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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亚投行与东盟一体化共为本地区带来机遇

东盟已为共同体提出了“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及 2025 年东盟共同体愿景。这充分反映了东盟成员

AIIB and AEC Will Create More Regional
Opportunities

国通过互联互通实现发展目标的决心。
以既属于东盟成员国，也是湄公河次区域国家

2016 年 1 月 1 日，东盟共同体开始运行；2016

年 1 月 16 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AIIB）正式成立。 的越南为例，在加入 TPP 后，越南迅速把目光放在
这两个事项对亚洲地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从经济 东盟共同体的机遇上。越南总理称，“经历各种波
折和差异后，2015 年东盟共同体已成为东南亚地区

和社会繁荣发展的角度，均是如此。

各国的共同家园。
经过近 50 年发展，
东盟已成长壮大，
1、首先从东盟共同体来看，东盟共同体 2015

并取得许多巨大成就，为本地区各国和平、繁荣的

年 12 月 31 日正式建成，标志着东盟共同体在建立

目标做出贡献。东盟在本地区，特别是在区域安全

与发展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东盟地区拥有六亿

架构起着核心作用，并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东盟

多人口、包括许多活跃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达 2.6

对话伙伴国，甚至是世界主要大国的支持与合作”2。

万亿美元，形成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三大支
柱的共同体，能体现东盟各成员国在推动本地区和

再从地区内部的交流来看，以文莱民众的评价

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的共同认识和决心。通过

为例，“东盟共同体意味着区内各国之间来往将更

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以实现东盟经济整合目标，使

加便利。以前文莱人民只了解新加坡、马来西亚、

该地区有更多的产品可以选择、简化跨境交易并减

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人民，但是东盟各国各家航空公

少成本。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改进交通和基础设

司扩展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同更多来自柬埔寨、老挝、

施网络 1。

缅甸等周边国家的朋友进行交流。出行便利化将我
图表 1：东盟共同体建成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

2
1

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东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历史里程碑 ，2015-

ASEAN Community——One Vision. One Identity. One Community,  

12-31，http://cn.nhandan.org.vn/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_news/

http://www.asean.org/storage/2012/05/54.-December-2015-Fact-

item/3755701- 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东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历史里

Sheet-on-ASEAN-Community.pdf

程碑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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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联系起来并给我们带来更多互相了解的机会”3。

而设立，主要是“按照现有的、大家达成一致意见
的公司治理的框架，是在董事会的直接领导和管理

2、再看亚投行，亚投行正式成立后，将开始第

下进行运作和工作”。“就‘一带一路’而言，‘一

一批贷款项目。中国承诺不因为自己是最大股东而

带一路’确实是中国政府提出来的，但是如果没有

在最初申报用于中国的项目。东盟十国都是亚投行

‘一带一路’所有国家积极的反响，中国孤掌难鸣，

的创始成员国。而且结合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建设

毕竟很多开发项目是在其他国家的土地上”4。

规划，亚投行必然对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发挥
图表 3：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先生

重要作用。
图表 2：亚投行（AIIB）徽标

资料来源：亚投行官网，
http://www.aiib.org/html/aboutus/AIIB/

新加坡评论认为，亚投行是对于由美国日本掌
控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
的挑战。亚投行初期股本达 1000 亿美元，目前是区
域内最大的多边金融机构之一，被视为是美国通过
制衡中国经济力量和话语权而扩大亚太地区影响力
的不小障碍。亚投行也是日本争夺地区影响力时的

资料来源：http://usa.chinadaily.com.cn

最大关切。
之前，除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有较多的
基建支持外，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以
支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减贫为主要目标。通过亚
开行的平台运行了日本政府对亚洲基础设施的多个
开发援助项目。这即必然形成了在亚洲地区开展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时的比较和竞争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对一些质疑中国创建亚投行与

而从积极意义上理解，即便将亚投行与“一带
一路”结合在一起，也可以从中看到重要机遇。新
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主席张松声说，亚投行的设立是
配合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其中“一路”指的
是海上丝绸之路，路经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是东南
亚重要的交叉点，是海运、空运和补给中心 5。新加
坡基础设施咨询和工程设计业者将有机会参与区域

倡议“一带一路”是否呼应的看法，首任亚投行行
长金立群先生指出，亚投行并非专为“一带一路”

4

金立群：亚投行不是专为“一带一路”设立的，对腐败零容忍，

2015-12-16，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5-12/16/
content_1016759.htm
3

东 盟 地 区 人 民 对 东 盟 共 同 体 有 何 看 法，2015-12-29，http://

5

（ 新 加 坡） 本 地 商 会：（ 亚 投 行） 将 带 来 商 机 推 动 区 域 发 展 与

cn.nhandan.org.vn/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_news/item/3746901- 东盟

贸

地区人民对东盟共同体有何看法 .html

story20160117-57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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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量，2016-1-17，http://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

基础设施的建设。随着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

的企业提供协助。

推动区域的基础设施前进，这意味着区域市场的交
通会更便利，各市场之间的互联互通加强。这正好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东盟共同体宣布成立的那

配合东盟经济共同体（AEC）的发展，区域贸易量

一刻起，从概念上已形成一个整合机制，有共同的

将提升，对本地企业来说，区域的市场扩大了。

发展目标和相适应的愿景规划。然而，仅从经济共
同体这一极来看，大量的工作尚未完成，单一窗口

金立群行长指出，亚投行正在着手准备项目计

和贸易投资促进措施等也尚未形成。尤其是基础设

划，所筹资本可能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和其他

施一项，十国的发展差距巨大，建设需求尤其强烈。

货币。与此同时，亚投行将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

不言而喻，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缩小区域差距并

6

银行等机构合作，联手为项目提供融资 。
图表 4：亚投行（AIIB）57 个成员国
（包括完全成员和意向成员）

带动经济发展的“现实桥梁”。因此，亚投行与东
盟共同体的目标相吻合，由此开展的对接和合作必
将为地区增长与繁荣带来重要机遇。

资料来源：互联网

对有关国家而言，从扩大金融合作角度也待如
此。亚投行开始运作将为地区金融和专业服务领域
带来机会。金融专业服务领域将有机会拓展业务。
巴克莱经济师表示，本地银行能够与亚投行一起为
一些项目提供融资，例如亚投行可能会通过在新加
坡发行新元债券融资，使当地金融机构参与其中 7。
大华银行集团外国直接投资咨询部主管张志坚
指出，亚投行的成立和东盟经济共同体将促进亚洲
的互联互通，推动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投资。
他预计，更多公司会把握机会扩展亚洲业务，大华
银行在区域拥有广泛的网络，能为有意进军本区域
6

金立群：亚投行正在着手准备项目计划，2016-1-17，http://finance.

ifeng.com/a/20160117/14172571_0.shtml
7

同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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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新加坡未来经济命脉：六个新兴行业
Singapore’s Future Economy: The Six Emerging
Industries

如 图 表 5 所 显 示 的，初 始 设 备 制 造、汽 车 备
件供应和产品研发都是汽车业兴旺的子行业。同
样地，科技和产品研发与业务解决方案（business
solutions）是安全和安保业以及实时数据和商业数据

2015 年 12 月 21 日，期待已久的新加坡未来经
济 委 员 会（Committee of the Future Economy， 简
8

业的新看点。至于自然资源行业，新加坡的连通性
和世界（与东盟地区）金融中心地位都吸引了大企业，

称 CFE）名单正式对外公布 。作为新加坡高级委

如 BHP Billiton 和 Rio Tinto，到该岛成立总部。虽

员会之一，该单位由 30 名委员所组成。不但政商

然新加坡并没有自然资源，但该国的开放市场和卓

界的精英都参加该委员会，此次的 CFE 也成为年

越营销能力，庞大融资机会和后勤保障，都足以吸

轻领袖、财政部长王瑞杰与贸易工部长易华仁（S.

引这些跨国公司到本岛设立总部，并把在新加坡获

Iswaran），的展现平台。他们都分别担任 CFE 的主

得的资金和盈利，投入到它们在其它东盟国家的业

9

席与副主席 。

务。

值得一提的是，CFE 是针对新加坡 2010 年经济
10

由于新加坡政府积极打造该国成为世界文化艺

策略委员会报告而成立的 。再者，新加坡经济发展

术城，EDB 也锁定了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和体育作

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简称 EDB）也确

为国家发展的子行业。与其他行业不一样的是，发

定了六个新兴产业（如图表 5），包括汽车业、时尚

展时尚产品和服务业所需要的是跨国人才。为此，

产品与服务业、自然资源业、安全和安保业、数据

怎样吸引更多外国人才到该国发展其行业是 CFE 要

业以及航天业。因此，CFE 的具体工作将是更新新

深入探讨的方向之一。当然，航天业也是新加坡要

加坡经济产业发展的情况（尤其是确定该国未来的

着手推动的新行业。在此，新加坡的高端电子研发

行业和市场），探索增加企业经营力与创新力的措

和制造能力将促进该国发展四个子行业，包括卫星

施以及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连接性。 科技、卫星遥感应用、卫星通讯和卫星以外的技术
和服务。另外一个新行业，实时数据和商业数据业，
在 CEF 报告还没完成之前，安邦咨询认为，

也随着新加坡政府的“智慧国”宏远目标而迅速发

EDB 所确定的六个行业是值得商家和投资者关注

展起来。大数据和云计算都是该国很“火”的术语，

的。作为成熟与发达的经济体，新加坡未来的行业

也是私人部门积极投入的新子行业。

（或新兴行业）都以高端行业为经济命脉。简单来说，
新加坡目前的新兴行业和子行业都是各自供应链的
顶层。

以机遇而言，搭上这些行业的供应链是关键。
由于这六个行业都在扩充当中，怎样在各行业的供
应链中提供服务和产品是重大问题。我们建议在四

8

Committee to review Singapore's economic strategies revealed,

亚 洲 新 闻 频 道（Channel NewsAsia）, 2015-12-31, http://www.
channelnewsasia.com/news/business/singapore/committee-toreview/2365838.html
9
10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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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着手。
1、设备、零件、部件和备件是汽车业、体育业、
数据业和航天业的业者们需要的产品。这些都是中

图表 5：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所确定的六个新兴行业

资料来源：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Today Online 11

高端供应商的商机。

务中，进一步提升大企业的业务。最后，融资，营
销和共享业务（shared business operations）依然是资

2、除了航天业和数据业之外，后勤服务也是其
他四个行业从业者所需要的服务。与各行业的大企

源企业所要的服务。随着企业成本的上升，这三种
服务将成为有中小企业的重大商机。

业建立合作关系，拿下订单，是运输公司应该考虑
的长远问题。
3、新业务解决方案是各行业极为短缺的需求。

11

在这一点上，中小企业和创业家应抓准这个机遇，
提供新的业务解决方案给安全和安保业、数据业和
航天业的企业代表。中小企业和创业家甚至可以将
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结合到它们的业务解决方案服

11

Singapore has potential to become key hub for mining: Industry

players, Today Online, 2014-12-20, http://www.todayonline.com/
singapore/singapore-has-potential-become-key-hub-miningindustry-p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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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需正视关丹铝土矿课题

