IS 的

现象。整体来说，IS 所带来的恐怖攻击威胁是东南

资金来源并不在东南亚，但我们不能排除已经有人

亚执法单位所未曾遇到过的。

在该地区暗中赞助有心之士建立恐怖基地和网络。
马来西亚的马哈茂德博士和莫哈末就是这种关系。

恐怖公敌对东盟经济体的潜在影响
以巴厘岛案例来看，2002 年的事件把印度尼西

所以，东盟各国也需要建立资金监管机制来跟踪恐
怖组织的资金来源。

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微缩了 2%10。这一点足

当然，准确的教化也是当务之急。马来亚大

以表明，恐怖攻击是经济发展的公敌，东盟各成员

学美国 - 马来西亚所的区域数字反信息通信中心

国仍需保持高度警惕状态。更重要的是，恐怖攻击

（RDC3）13 就是为此而设立的。但总体来说，若要

威胁对确保经济一体化具有深层次的关系。

有效地推动前面所提到的方式和机制，东盟各国需

首先，恐怖袭击威胁必定挑战劳动力（技术人员）
自由流动目标。根据专家的估计，大概 500 名马来
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圣战者已前往叙利亚参加 IS11。在

要认真看待反恐的重要性，尽快谈判和达成具体的
预防措施，以免 IS 和效忠它的激进组织得到喘气和
扩张的机会。

他们当中，当局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精英分子，也不
知道多少人已回到国内策划恐怖攻击行动。这种风
险将冲击《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所定下的技术人
员自由流动的目标 12，最终也影响到经济共同体的议
程。
可幸的是，东盟各国没打算效仿欧盟那样，让
各国人民在无边界和无签证的情况之下自由流动。
9 ISIS is pursuing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with the help of scientists:
officials, 美 联 社 (The Associated Press), 2015-11-19, http://www.
nydailynews.com/news/world/isis-pursuing-chemical-weaponsofficials-article-1.2440180
10

Is Southeast Asia at risk of becoming a terror hotbed?, CNBC

News, 2015-11-19, http://www.cnbc.com/2015/11/18/southeastasia-not-at-risk-of-paris-style-attack-experts-say.html
11

同上

12

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Blueprint), 东

盟秘书处网络 , 2008, http://www.asean.org/archive/5187-10.pdf

13

Prashanth Parameswaran, Exclusive: US, Malaysia and the war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外 交 官 (The Diplomat), 2015-11-25, http://
thediplomat.com/2015/11/exclusive-us-malaysia-and-the-waragainst-the-islamic-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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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新加坡交易所调整机构结构

会员和国际业务单位，将推行专属的市场策略。

Singapore Exchange Will Adjust Its Structure
新加坡交易所将调整机构结构，合并集团的销
售和产品团队，形成三个业务单位，包括股票和固
定收益、衍生产品，以及市场数据和连接，以简化
内部等级层次，提升营运效率，从而以客户为中心，
提供更加全面的产品和服务方案。
图表 3：新交所网站主页

配合业务结构变化，集团也有一些人事变动。
总裁拉玛斯瓦米（Muthukrishnan Ramaswami）的负
责范围扩大，包括营运与科技、市场数据和连接、
会员和国际业务。销售与客户主管周士达将成为股
票和固定收益主管。上市部主任兼中国业务主管黄
良颖着重发展中国业务。
新交所首席执行长罗文才说：“交易所业务快
速变化，竞争日益激烈，新交所有必要保持灵活。
这些变化将创造更简单和扁平的结构，让我们更有
效率，来应对挑战并把握机会”。
新 加 坡 交 易 所（Singapore Exchange； 简 称：
SGX、新交所）于 1973 年 5 月 24 日正式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 1 日由新加坡证券交易所（SES）和新
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合并而成 14。它是亚
太地区首家把拥有权和交易权分立，并把证券和衍
生商品集于一体的综合交易所，在吸引国际投资者
及灵活应变方面占据领先优势 15。新加坡交易所已经

资料来源：http://www.sgx.com/wps/portal/sgxweb/home

成为了中国香港联交所之外首个设立中国企业直接
上市渠道的海外交易所。中国企业既可以“红筹”

新的股票和固定收益业务部门包括了股票和债
券挂牌、交易和交易后业务以及证券产品销售，让

模式在新加坡上市，也可经由证监会审批等程序而
直接在新加坡上市 16。

新交所能够更有效地为机构和散户投资者、会员以
及企业提供整套价值链服务。该部门直接向首席执
行长报告，显示了集团对加强证券市场的强调，并
改善市场流动性，吸引股票和债券上市。衍生产品
部门包括利率、货币、证券指数、商品、衍生产品
销售以及子公司能源市场公司，直接向首席执行长
报告。市场数据和连接部门负责开发数据和指数服

14

新 加 坡 交 易 所 网 站 简 介，http://www.kanguowai.com/site/1898.

html
15

《今日之新加坡交易所（SGX）》，《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3

年第 6 期，第 66 页

务，以及连接方案，向集团总裁报告。另外，新交

16

所把中国、香港、印度、日本和英国的办事处归于

捷 年 内 可 参 与 众 筹 平 台，2015-6-16，http://www.nb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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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访 新 加 坡 交 易 所 执 行 副 总 裁 黄 良 颖： 中 企 新 加 坡 上 市 更 快

articles/2015-06-16/923343.html

印尼政府鼓励企业拓展东盟业务

同时，印尼统筹经济部旗下国际金融合作部门的代

Indonesia Encourages Industry Players to Expand
Business in ASEAN

表里扎尔（Rizal Affandi Lukman）表示，在原产品
价格大幅下滑的趋势下，印尼企业应该乘势为原产
品提供附加价值并出口国外，以提升相关领域产品

伴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AEC）的来临，印度

的竞争优势。

尼西亚政府鼓励国内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
业，将业务开拓至东盟其他成员国，以改变目前高

根据印尼中央统计机构（BPS）的资料，印尼在

度集中在内销的市场发展模式。尽管印尼本身已有

10 年间，即 2006 年至 2016 年，预计将新增 400 至

着庞大的消费市场，但通过积极的对外贸易，才能

600 万家企业，推动国内企业总数飙升至 2600 万至

有效提升其产品的开发素质与市场竞争力。

2900 万家，绝大多数属于贸易与服务领域 18。当中，
属于制造业与贸易类型的企业占总数的 44%。印尼

印尼官方的数据显示，目前印尼的出口占国内

企业数量如雨后春笋般激增，无疑显示着印尼国内

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仅为 24%，远远低于东盟

消费市场的惊人需求量。一旦这些企业都参与对外

其他主要的经济体；而邻国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出

贸易，相信绝对有助于提升印尼的出口表现，甚至

17

口占 GDP 比例则可高达 60%-70% 。相关数据反映

带动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

出，基于印尼的庞大消费市场，多半企业都习惯于
不仅仅是对东盟的区域贸易，印尼政府近期也

内销的“舒适圈”。

积极鼓吹国有企业到东盟其他国家进行投资，以迎
图表 4：印尼石油公司（Pertamina）拥有东南亚

合共同体时代的降临。在印尼国有企业部的积极带

最大的润滑剂生产线

动下，印尼国家银行（BNI）与印尼国家石油公司
（Pertamina）都分别在缅甸开拓业务 19。相关的活动
与部署已意味着，印尼政府已主动投入东盟共同体
的运作，让国内企业能在这一整合的趋势中分一杯
羹。

老挝提出东盟经济特区准则议案
Laos Suggests Common Standards for SEA SEZs
老挝即将在 2016 年接替马来西亚成为东盟轮值
主席国，而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成立，老挝将会
资料来源：雅加达邮报

在协调东盟十国的经济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老挝敦促东盟成员国共同

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设立，在零关税与货物
自由流通的大前提下，印尼政府目前正积极推动国
内企业向东盟其他成员国进行更多的对外贸易活动。

18

Indonesia enterprises growing by up to 6 million a decade，2015-

12-10，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5/12/10/indonesiaenterprises-growing-6-million-a-decade.html

17

Domestic industries should expand to regional markets，2015-

19

SOEs Minister encourages Pertamina to expand business abroad，

12-2，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5/12/02/domestic-

2015-12-11，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5/12/11/soes-

industries-should-expand-regional-markets-ministry.html

minister-encourages-pertamina-expand-business-abr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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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东盟区域性的经济特区准则。根据老挝工业与

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东盟社会 - 文化共同体等

贸易部长开玛尼·奔舍（Khemmani Pholsena）的说法， 三大支柱建设的各项行动计划以及《万象行动计划》，
有鉴于东盟各个成员国都各自发展不同的经济特区， 就是在老挝主持下通过的，而相信这一次老挝也会
因此应该建构一个共同的经济特区架构 20。

更为主动，推动落实各项东盟经济相关项目。

经济特区为一个国家特别被划分的地区，一般

有关信息表明，老挝的领导层有意推动东盟一

地该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法规并不会在这个地区实施， 体化倡议（Initiative for ASEAN Integration，IAI），
且经济特区会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

以解决东盟地区发展差距的问题，而第三个东盟一

免、降低关税、补贴、获得低工资的劳动力、更容

体化倡议将在 2016 年推行。老挝在参与东盟一体化

易进接当地市场等，以吸引国内和外国直接投资。

方面显得相当积极，也致力于支持经济融合。

图表 5：龙庭万象经济专区

有鉴于此，推行一个共同的经济特区架构、准
则对东盟而言，也是实施一体化的重要议程之一。
根据东盟与东亚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植木靖
（Ueki Yasushi）的说法，经济特区是东盟较为贫穷
的国家吸引外商投资的关键点，尤其是在柬埔寨、
老挝、缅甸等国，只有经济特区才能吸引跨国企业
提供基础建设以及其他产业 22。
东盟国家建设的经济特区也吸引了不少国家的
注意；这些经济特区除了以经济为主同时也带有地

