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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东盟次国家经济与安全治理层面：地区和城

市的优势	(1)

A Sub-national Level of ASEAN’s Economic and 
Security Governance: The Advantages of Regions 
and Cities (1)

13 到 17 世纪，北欧出现了一个特殊联盟。从

中世纪英吉利赫尔（Hull）到俄罗斯诺夫哥罗德

（Novgorod）（见图表 1），53 个城镇和地方政权 1

合作建立一个庞大的贸易集团，史上称为汉萨同盟

（Hanseatic League）。延续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

贸易路线，各城镇和地方政府都从事木材、金属、

棉花和羊毛的贸易活动，同时它们也因该贸易的扩

张而迅速发展起来 2。在神圣罗马帝国失去中央集

权的背景下，再加上各诸侯王都忙于冲突和战争当

中 3，汉萨同盟的成功是一个独特现象。恰恰在这种

恶劣环境里，该同盟不但不受影响，而且繁盛起来。

更重要的是，被称为世界“第一个共同市场”（“First 

Common Market”）的汉萨同盟也维持了四百年左右，

直到大西洋贸易的崛起以及（强大）瑞典帝国的崛

起才使该贸易集团土崩瓦解 4。

2001 年，9·11 恐袭事件过后，当时纽约市长

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派了一队警察人员

到达华盛顿，目的就是获取国际反恐情报以及建立

1　汉萨同盟由 41 个成员和 12 个非成员而组成

2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ume 10)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78), 400

3　Benjamin R. Barber, If mayors rule the world: Dysfunctional nations, 

rising c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London, 2013), 108-

109

4　同上 ; Mark Fleming-Williams, Seeking the future of Europe in the 

ancient Hanseatic League, Stratfor Geopolitical Weekly, 2014-12-9, 

https://www.stratfor.com/weekly/seeking-future-europe-ancient-

hanseatic-league

反恐合作关系。想不到的是，纽约警方不但没有获

得有利情报，它们也无法与美国中央情报单位建立

有效的合作关系。当新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5 上任后，新警察局长，雷蒙德·凯利

（Raymond Kelly）建议召回在华府的探员，并派遣

每个警官到世界各地的反恐城市。其目的也是与这

些城市建立合作关系，最终他们获得了关键的反恐

情报。其策略发挥效果，纽约警察不但得到他们所

需要的合作机会，他们也拿到关于恐怖分子和恐怖

组织的可靠情报。纽约市也从此较有效预防恐怖袭

击事件再度发生 6。

图表 1：13 至 17 世纪的汉萨同盟
（Hanseatic League）版图

资料来源：Historytoday.com

新挑战，新途径

在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和恐怖主义全球化的背

景之下，各国各地区都面临严峻的考验。东盟也不

例外。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中，各界领

导人都谈到“第四次工业革命”（Fourth Industrial 

5　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是纽约前市长

6　Benjamin R. Barber, If mayors rule the world: Dysfunctional nations, 

rising cities, 107. 该案例是该作家所描述的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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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的议题，并指出以物理、数字和生物科

技的大融合作为新产业革命的核心要素 7。同时，根

据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的预测，世界 600

个城市将成为新经济的增长中心。直到 2025 年，全

球 60%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来自于这 600 个

城市，而二级城市就是明日之星 8。在这些经济大趋

势的前提下，东盟国家是否已经准备好，搭上新经

济的“列车”呢？

在 安 全 保 障 方 面，支 持 IS 的 马 来 群 岛 单 位

（Katibah Nusantara）恐怖领袖首次露面，扬言要对

马来西亚发动恐袭 9。作为恐怖活动的“温床”之一，

东盟有没有能力阻止一连串的恐怖袭击呢？以目前

的形势来看，东盟各国对这些新挑战显示了措手不

及的一面。再者，各中央和联邦政府依旧沿用传统

途径来应对这两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安邦咨

询建议东盟各国摆脱旧思维和传统途径，参考汉萨

同盟和纽约市的两个案例，探讨次国家经济与安全

治理制度（sub-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10 的可行

性。

为了全面了解其议题，我们将分两个部分来探

讨。在本期的栏目 I，安邦咨询将对地区与城市的三

大优势作出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同时鉴定

次国家行为体（sub-national actors）11 与中央和联邦

政府的区别。

7　Klaus Schwab,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at it means, 

how to respond, WEF, 2016-1-14, http://www.weforum.org/

agenda/2016/01/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what-it-means-

and-how-to-respond. 作者是世界经济论坛 (WEF) 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8　Urban world: Mapping the economic power of cities, 麦 肯 锡 报 告

,2011-3, 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urbanization/urban_world