1937 年就已发现到铝土矿的存在 13，而比较有规模

Malaysia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Bauxite
Issue

的开采活动则是始于 2013 年初。伴随着印尼在 2014
年初宣布禁止铝土矿等原矿类出口，加上关丹地区
的运输方便及运输费便宜，以及铝土矿价格走高，

随着过去几个月不断传出马来西亚彭亨州首府
关丹与附近区域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课题，联邦政

从而提振了关丹的铝土矿产量 14，并开始频频出现非
法业者抢滩的趋势。

府终于在今年初宣布，将从 1 月 15 日起暂停铝土矿
开采与运输等活动长达 3 个月 12。然而，仅仅暂停开

目前中国是关丹铝土矿的最大出口市场。根

采 3 个月，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措施，并不能真

据中国海关的数据，中国 2015 年 1 月至 11 月进口

正改善当地的环境问题，甚至相关活动将会冲击马

4900 万吨铝土，而马来西亚在同期间共出口 2070 万

来西亚要在未来 5 年成为高收入与先进国的目标。

吨铝土到中国，比起 2014 年同期的 260 万吨激增数
倍 15。

图表 6：已经成为红海的关丹海域

图表 7：关丹海域过去曾是生态旅游的重点推介

资料来源：http://pahang.malaysiatrekker.com/kuantan_
town.htm

资料来源：东方日报

中国对铝土的高需求，以及印尼禁止原矿类出
口，是造成关丹铝土矿开采活动激增的主要因素。
根据彭亨州政府的纪录，截至 2015 年 8 月份仅发出

同时，马来西亚天然资源及环境部长拿督斯里
旺朱乃迪表示，铝土矿开采业者在第一个月内，必

4 张矿石执照，而马来西亚地质矿物局（JMG）则批
准更新 30 张矿石执照 16。

须将库存在关丹码头的铝土矿清空，无论是将之出
口至其他国家，还是运至其他仓库。这意味着，虽
然暂停了开采活动，但关丹港口的铝土矿出口将会

但目前所看到的环境污染课题，也绝非这数十
张有执照业者所能造成的。因此，马来西亚反贪污

持续至库存清空为止。
13

根据马来西亚地质学研究的报告，关丹最早在

Bauxite in the Kuantan area, Peninsular Malaysia，http://www.

gsm.org.my/products/702001-101257-PDF.pdf
14

关丹铝土矿污染知多少？，2016-1-7，https://www.malaysiakini.

com/news/325881
15

铝 土 矿 场 平 静 「 红 海 」 问 题 依 旧，2016-1-16，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nation/gn45635010486359
12

彭亨暂停开采铝土矿 3 个月，2016-1-6，http://www.orientaldaily.

com.my/nation/gn4563501048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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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丹武吉莪土展区 垦殖民要求开采铝土矿，2015-8-12，http://

news.sinchew.com.my/node/438204?tid=1

委员会（MACC）的调查报告指出，相信有部分的

自 2015 年 10 月 19 日开始，缅甸中央银行发布

官员涉及舞弊活动，包括申请开采的条件不明、没

去美元化法令，然而这项政策却实际上对缅元没有带

有公开招标环节、对非法与失当开采活动充耳不闻

来多大的正面效应。

17

等等 。换言之，铝土矿开采活动在过去一段时间，
随着缅元的贬值，缅甸境内的食物、生活必需品

已经是出现了过度开采的现象。

的价格也随着提高，这也增加缅甸人民，尤其是低收
归根究底，在这些过去依靠种植业来糊口的区

入群体的压力，更直接影响了该国的贸易收入。

域，一旦发现了能迅速制造财富的“商机”，就会
毫无底线地开采；而政府相关单位又缺乏正确思路，

在 2015-2016 年的财年，缅甸的贸易总额自从军

就会默许类似的作业继续下去，直至影响到整个社

人政权转换成半平民政权之后，第一次下降，而这也

区的环境与生态系统。

是因为缅元贬值所导致的。2015-2016 财年的前八个
月，即从 2015 年 4 月至 11 月，进口总额为 98 亿美元，

有鉴于此，有效应对当地的环境问题，并非只

而出口总额为 72 亿美元；而这与 2014 年同期的 101

是暂停开采铝土矿，而是在制度、政策与执行上全

亿美元进口额和 73 亿美元的出口额相比，要更低 19。

盘提升与改善，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完全停止相

图表 8：缅甸港口

关的开采活动。毕竟，在马来西亚的经济转型计划下，
国内的经济发展还需依靠的是生态发展、绿色科技
与服务业等领域的带动，而非这些原矿类的开采业
务。

缅元贬值影响贸易收入
Kyat Devaluation Affects Trade
缅甸大选之后，基于美元在国际市场上走强、商

资料来源：http://myanmarbusinessnews.com/

业活动重新恢复，缅元对美元汇率重新走弱。
根据缅甸一些银行业者的反映，缅元贬值的主

不过，数据也显示，与去年相比，贸易量却增长

要原因（75%）在于美元走强，而 25% 是缅甸国内政局， 了 10% 至 17%。根据缅甸商务部的贸易促进局局长
包括选举所导致的 18。缅甸总统吴登盛任期初期 1 美

温敏（Win Myint）的说法，这是基于这个财年里，

元能兑换 800 缅元，自 2014 年 11 月以来，缅元兑换

缅甸的玉石销量在海外买家当中下降，玉石出口量有

美元在 12 个月之内贬值近 26%，而目前的兑换率则

显著的滑落。除此之外，缅甸在这个财年当中所进口

是大约 1 美元兑 1300 缅元。虽然缅甸政府采取了一

的食油、汽油等产品也随着下降。截至 2015 年 11 月，

系列措施阻止缅元持续下跌，不过却无济于事。

本财年的玉石出口额为 8.2 亿美元，与上一财年同期
的 11 亿美元相比来得少 20。

17

MACC discovers corruption in Kuantan's bauxite rush，2016-01-

06，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25745
18

Kyat resumes weakening trend after election，11-11-2015，

19

Trade Revenues Down Following Kyat’s Decline，04-12-2015，

http://www.bangkokpost.com/news/asean/761768/kyat-resumes-

http://www.irrawaddy.com/business/102310.html

weakening-trend-after-election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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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缅元贬值计算在内，缅甸的玉石出口量至少

中东以外另一个可以迅速发展的据点 23。无论如何，

下降了 25%，而缅甸大部分玉石交易都以黑市交易方

印尼政府官员仍相信，相关的爆炸案对于该国的经

式进行，并不在官方的玉石交易所进行，也不在政府

济发展不会有太大的冲击，甚至对旅游业的发展也

商务部的掌控之中。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24。

根据《全球见证》的一份报告，前军人政权、和

印 尼 海 洋 资 源 统 筹 部 长 利 萨 兰 里（Rizal

前政府有关系的产业大亨、军人所拥有的产业集团等

Ramli）表示，近日发生的恐袭事件对经济领域，尤

都从玉石业中获利，而据悉在 2014 年里的获利高达

其是旅游业和投资者信心不会带来长远影响。他认

310 亿美元。

为，短期内对旅游业或会有些影响，但对长远的投
资前景不会有所冲击。

缅甸在 2015 年 7 月至 8 月期间发生了水灾，影
图表 9：印尼与全球经济表现对比

响了农产品出口量；水灾导致了大米出口暂停，其他
农产品出口也下降，不过整体上出口量还较稳健。
目前，
缅甸商业界领导人还在观望新政府的举动，
而新成立的政府必须有能增加出口的经济策略，以减
少目前持续增加的进出口差距。除此之外，缅甸中小
企业所面对的融资、基础建设、政府政策等难题，也
影响了贸易收入。
缅甸进口的电器用品、农业器具、汽车和其他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制造业产品从上一财年的 41 亿美元上升至这个财年
的 46 亿美元。即使在目前货币贬值的情况之下，缅
甸政府仍然预测这个财年的贸易量将会从去年的 280
亿美元上升至 290 亿美元 21。

根据印尼酒店与餐饮业协会（PHRI）的消息，
自发生雅加达恐袭事件以来，并没有接获任何取消
雅加达前往日惹（Yogyakarta）旅游的订单 25。但该
协会也指出，与巴厘机场不同，雅加达机场向来都

雅加达连环爆炸案对印尼经济的

不是休闲旅客主要下站的地方。无论如何，作为商
务旅客为主的雅加达机场，以及巴厘机场都在恐袭

影响甚微？
Less Impact of Jakarta Bombings on Indonesia's
Economy?

23

【 雅 加 达 恐 袭】 极 端 思 想 根 深 蒂 固 建 立 宗 教 国 家 思 潮 再 起，

2016-1-16，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ternational/
gn456350104863585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在 1 月 14 日发生连环式
22

爆炸案与枪击案 ，显示着印尼，乃至于整个东南亚
地区的反恐形势依然严峻。作为全球拥有最多穆斯
林人口的国家，印尼已被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视为

24

莎丽娜商城发生恐袭事件 对经济不会带来长期影响，2016-1-15，

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ce/%E8%8E%8E
%E4%B8%BD%E5%A8%9C%E5%95%86%E5%9F%8E%E5%8F%
91%E7%94%9F%E6%81%90%E8%A2%AD%E4%BA%8B%E4%BB
%B6%E5%AF%B9%E7%BB%8F%E6%B5%8E%E4%B8%8D%E4%
BC%9A%E5%B8%A6%E6%9D%A5%E9%95%BF%E6%9C%9F%E
5%BD%B1%E5%93%8D.html

21

同上

22

Blast, shootout in C. Jakarta，2016-1-14，http://www.

thejakartapost.com/news/2016/01/14/blast-shootout-c-jakar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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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Foreign tourists continue to visit Yogyakarta despite Jakarta

attack，2016-1-15，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6/01/15/
foreign-tourists-continue-visit-yogyakarta-despite-jakarta-attack.
html

事件后加强了戒备 26。

务 28，以及印尼有意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申请 20 亿美元的资金供国内的 6 项大型基建项目

另一方面，根据印尼相关部门作出的统计发现，

等 29。

2000 年至 2014 年间，印尼计有 950 人涉及恐怖主义
活动 27。回顾上述期间，印尼出现较大规模的恐袭活

尽管众多的迹象都能支撑着印尼经济的发展前

动分别为 2002 年巴厘爆炸案（202 人死亡）、2005

景，但绝对不能忽略的是，与过去的恐袭不同，这

年巴厘爆炸案（22 人死亡），以及 2009 年雅加达酒

次涉及方是属于拥有完善系统与规划的伊斯兰国恐

店爆炸案（9 人死亡）等。若注意上述三年的印尼

怖主义分子。一旦他们在东南亚地区迅速崛起，对

GDP 表现，除了 2009 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而

于东南亚整体的经济打击将是无法预期的。因此，

使 GDP 比前一年低以外，2002 年与 2005 年的 GDP

印尼政府还是需要与东盟成员国以及与包括中国在

增速都较前一年来得高（但该三年的增速都在 4.5%

内的区域国家强化防范沟通和信息交流，以杜绝恐

以上）。

怖主义的滋生 30。

图表 10：现场目击者拍下警方和武装分子
交火时的画面

越南出口持续成长
Vietnam’s Export Continues to Grow
根据越南工贸部进出口局的讯息，在 2011 至
2015 年这五年期间，越南进出口额保持较好的增长
态势，年均增长 17.6%，高于既定目标的 12%。该国
的出口规模有显著的增长，而 2015 年出口额达 1620
亿美元，比 2006 年增加了三倍；出口增长显示了越
南国内生产的复苏，有助于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增长，改善贸易平衡、遏制贸易逆差。另一方面，
达 10 亿美元以上的商品类逐年增长，有助于改善出
资料来源：东方日报