资料来源：SNCSEZ LAO

缘政治的意义。以更为注重与亚洲的经贸关系的俄
罗斯为例，俄罗斯正想缔造一个泛东盟欧亚联盟自
由贸易协议，而这能透过与越南现有的协议扩展至

老挝本身目前拥有 11 个经济特区，不过却雄心
勃勃地计划在未来建造 41 个经济特区和经济专区。

与泰国以及其他东盟国家的合作，不过缅甸、柬埔寨、
老挝基于经济差异，在合作方面仍有一些问题 23。尽
管如此，在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确实将为 像俄罗斯

开玛尼·奔舍曾表示，东盟经济共同体成立之

这样的国家的投资者带来了利润，而老挝若是在担

后的下一步是达成共识，说服其他九个成员国在充

任轮值主席国的一年中加强东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准

满竞争的情况之下同意遵守同一个法则，这对老挝

则方案的建设，将能为老挝本身以及东盟整体带来

21

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

更多经贸发展的机遇。

不过，与缅甸 2014 年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相比，
老挝显得更有经验；老挝在 2004 年就曾担任过轮值
主席国，东盟各成员国通过关于东盟政治 - 安全共

20

Laos pitches common standard for Southeast Asian SEZs，2015-

12-2，http://asia.nikkei.com/Politics-Economy/Policy-Politics/Laospitches-common-standard-for-Southeast-Asian-SEZs
2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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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同上

23

The “Asian Sea Arc” and Russia’s “ASEAN Pivot”. Geo-

Economic Shift towards South East Asia，2015-10-24，http://www.
globalresearch.ca/the-asian-sea-arc-and-russias-asean-pivot-geoeconomic-shift-towards-south-east-asia/5484363

越南经济呈正面增长

增长了 9.2％，主要得益于制造业的出口，特别是高

Vietnam’s Economy Shows Positive Growth

科技产品，如手机、电子产品和电脑等 25。

近年来，全球经济动荡，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
有所放缓，越南虽然受到影响，不过根据世界银行的
《Taking Stock》报告，越南尚能应对这一局势而呈
现出良好的表现，而该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额（GDP）

除此之外，越南的中期前景仍然乐观，预计增长
将会保持强劲，而通货膨胀率较低，不过缓慢的体制
改革进展将对中期增长带来风险，而实施财政整顿的
延误可能会对债务可持续性造成不良的影响。

估计为 6.5%24。
越南的 GDP 指数的表现，主要是基于较强的内
部需求和消费、强劲的出口表现、低通货膨胀率、增
长的投资率等因素。
图表 6：越南历年国内生产总额

该报告也指出，务实的宏观经济管理对重建政
策缓冲、防范未来的冲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财政整
顿、结构性改革和进一步积聚外汇储备等措施将有助
于减少越南所面对的经济弱点。
这份报告也触及了《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这份协议预料将为越南带来不少利益，包
括了改善市场准入，以及在越南的下一阶段结构改革
的抛锚。
在现有的 TPP 签署国当中，越南是人均 GDP 最
低的国家之一，但这也为该国带来了独特的优势，尤
其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经济影响方面，未来 20
年内，TPP 预计将会促进越南高达 8% 的 GDP 增长，
17% 实际出口增长、
12% 股本等。
尽管有各种实现挑战，
TPP 对越南的影响预计将是正面的 26。
越南今年前 3 季度 GDP 成长率扩大为 6.5％，反
映内需强韧与外销导向制造业表现优异，该国的经济

资料来源：http://www.property-report.com/

前景依然乐观，今年 GDP 成长率估约 6.5％，明年则
为 6.6％ 27。

对越南而言，这是一个巩固宏观经济、稳定和重
建政策缓冲、控制财政失衡和解决银行业的漏洞的时
机。
这份报告指出，更好的宏观经济条件有助于保持
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在对外贸易方面，越南的出口表
现依然强劲；与去年同期相比，越南的累计出口成交
25

同上

Outlook，2015-12-02，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

26

同上

release/2015/12/02/vietnams-economic-recovery-firms-up-with-a-

27

越 南 今 年 GDP 成 长 率 世 银 估 6.5 ％，2015-12-02，http://www.

positive-outlook

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202005488-260410

24

Vietnam’s Economic Recovery Firms up with A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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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后的缅甸经济：挑战颇多但前景明朗
The Economy of Myanmar after the Election:
Challenges But Bright Prospects

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29。
无论 2015 年大选对国家民主化前景的影响如
何，大多数普通民众最关心的恐怕是新政府能否带

缅甸，一个长期徘徊于世界政治经济边缘的国

领缅甸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即使宪法能最终允许

家，近期被频频讨论。究其原因，一是其作为连接

昂山素季参选总统，但昂山素季是否能治理好缅甸，

东南亚、南亚经贸往来的关键结点，丰富的自然资

还有待考验。吴登盛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

源和巨大的利益空间吸引了各方眼球。二是自 2015

革措施，促使缅甸经济朝着逐渐好转的趋势发展，

年 11 月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NLD）赢得全国大选

但相比于其他东盟国家，缅甸经济与之差距仍然较

压倒性胜利后，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再次引起世界广

大。另外，缅甸国内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等，

泛关注。缅甸的经济发展前景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

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国家经济进步。国际方面，

特别是本次大选结果将直接影响缅甸未来经济走向。 缅甸经济受域外大国的影响颇大。美国、欧盟国家
都保留了在必要时候对缅甸国家及个别人物进行经
图表 7：缅甸近年来宏观经济数据

济制裁的权利。
尽管存在着国内国际方面的诸多挑战，但缅甸
经济改革的前景已经逐渐明朗化，政府正在稳步推
进改革进程。正如美国环球通视有限公司亚太首席
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指出的那样，“尽管存
在政治和经济挑战，但如果缅甸政府继续实行改革
计划，缅甸就可能成为东盟的下一只经济猛虎”30。

资料来源：缅甸国家计划与经济发展部统计数据

石油收入依然左右文莱经济成长
Brunei’s GDP Growth Still Depends on O&G Revenue

对于缅甸民主化的前景和经济走向，大部分西
方国家均表示肯定和支持，但也有怀疑的声音存在，
比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著名学者托马斯·卡
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就认为：“半个多世纪
以来，缅甸所经历过的选举，要么被操纵，要么无效”，
卡罗瑟斯的结论是：“经济变革了？可能。民主转
型呢？这就为时过早”28。同时，对于民主化进程的
讨论不能脱离缅甸当前的政治经济实际。缅甸最大

尽管文莱在多年前已严肃看待其经济多元化的
发展问题，但至少在未来的 5 年内，该国的经济动
向依然被石油领域的前景与价格走势所掌控。伴随
着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走低，经合组织（OECD）在
其最新的报告中预估，文莱未来 5 年的经济成长将
在原油价格重新上扬的趋势下，取得 1.8% 的年均增
速 31。

两个的实际情况就是：第一，缅甸是世界上最不发
达的国家之一。第二，缅甸国内社会势力长期形成

29

缅甸 2015 年大选与民主化前景分析，《战略决策研究》，2015 年

第 4 期，第 98-99 页
30

缅甸：亚洲下一只经济猛虎，2012-4-19，http://news.xinhuanet.

com//world/2012-04/19/c-12300485.htm
28

缅 甸 正 在 民 主 化 吗？ 2012-4-10，http://m.ftchinese.com/

story/00104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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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Brunei GDP to grow by 1.8% in 2016-2020: OECD，2015-12-

5，http://www.bt.com.bn/business-national/2015/12/05/brunei-gdpgrow-1-8-2016-2020-oecd

无论如何，即使取得正面的经济增速，文莱依

文莱新任财政部副部长兼文莱经济发展委员

然将是东盟增速最低的成员国。根据经合组织的说

会主席莫哈默阿敏（Dato Paduka Dr Hj Mohd Amin

法，其他东盟成员国都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外来直接

Liew Abdullah）表示，在他未来 5 年的任期内，将

投资（FDI）、基础设施发展、旅游业活动等。

会致力于将该国的经济多元化，并创造更多优质的
就业机会 33。但过去多年以来，文莱都一直强调要摆

文莱在 2013 年与 2014 年分别取得 2.1% 与 2.3%

脱过渡依赖石油收入的现况，转向吸引更多外资前
的负增长，更在今年第一季写下 6.6% 的负增长新高。 来开设业务并带动国内就业机会，只是成效并不显
虽然今年第二季度重新取得 1.5% 的正增长，但文莱 著。
经济策划与发展局（JPKE）预计，2015 年全年的国
内生产总值（GDP）依然同比下跌 0.8%32。这反映出，
文莱的经济走势，依然受到国际原油价格走势的影
响。

图表 8：文莱经济成长落后于东盟五强及全球表现

资料来源：文莱经济策划与发展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东盟 5 强指的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与越南

32

Brunei Darussalam Recent Economic Performance，http://

33

Brunei’s GDP growth trails behind other ASEAN economies，

www.depd.gov.bn/DEPD%20Documents%20Library/NDP/Policy%20

2015-12-7，http://www.bt.com.bn/business-national/2015/12/07/

research/Brunei%20Darussalam%20Recent%20Economic%20

brunei%E2%80%99s-gdp-growth-trails-behind-other-asean-

Development.pdf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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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经合组织对东盟十国 2016-2020 年的
经济增长预测

在 2015 年表现不甚理想，甚至市场进一步预测，
2016 年该领域将有可能迈入寒冬。
图表 10：今年 1 月至 10 月的住房贷款申请与批准

资料来源：文莱时报

事实上，文莱在促进经济多元化的步伐上，更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根据

应该关注旅游业的发展。毕竟，文莱可以在历史、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数据整理

文化、宗教等方面为观光旅客带来不同程度的惊喜。
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研究，文
莱是其中一个被列入研究范围的伊斯兰国家，并针

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放缓是有迹可寻的。自全球

对其社会、经济、历史、旅游等数据进行分析，以

主要经济体以宽松政策疏解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归纳出一套伊斯兰文化旅游的发展蓝图 34。因此，符