9　New ISIS Video Threatens Malaysia Days After Islamic State Paris 

Attackers Footage Release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2016-1-25, 

http://www.ibtimes.com/new-isis-video-threatens-malaysia-days-

after-islamic-state-paris-attackers-footage-2278783

10　在这里，次国家行为体的定义是地方政府，那就是地区政府（regional 

governments）和市政府（municipal governments），很多研究都忽略

了地方政府（次国家行为体）在东盟经济体，政治 - 安全体和社会 - 文

化体发展的角色。次国家经济与安全治理制度并不是代替国家治理和区

域治理制度，而是把前者发展起来，最后让它吸收到后者的体系

11　地方商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不在这篇文章的分析范围内

地区与城市的优势

按照汉萨同盟和纽约市政府的案例来看，次国

家行为体（地区与城市）之所以成功就因为它们有

其特点。与中央和联邦政府相比，它们具有三个优势。

1. 地区和市政府的规模比中央和联邦范围小得

多。不但管理的事情少，必须投入的资源，不论是

人力、资金、科技和物力，也相对地低。这也意味着，

地方政府可以作出更公道的资源配置，更好地应对

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问题。这种优势是中央

与联邦政府所没有的。反之，中央和联邦政府，因

考虑到要将各省各州各市统一在它的屋檐下，往往

利用 Benjamin Barber 所称的“结合性成本”（bonding 

capital）12，如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来推动很多政

策和议程。

图表 2：2016 年 1 月 23 日马来西亚吉隆坡
反 TPP 大集会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内幕者”

等同于“双刃剑”，这种“结合性成本”在建

国期间具有正面用处，但在建国期间后，它就成为

国家的“负财产”。当中央和联邦政府落实外贸政

策时，它们都成了强大阻力。印度尼西亚某些阶层

对中国 - 东盟自贸协定的批评，反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anti-TPP）的马来西亚团体（见图表 2）都

是好例子。相比之下，地区和市政府的政策就没有

这种阻力，这也使得它们较为容易落实有关当地贸

易发展的政策。

12　Benjamin R. Barber, If mayors rule the world: Dysfunctional 

nations, rising cities, 1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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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清楚当地天气、地理环境和民情也莫过于

地方政府。要发展什么样的行业、当地民众的收入、

需要哪一种基础设施或当地居民的文化习俗，这些

都是地方政府所掌握的信息。参考纽约市政府的案

例，这些地方政府也是反恐情报的重要来源。这种

优势也是中央和联邦政府必须承认，甚至利用的。

与其让中央和联邦政府承担所有反恐责任，不如双

方建立这方面的合作关系，让当地政府收集反恐情

报，然后传递给中央和联邦单位。

图表 3：首次东盟省长 / 市长会议在雅加达
顺利举行（2013 年）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