事实上，印尼政府对其经济表现深具信心，部
分原因也来自于中国近年来所提供的投资活动，包
括近期宣布投资 21.6 亿美元于印尼的再生能源业

28

中 国 有 意 在 印 尼 投 资 29.1 兆 盾 发 展 可 再 生 能 源，2016-1-17，

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ce/%E4%B8%AD
%E5%9B%BD%E6%9C%89%E6%84%8F%E5%9C%A8%E5%8D%
B0%E5%B0%BC%E6%8A%95%E8%B5%8429-1%E5%85%86%E7
%9B%BE%E5%8F%91%E5%B1%95%E5%8F%AF%E5%86%8D%
E7%94%9F%E8%83%BD%E6%BA%90.html
29

为六项工程融资 我国将向亚投行贷款 20 亿美元，2016-1-15，

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ce/%E4%B8%BA
%E5%85%AD%E9%A1%B9%E5%B7%A5%E7%A8%8B%E8%9E%
8D%E8%B5%84%E6%88%91%E5%9B%BD%E5%B0%86%E5%90
26

Bali airport on high alert，2016-1-15，http://www.thejakartapost.

%91%E4%BA%9A%E6%8A%95%E8%A1%8C%E8%B4%B7%E6%

com/news/2016/01/15/bali-airport-high-alert.html

AC%BE20%E4%BA%BF%E7%BE%8E%E5%85%83.html

27

30

【雅加达连环爆炸】中东 IS 分子通过大马进入印尼，2016-1-15，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ternational/gjis45635010484800

高 调 反 恐 印 尼 隐 患，2016-1-14，http://www.orientaldaily.com.

my/international/gn45635010486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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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贸易平衡 31。

以及石油市场所面对的问题，将会为越南的经济增
长造成冲击，使该国的不同产业、企业将会面对更

2015 年越南全国出口总额约达 1624 亿美元，当

多挑战。

中出口额超过 10 亿美元的商品共 23 类，其中以手
机出口额在 2015 年约达 300 亿美元而位居第一位。

另一方面，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成立，以及越南

在这五年里，越南对其重要市场和地区的出口有较

和多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将会为该国的出口带来

好增长，同时越南商品也开始向潜力市场和新市场

一定的机遇与商机。目前越南国会已经批准了 2016

出口。具体来看，对美国和中国市场出口年均增长

年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当中涵盖今年的出口额与

18%，对欧盟市场出口年均增长 22%，对日本市场出

2015 年相比增加 10%、贸易逆差减少 5% 等目标，

32

口年均增长 13%，对东盟市场出口年均增长 12% 。
图表 11：越南的一家制鞋厂

而陈俊英也称在 2020 年实现 3000 亿美元的出口目
标仍然可行 34。
越 南 在 2015 年 前 11 个 月 的 贸 易 逆 差 被 降 至
28.7 亿美元，这是基于 11 月份的时候贸易顺差达
致 2.36 亿美元。越南海关总局的数据显示，从 1 月
至 11 月期间，越南的出口盈利为 1482 亿美元，同
比上升了 7.9%；与此同时越南 11 个月份的进口额为
1511 亿美元。海关总局的一份报告指出 2015 年的进
出口周转仍然达不到目标的 10%。官方的说法认为，
这是原油与农产品价格减少所导致的，不过加强出
口能有效地减低赤字 35。
在 2015 年里，越南工业贸易部已完成了 2020

资料来源：vietmaz.com

年进口管理项目，并已提交至越南总理阮晋勇。该
项目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需求，注重在建立有效的
不过越南工业贸易部副部长陈俊英（Tran Tuan
Anh）则坦诚，越南如果没有重组产业，尤其是农

技术措施，提升食品卫生、限制进口、保护消费者
等 36。

业、渔业，2016 年里这些产业可能会陷入困境，这
是基于越南将会遇到来自泰国与印度的同类产品的
竞争 33。
陈俊英也建议越南产业也应该专注投资在加

柬埔寨大米出口前景看好
Cambodia’s Rice Export Increases

工科技而非产量上，以生产出更多高价值商品。在
2016 年里世界经济的复苏仍然缓慢，加上激烈竞争，

柬埔寨所定下的 2015 年百万吨大米出口目标并
未达标，不过去年大米出口量却有大约四成的增长，
仍然不失为亮丽的成绩，也让该国大米领域发展前

31

五 年 来 越 南 出 口 额 保 持 较 好 的 增 长 态 势，2016-01-03，http://

cn.nhandan.com.vn/economic/item/3759001- 五年来越南出口额保持较

景更为乐观。

好的增长态势 .html
32

同上

33

Vietnamese exports to face stiff competition，2015-12-24，

34

同上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business/149099/vietnamese-

35

同上

exports-to-face-stiff-competition.html

3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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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里，柬埔寨的大米出口量大约是 50

如果可以通过水路或铁路输送大米，加上柬国内设

万公吨，与前年同比增长 38% 至 40%，与 2010 年相

有大型的米仓和烘乾设施，出口百万吨大米是可行

37

比则有高达 10 倍的增长 。

的 39。

根 据 稻 米 联 盟（Cambodia Rice Federation,

大米出口单一窗口秘书处报告，2015 年前 11 月，

CRF）副主席吴永乐的说法，自 2010 年开始，柬埔

大米出口 46 万吨，与 2014 年同期的 33 万 6000 吨

寨的稻米领域出现了不少变化，其中出口量增加，

相比，增长 39%。商家估计去年 12 月份大米出口量

而出口市场也从欧洲转移至亚洲，尤其是中国和马

介于 4 万至 5 万吨，因此，去年大米出口量有望为

38

来西亚市场 。

50 万吨。在柬埔寨政府 2011 年推行《促进稻谷生
产和大米出口政策》前，2010 年大米出口量只有 4

随着亚洲新兴市场对柬埔寨大米的需求度越来

万 5000 吨 40。

越高，加上运输、物流的改进，2016 年的柬埔寨大
米出口量仍然相当可观。
图表 12：正在运输大米的柬埔寨港口

虽然柬埔寨大米出口前景看好，却也仍然面临
其他难题。在面对大米出口量增加之际，柬埔寨出
口米商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CRF 指出，2015 年里的百万吨大米出口目标并
未达标，主要原因在于其会员之间缺乏互信合作与
信心，而部分会员并不遵从 CRF 政策所导致的。该
联盟也称必须让农民重建信心、维持质量标准、提
升柬埔寨大米品牌，方能在下一个五年达标 41。
有信息表明，CRF 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是管理柬
埔寨稻米的供应与需求，如一些农民把稻谷转售给
邻近国家而导致碾米厂缺乏稻谷货源；为了解决这
项问题，CRF 的会员需要 5.5 亿美元采购稻谷，以
确保能达致百万吨大米出口的目标 42。

资料来源：everyday.com.kh

除了这些因素，AMRU RICE 公司董事长宋沙
隆也表示，2015 年降雨量不足和旱灾等问题，严重

吴永乐也表示，若柬埔寨想推动大米产业，除
了提高大米产品质量外，柬国政府必须设法降低生

影响了稻米的质量和产量，而解决灌溉问题也是未
来提升柬国大米出口的重要工程 43。

产成本，以使该国大米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根 据 AMRU RICE 公 司 董 事 长 宋 沙 隆（Song
Saran）的说法，虽然柬埔寨碾米厂不断提升和扩大
规模，不过目前港口运输无法应付出口增长需求，

39

同上

40

同上

41

Rice industry growth hampered by disunity，2016-1-13，

http://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rice-industry-growthhampered-disunity

37

国际市场声誉日隆·大米出口前景亮丽，2016-1-03，http://www.

camsinchew.com/node/44154?tid=7
38

同上

42

同上

43

业 内 人 士 称 灌 溉、 价 格 等 问 题 制 约 柬 大 米 出 口，2015-11-6，

http://www.jianhuadaily.com/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
id=19329:2015-11-06-14-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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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银行降息 不减贷款人数

受惠，也因为所有的银行的贷款、存款利率都大致

Laos Banks Issue More Loans after Lowering
Interest

上一致，客户的来源较为稳定 45。
根据老挝银行在第十届第七全国议会常会所呈

最近，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Bank of Laos

交的一份报告，在 2015 年 8 月，利率由原本的 5%

P.D.R）宣布存款和贷款降息；不少位于老挝的银行

降低至 4.5%；该报告指出自降息之后，在短期之内

认为，这不会在未来几年之内减少存款人和借款人

商业银行的存款与贷款的数量开始下降。

的数量。

在 2014 年年底，老挝货币存款的利率平均为每

老挝爱喜利达银行（ACLEDA Bank Lao Ltd）

年 10%，在 2015 年 11 月时，下降至年均 7.7%。

是其中一家认为降息并不会减少客户人数的银行，
而自 2015 年八月老挝中央银行宣布降息以来，该银
行的客户人数不减反增，每月向 2000 名左右的客户
提供 700 万美元至 800 万美元之间的贷款，也预计

与此同时，短期借款偿还比率从 12.7% 下降到
10.5%，而中长期贷款偿还比率则从平均 13.3% 下降
至 11.8%46。

能在 2016 年里每个月做出 1000 万美元的贷款，同

老挝国有银行所提供的最低利率为每年 11%；

时也估计能向 58,000 个家庭做出 1.35 亿美元的贷款；

而外币贷款利率则从年均 9.6% 下降至年均 8%。另外，

这些数额将以老挝货币计算 44。

长期贷款从 10.5% 降至 9.7%，不过存款率则维持 5%。

图表 13：老挝银行

商业银行则持续每月 4.1% 提升，以累积更多资
本。老挝货币发行的贷款每月提升了 1.6%，而老挝
央行则持续检查商业银行的运作，以确保存贷款利
率的调整能正常进行 47。
老 挝 银 行 副 行 长 颂 赛· 西 巴 赛（Sonexay
Sitpasay）的分析指出，如果因为银行降息而导致民
众把钱转向投资，这会提升消费、为当地人制造就
业机会，进而改善老挝经济发展 48。
老挝银行降息是面对银行高利率困境的当地生
产商和农民的要求所作出的回应；如高利率造成了
老挝鸡农面对鸡和蛋的高生产价格，而这在万象尤