马来西亚的房地产在 2010 年至 2013 年期间进入了

合伊斯兰文明的旅游项目与景点将值得文莱去关注

一个相对“疯狂”的涨势。马来西亚政府与中央银

与发展。

行便在 2014 年开启了多重打房政策与措施，来缓和
交易过热与价格高企的现象。
政府与央行的联手行动确实取得奏效，自今年

马来西亚房地产 2016 年步入寒冬？

初以来，房地产价格的增长已明显放缓。根据马来

Malaysia Property Market to Continue Downtrend
in 2016

西亚房地产服务与估价部门的数据，今年第三季的

马来西亚 2015 年 4 月份消费税的启动，以及令
吉汇率自年初以来的大幅走软，外加许多内忧外患
的经济与政治因素，已造成马来西亚民众的消费力

房地产价格指数按年增长 5.4%，低于第二季的 7.5%，
这也是自 2009 年第三季以来的最低增速 35。全国的
房地产平均价格为 31.2 万令吉（约合 7.25 万美元），
而首都吉隆坡的平均价位则达 71.8 万令吉。

显著降低。当中，过去数年非常活跃的房地产领域

事实上，今年初以来，许多房地产开发商，尤
其在柔佛依斯干达特区的开发商，都选择延后推介

34

Brunei included in UNWTO Islamic tourism study，2015-11-17，

http://www.bt.com.bn/news-national/2015/11/17/brunei-included-

35

unwto-islamic-tourism-study

web/guest/main-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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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House Price Index 2015 Q3，napic.jpph.gov.my/portal/

新楼盘，并重新检讨推介项目与现有项目促销的策

市场振奋的消息 37。

略。马来西亚房地产发展商会主席拿督斯里法迪依
斯甘达表示，全球经济低迷、原油价格下滑、令吉

房地产开发商延后推介新盘，以及房地产价格

贬值等也都是影响马来西亚房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36。

放缓，并没有重新激起市场的购买人气，另一原因

因此，他也呼吁政府推出一些积极措施，协助维持

是马来西亚银行界仍然收紧贷款。根据央行在 11 月

房地产市场的动力。

30 日公布的 10 月份数据，申请房屋借贷的数额高
达 181.6 亿令吉，而银行批准的总额仅达 88.9 亿令吉，

图表 11：马来西亚房地产价格指数

批准率低于 50%，仅为 48.9%38。而回看今年初至今
的表现，银行批准率仅在 50% 之间徘徊，远远低于
过去数年接近 70% 的批准率。
因此，在购屋者借贷“无门”，新盘推介放缓，
现有楼盘依然供过于求的趋势下，马来西亚房地产
在 2016 年预计将会出现下滑的趋势。根据马来西亚
安邦团队的观察，在半城乡地区，尤其是远离首都
约 30 公里以外的地区，房地产价格将会出现 5%-10%
的降幅。相关趋势已可以从房地产销售网站与拍卖
网站中看出一斑。

柬埔寨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加
Cambodia Sees Increase in FDI
自从 1999 年柬埔寨成为东盟成员国、2004 年加
入世贸组织以来，该国的经济在区域经济的带动下，
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柬埔寨的进出
口基本上保持连年增长、投资发展状况良好。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房地产服务与估价部门（JPPH）

柬埔寨的优势包括了成本较低、贸易限制少，
加上该国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支持外商投资，以

尽管在 10 月份公布的 2016 年财政预算案中并
没有延续上一年打压房市的政策出台，但除了承诺
兴建更多的“一个马来西亚人民房屋机构”
（PR1MA）

及强大的市场活力和市场高度自由化、日益提高的
劳动力资源，低廉的人工费用等因素，让柬埔寨更
是受到了成为各国商企界、投资者的瞩目。

等可负担房屋外，马来西亚政府基本上没有提出令
37

2016 年财政预算案重点，2015-10-23，http://www.enanyang.my/

news/20151023/2016%E5%B9%B4%E8%B4%A2%E6%94%BF%E9
%A2%84%E7%AE%97%E6%A1%88%E9%87%8D%E7%82%B9/
38
36

经济低迷银行收紧条件 50% 首次购屋者房贷被拒，2015-11-19，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nation/gn50159

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Oct 2015，http://www.bnm.gov.my/

index.php?ch=en_publication_catalogue&pg=en_publication_msb&eId=
box1&mth=10&yr=2015&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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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联 合 国 贸 易 和 发 展 会 议（United Nations

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成立，东盟成员国在柬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埔寨商贸投资中将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不过，

和东盟共同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外商直接投资

我们相信其他国家和区域，如印度、韩国、美国、

（FDI）持续地涌入柬埔寨。

欧盟成员国等在柬埔寨的投资比重也将增加。

图表 12：位于柬埔寨的一家工厂

这也意味着柬埔寨必须改善其经商环境、劳动
关系以及有更为稳定的政治局面。目前柬埔寨还需
要在农业、教育、保健等领域加强投资，而这些领
域对柬埔寨而言也具有长期、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
发展的重要意义。
前述投资报告也指出，自 2014 年以来，日本制
造公司，如日本发条（NHK Spring）、丰田、电装
公司（Denso）等增加了在柬埔寨的投资；中国企业
也大幅度地增加了基础建设和制造业的活动，当中
有些中国企业是基于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压力而搬迁

资料来源：http://englishnews.thaipbs.or.th/

至柬埔寨的 41。
柬埔寨目前正致力于招揽不同国家的投资者，

根据《2015 年东盟投资报告》，流入东盟国家

如邻国泰国 42、印度 43、俄罗斯 44 等。柬埔寨和一些国

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 16% 至 1360 亿美元。柬

家的贸易额正在下降，如 2013 年和俄罗斯的双边贸

埔寨、老挝、越南、缅甸四国的外商投资总额的增

易为 6040 万美元，而 2014 年却下滑至 4810 万美元，

长率则降低 3%，这主要是基于流入缅甸的外商投资

因此该国正与这些国家改善、加强贸易关系 45。

额减少所导致的 39。
柬、老、越、缅四国在 2014 年里的外商直接投
资总额为 127.8 亿美元，柬埔寨则增长了 17 亿美元，
同比增加了 5 亿美元。随着该国的劳工价格仍然普
遍偏低、高速经济增长、投资环境的改善等，预料
其外商投资将会持续增加 40。
中国仍然是柬埔寨的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国，占

41

同上

总额 35%，其余的则主要是来自其他东盟国家。至

42

Thailand, Cambodia agree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trade

于日本，虽然和 2013 年相比的投资额增加了超过一

and investment，2015-12-07，http://www.nationmultimedia.

倍，不过日本仍只是第七大投资国，和中国投资额

cooperation--30274410.html

相比相差甚远。

com/business/Thailand-Cambodia-agree-to-strengthen43

Cambodia Aims to Boost Business with India，2015-12-08，

http://www.khmertimeskh.com/news/18478/cambodia-aims-toboost-business-with-india/
39

Kingdom shows narrow but strong FDI growth，2015-11-27，

44

Investment Protection Law with Russia Set to Pass Senate，

http://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kingdom-shows-narrow-

2015-11-12，http://www.khmertimeskh.com/news/17761/

strong-fdi-growth

investment-protection-law-with-russia-set-to-pass-senate/

40

4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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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Thai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Makes Progress
据有关信息，约 6500 万泰国人口中，近 40% 左
右的劳动力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所创造的生产总
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6% 左右。近年，泰国有
关部门和商业银行等积极改进农业环境，加强发展
农业的力度。以泰国商业银行盘古银行的“农业发展”
项目为例，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方面。
按照中国商务部的报道，泰国盘谷银行以扶持
农业、稳固国本的角度关注农民及农业问题，跳脱
出商业利益，创立了扶持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培训农民知识，并协助农民寻找市场及建立农业合
作团体的“农业发展”项目。长久所累积的农业及
农民问题需要长远的规划与提升。盘谷银行“农业
发展”项目经过自 1999-2000 年的实际考察与探访，
发现了制约农业及农民发展的多种因素，同时有创
意性地启动了“农业发展”项目 46。
“农业发展”项目的具体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
为农民提供知识与技术培训；为农民牵线搭桥，寻
找市场；协助组织农业合作团体，共同发展致富；
提供融资，为农业发展提供助力等 47。中国商务部泰
国处总结出以下重点：
1. 为农民提供知识和技术培训
这其中包括提供种植、养殖知识和技术培训。
为解决农民缺乏种植、养殖技术的问题，盘谷银行
每年通过举办座谈会、讲座，如“知识交流”活动，
进行知识培训，推动信息及先进的农业种植、养殖
技术得以普及。由此调整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及农产品质量，使生产更符合市场对质
量、数量、价格及上市时间的需求，从而达到增加
农民收入，促进农产品出口国际市场的目的，并解

46

决农民脱贫的问题。
2. 对农民进行财务及金融知识培训
农民收入以现金方式结算，而且收入时间比较
集中。一旦获得收入后，大多数的农民将现金放在
手中，不知如何处置才能使其升值。银行专门举办
财务管理及金融理财等活动，为农民提高相关知识，
使其合理利用现金，并有效投资。
3. 为农民牵线搭桥，寻找市场
因为多数的农产品出口者不具备拓展市场的能
力，农产品采购商又无法管理农产品的生产，
因此“农
业发展” 项目为农产品生产者与农产品生产管理者
及市场开发商牵线搭桥，共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农
业生产模式。银行作为这一发展模式中最重要的一
环，以举办商业配对活动的方式，为生产和出口方
创造见面机会，从生产到消费者之间建立一个高效
的连结。银行还为“农业发展”项目中的会员，举
办农产品展销会，该展销会已连续举办十次。这一
展销会使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直接与消费者见面，一
方面消费者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另一方面，
农产品生产者通过直接面对消费者，了解市场的需
求，调整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更多迎合市场的需求，
以此创造更高附加值。
4. 协助组织农业合作团体，共同发展致富
尽管农民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可以生产高质
量的农产品，但是产量却受到土地面积小，人手少
或资金不足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产量小就无法满足
市场的需求，因此，建立“农业发展合作团体”可
以集合团体内的农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增强
扩大市场的能力。银行通过褒奖优秀“农业发展合
作团体”带头人的方式，鼓励农业合作团体的稳健
发展与进步。