此外，安邦咨询也建议东盟各省市长们尽快把

每年的正式会议（见图表 3）纳入到东盟秘书处的

体系，并建立一个平台来共享反恐情报 13。欧洲城市

安全论坛（European Forum for Urban Security）都是

可参考的例子。就因为支持 IS 恐怖分子的流动性，

这种平台是东盟地方政府极为需要的机制。只有这

样，它们才能更好地协助执法单位跟踪和逮捕有关

的恐怖分子。

3. 地区和城市都是一个网络实体。地方之间具

有莫大的历史渊源（连接）和自然连接关系 14。中世

纪北欧的汉萨同盟已显示了地方之间在历史上拥有

特殊的互联关系。同样地，在 19 世纪，槟城、南暹

罗（现在南泰国）、北苏门答腊、缅甸和吉打（马

13　东盟省长 / 市长论坛（ASEAN Governors/Mayors Forum）应该成立

一个多领域的信息平台（如网站之类），当然，反恐情报应该以不公开

的方式（内部处理）来分享

14　Benjamin R. Barber, If mayors rule the world: Dysfunctional 

nations, rising cities, 107-117,

来亚半岛北部）的商业网络 15 是东南亚现代历史的案

例之一。而在 21 世纪，地方之间的自然连接关系就

更加突出。与二战后时代不一样的是，21 世纪的地

方关系已不再是以分工生产（division of labor）机制

而定。相反，人力资本、科技、基础设施、专业度、

生产效率以及某个制造业优势将成为地方连接性的

主要因素 16。换句话说，地区和城市的连接关系将由

这些经济因素所建立的网络而定。

在这种经济趋势之下，“第四次工业革命”不

会只限于国家之间的发展。如麦肯锡报告所阐明，

新兴城市就是未来的市场，而经济发展也会围绕着

城镇化的潮流。地方性的经济网络必定是这些大趋

势的结果。相反，国与国的边界也会越来越模糊，

这也意味着中央和联邦政府不可能维持现在的“霸

主地位”。

再者，国家之间的网络也没有地方网络那么活

跃。创设东盟经济体的漫长岁月已告诉我们国与国

之间不会这么轻易“打开国门”，建立统一的经济体。

我们也不能排除，在未来，东盟地区和城市“一体

化”程度会比国与国之间的一体化程度来得快。因

此，不管是历史互联关系还是（当代）自然连接关系，

地方性经济网络本身就是一个超越国家边界的网络。

它没有国家的概念，也没有主权的概念。这种优势

是中央和联邦政府所没有的。

小结

在理论上鉴定了地区与城市的优势后，我们就

可以解开当代东盟地区的次国家合作机制和网络。

在下一期，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几个案例，从中确定

次国家治理层面所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合作机遇。最

后，我们也探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和东盟次国

家合作的深层关系。

15　Johan Saravanamuttu & Francis E. Hutchinson, Introduction, 

Catching the wind: Penang in a rising Asia (The Phoenix Press: 

Singapore & Malaysia, 2012), XV,

16　Armando Gallo Yahn Filho,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rescaling of 

the state: Paradiplomacy converging towards the national foreign policy, 

学 术 论 文 演 示 , XXII World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Science, 西 班 牙 , 

2012-7, http://paperroom.ipsa.org/papers/paper_1165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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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受日本房地产商青睐

Vietnam Attracts Attention of Japanese Property 
Companies

据 胡 志 明 市 不 动 产 协 会（HCMC Real Estate 

Association，HoREA）表示，越南在《2014 房屋法》

（2014 Housing Law）生效 6 个月后，约有 1,000 名

外国人在胡志明市登记买房，其中豪宅尤其受瞩目；

此数字远远高于 2008 年至 2015 年 7 月间外国人在

越南之 250 个房屋交易量；在此之前越南房屋仅限

于出售给外国团体或在外国的越侨 17。

图表 4：日本房地产商正关注胡志明市
Vinhomes 新港项目

资料来源：http://tuoitrenews.vn

除了获得更多外国人之资金，越南房地产市场

也吸引了更多银行贷款、外人投资（FDI）资金及

国外汇入款等。根据 HoREA 的一份房地产市场调

查报告，2015 年银行贷款予房地产市场之资金成长

18%，远高于 2014 年的 15%。越南最大之房地产市

17　越南房地产吸引外国买者，2016-2-14，http://www.cdnews.com.

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15&docid=103554055

场—胡志明市上年之房地产贷款高达 140 兆越盾（约

62 亿美元），占越南全部贷款之 12.3%18。

越南的房地产，也吸引了日本房地产商的目光，

2016 年 1 月，即有 9 家来自爱知县首府名古屋的日

本房地产商前往参观胡志明市的两个主要项目，以

寻求更多投资机会。

这些日本房地产商有兴趣的项目，包括了坐

落于胡志明市直辖平盛郡的 Vinhomes 新港（Tan 

Cang）项目，以及该市核心商业区第一郡、裴援（Bui 

Vien）街的背包客区。

据大矢相互不动产（Oyasogo Co.）的代表董

事水谷顺（Jun Mizutani）的说法，越南的不动产市

场已成为了日本投资者的潜能市场。水谷顺强调越

南不动产的需求极高，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极具吸引

力 19。

大矢相互不动产计划在良好的地点购买公寓，

之后寻找适合的地段作投资。该公司也正企图进军

旅游业地产投资，并正物色越南中南部旅游重点芽

庄（Nha Trang）市以及南部富国（Phu Quoc）岛的

地段。

根据位于越南的日本旅游公司旅之行（TNK 

Travel）代表吉田圭志（Yoshida Keiji），近来前往

越南投资房地产业的日本公司日益增加 20。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复苏，钢铁需求也随着增

18　同上

19　Japanese investors eye Vietnam’s real estate market，2016-1-

30，http://tuoitrenews.vn/business/33027/japanese-investors-eye-

vietnams-real-estate-market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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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根据越南钢铁协会（Vietnam Steel Association，