资料来源：www.soidb.com

其明显。在东盟经济共同体落实之后，如果高利率
持续实行，会造成老挝这些产品在区域内无法与其

另外，彭萨万银行（Phongsavanh Bank）一名官
员表示，银行并不会公开因为降息导致的贷款人数

45

同上

减少的数据，不过却认为不少贷款者因为利率低而

46

同上

47

同上

48

Banks in Laos cut interest rates to boost production，2015-8-

44

Banks to issue more loans despite lower rates，2015-1-13，

http://www.vientianetimes.org.la/FreeContent/FreeConten_Bank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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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business/Banks-in-Laos-cutinterest-rates-to-boost-producti-30266110.html

他国家的同类产品竞争 49。

过去的 2015 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全球经济增
长不均衡，石油价格大幅下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

老挝的邻国泰国和越南的银行向农民的贷款利

动荡。菲律宾国内方面，政府开支低于预期，气候

率一般介于 3% 至 5%，而先前老挝对农民的贷款利

变化带来问题，外需不振导致出口大幅下降以及比

率则是 13% 至 15%50。

索对美元疲软等都较突出。该国认为，2016 年将是
另一个充满挑战的一年，积极的增长前景和坚实的
宏观基本面将是近期和中期压倒一切的拉动因素，

菲律宾 2016 年冀望加速经济增长

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尽管面临挑战，菲律宾 GDP 增

Philippines Expects to Promote Growth in 2016

长率去年第三季度为 6％，已成为亚洲增长最快的

2016 年是菲律宾选举年，也是随着东盟进入共
同体后的第一年，经济增长前景如何是该国目前最

经济体之一。2016 年初，世界银行预测，得益于基
础设施高支出、家庭收入增长和外国投资的持续增
长，2016 年菲律宾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6.4%52。

关注的事情之一。据《菲律宾星报》1 月 6 日报道，
菲律宾中央银行（BSP）认为，该国良好的宏观经济
基本面将成为内在的稳定因素，抵御美国加息和中
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51。
图表 14：菲律宾承办东盟旅游论坛

世界银行认为，2016 年菲律宾大选将刺激 PPP
项目不断开工，同时汇率波动小于 5%，货币压力小，
外汇储备持续增加，以及商品价格低、家庭收入增
加这些利好因素将刺激经济发展；建议菲律宾应扩
大税基，加强公共收入管理来保持持续增长。
除宏观经济层面的措施外，菲律宾产业的发展
也是关键。以菲律宾较有优势的旅游业为例，菲律
宾旅游部表示，第 35 届东盟旅游论坛（于 1 月 18
日至 22 日在菲律宾举行）为带动经济增长带来机遇。
菲律宾旅游部官员称，题为“东盟——可持续发展
的共同体”的 2016 年东盟旅游论坛为促进东南亚地
区发展成全球旅游市场的“十合一”旅游目的地 53。
本届旅游论坛讨论通过东盟旅游发展战略计划，
为 2016-2020 年本地区旅游发展事业构建框架。首
届东盟旅游论坛于 1981 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
旅游论坛是东盟旅游合作框架内的最大事件，
目标在于把东盟建成共同的旅游市场，促进旅游业

资料来源：http://www.letv.com

可持续发展，为增进各国之间的交流、加强友好合
作关系，巩固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等做出贡献。

52

世行预测 2016 年菲经济增长 6.4%，2016-1-8，http://ph.mofcom.

49

同上

50

同上

53

51

菲 律 宾 经 济 准 备 面 对 艰 难 的 2016 年，2016-1-6，http://china.

org.vn/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_news/item/3758701- 菲律宾承办 2016

huanqiu.com/News/mofcom/2016-01/8329692.html

gov.cn/article/jmxw/201601/20160101229961.shtml
菲律宾承办 2016 年东盟旅游论坛，2016-1-2，http://cn.nhandan.

年东盟旅游论坛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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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菲律宾在 2016 年初即表示希望通过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产能在泰国是新兴行业。

举办重要区域活动带动自身发展，这必将为年内的

比如替代能源，太阳能、风能、钢铁，在泰国有很

经济增长注入更大活力。

大的潜力。因为泰国的太阳能、风能资源很丰富。
泰国政府也很鼓励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因此，这些
行业，不仅是出口，还有建设生产基地，泰国都很

2016 年泰国促进投资目标已确定
Thai Investment Goal in 2016
在东盟宣布共同体成立后的第一年，泰国政府
希望通过促进投资推进增长。据 1 月 12 日泰国媒体
消息，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发布 2016 年促
进投资目标为 4500 亿铢。
BOI 委员会秘书长就 2015 年促投总体表现指
出，2015 年批准了总值 2180 亿铢的促投项目申请。

鼓励。泰国也鼓励利用本地资源的项目，比如木薯，
中国是泰国的第一大客户，将其加工成甲醇，也是
替代能源的一部分。投资泰国的农产品，比如橡胶，
还有水产品加工，泰国政府都是很欢迎的。泰国投
资优惠政策近期有所改变。例如纺织行业，已经取
消了投资鼓励的优惠，它只鼓励高端的服装，有设
计和品牌的 56。
上述这些投资信息表明，泰国以投资促进经济
的措施已趋具体。今年是有待于落实的重要开局年。

如果算上 2014 年度超过 2000 个促投项目审批额，
合计投资总值近 8904 亿铢 54。新促投项目也为就业
市场带来了 18.3 万个就业岗位。此外，还有效拉动
了估值大约 7810 亿铢的国内原材料市场需求。预计

文莱多项基础产业将与日本合作
Japan-Brunei Will Cooperate in Primary Industries

将为泰国贡献 1.164 万亿铢出口收入。
2016 年 BOI 招商引资工作安排，将招商引资项
目实现翻一番，促投总值达到 4500 亿铢。其中，政

文莱是东南亚的较小国家，长期依赖石油出口。
但近年来，文莱希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多经济业
态的发展。

府设定的 10 大新兴产业招商引资比率将达到 60%。
2016 年招商引资重点市场将放在以下国家，美国、
欧盟国家、东盟国家和日本等。而去年泰国境外直
接投资前 5 排名分别为，第 1、日本；第 2、新加坡；
第 3、印尼；第 4、中国；第 5、美国。

据文莱报章披露，日本驻文莱大使表示，日本
正寻求在多项基础产业上与文莱开展合作，例如旅
游业等。在由日本大使馆签署的一项声明中，来自
日本宫崎县的 8 名代表团成员在 1 月 14 日至 1 月 16
日访问了文莱。

该机构认为，新加坡能够跃居第 2 位，投资者
并非新加坡籍，而是母公司在境外、但在新加坡注
册公司的外籍投资者借道新加坡转投泰国。印尼则
是因投资航空公司超越中国跃居第 3。总之，如前

宫崎县是日本 47 个县中的一个，位于九州岛。
宫崎县的经济构成中主要是基础产业，例如农业、
渔业、林业 57。

所述，2016 年泰国招商引资工作将依托政府 10 大
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为指导，引资目标 4500 亿铢 55。

54

2016 年 泰 国 促 投 目 标 4500 亿 铢，2016-1-13，http://www.

驻文莱的日本大使伊木纪子称，目前看来，渔
业和太阳能发电产业是文莱与日本宫崎县具有合
56

同上

57

Japan seeks cooperation in primary industries, January 14, 2016,

caexpo.com/news/info/invest/2016/01/13/3656797.html

http://www.bt.com.bn/news-national/2016/01/14/japan-seeks-

55

cooperation-pri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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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优势的领域。通过这一声明，她解释称，文莱技

水资源的重要市场，可以主办“尖端科技产业”活动。

术教育研究所（IBTE）的学生和渔业部官员也将

宫崎县也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产业和 CIS 生产价

受邀访问日本，这是通过 JICE（日本国际合作中

值链（薄膜太阳能电池）。

心）的日本 - 东亚学生和青年交流网（JENESYS，
Japan-East Asia Network of Exchange for Students and

由此可见，对文莱和日本双方来说，存在多项

Youths）58 项目进行的。他们的参加是日本努力贡献

合作机会，例如渔业、旅游业、太阳能电池业等等。

文莱经济多样化工作的一部分。

另外，双方在相关产业的学生交流和青年人才培训
领域也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图表 15：日本 - 东亚学生和青年交流网（JENESYS）

资料来源：JENESYS 官网

在旅游业方面，日本大使希望更多文莱游客访
问九州岛，因为九州岛的火山和温泉而被认作受欢
迎的旅游度假目的地。日本希望更多文莱人到此访
问。有许多直接的航班来自东南亚的主要城市，例如，
新加坡、曼谷，并到达九州岛的主要城市福冈。
她强调，九州岛不仅是广受日本人欢迎的休假
目的地，也是亚洲邻国韩国和中国人喜欢来的旅游
地。
代表团成员们访问了文莱几个政府机构，包括
基础资源和旅游部，以扩展潜在的合作领域并且相
互交流和学习。双方也讨论了关于 TPP 领域的合作。
按照相关合作声明，宫崎县是世界上享有丰富

58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enter (JICE), http://sv2.jice.org/

mt6_test/jenesy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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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马来西亚航空业期待新的发展

虽然亚航早前已经以每桶 63 美元的价格提前购买期

Malaysia Airline Companies Expect New
Development

货，但只购买了今年约 41% 的所需燃油，意味着该
公司仍将从更低的油价受益 62。

马来西亚航空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波折和调整

马 来 西 亚 丰 隆 投 资 银 行 和 兴 业 资 本（RHB

后，近期逐渐呈现新的发展趋势。据马来西亚丰隆

Capital）曾于 2014 年预计，马来西亚为马航第四次

投行（Hong Leong Investment Bank）的分析，马来

输入资本，救助这家遭遇两次灾难事故的航空公司；

西亚航空业迎来需求复苏、供需结构改善、油价保

马航的大股东——马来西亚国家主权基金需要支付

持低位 3 大利好因素 59。

至少 20 亿林吉特（约合 6.29 亿美元），使马航私有化，
并补充其随后 12 个月内（2015 年）的运营资本 63。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政府在马航遭受两次打击
后，采取支持和帮助的措施，重振相关产业及链条
服务业，这不仅使马航得以重新获得复苏的机会，

第一，航空需求将比 2015 年更强。政府加大力

也为关联行业——例如旅游业，带来更多机会。

度宣传马来西亚旅游业，2016 年的拨款高达 12 亿
马币，远高于去年的 3.16 亿马币，将吸引外国游客
回流。政府的目标是吸引游客 3050 万人次。马来西
亚本国人民已逐渐适应生活成本高涨、马币汇率疲
60

软的局面，今年开始将逐渐回温 。

泰国汽车业对经济发挥重要作用
Thai Auto Industry Plays Important Role

第二，继马航大力整顿航线，亚航与亚航 X 也

泰国制造业在东盟国家相对较强，尤其是汽车

只经营供需平衡的航线，航空市场的供需结构已大

制造业近年发展很快。泰国媒体 2015 年 12 月 28 日

有改善，将推高这些航线的收益率。目前，马航继

报道，泰国工业部公布一年来工作成果时表示，预

去年一系列航线整顿行动，并订立了以与阿联酋航

计 2016 年工业 GDP 增长幅度可以达到 2%。据预测，

空（Emirates）共享飞行代码为主轴的长程航线策略

未来的 2016 年，汽车制造、电力及电子、饰品、陶

后，目前将专注于国内和区域航线扩充，并致力于

瓷器、甘蔗及蔗糖业是 5 大明星产业 64。

61

把短程航线与长程航线结合起来 。
泰国工业部部长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工业
第三，国际油价进一步走低，将使航空公司受益。 部按照政府的规划，重点开展包括基础经济、增强
目前，航空燃油（jetfuel）的价格已跌至每桶 45 美元，
59