盘 谷 银 行“ 农 业 发 展” 的 措 施，2015-11-30，http://th.mofcom.

gov.cn/article/jmxw/201511/20151101197776.shtml
4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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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农业在泰国经济中占比趋势

资料来源：泰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办事处

   5. 提供融资，为农业发展提供助力

有关报道显示，就技术进步而言，菲律宾国家
输电网坚持应用国际标准，加强国际交流，推进技

银行支持试验性农业技术项目的投资。如这些

术进步，建立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覆盖全国范围

技术的试验结果良好，并且具有经济价值，或是自

的调度自动化系统，建成了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并

身开发创新的新技术发明，经过审核后，银行以特

形成了完备的防台风、防火、防洪水工作体系。在

别利率贷款给予支持，以此帮助农民降低成本、提

科研及标准制定、智能电网发展和可再生能源接入

高生产效率，生产出高质量，保护消费者安全的产品。 方面，NGCP 也取得进步。2014 年，涵盖电网规划
2011 年至 2014 年，银行为家禽、家畜、海产养殖业， 建设，运行以及维护的 109 个标准全部制定完成 49。
水果、橡胶、油棕种植业者在内的 7838 户农民提供
NGCP 指出，这些项目包括 Tiwi 变电站升级

“农业发展”项目信贷达 456 亿泰珠 48。

（2.0098 亿元），Naga 变电站升级（6969 万元），
上述信息表明，泰国盘古银行为泰国的农业发

克 拉 克 -Mabiga 69 千 伏 输 电 线 路（5828 万 元），

展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和操作经验，可为有关

描 沓 安 230 千 伏 电 网 加 固（3.5988 亿 元） 以 及

部门参考借鉴。

Hermosa-San Jose500 千伏输电线路（1996 万元）。
这五个项目总投资达 7.0879 亿元。这仅仅是 2016 年
的指示成本，而不是整个项目的成本 50。

菲律宾国电着手准备明年新计划
NGCP IS Preparing A New Plan for Next Year

NGCP 明年分配 50.2 亿元用于其他项目，包括
输电线路和设备维修和更换（29 亿元），电力批发
现货市场（WESM）的规则和准则合规性维护（3.268

菲律宾电网运营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NGCP）

亿元），电信及 SCADA 系统的维护和扩展（13.5817

已向该国能源监管委员会（ERC）提交明年 80.5 亿

亿元），以及企业基础设施，安全和信息技术支出

元的资本支出（CAPEX）计划。

（4.3876 亿元）。此外，该电网运营商还安排 23.1

该电网运营商表示，其申请在 12 月 11 日提交

亿元用于购买五处资产。

能源监管委员会，为明年五个新项目和 4 项技术升
级，包括企业支出和五项资产收购活动，明年的资
本支出总额达到 80.5 亿元。

49

菲 律 宾 国 家 电 网 公 司 工 作 纪 实，2015-11-18，http://epaper.

comnews.cn/news-1119634.html
50
4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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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电 明 年 资 本 支 出 达 80.5 亿 元，http://www.shangbao.com.ph/

jjxw/2015/12-15/46372.shtml, 2015-12-15

图表 14：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一景

的实践，NGCP 将为菲律宾电力工业培养更多的人
才，为行业发展发挥作用。
然而，在与菲律宾国家电网合作方面，目前尚
存在一定问题。例如，2015 年 2 月，菲律宾能源部
长佩蒂拉表示，16 名在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工作的
中国技术人员在今年 7 月之前被送回中国。菲律宾
政府希望菲律宾的国家电网营运逐步由菲律宾人掌
控。资料显示，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也是持有菲律宾
国家电网公司（NGCP）股份的一个公司，占其 40%
的股份。
佩蒂拉说，马尼拉有关决定是出于“国家安全”

资料来源：国际商报

的考虑。此前，菲律宾有批评认为，由于中国政府
经营的公司占有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 40％的股份，
菲律宾电力行业已经感染了“国家安全病毒”。菲

另据国际商报信息，菲律宾国家输电网成功运
营，确保了电力安全、稳定、可靠供应。未来，菲
律宾国家电网将进一步发展：一是随着棉兰老岛至
维萨亚岛高压直流联网工程的实施，菲律宾将实现
全国联网，并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形成电力
能源资源在全国优化配置的局面，这将是一个重大
历史性里程碑，对菲律宾电力行业的发展具有重大
作用。二是城市电网安全可靠性将进一步提升，按
照 NGCP 电网规划，随着 500kV/230kV 主网不断增
强，将形成多个环网和网格结构，城市电网特别是
大马尼拉地区、宿务市、达沃市的供电可靠性将大

律宾政府认为，菲律宾专家具有足够的经验技术完
成中国技术人员的工作。
据报道，菲律宾内政部长曼努埃尔·罗哈斯说，
中国应将菲律宾国家电网的运营权移交给菲律宾人，
因为掌握本国电力供应的控制权对这个国家来说非
常重要。“外国人掌控电网让人感觉不舒服”。由
于南海争端，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近几年趋于紧张。
中国、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和越南等国都分别
主张拥有南海部分或全部主权，争议近年持续升温，
其中菲律宾与中国在这方面的摩擦尤为激烈。

幅提升，对菲律宾经济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三是
可再生能源将获得长足发展，根据菲律宾能源规划，
今后将有近 3000MW 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届时将
达到电网总装机容量的 10% 以上，NGCP 正在积极
应对这一挑战，确保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并入电网并
稳定运行，实现政府确立的发展目标。四是电网的
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将不断提高，随着老
旧设备不断更新改造，大量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
NGCP 电网管理水平将不断提升，电网快速反应能
力进一步增强。五是电网技术和管理人才将大量涌
现，通过大电网建设、大项目实施，国际标准和实
践的学习和应用，关键技术问题的研究，同业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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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印尼将发挥经济特区优势

映政府为企业界提供机会和便利经营”。

Indonesian SEZ Wi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近期，印尼政府表示将颁布新政策，推动此前
指定的 8 个经济特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佐科
威总统主持小组会议时表示：“我要求采取新的措

由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敏、央行总经理阿古斯、
财政部长班庞、国务秘书部长帕拉迪诺、内阁秘书
帕来摩诺等几位部长出席的会议，也讨论政府颁布
的第五轮经济政策配套。

施，以便能最大限度发挥所指定的 8 个经济特区的
作用”。

另外，11 月初，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将允许外
国投资者经营国内的经济特区。这是政府吸引外国

图表 15：印尼政府已指定的 8 个经济特区

资金计划的措施之一 52。
印尼投资统筹机构（BKPM）主任弗兰奇说，
新加坡和中国投资者已经表达在特区投资并负责管
理的意愿。根据这项新的计划，外国公民也将能在
这些经济特区内拥有住宅物业，并有资格获得 20％
到 100％的所得税优惠。这些措施同越南之前宣布
的类似。越南也允许外国人管理特区，这些特区能
按自由贸易条例、低税率受惠，并能有更好的基础
设施，以推动制造业和出口。
弗兰奇说：“我们正在斟酌如何让外国投资者

资料来源：印尼商报

管理经济特区，探讨他们能否吸引制造厂商进入特
区。政府还在考虑是否要向投资者补还修建道路等
基础设施方面的开支。“毕竟，基础设施建设是政

他强调说，最大限度发挥该 8 个经济特区作用，

府的责任”。

将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因为经济特区将带来投资、
印尼工业区协会主席山尼欢迎政府提出这项计

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活跃经济 51。

划，认为这会给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大的法律确定性。
“投资将流入我国，以致能大量创造就业机会。

他说：“这肯定会吸引许多国家的资金流入”。

提供奖励和各种便利将消除企业界的疑惑，同时反
印尼政府在过去两个月来已宣布了五套政策。
51

政府将颁布新政策，最大限度发挥 8 个经济特区，Sunday, October

第六套计划随后公布。

25th, 2015，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ce/%
e6%94%bf%e5%ba%9c%e5%b0%86%e9%a2%81%e5%b8%83%e
6%96%b0%e6%94%bf%e7%ad%96%e6%9c%80%e5%a4%a7%e9
%99%90%e5%ba%a6%e5%8f%91%e6%8c%a58%e4%b8%aa%e7

52

%bb%8f%e6%b5%8e%e7%89%b9%e5%8c%ba.html

com/news/sea/story20151105-54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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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尼 将 让 外 资 管 理 经 济 特 区，2015-11-5，http://www.zaobao.

2019 年经济特区，从目前八个增至 25 个

GDP 达 1800 美元 54。

据弗兰奇说，佐科政府正在准备一项行政命令，

越南人民报分析指出，老挝政府已在宏观经济

给予在经济特区投资者财政奖励。政府的目标是到

管理和运行中做出努力，其中最突出的是与包括很

了 2019 年，设立 25 个这样的特区。问题的关键是，

多亚洲合作伙伴在内的许多国家扩大经济合作、交

我们要鼓励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才会吸引（能建设的） 流，推动经济发展。老挝政府有关经济社会情况的
经济特区的投资者到来。目前有八个特区，我们希 议定草案和 2015-2016 年度财政预算计划所示的目
望到了 2019 年，再增添 17 个。其中 10 个特区将着

标是 GDP 增长 7.5% 以上，人均 GDP 达 2000 美元

重发展旅游业，其余以矿产开发、渔业发展等为主。

以上，贫困户比率下降至 6.11%，小学、初中入学
率分别为 99% 和 81%，职业技术培训入学率增加至

根据目前的经济特区法规，能够获得土地使用

20%，婴儿死亡率下降至 45 ‰以下。

权 30 年，可延长 10 年两次。弗兰奇认为，这个期

图表 16：老挝首都万象的夜市一角

限应加长。“或许，我们把土地所有权定为 50 年，
并允许延长 15 年两次？或把总期限定为 80 年？这
预计能吸引要建旅馆等设施的旅游业投资者”。

老挝经济良好为投资带来机会
Laos Create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Investment
2015 年是老挝经济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2011-2015）的最后一年，同时也是老挝国庆 40

资料来源：高平省官网

周年（1975.12.2~2015.12.2）。目前，老挝经济继续
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开创许多发展机遇 53。
为了主动迎来东盟共同体的机会，老挝政府近
2015 年，老挝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通

期已开展服务于建立东盟共同体的许多核心工作，

货膨胀率较低，仅为 1.33%，许多重要经济指标得到

其中致力于提高民众对东盟共同体的认识和了解，

了实现。老挝计划投资部部长宋迪·隆迪称，2015

对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做出有关提高老挝企业能力

年老挝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增长 7.5%，截至 2015 年 8

的规定，开发人力资源，发展基础设施以服务于经

月底，
老挝、
外国投资商开展的投资项目约有 1590 个， 济互联互通和区域一体化。
投资总额为 29 亿美元，完成既定目标的 148%，银
除了东盟共同体建成带来的利益以外，老挝经
行信用较 2014 年同期增长 11.93%，
外汇储备增加 9.94
亿美元以上，保证 6 个月的进口需求，国家财政预

济继续增长、稳定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

算仍在控制中。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

提高，力争 2020 年使老挝摆脱欠发达状况。

贫困户比率大幅度下降，现在约为 7%，2015 年人均

老挝的经济及社会形势已经表明，该国正在步
入缩小与他国发展差距的良好阶段。这对国际投资

53

老挝经济继续呈现稳定增长态势，2015-12-2，http://cn.nhandan.