VSA）的讯息，加盟该协会的钢铁企业的钢铁产品

销量在 2015 年 1 至 7 月达 357 万吨，同比上一年增

加了 30%21。

在 2015 年 里，日本 三 家 企 业 大 和 房 屋 工 业

（Daiwa House）、野村不动产（Nomura Group）以

及住友林业（Sumitomo Forestry）宣布共同合作，合

资在越南兴建豪华公寓大厦。按计划，这三家企业

将在胡志明市建设 1000 套房，投资额约为 270 亿日

元（约 2.246 亿美元）。

由这三家日本企业投资兴建的公寓大厦位于

越南最为现代化城市区富美兴（Phu My Hung），

其住户多为越南高收入阶层以及外国人；该项目建

设期为 2017 至 2019 年，并将在 2017 年初开始销

售 22。

缅甸颁布新投资法

Myanmar Announces New Investment Law

不久前，缅甸的国会通过了新的投资法，取代

吴登盛总统早期通过的临时法。

这项新法令结合了 2012 年外国投资法、2013

年的缅甸公民投资法，且修改了缅甸投资委员会

（Myanmar Investment Commission，MIC）和为未来

外商投资项目添加了部分名义上的人权保护。

在 2015 年 12 月，经由议会通过并获得总统签

署的一系列法案生效，成为正式的法律包括了《缅

甸消费税法（修正案）》、《外国投资法（修正案）》、

《缅甸公民投资法（修正案）》、《保险许可法（修

正案）》、《储蓄银行法（修正案）》、《兽医管理

法（修正案）》等。此外，《采矿法》、《证据法》

21　いま注目の海外不动产市场はここ！回复したベトナム不动产マ一

ケ ッ ト に 热 视 线？，2015-10-08，https://familyoffice.estate/search_

list_magazines/detail/130

22　同上

等法律的修正案此次未获得总统签署，由总统进行

评注后发回议会重新讨论 23。

缅甸在 2011 年正式结束 50 年的军人专政之后，

该国政府迅速向贸易和外国投资敞开了大门。

缅 甸 上 议 院 议 员 兼 泽 格 巴 公 司（Zaykabar 

Group）主席金瑞（Khin Shwe）表示，缅甸所颁布

的这项新的法令能让国家、地方更能参与投资，也

对外国投资法所设下的合资企业比率不会造成影

响 24。

图表 5：仰光市繁忙街景

资料来源：http://englishnews.thaipbs.or.th

缅甸的法律先前规定外国合资企业需给当地合

作伙伴多数股权；在新法律之下，缅甸投资委员会

有权力把国家审批的投资决定委托给部门和国家机

关。

除此之外，区域和联盟政府之间的投资决策预

料也将更为协调，而根据金瑞的说法，缅甸投资委

员会目前的工作位于国家的层面，不过今年开始国

家和地区政府也将能够做出投资决策，这是该项法

律所带来的主要变化之一。

23　 缅 甸 颁 布 外 国 投 资 法 等 六 项 法 律 修 正 案，2015-12-24，http://

finance.sina.com.cn/roll/2015-12-24/doc-ifxmxxsr3600323.shtml

24　After Much Del iberat ion, Investment Law Approved by 

Parliament，2015-12-18，http://www.irrawaddy.com/burma/after-

much-deliberation-investment-law-approved-by-parlia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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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下院议员金貌伊（Khine Maung Yi）表示，

虽然上下两院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解决，一些经济

法案仍需要内比都在 2016 年 1 月的国会之前通过；

这两个修订草案获得批准之后，接下来最重要的任

务将是制定共管法和特别商品法 25。

缅甸政府制定这项新的投资法，目的在于吸引

更多国际投资者。不过，这也引起了一些缅甸业者

的不满。仰光敏莱泰莱雅工业区（Hlaing Tharyar 

Industrial Zone）主席缅亭昂（Myat Thin Aung）就表示，

新投资法提供外国业者较多优惠，而当地伙伴却无

法同样享有五年免税 26。

当地业者原本期待《缅甸公民投资法》能为当

地公司带来同样的优惠，不过却大失所望。

先前缅甸总统吴登盛称将会为净收入至 3000 万

缅元（约 158400 人民币）的中小企业提供税收减免，

不过这项优惠却只限于家居产业 27。

文莱发展信息通讯科技产业以推动

经济增长

Brunei Boosts ICT Industry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文莱在 2 月初发布 2016-2020 年国家信息通讯科

技（ICT）白皮书，冀望该领域将在能 2020 年之际，

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 28。该份白皮书设下的目标

包括，将 ICT 领域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提升至 6%，培训 6000 名 ICT 专才，以及将宽频成本

降低至占人均月收入的 1.5% 等等。

然而，根据文莱在 2014 年进行的国家 ICT 人力

25　同上

26　同上

27　同上

28　Brunei launches Nat’l ICT White Paper 2016-2020，2016-2-5，

http://www.bt.com.bn/news-national/2016/02/05/brunei-launches-

nat%E2%80%99l-ict-white-paper-2016-2020

资源调查报告，文莱自 2012 年每年有约 700 至 800

名 ICT 领域毕业生等候就业，而 2014 年 ICT 的人力

资源共为 4200 名 29。这意味着，如果 ICT 领域的发

展无法跟上原定的计划，文莱将出现 ICT 领域人力

资源过剩的趋势。

图表 6：文莱 ICT 人力资源需求

资料来源：文莱时报，国家 ICT 人力资源大蓝图

文莱通讯部长穆斯塔巴（Dato Paduka Awang Haji 

Mustappa）在白皮书推介仪式上表示，推动 ICT 领域

发展是合时宜的，也将是该国多元化其经济的关注焦

点。他认为，尽管全球经济依然不明朗，但 ICT 领

域依然表现强稳，而全球 IT 相关企业表现也同样亮

眼，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的位置 30。

穆斯塔巴也披露，先进国家的 ICT 领域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普遍介于 5%-12%，但文莱的 ICT 领域