马来西亚航空业迎 3 大利好因素，2016-1-7，http://www.caexpo.

com/news/info/industry/2016/01/07/3656593.html

62

同上

63

马 来 西 亚 丰 隆 投 资 银 行，2014-7-25，http://finance.eastmoney.

com/news/1365,20140725404910630.html

60

同上

64

61

同上

http://www.caexpo.com/news/info/industry/2015/12/28/36561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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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工 业 部 称 汽 车 制 造 等 将 成 明 年 5 大 明 星 产 业，2015-12-28，

工业竞争力、经商便利化以及环境保护等 4 方面的

零配件出口可增长 10%。因汽车产业受惠于经济刺

工作。其中最主要工作是加快工业工厂执照的审批，

激政策，促进投资委员会（BOI）抓紧审批多个积

便利化相关手续；解决新城市规划给工业发展带来

压促进投资专案，尤其是已经批准汽车产业促进投

的问题；调整工业生产标准，使之与各东盟国家相

资专案的投资额累计超过千亿铢，如节能汽车二期

适应；开发产业集群经济特区，加强对政府划定的

发展规划充分落实，给汽车市场带来新增长点。

10 大目标产业集群的引导；另外，工业部还积极转
变职能，改变政府与民间企业的协调与工作体系。
图表 16：为汽车业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缅甸风力发电市场正待开发
Review on Myanmar Wind Power
据 2015 年 12 月 21 日的信息，来自挪威、德国、
英国驻缅大使馆的顾问和缅甸国家能源发展委员会
的成员以及业界专家共开研讨会，讨论缅甸发展风
力发电的潜力与挑战。参会者认为，缅甸虽仍有诸
多问题亟待解决，但发展风力发电迫在眉睫。
缅甸对外开放后，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没有期
待的那样快。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仍较缓慢。
相关信息反映出，电力短缺是制约缅甸发展的一个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严重问题。虽然缅甸水力资源充足，但水力发电受
到气候制约，旱季时缅甸的能源供应波动很大，因

2016 年，最有潜力的明星行业包括：1. 汽车制

此该国无法完全依赖水电 66。

造业，明年汽车产量预计将达到 215 万辆，增长幅
度达到 10.26%，其中用于国内销售的约 90 万辆，增

相比而言，缅甸风力发电的潜力巨大，有望吸
引大量外来投资。

长 6.67%，用于出口的达到 125 万辆，增长 4.17%；2.
电力及电子产业，预计 2016 年电子元件的产量将提

目前，缅甸国内仅有 30% 的人口能够用电，人

高 0.18%。3. 食品产业，预计明年随着国内购买力回

均电力消耗量为亚洲最低。伊洛瓦底江、钦敦江、

升，将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4. 陶瓷行业，随着政

萨尔温江和锡当河这四大主要河流流经缅甸，合计

府刺激住房及政府基建设施的投入，这一行业前景

可为缅甸提供 1000 亿瓦特电能。而目前缅甸国内仅

靓丽；5. 甘蔗及蔗糖行业。

有 3% 的水电资源得到开发，另有 26% 等待建设，
从这个意义上说，缅甸国内的水电发展仍有巨大潜

总之，泰国近年汽车业延续着发展的势头。

力 67。

2014 年的一项分析表明，泰国汽车产业在东盟国家
中居于首位，并受到外国投资者的关注 65。泰国商业

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缅甸全国四分之

部国际贸易促进厅厅长表示，汽车行业出口前景好，

三的地区不通电，而在亚洲发展中国家，这一数字

维持汽车及零配件产业出口增长 10% 的目标；汽车
66

缅甸风力发电潜力巨大，2016-1-7，http://www.qzbsg.gov.cn/zt/

gzdm/Details/b25b71fa-5710-44e2-b4b6-a56e11aebf29
65

泰 国 汽 车 产 业 在 东 盟 国 家 中 居 于 首 位，2014-9-3，http://www.

gx.xinhuanet.com/topic/2014dmzt/2014-09/03/c_1112350270.htm

67

缅甸风力发电潜力巨大，2016-1-7，http://www.qzbsg.gov.cn/zt/

gzdm/Details/b25b71fa-5710-44e2-b4b6-a56e11aebf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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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值为 18%。据缅甸政府的数据显示，2013 年

附：

水力发电占缅甸总发电量近 74%。受雨季和旱季的
影响，缅甸的能源供应波动很大。根据 2015 年全球

缅甸电力市场现状

气候风险指数，最近缅甸被列为受气候变化影响第
缅甸已建有 16 个水电站 .1 个火电厂和 15 个天

二大的国家 68。

然气发电厂，总且直机容量 245.3 万千瓦，年发电量
图表 17：缅甸发展风电一景

150.37 亿千瓦时。
缅甸全国缺电，在早季电力紧缺问题尤为突出，
即使在全国经济中，时印光市，也经常出现停电甚
至连续几天不通电的情况，因此许多工商业单位和
家庭都备有自己的发电机。缅甸第二电力部负责制
定电费标准，缅甸国民用电成本很低，居民用电约
为 50 缅币 l 度，工业及商业用电约为 5 美分 I 度。
对外国人用电则收取 8 美分 l 度，另视具体情况还
要收取变电器损耗费、电表保护费、功率费等多项
杂费。

资料来源：南博网

缅甸利用水力发电潜力很大，据西方国家和国
际组织勘测，缅甸蕴藏水力的装机容量为 1800 万千
而同时，因为缅甸国内电力需求很大，利用风

瓦。2008 年 9 月，缅甸第一电力部长佐民上校称，

力发电，缅甸每年发电量将超过当前需求量，为吸

缅甸蕴藏水力装机容量约 5000 万千瓦。1988 年至

引投资带来相当大的机会。据有关评价，缅甸政府

今，缅甸己建有 15 个水电站，1 个火电厂和 15 个

应完善和稳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营造良好的投资

天然气发电厂，总装机容量 245.3 万千瓦，年发电

环境。

量 150.37 亿千瓦时 ; 在建项目 61 个，总装机容量
4111.35 万千瓦，年发电量 2087.5 创乙千瓦时 ; 计划

缅甸国家能源发展委员会成员 U Thoung Win

新建 2 个电站，总装机容量 30.5 万千瓦，年发电量

表示，缅甸政府还承受着巨大的电力补贴负担。为

15.91 乙千瓦时 ; 预计将来，缅甸将建有电站 94 个，

了有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缅甸电力价格体系需要

总装机 4387.2 万千瓦，年发电量 2253.9 亿千瓦时。

有所改变。现在，缅甸的政策和法律框架仍然处于
相对空白的状态，包括技术、政策、法规、融资等

市场机遇

69

方面都面临一定的挑战 。
缅甸电力部向该组委会表示：因国内水电发电
总量远不够国民的用电需求，希 2015 年与该展会强
强联手，通过该展会能够接触更多的火电、天气发
电及太阳能和风能的企业参与到该展会中来，能够
洽谈更多的电站建设项目。
68

缅 甸 发 展 风 力 发 电 迫 在 眉 睫，2015-12-22，http://www.china-

nengyuan.com/news/news_detail.php?news_id=87342
6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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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马钦州产业园的新思路
Creating Development: China-Malaysia Qinzhou
Industrial Park

翁忠义先生表示，两国政府成立了“两国双园”
联合合作理事会，主要是探讨如何把两个园区有效
衔接，加强双园的互补性，在通关便利、物流方面
加强合作，为商家提供更多便利。“两国双园”的

2016 年年初的信息表明，中马钦州产业园将迎
来新的发展模式。

合作，也促成中国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在关丹
投资关丹港的扩建项目。他认为，关丹港口的扩建
项目一旦完成，航线将会有所增加，两个产业园区

2011 年 4 月 28 日，中马达成共识，共建钦州产

投产后将有更多互动。目前马中贸易主要通过巴生

业园；同年 10 月 21 日两国签署中马钦州产业园区

港衔接中国主要城市的港口（如广东、深圳、上海等），

合作文件；2012 年 3 月 26 日，国务院批复设立中马

至少需要 7-8 日的航程，但如果开通关丹港至钦州

钦州产业园区；2013 年 2 月 5 日，启动“两国双园”

直航，只需要 3-4 日。这是“两国双园”的优势之一。

（中国钦州和马来西亚关丹）模式。
图表 18：中马“两国双园”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方面的发展将有以下方向：
今后三年，钦州园区重点支持生物医药、光电新材
料、跨境电子商务、卫星应用和科技创业园等一批
重点产业发展平台建设，通过设立多种类型的产业
投资基金和其他金融扶持形式，促进一批重点骨干
企业加速入园，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 71。
目前，园区已建立了中国 - 东盟植物药与天然药研
究与产业化基地、易通浩光电产业园、弘信创业工
场（物流电商平台）、中马科技园（科技孵化平台）
等产业发展平台。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制作

据《南洋商报》1 月 5 日报道，中马钦州产业园
将不仅服务中马两国企业，同时面向全球招商。前

印尼煤炭出口与中国经济放缓
Indonesia Coal Export: to Where?

马驻华使馆官员、新任中马钦州产业园合资开发公
司总裁翁忠义指出，随着区域经济发展，马来西亚

进入 2016 年，印尼煤炭出口呈现新趋向。由于

城的规划逐渐转成东盟商谷的概念，主要考虑到钦

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限制低热值煤进口 72。印尼

州园除了服务马商家外，也鼓励东盟及其他区域企

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预计，2016 年该国向印度出口煤

70

业前来投资 。

70

钦州产业园拟打造东盟商谷，2016-1-7，http://my.mofcom.gov.

cn/article/sqfb/201601/20160101228783.shtml

71

同上

72

印尼煤炭出口重心移出中国市场，2016-1-8，http://www.caexpo.

com/news/info/export/2016/01/08/3656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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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将增加，而出口至中国煤炭量将下降。
中国经济放缓，全球经济疲软，煤炭价格也受
到影响，导致投资者对煤炭行业渐渐失去兴趣。印

中国企业加速在东盟投资
Chinese Enterprises Increase Investment in
ASEAN

尼能源部煤炭部门主任称，刚好同中国相反，印度

日本经济新闻网 1 月 6 日报道，中国企业在东

煤炭需求并未下滑。此外，印度对印尼动力煤高度

南亚的投资正在扩大。中国第二大水泥企业安徽海

依赖。

螺水泥计划 2016 年以后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新建

印尼煤炭能源矿业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是
印尼最大的煤炭出口市场，印度列居第二。该年印
尼向中国出口煤炭 4154 万吨，向印度出口煤炭 3748
万吨。2015 年 1-11 月，印尼向中国出口煤炭同比下
滑超过 30%，下滑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7 家工厂。大型造纸企业山东太阳纸业则将在老挝
投资 2.9 亿美元建新的造纸工厂。中国政府以新丝
绸之路“一带一路”构想之名，正在扩大向周边国
家的投资，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活动也变的更为活
跃 74。