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

org.vn/international/in_forcus/item/3674501- 老挝经济继续呈现稳定增
长态势 .html

5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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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老越三角区呈现良好发展机遇
The Cambodia-Laos-Vietnam Development
Triangle

越老柬三国各部委行业和各地方政府未来继续
在三国边界省份举行各场重要会议和活动，加强三
国全面合作以及动员私人企业与各发展伙伴向该地
区提供技术和财政方面的支持。

越老柬发展三角区面积 1.4 万平方公里，人口

图表 18：柬老越发展三角区贸易和旅游展览会

700 万，涵盖三国 13 个省，其中包括越南昆嵩、嘉莱、

开幕式

得乐、多农和平福五省。
据越南人民报信息，越老柬三国专员级会议
（SOM）12 月 10 日在老挝占巴塞省举行，旨在为
越老柬发展三角区协调委员会第 10 次会议做准备。
老挝外交部副部长、老挝专员代表团团长沙伦赛·贡
玛希（Salomsay Commasith），柬埔寨商业部国务秘书、
柬埔寨专员代表团团长毛托拉（MaoThora），越老
合作委员会越方分委会秘书、越南专员代表团团长
陈日城等一同出席 55。

资料来源：VOV，越南人民报

图表 17：越老柬三国专员代表团团长合影

越南人民报评论说，会议指出了三国目前面临
的挑战，要求有关部委行业继续关注携手解决。其
中包括展开落实各项优先项目、为其制定具体计划、
继续建设基础设施和提高干部人员的能力水平、培
训高素质人力资源，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面
向今年年底建成的东盟共同体。
以越老柬发展三角区贸易和旅游展览会为例，

资料来源：越通社，人民报

三国发展三角区贸易和旅游展览会 12 月 8 日在老挝
南部占巴塞省开幕 57。本次展览会吸引了众多老挝、

2014 年 11 月在老挝首都万象已举行了越老柬

柬埔寨和越南企业前来参加，共设 197 间展位，展

发展三角区协调委员会第 8 次会议，2015 年的这次

示了三国发展三角区各地方著名日用品以及传统手

会议是落实情况，讨论未来发展方向，并准备越老

工艺品。此次展览会还设有介绍三国、特别是柬埔

柬发展三角区协调委员会第 10 次会议审议。

寨 - 老挝 - 越南发展三角区的旅游信息、潜力的展
位。来自越南崑嵩省、得乐省、多农省的企业参加

相关会议包括：经济小组第 8 次会议；安全——
对外小组第 8 次会议；环境——社会小组第 6 次会议；

本次展览会，主要展示当地特色产品，诸如：咖啡、
腰果、胡椒等 58。

地方级协调小组第 7 次会议；第 6 届越老柬发展三
角区合作青年论坛；第 9 次越老柬发展三角区贸易、
56

投资与旅游促进会议 。

上述信息显示出，柬埔寨、老挝、越南三国不
仅各自在促进发展方面加强政策引导，也在三国合
作方面努力创造机会。对投资者来说，应该注意三

55

越老柬加强合作促进三角区发展，2015-12-11，http://cn.nhandan.

国共同合作必将带来的更多机遇。

org.vn/friendshipbridge/vietnam-and-the-world/item/3700801- 越老柬
加强合作促进三角区发展 .html
5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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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柬老越发展三角区贸易和旅游展览会在老挝举行，2015-12-9，

http://cn.nhandan.org.vn/friendshipbridge/vietnam-and-the-world/
item/3693201- 柬老越发展三角区贸易和旅游展览会在老挝举行 .html
58

同上

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中国央企从新加坡的经验中学习

淡马锡成立于 1974 年，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作为新加坡政府与政府投资企业经营实体之间的中

China’s Central Enterprises Learning from
Singapore

间层，分清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的边界 60。由此，当
时中国高度评价淡马锡控股成功实现政企分开和完

近期，中国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荣获本年度新

善的公司治理经验。

加坡“通商中国成就奖”。这再次引起人们对中国
据报道，淡马锡属下的淡联企业，包括淡联

国企学习新加坡经验过程的关注。

企业的属下企业，没有一家企业出现亏损。反之，
新加坡《联合早报》11 月 26 日报道，中国国务

1998 年时中国全国将近 24 万户的国企中，有多达三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李荣融，在主

分之二亏损，总利润才 214 亿元人民币（约 42.8 亿

政这家为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率的政府特设机构期

新元）。2003 年，中国国资委成立，李荣融做的第

间，力推中央企业重组整合，学习、研究新加坡的

一件事，便是访问淡马锡，深入了解淡马锡成功的

59

相关治理经验，并将之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为肯

原因。2005 年至 2015 年，中国中央企业共有 940 位

定李荣融在这一过程中为促进新中两国关系发展所

董事长、董事、CEO 和高层领导接受淡马锡的培训。

作的卓越贡献，他荣获本年度的“通商中国成就奖”。
淡马锡为维护股东利益，与淡联企业董事会的
图表 19：新加坡淡马锡投资主题

日常沟通进行得频密有效，为董事会的决策过程奠
定了基础。李荣融说，“淡马锡从不自满，也没有
大声宣扬自己。公司治理永无止境，不断地鞭策自己，
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前进，所以至今它还是很优秀。
淡马锡非一般”。淡马锡的研究工作从原来的公司
治理领域，在近年转向尽责治理。这标志着淡马锡
在实际中推进改革，最终提炼出可操作的机制。

资料来源：淡马锡官网

我们认为，虽然淡马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一直
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完全不适合中国，但是，正
通商中国奖旨在褒扬为加强新中友好关系等方

如李荣融所说，淡马锡从不自满，不断改革。通过

面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商界人士、企业家、专业人士、 学习淡马锡，中国可以认识到，国企应专注发展优
企业与组织。其中，“通商中国成就奖”这项个人

势产业，清理非主业和低效资产，把各类资源向主

荣誉颁给活跃于大中华或新加坡，在持续壮大自身

业集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企业或推动专业发展等方面，显示独到眼光和领导

在结构调整中占据主导权。所以，学习淡马锡，未

才能的参选者。

必是学习模式本身，而是从中获得启发，找到适合
自己的路子。

59

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 深化新中交流获颁成就奖，2015-11-26，

http://sg.mofcom.gov.cn/article/zhengt/201511/20151101194895.shtml

6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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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 中国贸易有新的发展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有实力、有能力”的企业投资

Vietnam-China Trade Makes Progress

越南将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很好的示范作
用 63。

中国已连续 11 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
2014 年越南也跃升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今年前 9 个月，中越贸易额每个月的同比增速都超
过 10%，全年贸易额有望超过 900 亿美元 61。
图表 20：越南 - 中国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3）中越金融与货币合作工作的不断推进将为
双方经贸合作发展提供巨大保障。今年 4 月，中越
双方共同宣布将成立中越金融与货币合作工作组，7
月工作组首次会议在河内举行，两国金融机构交流
频繁，金融与货币合作正在稳步推进。这将为扩大
中越经贸合作范围，提高中越经贸水平，进一步夯
实两国实体经济基础创造良好条件。中国和越南加
强金融与货币合作，对于双方经贸往来保持快速、
稳定发展很有帮助 64。
（4）中越共同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资料来源：人民网 - 国际频道，安邦咨询整理

定（RCEP）正紧密协商；中国和越南同是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越南早前宣布将积极
研究并参加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越等 6

据分析，（1）中越双方贸易互补性很强，中国

国共同商定的澜沧江 - 湄公河合作机制将正式启动。

出口到越南的商品大到钢铁、水泥、化工产品，小

越南也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同东盟、中

到空调、彩电、手机都已被越南人民所熟知，越南

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同域内国家增进

生产的水果、大米、咖啡等也已深入到中国百姓日

彼此联系、加强经贸往来的桥梁和纽带。

常生活当中。另一方面中国赴越投资项目明显增多，
涵盖冶金、电力、机械、纺织等多个领域。中方还
为越南在经贸、农业、交通、旅游等诸多领域培训
了数千名技术人员，间接提升了越南人力资源水平。
今年 5 月，越南在重庆设立首个贸易促进办公室，

我们认为，以上述四大方面（贸易、产业合作、
金融合作、区域各项倡议合作）来开展中越经贸交流，
能实际有效地服务于双方发展目标的融合和相互促
进。

越来越多的越南企业选择进入中国，将优质的农产
品出口中国。中国赴越旅游人数也在不断攀升，今
年前 9 个月，中国赴越旅游人数已达 126 万人次 62。
（2）中越双方将“一带一路”倡议同“两廊一圈”
战略进行有效对接，重点推进两国产能合作。从化
肥到光伏、从城铁到发电厂，中国将越来越多的优
质产能带到越南，与越南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有效
对接，带动了当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基础设施水平。