在 2013 年的贡献比重仅达 1.4%。换言之，6% 的目标

将需要数倍的增长，以达到先进国家的最低表现。

事实上，这不是文莱第一次表达要推动 ICT 的

29　Lack of ICT growth will lead to over-manpower in 2020: report，

2016-2-17，http://www.bt.com.bn/business-national/2016/02/17/

lack-ict-growth-will-lead-over-manpower-2020-report

30　Transforming ICT as a Dynamic Sector in the Sultanate，2016-

2-5，http://www.brudirect.com/0-national/national/national-local/

item/43345-transforming-ict-as-a-dynamic-sector-in-the-

sulta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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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文莱的信息通讯科技领域委员会（AITI）曾

在 2014 年就表示要发展 ICT 领域，并设下目标，要

在 2015 年之际完成 6% 贡献比重的目标（2014 年为

2%）31。

图表 7：文莱 2020 年 ICT 领域 8 大愿景

资料来源：文莱时报

因此，随着白皮书的推出，文莱将需朝向相关的

目标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政府的积极投

入与号召，也需要私人领域，尤其外资企业等多方面

参与，才能确保ICT领域的发展得到可持续性的动力。

外劳课题左右马来西亚经济前景？

Will Foreign Worker’s Issue Affect Malaysia’s 
Economic?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马来西亚 2

月份的主要新闻已不是纷扰多时的一马公司课题，

并悉数换上以外劳为题材的新闻。从 2 月初的调

涨外劳人头税 32，到再次落实非法外劳“漂白”计

划 33，以及刚刚签署的引进 150 万名孟加拉籍外劳协

31　Brunei Darussalam to build ICT opportunities，2014-3-17，http://

www.oxfordbusinessgroup.com/news/brunei-darussalam-build-ict-

opportunities

32　调涨人头税与最低薪金　雇主裁外劳，2016-2-1，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nation/gn45635010486731

33　 内 政 部 周 一 起 漂 白 非 法 外 劳，2016-2-14，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nation/gn45635010486974

议 34 等，都在马来西亚国内掀起舆论热潮。

上述 3 大外劳课题当中，调涨外劳人头税政策

可说是最具戏剧张力的。马来西亚副首相阿末扎希

在 1月31日宣布该项措施，并表示将在 2月1日生效，

引起企业界哗然。其一，部分领域的外劳人头税涨

幅翻倍，虽然政府预计将能从中获取约 40 亿令吉（约

合 9.7 亿美元）的税收 35，但业者转嫁消费者的心态

恐将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36。其二，相关调整不仅

让业者震惊，甚至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包括财政部、

人力资源部等都不知情 37。

图表 8：马来西亚外劳人头税率的调整

资料来源：东方日报

无论如何，兼任内政部长的阿末扎希随后宣布

暂缓落实调涨税率 38，并计划在本月下旬与业者商讨

税率调整的课题。但从政府的立场而言，相信税率

调整的政策不会取消，调涨的幅度会否降低，以及

何时正式生效，或许是可以斟酌的范围。

34　 马 孟 签 约　3 年 引 进 150 万 孟 劳，2016-2-18，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nation/gn315010

35　政府农历新年后安排 与雇主谈移工人头税，2016-2-5，https://

www.malaysiakini.com/news/329540

36　 人 力 成 本 调 涨　 或 引 发 通 胀，2016-2-4，http://www.intimes.

com.my/index.php/2013-09-09-13-17-28/2013-09-12-02-30-00/

item/29645-2016-02-04-00-27-32

37　不是财部定人头税新税率，2016-2-2，http://www.orientaldaily.

com.my/nation/gn45635010486765

38　外劳人头税暂不调涨　政府将与商会寻共识，2016-2-11，http://

www.orientaldaily.com.my/nation/gn4563501048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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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调整税率的目的，在于增加政府的税收，