政府出台政策限制劣质煤进口。

图表 19：印尼水泥市场情况

2015 年 12 月份，印尼能源部设立的月度动力煤
参考价 HBA 指数同比下滑 1.69% 至 53.51 美元 / 吨，
创历史新低。该指数于 2009 年设立。
印尼煤炭矿业协会常务主任称，考虑到当前的
形势，印尼煤炭出口不能依赖中国市场。因此印尼
煤炭行业应该转向国内市场，尤其是 2016 年印尼新
建燃煤电厂将投产。
资料来源：海螺水泥官网，安邦咨询整理

2015 年 1-11 月，印尼出口煤炭 2.53 亿吨，同
比 下 滑 27.71%；同 期，印 尼 生 产 煤 炭 3.35 亿 吨，
同比下滑 20%。由于煤炭价格处于低位，中国煤炭

“一带一路”是援助东南亚及东欧等周边国家

需求依然低迷。中国是世界最大煤炭生产国和消费

的港口、发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并推动经济交流的

国 73。

政策。中国意在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加强在周边
国家的影响力。

但研究表明，总体上中国仍有 60-70% 的热量
安徽海螺水泥计划在 2016 年 4 月后，在印度尼

需求是依靠燃煤，而印尼又是重要煤炭供应国，因此，
印尼对中国市场出口煤炭的状态仍将继续；出口也

西亚新建 4 家水泥工厂。预计总年产能将超 1200 万

必将带动相应的改变。由此双方将来在煤炭行业的

吨。海螺水泥在缅甸的新工厂将于 2016 年 2 月投产，

贸易合作应逐渐向投资合作方向转变。

在老挝的 2 家新工厂计划也正在进行中。
由于中国经济减速及基础建设投资的转冷，国
内水泥需求持续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 年
1 月 -9 月国内的水泥产量约为 17 亿吨，约减少 5%。

73

印尼矿产部官员：预计 2015 年印尼出口煤炭 3.03 亿吨，2015-12-

24，http://www.ocn.com.cn/chanjing/201512/ehuaf241643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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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中 国 企 业 扩 大 东 南 亚 投 资 与 日 本 展 开 竞 争，2016-1-7，http://

www.caexpo.com/news/info/invest/2016/01/07/3656537.html

海螺水泥总会计师周波表示，中国国内市场严重供

增长推出全面连贯的政策措施等关键因素 77。中国是

给过剩，将强化包括出口在内的海外市场业务。山

印尼第二大出口市场，对印尼经济影响显著，如果

东太阳纸业也将在老挝开设新的造纸工厂，争取抓

中国经济仍然举步维艰，印尼出口就无法恢复；如

75

住当地市场的需求 。

果中国使人民币贬值，将进一步使印尼出口收缩。
迄今印尼政府已经推出了 8 轮经济刺激政策，旨在

不过，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如日本媒体所称，

改善投资和提升产能，促进经济供给面增长，此类

对于接受中国投资的新兴国家而言，一方面中国的

政策效果将在中长期得到体现，但短期内印尼不会

财力和技术具有吸引力，同时也警惕中国在本国影

受到影响。

响力的增强。日本企业正希望扩大在东盟国家的投
图表 20：中国 - 印尼贸易和投资近况

资，预计中国企业在这一地区将面临更多的竞争。

中国 - 印尼大幅增加投资和经贸活动
China-Indonesia Increase Economic Activities
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于 2016 年 1 月初表示，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2016 年印尼预定投资落实指标为 594 万亿印尼盾，
较去年提高 14%，新增 200 万个就业岗位 76。印尼投
资协调委员会主席弗兰基说，鉴于中国投资申请大
幅增加，该机构 2016 年将在中国设立办事处。
目前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已在美国、澳大利亚、
英国、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沙特设有办事处。
2015 年，中国对印尼投资申请许可额达 277.59
万亿盾（约 200 亿美元），较 2014 年增长 67%，占
印尼全年外国投资申请许可总额的 22.96%，成为印
尼最大外资计划投资国。如此高的投资许可申请表

不过，从一些印尼地方省份来看，印尼未受中
国经济下滑的影响。以印尼西爪哇为例，中国位列
印尼西爪哇出口目的地国的第 3 位，美国和日本位
列第一和第二。因此，中国经济下滑对西爪哇的影
响不大，西爪哇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数量在印尼占比
较大，达到 26.6%。西爪哇着力进口中国货，而不是
出口货物到中国。因此，随着中国的经济下滑和人
民币的贬值，西爪哇购入的中国货更便宜，这有利
于西爪哇经济的发展 78。

明中方的投资意愿非常高，因此将在中国设立办事
处，以最短的时间颁发投资许可。

目前，中国大量参与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印
尼希望中国经济复苏推进双方经贸关系发展。

从总体经贸关系看，印尼最大的国有银行万自
立银行分析表示，2016 年印尼经济发展前景要看中
国。印尼经济能否实现目标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
景、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和印尼政府能否为促进经济

75

同上

76

印 尼 政 府 将 在 中 国 设 办 事 处 加 强 投 资 落 实，2016-1-12，http://

www.caexpo.com/news/asean/yinni/jmzx_yinni/2016/01/12/3656726.
html

相关信息说明，中国和印尼在多项领域有很好
的经贸互动基础，从资源、商品和产业角度，双方
的合作需求远远大于因中国经济下滑和人民币贬值
带来的不利影响。
77

《雅加达邮报》：2016 年印尼经济发展看中国，2016-1-8，http://

id.mofcom.gov.cn/article/ziranziyuan/tiyu/201601/20160101229606.
shtml
78

印 尼 西 爪 哇 不 受 中 国 经 济 缓 慢 下 滑 影 响，2016-1-13 ，http://

id.mofcom.gov.cn/article/ziranziyuan/huiyuan/201601/20160101233073.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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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马新高铁项目：中铁投标“竞选”与

图表 21：位于吉隆坡展览中心的中国高铁展览

潜在风险
Kuala Lumpur-Singapore High Speed Rail (HSR)
Project: China Railway’s Bidding Campaign and
the Potential Risks
2015 年 12 月 14 日，位于吉隆坡展览中心的“中
国高铁研讨会”召开。作为首次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相
关研讨会 79，举办单位之一的中国铁路总公司也同时
展开为期四天的中国高铁展览。中马两国高级官方及
企业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包括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商
务参赞吴政平、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委员会（SPAD）
主 席 赛 义 德·哈 米 德·阿 尔巴（Tan Sri Syed Hamid
Albar）、中国铁路总工程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华武以及
中铁工程师的代表。马来西亚安邦研究中心信息部主
任张倩烨和研究员李志良也受邀参加。
在致辞中，吴政平参赞透露中方将对马来西亚政
府提供一个最佳的融资配套支持，以落实马新的宏愿
计划。同时，他也阐明中铁的优势与北京的意愿：“中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研究中心（李志良）

国速度”
（Speed）、
“以人为本”
（People-Centred）、
“全
天候经验”
（All weather）和“中国决心”
（Determination）。
这也与陆路交通委员会的简称（SPAD）如出一辙。再者，

在演讲中，马来西亚代表陆路交通委员会（SPAD）

吴参赞进一步提出四个关键词：
“本地化”
（Localization）
、 主席赛义德·哈米德提醒各位，该国的高城市化水
“综合发展”（Overall Development）、“经济价值”

平（67%）和它所带来的机遇，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

（Value for Money）和“中国激情”（Enthusiasm）。再

设以及互联互通发展方面的机遇。此外，他也重申马

把这 4 个词的首字母拼起来就成为“热爱”（LOVE）。 来西亚当局对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这表达了中铁参与马新高铁建设的热情 80。

（UNESCAP）泛亚铁路倡议的支持和配合。在这一点
上，马来西亚对中铁的积极参与和多方面的支持表示
欢迎和感激，并表示此次的中铁研讨会和展览将把该

79

合办单位是中国铁路总公司等 7 家企业和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委员会

（SPAD）
80

吴政平参赞的演讲信息可在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

部 参 赞 处 网 站 获 得：http://my.mofcom.gov.cn/article/todayhead
er/201512/201512012132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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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升到公开竞争的层面。

图表 22：马来西亚使馆商务参赞吴政平发表致辞

投入到东马（沙巴州与沙捞越州）的铁路建设 81。再说，
著名的希望联盟领袖们，如刘镇东和拉费兹，都纷
纷谴责纳吉布政府和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对
Iskandar Waterfront Holdings 和中铁出售的大马城有限公
司股份。主要三大职责反映出该交易存有弊端，后者
也通过交易获得国家土地（高铁终站将在此地建造）
和纳吉布政府“私底下把该项目投给中铁总公司”82。
由于 SPAD 已预计该高铁项目只能从 2017 年开
始动工，这也刚好碰上了大选年（2017 年到 2018 年期
间）83。我们不排除，如果纳吉布所带领的国阵无法在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研究中心（李志良）

下届大选获得政权，那么将上演中铁像其它中企在斯
里兰卡和缅甸那样的危机——项目全面停止或取消。

图表 23：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委员会（SPAD）
主席赛义德致辞

可以想象的是，其后果所带来的金钱、人力和名誉上
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2、隆新高铁项目的投标成果是马新两国共同决
定的。目前，有传闻指出双方对各自的倾向发生了分歧，
前者倾向于中铁，而后者倾向于日欧的高铁技术 84。作
为发达国家，新加坡没有马来西亚的财政问题，该国
也不需要向别国贷款落实其项目。而且，新加坡政府
一贯的作风就是追求和吸引高效率和高质量的交通设

81

Pakatan says no to KL-Singapore high-speed rail, The

Malaysian Insider ( 马 来 西 亚 内 幕 者 ), 2015-10-22, http://www.
themalaysianinsider.com/malaysia/article/pakatan-says-no-to-kl-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研究中心（李志良）

singapore-high-speed-rail
82

DAP MP: China firms sure to win KL-Singapore rail job, Today

Online, 2016-1-1, http://tablet.todayonline.com/world/asia/dap-mp-

两大潜在风险

china-firms-sure-win-kl-singapore-rail-job; After 1MDB deal,
Rafizi says Chinese firms to win KL-Singapore fast train project,

在中马双方高级官员都表现默契时，我们必须要
问，到底中铁是否会成为最终的赢家呢？

The Malaysian Insider ( 马 来 西 亚 内 幕 者 ), 2015-12-31, http://www.
themalaysianinsider.com/malaysia/article/after-1mdb-deal-rafizisays-chinese-firms-to-win-kl-singapore-fast-train-pr
83

Malaysia-Singapore high-speed rail project to commence in 2017,

在多来源的分析下，我们看到，事情也并不是那

The Malay Mail ( 马来邮报 ), 2015-9-2, http://www.themalaymailonline.

么简单和正面的。在此，安邦咨询认为有两大潜在风

commence-in-2017. 另外 , 第 4 届马来西亚全国大选必须在 2018 年 8

险左右着整个高铁项目。1、马来西亚内部而言，其项

月 24 日前举行 .