61

2015 年 中 越 贸 易 额 有 望 超 过 900 亿 美 元，2015-11-5，http://

vietnam.caexpo.com/jmzx/2015/11/05/3653612.html

63

同上

62

64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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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探寻开放创新之路
Suzhou Industrial Zone Is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苏州工业园区负责人表示，国家赋予苏州工业
园区“更好地践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使命，将
园区建设成高水平的开放合作示范平台和产业优化
升级的示范平台，表明园区要在开放型经济以及助

作为中国 - 新加坡首个政府间旗舰合作项目，

推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方面，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苏州工业园区今年 9 月 30 正式获中国国务院批复开
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国务院“总体方案”要

目前，苏州工业园区正探索构建创新驱动发展

求园区按照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借

新模式，打造国际化创新驱动示范平台。苏州工业

助新中合作优势，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示范平

园区管委会与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曾于今年 10 月

台，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总体方案》

签署《关于在苏州工业园区共建“境外投资服务平台”

指出，苏州园区将积极探索开展边境经济合作区、

的合作意向书》，为中国“走出去”企业提供综合

跨境经济合作区和产业转移园区等合作共建，探索

性一站式服务，将重点在跨境投资合作、培训合作、

建立面向新加坡、辐射东盟的投资贸易平台，提升

投融资合作、中介咨询服务等多方面开展合作 67。

向东开放水平 65。

以双边金融合作为例，合作试点进一步推进，

图表 21：苏州工业园区新设想

例如东吴证券、苏州银行正在筹备申请到新加坡设
立分支机构。其他合作还包括，云计算、生物医药、
3D 打印等新兴产业领域以及社会治理和科技等。
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出，国家已经给予苏州工业
园区相当大的支持和发展平台，也希望以此作为中
国与共建园区国家的合作样板。因此，中国其他有
关园区可以从中探索经验和教训，以助其他合作活
动和平台的良好成长。

中国银联卡在老挝发挥作用
资料来源：苏州工业园区，联合早报

China UnionPay in Laos
有相关信息表明，中国银联卡占老挝市场银行

同时，江苏省也将利用这一机遇提升发展水平。

卡总量七成以上。银联国际与老挝外贸银行（BCEL）、

江苏省将以苏州工业园区为突破口，完成全球价值

老挝国家航空公司 8 月 26 日在万象共同宣布，发行

链底部国际代工向全球创新链中高端创造角色的转

当地首款航空联名银联信用卡（卡号以 62 开头），

变。苏州工业园区构建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机制，

为经常出行的老挝居民提供丰富和具有针对性的用

更加重视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

卡权益 68。

65

66

67

同上

zaobao.com/special/sg-cn/business/story20151216-560241

苏州工业园区迈向更高水平合作平台，2015-12-16， http://www.

68

中国银联卡占老挝市场银行卡总量七成以上，2015-8-28，http://

66

www.caexpo.com/news/info/industry/2015/08/28/3650458.html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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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国际首席执行官蔡剑波表示，近年来，老

（BCEL）在上海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在老挝已经发

挝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新兴目的地之一，中国也位

行银联信用卡和银联借记卡的基础上，加大发卡合

列老挝国际游客主要来源地。契合这一趋势，老挝

作，年内将银联卡发卡量在当地市场的占比扩大到

的银联卡业务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地 50% 的 ATM

六成以上。

和 60% 商户受理银联卡，满足到访和本地银联卡持
卡人的支付需求；已发行 56 万张银联卡，在当地 80

中国银联总裁许罗德表示，作为一个快速成长

万张银行卡中占比超过 70%，“银联”成为老挝第

的国际支付品牌，银联凭借不断延伸的受理网络，

一大银行卡发卡品牌，支持了老挝非现金支付工具

将银联产品和服务带向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为境

成长和银行卡市场发展；参与老挝银行卡支付系统

内外持卡人提供了更多支付选择。老挝外贸银行是

建设 69。

银联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在银联卡受理、发卡等
方面的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在为游客和本地居民

图表 22：老挝 BCEL 与中国银联合作

使用银联卡带去便利的同时，也推动老挝银行卡产
业的发展，促进了两国的交流合作。
BCEL 总裁温 康·沃 拉旺 表示，BCEL 在老 挝
发行银联卡以来，申办银联卡的客户很多，并在老
挝和境外活跃地使用，为 BCEL 带来了业绩增长，
银联卡正在改变着老挝居民的生活。基于此，BCEL
希望与银联扩大合作，丰富老挝市场的银联卡品种，
让当地持卡人有更多银联卡产品可选择。相信这也
会为双方在老挝市场的发展带去新的机遇。
此次三方合作发行的航空联名银联信用卡，包
括普卡、金卡、白金卡等系列产品。该卡不仅具备
普通银联卡的支付功能，可在包括老挝在内的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联受理网络使用，还提供

资料来源：新浪福建

航空里程累积、信用卡消费里程兑换、航空意外保
险及机场贵宾礼遇等多重增值服务。中国银联国际
与老挝多家主流机构合作，针对不同群体推出多款

BCEL 是老挝最大的商业银行，旗下所有 ATM
和商户都受理银联卡，并于 2011 年在老挝率先发行
银联卡。目前累计发行银联借记卡 55 万张，是老挝
发行银联卡最多的银行。老挝国家航空公司是老挝
最大的航空公司，也是当地居民航空出行首选，运
营航线众多，包括昆明、广州、胡志明、曼谷等国
际航线。
2012 年 9 月 27 日，中国银联与老挝外贸银行

6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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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产品，比如与 BCEL 及老挝教育部合作，推
出加载学生卡功能的银联卡产品等。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东盟共同体即将建成及未足之处

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和生产基地。东盟

ASEAN Will Start a New Stage

目前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达 2.4 万
亿美元。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认为，到 2020 年，预

东盟十国于 2015 年 11 月 22 日签署《2015 年建
成东盟共同体吉隆坡宣言》，这标志着本地区进入

计东盟国内生产总值可达 4.7 万亿美元，到 2030 年
东盟有望建成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了发展新阶段。该宣言标志着推进东盟经济、政治
和文化社会的一体化进程。

2025 年东盟共同体愿景的
《吉隆坡宣言》
和由
《东
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2025 年东盟经济共同体

由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文化社会共

蓝图、2025 年东盟文化社会共同体蓝图等合成的《东

同体等三大支柱组成的东盟共同体将成为“政治上

盟迈向 2025 年吉隆坡宣言：团结奋进》文件，将是

团结，经济上融合，能担负起社会责任的东盟共同

东盟共同体未来 10 年（2016-2025 年）的路线图。

体”。东盟共同体的建立是东盟各成员国所做出的
共同努力，旨在通过经济一体化、提升国际地位、
保障地区安全稳定等拉近东盟区内国与国之间的关
系 70。

然而，东盟共同体必须克服一些困难。新加坡
一个企业亚太区域总裁分析称，10 个成员国必须正
视前路发展的困难，并齐心协力去跨越以下三方面
障碍 71：

图表 23：《2015 年建成东盟共同体吉隆坡宣言》
签字仪式

第一，缺乏执行力。东盟共同体的经济发展目
标是通过消除关税障碍，统一投资标准，打造单一
市场生产基地，增加消费市场容量及提高生产力效
益。但截至签约日，东盟在非关税贸易壁垒、服务
贸易壁垒、天空开放协定等三个重要方面，还没有
达致最终协议。经济共同体还有超过 20% 的行动方
针未能落实。
第二，欠缺核心领导力。东盟采用轮值主席国
的领导机制，“每人都是队长，每人也都不是队长”
的领导权威弱化，导致了亚细安共同体内部核心力

资料来源：越通社

及向心力的不足。核心领导力的缺乏，也使得东盟
必须以“借队长”的“10+1”模式，依靠亚太区域

据越南人民报信息，目前，东盟需要构建一个

70

的中美两个大国的超级引擎，来促进东盟经济发展
及区域安全。这也是东盟“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

东 盟 步 入 发 展 新 阶 段，2015-11-25，http://cn.nhandan.org.vn/

mobile_international/mobile_in_focus/item/3653901- 东盟步入发展新阶

71

段 .html

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51126-553181

杨 瀚 森： 亚 细 安 必 须 跨 越 的 障 碍，2015-11-26，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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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选择的初衷。

新加坡企业重要的投资目的地。自 2013 年以来，新加
坡则成为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国，而迄今有 6000 多家中

第三，身份认同感不足。东盟内部，信奉伊斯

国企业以新加坡为基地，扩展区域业务 73。

兰的人口超过 2.4 亿，信奉佛教的人口 1.4 亿，信奉
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的有 1.3 亿。如果再考虑到不同

图表 24：SINBC——新加坡政府批准成立的促进

的种族，各成员国不同的治国理念，使得东盟共同

新中两国经贸交流合作机构

体先天就是一个必须更具文化包容性，以及多元价
值并存的区域合作组织。
上述所及情况表明，在即将建成的东盟共同体，
仍有的几项发展障碍将严重制约东盟在地区发挥作
用。因为目前的政治 - 安全和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表

资料来源：SINBC 官网

现在受到大国影响方面，也在国家间消除发展差距
上形成难于进步的局面。
新中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版将使双边贸易未来更
加便利，服务业的合作与两国企业的投资保障也将进
一步得到强化。

新加坡与中国的沟通形式多样化
Singapore-China Rethink More Communication
Forms

重庆的新中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也将会是两
国关系发展的“高起点”和“高标准”。“作为一项
为中国国家策略如‘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和长江

新加坡与中国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贸易、

经济带的优先示范项目，希望该项目能够为中国西部

投资、金融等多个以经济为主的领域。今年 11 月，新

的开发，扮演抛砖引玉的角色，促进中国下一个阶段

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呼吁通商中国

的改革”74。

72

协助新加坡人深度了解中国，拓展人脉网络 。他表示，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可促进“新中关系互联互通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新加坡和中国两国而言，