这对于国家经济长远的发展而言，并非是一件好事。

然而，将国内非法外劳进行重新登记（俗称漂白计

划），以及落实 3 年内引进 150 万名孟加拉外劳的

政策，似乎就意味着政府将能透过这些合法化和新

加入的外劳获取更庞大的人头税率。

图表 9：马来西亚的建筑领域依然需要庞大的
外劳支援

资料来源：东方日报

根据大马雇主联合会（MEF）的数据，目前国

内的合法外劳人数为 210 万名，而非法外劳则达 400

万，两者合共超过 610 万名 39。倘若加上随后引进

的合法孟加拉外劳，马来西亚未来 3 年的外劳人口

将超过 760 万名。以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 2015 年

12 月份就业数据来比较，国内共有 1437 万的劳动

人口 40，未来的外劳比例将相等于半数的国人劳动人

口。也就是说，3 名就业者当中，就有 1 名外劳。

外劳人数的不断攀升，确认了马来西亚正在陷

入中等收入的困境。尽管全球竞争力排行榜的表现

39　若再引进 150 万名　孟劳高达 230 万人，2016-2-14，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nation/gn150230

40　Labour Market in Malaysia, December 2015，https://www.

statistics.gov.my/index.php?r=column/cthemeByCat&cat=124&bul_id=

dXI4NW0vaGlCbVVmTzJvSEFCUWVuQT09&menu_id=U3VPMldoYUxz

VzFaYmNkWXZteGduZz09

不断提升，国内人均收入逐步走高，但马来西亚依

然无法摆脱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问题的根源，

不仅来自于政府的执行效率与格局定位，更在于国

内的企业界转型步伐不够坚定所致 41。

东盟在柬埔寨投资达 3.2 亿美元

ASEAN Investment in Cambodia Reaches US 320 
Million

根 据东 盟 秘 书 处 和 联 合国贸易和发 展 会 议

（UNCTAD）的联合报告《2015 年东盟投资报告》

（ASEAN Investment Report 2015），在 2014 年里，

东盟十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均有所增长，其中以湄公

河下流区域的基础建设与制造业活动提升而导致较

为显著的外商投资增长。

这份研究发现显示，在 2014 年里流入东盟的外

商直接投资额达1360 亿美元，上升了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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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了 5 亿

美元 42。

中国是柬埔寨的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占总额

35%，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成立，东盟成员国在柬

埔寨商贸投资中所扮演的角色则越来越重要 43。

柬埔寨发展局（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mbodia）的一份在 2016 年 2 月所公布的报告显

示，该国在 2015 年所吸引的东盟成员国的固定投资

41　更新：阿末扎希在引进外劳协议签署翌日表示，将暂时全面冻结引

进外劳，包括孟加拉外劳。Zahid Hamidi: Government freezes intake of 

all foreign workers, including Bangladeshis，2016-2-19，http://www.

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6/02/19/zahid-hamidi-governemnt-

freezes-intake-of-all-foreign-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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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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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ng-fdi-growth

43　Cambodia gets about 320 mln USD investment from ASEAN last 

year，2016-2-2，http://www.shanghaidaily.com/article/article_xinhua.

aspx?id=31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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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3.2 亿美元，与 2014 年的 2 亿美元相比增长了近

56%44。

在东盟成员国当中，新加坡是柬埔寨的最大投

资国，在 2015 年里向柬埔寨投资了达 1.01 亿美元，

紧接下来是柬埔寨的邻国越南，供投资了 8900 万美

元。马来西亚投资了 7470 万美元，而柬埔寨的另一

个邻国泰国则投资了 5470 万美元 45。

柬埔寨发展局副局长谢伍迪（Chea Vutty）称，

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显示了柬埔寨的投资潜能，

而目前外商所投资的项目涵盖基础建设、工业、农

业和旅游业四大领域 46。

除了致力于招揽东盟成员国前往投资，柬埔寨

也正招揽不同国家与区域的投资者。韩国是柬埔寨

的招揽对象之一，而柬埔寨可视为区域物流自由化

的投资目标，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推行让韩国与

44　同上

45　同上

46　同上

柬埔寨，乃至于东盟之间有更宽松的资源与劳动力

流动 47。

除此之外，柬埔寨也希望和美国扩大投资关系。

目前柬埔寨正与美国协商投资保护协议，以增加美

国投资者对柬埔寨的信心。柬埔寨与美国双边贸易

总额已经达到 30 多亿美元的水平，柬埔寨大多成衣

产品推销至美国市场为优先 48。

47　Cambodia-Korea forum looks at new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2 0 1 6 - 2 - 1 4 ， h t t p : / / w w w . k o r e a t i m e s . c o . k r / w w w / n e w s /

nation/2016/02/176_197946.html

48　洪森：协商问题共谋发展是东盟 - 美国峰会的关键，2015-2-17，

http://huashangnews.com/22526-2/

图表 10：柬埔寨投资趋势

资料来源：http://www.cambodiainvestment.gov.kh/investment-enviroment/investment-tre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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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向越南、缅甸出售电力