目已成为朝野阵营的政治议题。新成立的在野阵营，

com/malaysia/article/malaysia-singapore-high-speed-rail-project-to-

84

No joint funding, China link for KL-Singapore bullet train

project, firm says, Malay Mail ( 马 来 邮 报 ), 2016-1-9, http://www.

“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早已宣布，如在下届

themalaymailonline.com/malaysia/article/no-joint-funding-china-link-

大选后当政府，它们将取消整个高铁计划，并把资金

for-kl-singapore-bullet-train-project-firm-says. 当记者问到 MyHSR
Corp 首席执行官 , 莫哈末·努尔·依斯迈·穆罕默德·卡迈勒 (Mohd.
Nur Ismal Mohamed Kamal), 关于其传闻时 , 他没有同意 , 也同时没有否
认其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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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因此，新方对日欧高铁的兴趣不言而喻。

避免陷入政治上的困境。鉴于东南亚各国（除了新加
坡以外）的复杂政治环境，纯商业的考量不一定能带

根据马来西亚高铁有限公司（MyHSR Corporation

来商业上的盈利。

Sdn. Bhd.）首席执行官莫哈末·努尔·依斯迈·穆罕默
德·卡迈勒（Mohd. Nur Ismal Mohamed Kamal）在研讨
会上的表述，如果新方不同意推出该项目，那么整个
项目的利润就会大大减少。它既不能达到跨国的互联
互通效果，更无法取得巨大的经济和商业效应。为此，

未来东盟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ASEAN Community in
the Future

马来西亚当局需要重新考虑整个项目的可行性，甚至
有可能取消整个项目。
这必定对中铁造成巨大的损失。
图表 24：马来西亚城（画家印象画）

从 1967 年 8 月 东 盟 成 立，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东盟共同体建成，历经 48 年发展，东盟建设迈出
历史性的一步，被称为一体化进程的第三个里程碑
。随着经济的均衡发展，东盟内部将实现货物、服务、
投资、资本以及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同时集中成
员国力量，扩大该地区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
中国驻东盟大使徐步表示，东盟共同体将为中国提
供更广阔的市场、更便利的贸易条件和更优质的投
资环境。安邦咨询（ANBOUND）国际关系研究团
队认为，作为亚洲地区第一个次区域共同体，东盟
共同体的成立意味着东盟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
文化领域的一体化水平得到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

资料来源：星报（The Star）

东盟要完全实现一体化仍然面临挑战。
当前东盟共同体既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中铁“打的头阵”若成功，是在
于纳吉布和国阵政权的延续性以及马新两国是否达成
重大共识。如其中一个因素有变化，那么中铁所占的
优势（融资配套和马来西亚城的土地）不但成不了优势，
还有可能成为该公司的“负债”。更何况，如果日企
和日本政府在这种（对中铁不利的）情况下提出更“透
明”和更先进的“日式高铁配套”的话，那么中铁的
路就更加难走下去。
从中铁的案例来看，中企极为需要智库（或咨询
机构）的支持。安邦咨询建议任何中企，在它们进行
投标或投资之前，应该委托专业研究和咨询机构来评
估当地的潜在风险。该报告必须对当地的政治、经济、
社会以及国际关系来进行深入和独立的分析，并拿出
最佳应对方案。只有这样，中企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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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高的老六国，也有经济相对落后的新四国。
各国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落后国家在接受共
同体安排的同时，实际上还在考虑如何采取保护措
施应对共同体建立后的负面冲击。比如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东盟成员国将允许 8 个方面劳动力的自
由流通。此将改变越南劳动力市场现状，大量菲律宾、
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劳动力进入越南工作，越南
本国人员就业将遭到冲击。而像新加坡这样的发达
成员，仍需在资金支持、投资便利化、基础设施建设、
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向落后成员提供支持。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东盟各国政治制度
多样，意识形态各异，宗教和族群隔阂长期存在，
相互之间还存在领土领海主权争端。各具差异的国
内政治生态可能产生利益集团博弈问题和拖沓的官

僚体系，加之近年来不断壮大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

济体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这些贸易安排可能

社会因素，东盟经济协定的国内法律程序批准依然

会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整体获益效

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而要形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

果。另外，美国正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和社会共同体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正如新加坡

谈判（TPP），部分东盟成员国为参与者，美国采取

《联合早报》所述，“东盟十国要想捏成一团，无

的单个国家加入方式，改变了东盟“整体作战”的

论经济、政治、外交、宗教和文化，都很难” 。

习惯，这也打破了东盟作为一个集体形象而做出的

图表 25：东盟三大共同体蓝图

努力。另外，东盟共同体要实现发展，必须和相关
大国，尤其是中美两国维持更密切的合作关系，保
持谨慎的平衡。

加快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需要注意
三个问题
Three Issues Need to be S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angladesh-China-Indi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2015 年 12 月 7 日，云南省举行《加快孟中印缅
经济走廊建设》重点提案面商会。提案建议，将积
极向国家争取将云南作为经济走廊建设的主体省份，
资料来源：English Reading Strategies - ASEAN Community

建设经济走廊先导区域实验区，并纳入国家“十三五”
规划 85。

东盟在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创造性地探索出

从“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孟

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地区合作之路——“东盟方式”

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到“孟中印缅地区合

（ASEAN Way），在维护地区稳定、促进成员国间

作论坛”，再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孟中印缅

合作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但是，长期奉行“协商

合作机制已从一个开放性论坛发展成为由孟中印缅

一致”、强调各国主权独立性，组织松散，缺乏中

四国政府通力合作的跨区域项目。孟中印缅物产丰

央决策机制，也是东盟以往缺乏效能的主要因素之

富，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经济走廊将推

一。2007 年《东盟宪章》虽然赋予东盟法人地位，

动四国经济的全面融合，促进产业分工与合作，使

但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近日柬埔寨副

四国的区位、资本、技术、市场、文化等优势得到

总理兼外交部长何南丰就表态，“东盟共同体没有

进一步发挥，提高国际竞争力。

计划以欧盟为样板建立统一的行政机构，也不打算
出台在各成员国均有约束力的东盟法律” 。松散的
多国集合体如何发展成为真正的统一的政治共同体，
还需要长时间的实践探索。
东盟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如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文莱均单独与区域外经

但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发展仍然面
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安邦咨询（ANBOUND）国际
关系研究团队认为，加快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需

85

云南省政协与省发改委举行提案面商会 加快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

2015-12-8，http://yn.yunnan.cn/html/2015-12/08/content_4054914.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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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疑虑主要是两个层面，一是对中国未来安全政策走
向的不确定，二是对可能遭受中国经济负面冲击的

第一，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四国

担忧。在地区国家间互信不足的情况下，开展人文

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经济走廊是什么”，

领域交流十分必要。当前，四国需要着力加快地区

或者说四国拟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合作模式？在该

间的人员往来、人才合作和信息沟通，加深彼此了解，

问题上，孟中印缅四国需要加强多层次的沟通与协

夯实四国睦邻友好的社会基础。特别地，要积极探

调，不但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共同商讨经济走廊建设

索建立包括政府、智库、企业在内的交流合作长效

规划，确定近期、中期和远期合作目标，还需要建

机制，寻求媒体间的良性互动，有效发挥媒体正确

立走廊沿线城市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切实解决

引导舆论的作用。

走廊建设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图表 26：2015 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发展论坛

日本将对老挝的支持融在 JAIF 活动中
JAIF Supports Laos’ ASEAN Chairmanship 2016
2015 年 1 月 4 日，老挝主办第二次日本 -ASEAN
统合基金的活动 87。
老挝成为 2016 年东盟轮值主席国。随着 2015
年成功举行第一届日本 - 东盟统合基金（JAIF）活动，
老挝接过了接力棒，在万象举办了 JAIF 的第二届活
动。这次活动把目标放在探索和创造 JAIF 公共部门
伙伴国的工作关系上，展示 JAIF 应用、实施和完成
资料来源：互联网

过程及方法，以及相关申请和执行机构，驱动 JAIF
支持东盟共同体项目和援助整合努力的最大化收益。
老挝和在东盟秘书处的 JAIF 管理团队（JMT）

第二，互联互通是推进经济走廊建设的基础。
孟中印缅四国要把交通领域的互联互通作为合作的

共同主持这项活动。

优先方向，不断推进交通运输一体化、便利化。缅
甸是实现孟中印缅地区互联互通的关键枢纽，不管
是拟议中的南线、中线还是北线通道，都必须经过
缅甸。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论无论采取哪个方案都绕
不开缅北的地方民族武装问题。因而，缅甸民族和
解进程将直接关系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顺利发

自从 JAIF2006 年成立以来，该基金已经显著贡
献于东盟建设，其中在老挝成功实施的有 30 个项目，
包括支持“2016 年老挝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项目。
老挝副外长藉此表达对 JAIF 以及日本政府和人民的
感谢。

展 86。这一问题需要引起四国的高度重视。
第三，政治互信在经济走廊建设中的作用是不

日本驻东盟大使强调，“日本将支持东盟轮值
主席老挝，基于我们的长期友谊”。老挝在东盟轮

言而喻的。当前，相关国家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
87
86

中 印 缅 孟 经 济 走 廊， 如 何 对 接？，2015-04-30，http://www.

nfcmag.com/article/55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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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 PDR Takes the 2nd Japan-ASEAN Integration Fund Caravan,

2016-1-14,http://www.asean.org/lao-pdr-takes-the-2nd-japanasean-integration-fund-caravan/

值主席期间有 8 个优先领域，例如，缩小发展差距、

期（2015 年 9 月期）中，分析了第一次日本 - 东盟

贸易便利化、提高互联互通、强化中小企业等，JAIF

间的 JAIF 系列活动，看到日本与缅甸之间强调这样

期待在这些领域收到申请，以便帮助老挝轮值主席

的 JAIF 资助项目与发展两国关系的贡献作用。此次

国优先项目的具体实现，缩小地区差距，构建东盟 （2016 年），JAIF 项目则是强调日本与老挝间的关系。
共同体并取得更多进步。JAIF 活动使高级别政府官

且以一套更完整的表达方式，例如，强调日本 - 老

员、私有部门和其他相关参与者——对 JAIF 为东盟

挝建立外交关系 60 周年；确立 Logo Mark 和宣传词；

成员国支持项目和支持框架——增加认同和加强伙

以此开展活动；支持老挝成为 2016 年东盟轮值主席；

伴关系。

双方确立开展合作项目的申请窗口等等。

图表 27：第二届日本 - 东盟整合基金活动

图表 28：日本老挝建立外交关系 60 周年 Logo
和宣传词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

从日本与老挝关系来看，双方有很好的交往基
础。2015 年，日本和老挝庆祝建交 60 周年，并以此
为契机，双方期待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学
术及旅游等广泛的领域加强进一步交流 88。

资料来源：日本外务省

在 60 周年纪念年开始之前，2014 年 11 月 30 日，
老挝国庆会上，“日本 - 老挝外交关系成立 40 周年”