的关键要素”。“从经济的角度而言，新加坡企业熟

合作的层面主要在政府企业之间，而未来的发展将是

悉中国，可成为中国与区域连接的桥梁。通商中国也

多层面多维度的；双方的个人和企业将力争融入各项

可协助新加坡人与企业，深度了解中国，拓展人脉网

合作之中。

络”。
新中两国的学校和高等学府目前交流频繁，而自
1990 年以来，已有近 5 万名中国官员及干部至新加坡
考察学习；到中国体验并认识当地发展的新加坡公务

日本强化构建与东盟共同体的关系
Japan-ASEAN Cooperation on AEC

员也逐年增加。新中关系的推进仍主要建立在两国紧
密的经济合作基础上。新中今年建交 25 周年，在这个
重要节点上，中国现已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合作伙
伴，双边贸易额在过去 25 年增长 20 多倍。中国也是

72

张志贤吁通商中国 助新加坡人更了解中国，2015-11-26，http://

sg.mofcom.gov.cn/article/zhengt/201511/201511011948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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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东盟共同体建成的时间越来越近，日本全
面加强与东盟联系。据越通社报道，东盟秘书长黎
良明高度评价日本近几年来为东盟所提供的诸多协

73

同上

74

同上

助，尤其是对于今年年底东盟经济共同体（AEC）
75

建成的进程 。

日本还通过国际协力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日本 - 东盟中心、日本 - 东盟一体化基金、企业、
民间机构等援助和投资活动，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

上月访问了印尼的日本经济贸易和工业省大臣
Moto Hayashi 高度评价东盟在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

东盟一体化的建设进程之中。这些活动也随之带来
日本 - 东盟间的更多信任与合作。

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并重申，日
本十分重视对东盟及其各成员国的合作关系，尤其
是在经济合作领域。黎良明秘书长向 Moto Hayashi
大臣通报第 27 届东盟峰会以及系列相关峰会的成

泰日缅特区合作的更深意义

果，其中东盟十国领导人已宣布成立东盟共同体；

Thai-Myanmar-Japan Cooperation in Dawei SEZ

通过关于“2025 年东盟共同体愿景”的《吉隆坡宣言》
土瓦是缅甸南部德林达依省的首府，当地人口

等。黎良明秘书长强调，日本对东盟的持续协助有
76

助于为东盟取得许多成就和成功 。
图表 25：第十八届日本 - 东盟峰会

约为 10 万。它地处沿海，与泰国接壤，历来都是缅
甸从事对外贸易和海洋经济的重要区域。2015 年 12
月 14 日，泰国 - 缅甸土瓦经济特区及周边地区开发
高级合作委员会（JHC）第 5 次会议在曼谷召开。
此次会议围绕土瓦经济特区开发方针、泰铢与缅元
通用合作以及泰国 - 缅甸 - 日本三方联合投资展开
讨论，并完成三方合资合约签署 77。
泰国财政与经济办事处副主任瓦洛泰表示，泰
国 - 缅甸土瓦经济特区及周边地区开发高级合作委
员会第 5 次会议围绕 3 个重要议题展开，包括有关
土瓦经济特区及周边地区开发的会议进展，在土瓦
经济特区同时使用泰铢、缅元作为通用货币协定（目

资料来源：互联网

前泰京银行正在当地推行使用泰铢清算）。日本确
定参与土瓦项目的投资开发后，该项目将成为泰缅
日三国特别合资（SPV）项目，日本将助力该项目的

Moto Hayashi 大臣表示，日本愿意继续为东盟

技术开发。

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帮助与支持。
土瓦经济特区总面积约达 200 平方公里。开发
双 方 讨 论 的 问 题 还 包 括：东 盟 中 小 型 企 业

项目主要有 7 项，包括：1、深水大港；2、北碧府

（SMEs）、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RCEP）、
《跨

浦南龙边境链接泰国与土瓦项目的公路；3、房地产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东盟和东亚经济

业；4、捷运线；5、废水污水处理系统；6、通讯系统；
研究院（ERIA）在东盟一体化进程中起到的作用等。 7、轨道交通系统。
在今年 7 月，日本政府即宣布参与在缅甸南部
75

面向东盟共同体：日本为东盟的成就做出贡献，http://cn.nhandan.

港口城市土瓦附近开展的大型经济特区开发项目。

org.vn/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_news/item/3655701- 面向东盟共同体：
日本为东盟的成就做出贡献 .html

77

76

com.cn/roll/2015-12-17/doc-ifxmttcq1707183.shtml

同上

泰日缅达成协议开发土瓦特区，2015-12-17，http://finance.s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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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土瓦经济特区示意图（桔色箭头所指）

资料来源：互联网，安邦咨询注释

日本还计划帮助铺设连接泰缅交界地区与土瓦的公

还计划开展公路、铁路、输电网等方面的大规模综

路，打造从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南部经济走廊，从

合开发。

而为进军泰国等地的日本企业确保重要的陆上物
流通道。为了开发土瓦经济特区，泰缅两国政府于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这些领域，日本相关企业

2013 年设立了特殊目的机构，即 SPV。两国首脑于

存在一定的技术优势。但在上述项目中，无论是公路、

2015 年 7 月 4 日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日本与湄公河

铁路、钢铁、石化、轨道交通还是通讯系统，中国

流域国家峰会，日本、缅甸和泰国就开发合作签署

企业也有较强的经验和运作能力。而日本已经从政

了相关协议 78。

府层面宣布参与，且从技术上给予支持，说明日本
已通过参与泰缅项目而把目光盯着更远的目标，例

有分析称，从 2010 年开始，泰国开发商曾尝试
开展该项目，但参与开发的企业数量不及预期。因此，
泰缅两国政府向日本求援。日本则一直希望通过参
与土瓦经济区项目带动日本企业走入缅甸，并藉此
巩固日企之前在泰国打下的良好基础。土瓦经济特
区除了打造涵盖钢铁、石化等产业的工业园区外，

78

日本将参与开发缅甸经济特区 促为日企进驻泰国，2015-7-2，

http://news.21cn.com/caiji/roll1/a/2015/0702/15/297484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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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印度洋的经济地带等。

VI. 项目与合作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恒逸石化增资文莱项目

二甲苯 150 万吨、苯和甲苯 80 万吨、化工轻油 99

Hengyi Increases Capital in Brunei

万吨、汽柴油 210 万吨、航空煤油 128 万吨，其中
对二甲苯为生产 PTA 原料，苯为生产 CPL 原料。
项目建设周期三年，总投资 32.6 亿美元（其中计划

一、事件概述

自有资金 30%），已投入 1.2 亿美元。目前已完成立
近期，恒逸石化公司发布公告，拟发行不超过

项审批和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后公司将突破原

5 亿股募集资金 38 亿元用于文莱 PMB 项目建设 79。

料瓶颈，实现“产业链一体化”战略，增强公司对
原料价格波动的风险抵御能力和整体盈利能力。我

图表 27：恒逸文莱 PMB 石油化工项目一期效果图

们认为文莱资源、税收、成本等优势明显，未来盈
利能力值得期待，此次定增顺利实施有助于文莱项
目的加速推进。
PTA 四季度环比改善
三季度国际油价再创新低，PTA 受到拖累低位
震荡，价格维持在 4500-4800 元 / 吨一带震荡，底
部区域明显。今年以来，PTA 新增产能显著放缓，
远东石化破产、翔鹭石化因古雷事故无法开工等因
素使 PTA 有效产能显著收窄，供需格局逐渐好转。
近期逸盛石化公布 11 月 PTA 挂牌价，较 10 月上调

资料来源：http://www.njrd.com.cn/art/2013/7/31/
art_639_21643.html

300 元至 4800 元 / 吨，也显示了公司对四季度行情
的信心。分析认为，在油价不发生大波动的前提下，
逸盛、恒力等龙头可以通过调节开工率维持 PTA原料价差在 600-700 元之间，该价差下，公司 PTA
业务四季度盈利将有显著改善。

二、分析与判断
定增 38 亿文莱 PMB 项目提速

三、盈利预测与投资建议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 38 亿元，全

预计公司 15-17 年 EPS 分别为 0.12、0.33 和 0.56

部用于文莱 PMB 石油化工一体化一期项目（70% 股

元，对 应 PE 分 别 为 86X、31X 和 18X，我 们 看 好

权）。该项目拥有 800 万吨炼油能力，产品包括对

PTA 四季度盈利环比改善 , 维持“谨慎推荐”评级。
四、风险提示

79

恒逸石化调研简报：定增 38 亿文莱项目提速，PTA 四季度环比改善

研

报

民

生

证

券，2015-11-23，http://finance.qq.com/

a/20151123/016834.htm

项目建设低于预期、原油价格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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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印度尼西亚投资指南

造品等。以产品净重计算，2013 年印尼对中国出口

Indonesia Investment Handbook

产品占比达 40.7%。

摘要：印尼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链、
地热等新能源产业均存在投资机会。但在土地私有
化的印尼，征地和投资审批缓慢等问题需要注意 80。

2011 年起，伴随中国需求放缓和大宗商品价
格下跌，印尼 GDP 增幅从 2010 年的 6.22% 下降至
2014 年的 5.02%。2015 年第一季度，4.71% 的增速成
为 5 年来最低水平。

一、政治文化
“万岛之国”印尼由 17508 个岛屿组成。2015
年人口总量 2.55 亿，87% 信奉伊斯兰教，以“民主
温和穆斯林”形象示人。华人在商界影响力较大，
约占人口总数的 5%。
印尼为总统共和制国家，2014 年 10 月，平民出

在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市场波动中，印尼同
样未能幸免。2014 年以来，印尼盾持续迅速贬值，
美元对印尼盾的汇率于 8 月 30 日一度跌破 1 ∶ 14067，
达到 199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值。货币贬值也加
剧了印尼外债偿还和通胀的压力，短期经济风险不
容小视。此外，基础设施落后、教育水平较低、东
西发展不平衡也是印尼面对的结构性问题。