Laos Exports Power to Vietnam and Myanmar

作为一个经济较为不发达的国家，发展水电资

源是老挝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的重要道路。

在外资的帮助下，老挝在电力出口方面的影响

力正在提高。随着泰国和越南等“大湄公河流域”

的电力需求不断增加，老挝电力出口也将迎来更

大的机遇。根据老挝国家电力发展规划的预测，到

2020 年，老挝从电力出口得到的收入将达到 3.5 亿

美元，全国 98% 的居民能用上电 49。

图表 11：越南中部高原 500 千伏波来古二号
发电厂

资料来源：http://english.vietnamnet.vn/

老挝的其中一个主要出口电力对象是邻国越南；

据悉越南的中部高原地区将在 2016 年里获得来自老

挝南部色卡曼一号（Xekaman 1）水电厂的电力供应。

在 2017 年里，老挝将在那部地区拥有另外四个

水电厂，包括色卡曼四号（Xekaman 4）、色卡曼汕

塞（Xekaman Sanxay）、色贡三号（Sekong 3）以及

色贡三号下（Sekong 3 Ha）。色卡曼四号的电力将

透过 220 千伏 色卡曼三号 - 石美（Xekaman 3-Thach 

My）运输线传送至越南，其余的发电厂则将传送电

49　 老 挝 电 力 行 业 投 资 情 况 简 析，2015-7-13，http://www.caexpo.

com/news/info/original/2015/07/03/3647653.html

力至越南中部高原地区 50。

越南国家输电公司（National Power Transmission 

Corporation）已开发了一些电力运输项目，以从老

挝的水电厂输电至中部高原地区，也获得了越南总

理的批准。这些项目包括了从老越边境开始、200

千伏 色卡曼一号 - 波来古二号传输线（Xekaman 

1-Pleiku 2 transmission line）， 经 过 昆 嵩（Kon 

Tum）与嘉莱（Gia Lai）省，传送至 500 千伏的波来

古二号发电厂。

这个项目的工程从 2015 年 8 月即开始进行，

预计在 2016 年 3 月能得以完成，而 500 千伏的波

来古二号发电厂则在 2014 年 12 月即开始动工，预

计也在今年 3 月能完工。这座发电厂将从老挝接获

电力、提升 500 千伏的波来古 - 美福 - 奔桥电力线

（Pleiku-My Phuoc-Cau Bong power line）的效率，

确保北 - 中 - 南 500 千伏的传输系统能得以可靠地

操作 51。

除了越南，老挝出口电力的另外一个对象是缅

甸；缅甸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从老挝进口装机容量

约 300 兆瓦的电力。老挝能源矿产部副部长维拉蓬

先生（Viraphonh Viravong）称，缅甸政府在 2015 年

末向老挝呈交这个项目的提议，而目前老挝正在研

究项目的详情，包括得到运输线和电力应用 52。

维拉蓬表示，项目的初步计划为提供缅甸少量

电力，以供老挝琅南塔（Luang Namtha）省邻近的

缅甸村庄使用 53。

在 2015 年里，老挝兴建了 38 座发电厂，一个

价值 100 亿美元，装机容量为 6265 兆瓦 54。

50　Vietnam to import power from Laos，2016-1-30，http://english.

vietnamnet.vn/fms/business/150740/vietnam-to-import-power-

from-laos.html

51　同上

52　Laos to export electricity to Myanmar, more for Vietnam，2016-

2-3，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business/Laos-to-export-

electricity-to-Myanmar-more-for-Vie-30278432.html

53　同上

5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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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将着重经济转型

Singapore Focus on Economic Transition

在世界整体经济放缓的形势下，各国都在寻找

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之路。新加坡则在前几年抓紧

建设智慧型国家的基础上，对经济转型工作做好周

密部署。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贸工部长易华仁在新

年活动中，点出经济短期内面对增速放缓的形势，

呼吁着眼推动长期经济转型工作；政府、企业和员

工必须放眼长期经济建设工作，把握机遇提高生产

力和加强培训；应对短期挑战，加紧展开较长期的

经济重组 55。

图表 12：新加坡在经济放缓形势下考虑长期性
经济转型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李显龙总理强调“为国家制定长远经济战略的