上述信息表明，作为日本 - 东盟统合基金，

的徽标（Logo Mark）及宣传语发布。在 2015 年的

JAIF 不仅承担着投资项目的角色，同时也承担着外

60 周年庆祝活动上，日本及老挝使用了上述图标和

交的角色和多领域维护两国关系的角色。也即，日

宣传词。日本 - 老挝外交关系建立 60 周年纪念事业

本把对老挝的支持融在 JAIF 活动中，或者说，以

等有关工作，以日老挝外交关系建立 60 周年纪念活

JAIF为工具反映对老挝的支持和强化与老挝的关系。

动的名义，也使用了这个 Logo 和宣传词。
在日本实施的合作项目即在驻日本的老挝大使
馆申请办理，而在老挝国内实施的项目即在驻老挝
的日本大使馆申请办理。
之前，安邦咨询在《中国 - 东盟观察》第 43
88

日ラオス外交关系成立 60 周年纪念（2015 年），平成 26 年 12 月 12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ea1/la/page3_0010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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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项目与合作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中马钦州产业园新况

与科技融合发展。配套服务区占地 3.8 平方公里，大

China-Malaysia Qinzhou Industrial Park

力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商贸会展、文化康乐、
技术咨询、服务外包、教育培训、区域总部经济等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位于钦州市南部，毗邻广西
钦州保税港区、国家级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规
划面积 55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 50 万人 89。

现代服务业，共同打造产业链和服务链，促进第二、
第三产业融合发展。
生活居住区占地 18.6 平方公里，按照分级社区

园区分为工业区、科技研发区、配套服务区和

服务规划，营造具有浓郁东南亚风情、现代生态城

生活居住区。其中，工业区占地 30.2 平方公里，产

市风格的国际化、高品质产业新城，打造全球客商

业选择既立足现有基础、深化两国特色优势产业合

在钦州投资发展、舒适生活的“第二家园”，促进

作，又着眼未来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

产业与新城融合发展。

发展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食品加工、材料与新材料、
生物技术等产业。

图表 30：钦州产业园区

图表 29：中马签约旗舰项目

资料来源：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官网

园区不仅服务中马两国企业，同时面向全球招
资料来源：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官网

商，着力建设“先进制造基地、信息智慧走廊、文
化生态新城、合作交流窗口”，努力成为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广西建设

科技研发区占地 2.4 平方公里，鼓励两国企业和
世界顶尖研发机构在新一代移动通信、多媒体设备、
新材料、生物技术、海洋科技等方面开展技术交流
与合作，联手抢占国际产业链的制高点，促进产业

西南中南新战略支点和北部湾开放开发的新平台、
新动力、新亮点。
园区分三期建设，首期 15 平方公里，其中启动
区 7.87 平方公里，将于 2015 年前基本建成。目前，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全面加速。启动区 7.87 平方

89

中 国 - 马 来 西 亚 钦 州 产 业 园 区 简 介，2015-1-22，http://ezone.

mofcom.gov.cn/article/ao/201501/201501008744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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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的土地征收已全部完成，“一纵一横”主干道

已建成通车，年底前启动区全部 10 条路网将全部打

建设上立足于“快”，在招商引资上立足于“好”，

通。招商引资势头良好。

力争完成年度投资 50 亿元，全面推进园区各项工作：

已开工的慧宝源生物制药、中马粮油（棕榈油）

强基础。一是加快推进规划编制工作，今明两

加工两个项目已完成主体施工，正在进行设备安装，

年完成 23 项专题规划编制，尽快形成较为完善的园

将于四季度相继投产；马来西亚清真食品产业园项

区规划体系；二是加快一期 15 平方公里征地搬迁和

目正全力加快建设。加拿大 LED 芯片制造、美国空

启动区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年底全面建成启动区 10

气动力船、第三方检测室等项目计划 6 月底正式签约， 条道路及随路水、电、气、通讯等设施。
年内将陆续开工，总投资约 24 亿元人民币。
重招商。一是确保首批入园项目年内建成投产，
北斗高分卫星应用产业基地、东盟云谷、燕窝

形成示范效应；二是集中力量引进世界 500 强、知

食品加工等 16 个产业项目已签署入园意向，正在积

名外企、央企、民企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特别

极洽谈，投资金额数百亿元。体制机制创新初见成效。 是着力推进汽车整车、北斗产业园、中马硅谷、东
按照自治区要求，园区将学习上海自贸区经验，加

盟云谷、燕窝产业基地等重点洽谈项目落户园区，

快建设“广西改革创新先行园区”，推进人事管理

实现项目储备一批，签约一批，开工一批。

体制改革，积极申报北部湾自由贸易园区，凡是自
治区层面的改革创新举措适用园区的都将优先在园

优配套。加快完善生产和生活配套设施，开工

区先行先试，加快建设“中国 - 东盟产业合作先导区、 建设“白领公寓、蓝领公寓、写字楼、商务酒店、
城市综合体“等”五个一”配套设施和农民安置房
创新开放试验区、睦邻友好示范区”。
一期，建成标准厂房、公租房、国家级燕窝实验室，
图表 31：钦州产业园区一景

初步形成产城融合的格局。
活机制。以建设“自治区改革创新先行区”为
目标，着力推进行政管理、财政金融、规划建设、
社会管理、科技创新、人事人才、生态文明、开放
合作等 8 个方面 30 项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激发园
区活力，聚集产业要素，提高核心竞争力，在全区
率先建立符合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要求的园区
管理体制，为申报建设北部湾自由贸易园区打下坚
实基础。

资料来源：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官网

地址 : 广西钦州市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中马大街 1 号
邮箱 : QIPtz888@163.com

2014 年是园区开发建设的关键一年，我们将按

电话 : +86-0777-5988012/5988013/5988017

照两国领导人为园区提出的“打造中马两国投资合
作旗舰项目，带动两国产业集群式发展”的战略定位，
围绕“强基础、重招商、优配套、活机制”的发展
目标，继续弘扬“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开拓精神，

传真 : +86-0777-5988013
网址：http://qip.gov.cn/

鼓足“五加二、白加黑”的创业劲头，在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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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越南与菲律宾发表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建设基于国际法共同价值和准则运行的东盟共同体

的联合声明

各项承诺的合作，建设一个团结、和平、稳定和可

Vietnam, Philippines Issue Joint Statement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和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见证
建立越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签署仪式。
图表 32：越南 - 菲律宾签署战略伙伴联合声明

持续发展的地区，共同分担保障全面安全的责任。
为实现战略伙伴关系愿景，越菲将在政治、经济、
国防安全、司法和执法、海洋、文化社会、科学技术、
多边合作等 7 个主要领域加强合作。
一、关于政治合作方面：
增加各级双边交流与接触频率并实现形式多样
化，其中包括国家、政府、国会、政党、各部委、机关、
地方政府、技术工作组的互访，面向开通两国高层
领导人热线电话。
发挥由两国外交部共同主持的双边合作委员会
（JCBC）的作用，将其视为商讨双边合作活动的重
要合作机制。双方也将通过双边合作委员会讨论制
定和实施越菲行动计划。

资料来源：越通社

二、关于经济合作方面：

据越南人民报信息，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

在 2016 年两国纪念建交 40 周年之际，双方努

的 2015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周活动期间，越

力将商品、服务贸易额和投资提升至一个新的水平，

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和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就建立越菲

推动 2016 年后两国贸易额可持续增长。

战略伙伴关系发表联合声明 90。声明的主要内容如
下：

召开越南——菲律宾贸易委员会会议，寻找贸
易便利化的措施；继续保持良好的大米贸易合作；

两位领导人就建立越菲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 努力分享农业和生物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经验；扩大
同时重申了东盟在巩固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安 合作，加强能源安全和实现能源结构多样化；加强
全中的核心地位。双方同意加强符合东盟关于推动

金融银行领域合作：扩大交通领域的双边合作。
三、关于国防安全、司法和执法合作方面：

90

越南与菲律宾发表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5-11-

20，http://cn.nhandan.org.vn/documentation/important-documents/
item/3635501- 越南与菲律宾发表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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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维持越菲国防合作联合工作组年度会议机

制。实施现有合作协议和机制，旨在加强两国各个

七、关于多边合作方面：

军兵种力量之间的合作。双方将在合适时间并以合
适形式开展两国海军联合活动。促进双方在防长会

两国加强交流、合作、配合和互相支持，包括

议（ADMM）、 防 长 扩 大 会 议（ADMM+）、 东

支持两国候选人竞选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职务，注

盟地区论坛（ARF）、东盟陆军总司令非正式会议

重共同努力具体落实 2025 年东盟共同体愿景和巩固

（ACDFIM）等多边防务论坛的合作。

东盟在多样化的地区架构中的核心地位。

加强合作，提高双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

再次重申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和管辖权争端立场

战、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能力。加强

原则的承诺；保障东海（本刊注：中国称为南海）

在多边框架内的合作，承诺不允许任何组织或个人

航行和飞越安全与自由，符合包括 1982 年《联合国

利用本国领土进行损害对方国利益的非法活动。

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已得到广泛认可的各项
原则。

四、关于海洋合作方面：
本着友好与建设性精神处理在东海（本刊注：
以海洋合作视为两国关系支柱为方针，通过对

中国称为南海）问题上存在的差异，不使用武力或

话和联合活动加强双方航行安全管理机构和海上执

以武力相威胁，保持克制，不采取使局势复杂化或

法机构的务实合作，以及开展能力建设；轮流举行

加剧紧张局势，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越菲混合委员会有关海洋合作的外交部副部长级会
议（每两年举行一次或按照对方的建议）；继续实

在同中国和东盟磋商的基础上，全面和有效落

施越南海上警察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及两国有关机

实东盟和中国签署的《东海各方行为宣言》
（本刊注：

关的合作协议，其中包括维持上述机关之间的热线

中国称为《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早日启动实质

电话；促进渔业领域合作与活动，符合各自国家规

性谈判，旨在早日有效达成“东海行为准则”（本

定和法律及国际法的原则促进东海（本刊注：中国

刊注：中国称为“南海行为准则”）。

称为南海）海事合作，包括在东海（本刊注：中国
称为南海）上双方达成一致的区域组织适合的联合
活动。
五、关于科学技术合作：

有效参加东盟海事论坛（EAMF）和其他有关地
区论坛，以加强海洋合作和探讨保障东海（本刊注：
中国称为南海）安全、航行自由与安全的措施；强
调了符合国际法、法律至上、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有效多边体系的重要性；在亚太经合组织和

推动召开科学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会议，设立

其他地区经济论坛上加强协调配合；保持密切配合，

水文气象、海洋水文气象、气候变化、海洋环境等

旨在成功举办重要的国际事务，包括在菲律宾举行

的技术工作组，以便制定具体的合作项目和计划。

的 APEC2015 和在越南举行的 APEC2017；在世贸组

促进科研、减轻自然灾害等领域的密切合作，面向

织保持合作与支持等。

签署越菲关于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害救助的议定书。
六、关于文化社会合作：
继续加强民间交流，缔结两国各省市之间的友
好合作关系；早日制定职业培训、技术领域的留学
生互换、学者、教师和专家的计划；扩大旅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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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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CHINA-ASEAN WATCH / 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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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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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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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