身的佐科·维多多就任总统，政局稳定，但仍存在
腐败和官僚体系低效等问题。
二、宏观经济结构与风险

针对这些问题，佐科自上任以来已出台多项基
础设施和投资环境改善计划，提出海洋经济和加速
工业化战略，但所受政治阻力较多，迄今成效尚不
显著。

作为全球人口第四大国，印尼拥有巨大的市场
潜力。2014 年，印尼 GDP 总量 9104.79 亿美元，人

三、基础设施瓶颈

均 GDP 为 3643.87 美元。按支出法计算，家庭消费
支出占 GDP 比例为 56.12%。印尼 30 岁以下人口占
比超过 50%，其消费需求构成了印尼经济发展的重
要动力。2015 年，东盟十国按计划将形成统一市场，

受制于群岛格局，严重滞后且分布失衡的基础
设施是印尼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目前，物流成本
占到印尼 GDP 的 23.5%。

总人口超过 6.2 亿的东盟市场也将扩大印尼的辐射能
力。

在集中了全国近 65% 的人口和近 60% 的 GDP
的爪哇岛，有全国 73.6% 的铁路里程，全国 58% 的

就进出口结构而言，自然资源丰富但高附加值
产品加工能力较弱的印尼主要出口矿物燃料、原材
料、动植物油脂，进口机械运输设备、化学品和制

公路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而在其他资源丰富
但人口较少的岛屿，陆运能力不足阻碍了商品的流
通。
承载着印尼 90% 跨国货物贸易的海运基础设施

80

印度尼西亚投资指南，2015-9-4，http://www.caexpo.com/news/

info/invest/2015/09/04/36507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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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问题重重。目前，印尼超过 1700 座港口中仅有

11 座是集装箱港口。2013 年，位于爪哇岛的港口进

低成本（2012 年制造业工人月均工资 150 万印尼盾）、

口了全国 73% 的商品，而资源丰富的加里曼丹岛出

大规模年轻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可以使印尼成为

口了全国 69% 的货物。过于集中的货运降低了印尼

中国制造业转移的潜在对象国之一。目前，印尼制

港口的效率，也推升了物流成本。在空运领域，多

造业普遍面临机械设备陈旧、生产率低下、基础设

个国家机场也处于负荷过度的状态。

施滞后、技术人才短缺等问题。对应居民消费能力
的增长和存在产能缺口的行业，纺织、食品加工、

截至 2013 年底，印尼仍有近 20% 的人口无法得

通讯、船舶、汽车、钢铁、化工均存在投资机会。

到电力。全国近 80% 的电力生产和消费集中在爪哇
岛，许多地区因电力不足时而遭遇停电或供电管制。

5. 旅游业

四、行业投资机会

近年来，各国赴印尼旅游人数持续增加，消费
金额同步增长。2014 年，外国游客到访印尼的平均

1. 基础设施
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链、地热等
新能源产业均存在投资机会。但在土地私有化的印
尼，征地和投资审批缓慢等问题需要注意。
2. 农林牧渔
印尼是全球最大棕榈油生产国、第二大橡胶、
可可生产国，80% 以上的作物用于出口。但农作物

停留时间为 7.66 日，平均消费额 1142.24 美元，其中
欧美游客多停留 10-14 天，消费金额在 1500-2000
美元之间。目前，印尼的国际旅游收入约 90% 都来
自巴厘岛、雅加达、巴淡岛及民丹岛。为在 2020 年
实现入境游客两位数增长的目标，印尼政府正积极
争取来自东亚主要经济体和澳大利亚的游客。目前，
中国游客赴印尼平均停留时间 6.28 天，平均消费
1004.17 美元，但赴印尼经商、旅游的中国旅客也在
不断增多。

生产率较低，缺乏高附加值的加工能力；印尼 76%
的面积由海水覆盖，是东南亚最大的渔业产品生产
国，鱼类也是印尼消费量最大的动物蛋白来源。目
前，捕捞业和水产养殖业分别占渔业产值的 70% 和
30%。由于某些海域存在过度捕捞，水产养殖业已成
为印尼政府的优先方向。
3. 矿产资源
印尼天然气储量 165 万亿立方英尺，拥有全球
40% 的地热资源，也是全球第二大煤炭出口国、第
二大锡和第四大铝土生产国，镍储量全球第四，石
油、铁、铜、金、银资源也较丰富。为加强下游矿
产的加工能力，印尼政府已出台政策限制原矿出口，
鼓励外资在境内加工。
4. 工业制造
2020~2030 年，印尼的人口抚养比将达到 1970
年以来的最低点。随着印尼政府对教育的持续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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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东盟中心
APPENDIX A

ABOUT ASEAN-CHINA CENTRE (ACC)

2009 年，在第十二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王国、印度尼
西亚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联邦、菲律宾共和国、新加坡共和国、泰王国和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等东盟 10 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国 东盟中心的谅解备忘录》。缔约各方据此建立一个信息和活动中心，即中国 - 东盟中心。
中国 - 东盟中心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促进中国和东盟在贸易、投资、旅游、教育和文化领域
的合作。中心总部设在北京，今后将不断拓展，并在东盟各成员国和中国的其他地区设立分中心。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国和东盟 10 个成员国是中心成员，中国和东盟的企业和社会团体可通过向中
心秘书处提出申请成为联系会员。中心将根据《谅解备忘录》所赋予的使命，推动中国 - 东盟各领域的务
实合作。
2010 年 10 月，温家宝总理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启动了中心官方网站（www.asean-china-centre.
org），并宣布 2011 年建成实体中心。2011 年 11 月 18 日，中国 - 东盟中心在第十四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
会议暨中国 -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20 周年纪念峰会上正式成立，温家宝总理与东盟 10 国领导人及东盟秘书
长共同为中心揭牌。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心职责如下：
（一）成为信息、咨询和活动的核心协调机构，为中国和东盟的商务人士和民众提供一个关于贸易、投资、
旅游、文化和教育的综合信息库；
（二）成为中国与东盟就有关促进贸易、投资、旅游和教育信息进行有益交流的渠道，包括涉及市场准入，
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
（三）通过对数据和信息的广泛收集、分析，以及对市场趋势的预测，开展贸易和投资领域的研究，
彰显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益处；
（四）通过宣传中国和东盟的传统艺术、手工艺品、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和语言，以及在中国和东
盟的教育机会，促进文化和教育；
（五）通过征询意见、提供教育咨询服务和组织贸易投资交易会、旅游展、食品节、艺术展和教育展，
向中国和东盟的公司、投资者和民众介绍和宣传中国和东盟的产品、产业和投资机会、旅游资源、文化及教育；
（六）开展市场调查活动，确定潜在市场和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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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理中心框架内设立的永久性东盟贸易、投资和旅游展厅；
（八）成为核心的投资促进机构，建立行业联系，向中国和东盟企业推介商机，特别是协助投资者和
公司寻找当地的商业伙伴；
（九）与中国政府、东盟各成员国政府，以及相关区域和国际组织在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保持密切合作；
（十）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便利；
（十一）提供中国和东盟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有关的机构和政府官员名录；
（十二）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活动；
（十三）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
（十四）组织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关于贸易、投资和旅游便利化等问题的研讨会或研修班；
（十五）建立一个艺术、文化和语言的学习中心，以加强民间交流，增进中国和东盟民众和社会之间
的相互了解；
（十六）研究开展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相关的人员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十七）支持关于缩小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的项目；
（十八）开展中心实现其目标所需其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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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介绍
APPENDIX B

ABOUT CHINA-ASEA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UND (CAF)

成立背景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简称“中国 - 东盟基金”或“基金”）是由温家宝总理于 2009 年在博鳌亚
洲论坛上宣布成立的离岸私募股权基金。经中国政府国务院批准，基金于 2010 年初开始运作，主要投资于
东盟地区的基础设施、能源和自然资源等领域，为中国及东盟地区的优秀企业提供资本支持，并且动用基
金的丰富资源为合作企业提升价值。基金的愿景是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有力推动者和整合者，成为在东
盟地区声誉卓越及业绩优秀的私募股权基金，为东盟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 - 东盟基金的专业团队成员来自于不同国家，在项目开发与谈判、资本运作、推动企业发展上市
及金融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东盟地区有着多年成功的投资业绩。
中国 - 东盟基金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强大的投资实力，丰富的行业经验，及对东盟地区和目标投资领域
的深刻理解，并且获得背景雄厚的基金投资股东鼎力支持。中国 - 东盟基金参与投资可为合作企业及项目
带来不可比拟的、持续的价值提升和协同效应。中国 - 东盟基金希望通过自己的股权投资参与，推动中国
海外投资不断实现优化、升级和持续成长。
主要特点
- 是目前少数致力于投资东盟地区的大型私募股权基金；
- 专注于支持基础设施、能源以及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优秀企业和项目；
- 可投资于不同阶段的项目，实现商业成功和最佳社会效应的双重目标；
- 资金募集的目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其中一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
- 拥有一支国际化的专业团队，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以及相关行业经验。
投资理念
中国 - 东盟基金的专业团队将为每一个潜在投资项目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内容包括行业吸引力及增
长潜力，企业的财务表现和竞争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和项目的环保贡献和社会责任等方面。
在此基础之上，基金将与合作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企业及项目实施有效的商业模式提供增值服务。
- 单笔投资额通常介于 5 千万至 1.5 亿美元之间；
- 希望与其他战略投资者实现共同投资；
- 采用多元化的投资形式，包括股权、准股权及其他相关形式；
- 不谋企业控股权，持股比例小于 50%；
- 可投资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
- 既可单独投资企业或项目，也可同时投资企业和项目层面；
- 推动资产和运营的整合、重组；
- 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常规能源 / 新能源、自然资源和东盟地区其他战略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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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筛选标准
- 实力较强且可靠的项目发起人；
- 已见成效且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 经验丰富、有抱负且稳定的管理层；
- 可靠稳定的未来现金流或可预见的盈利能力；
- 具有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china-asean-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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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 APPENDI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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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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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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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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