重要性……，指出在这个新常态里，周期性变动是

必须预料到的。重要的是，要制定一个长期的战略

性方向，提升经济，训练员工，争取新的就业机会”56。

新加坡政府将在 2016 年 3 月 24 日公布新财政

预算案。关于预算案涵盖内容，政府希望国人抱有

正确态度，即如何用预算案继续推动生产力提高、

提升技能、企业转型方面的努力，让企业在世界范

围内具备竞争力，并在新加坡以外的区域运作。

55　借经济放缓加强培训 我国须加紧展开 较长期经济重组，2016-2-

10，httpwww.zaobao.comfinancesingaporestory20160210-579959

56　同上

新加坡经济转型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把经济放缓看作是为国家提供了提升技能的

契机。李显龙说，当生意好的时候，提到培训，没

有人有时间。当生意没这么好的时候，趁着有些多

余人手，在培训方面可以做得更多。

2、加紧展开较长期的经济重组。贸工部长易华

仁说，尽管业界呼吁政府为企业提供新一轮支持，

但加紧展开长期经济重组，确保经济更具创新力和

生产力，劳动队伍更精简才是关键。

3、讲究策略。经济要保持竞争力、在经济环境

改善时抓住机遇，并且取得长期的可持续增长，采

取一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策略是最可靠办法。

4、政府支持。政府将继续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助业者加强国际化和创新能力。未来经济委员会也

会紧密咨询商界，为取得较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航。

5、经济形势不全然悲观。新加坡经济目前面对

一些风险，但情况不像 2008 年，面对全球严重衰退

所带来的经济风险；贸工部 2016 年初公布的数据估

计 205 年经济增长为 2.1％。中国经济放缓、美国增

长势头疲软、主要国际市场出现内包趋势等因素影

响，低迷环境料会持续，但 2016 年经济增长预计介

于 1％至 3％。

6、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低迷，降低许多企业的

能源开销。此外，新加坡失业率维持在低水平，

政 府 也 继 续 投 资 于 科 研 活 动 和 未 来 技 能（Skills 

Future）。

7、本地企业可抓住区域市场，以及一些领域如

先进制造、物流、医疗、数码和城市解决方案产业

等许多短期和长期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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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菲律宾电子产品贸易增长

Philippines Electric Goods Trade Is Increasing

据统计，2015 年，菲律宾电子产品进出口贸

易都有增长。菲律宾《商业镜报》1 月 28 日报道，

2015 年 1-11 月，菲律宾电子产品的进口量增长了

40.5%。据半导体和电子工业公司董事长丹·拉奇卡，

电子工业从 1-11 月的进口量从 2014 年的 135 亿美

元增加到了 189 亿美元。办公设备进口额从 8160

万美元增长到了 1.24 亿美元，涨幅达到 52.5%，其

他产品领域如通讯与雷达、半导体、电信、控制仪

表、医药仪表、电子数据加工和消费性电子产品的

涨幅分别为 45.9%、43.5%、43.1%、41.8%、31.4%、

20.8%、16.5%。仅 2015 年 11 月，电子产品进口额

即达 21.3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 12.6 亿美元上涨了

69%，占比 11 月份进口总数的 35%57。

图表 13：菲律宾电子产品生产

资料来源： 中国商务部官网

菲律宾半导体和电子行业协会（SEIPI）上调了

2015 年电子产品出口增长目标，主要得益于稳定的

电力商务业务。

57　菲律宾电子产品进口增长，2016-2-1，http://finance.sina.com.cn/

roll/2016-02-01/doc-ifxnzani7124630.shtml

2015 年电子产品料增长 4%-7%，而此前估计为

0%-4%。SEIPI 总裁 Dan Lachica 说：“我们认为，

我们可能超过 4%，甚至达到 7%。2016 年，我们很

可能会超过 270 亿美元，同比增长 5%。尽管中国经

济增长放缓，它依然是菲律宾电子产品出口的首选

目的地”58。在 2015 年 7 月份，SEIPI 曾将 2015 年

的出口增长预测从先前估计的 3%-5%，下调至 0%-

4%。而它最初的预测为增长 5%-7%。对于 2016 年，

它预计将增长 4%-5%59。

印尼外资投资食品领域

FDI in Indonesian Food Industry

据印尼雅加达信息，预计 2016 年外国投资印

尼食品与饮料业（mamin）将超过 30 亿美元（约合

41.04 兆盾），比去年实际投资 15 亿美元翻一番。

外国投资者开始对印尼恢复信心，使投资再次投入

印尼食品与饮料工业。

图表 14：印尼 2015 年 4 月起放宽外资准入条件

资料来源：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5/04-

01/7175869.shtml， 安邦咨询整理

58　同上

59　2015 年 菲 律 宾 电 子 产 品 出 口 将 超 过 目 标，2016-1-14， 

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3429/2016/0114/561092/

content_5610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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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法

Thailand’s Law of Anti-dumping and Anti-subsidy

据 2016 年 2 月 1 日有关信息，泰国业界督促政

府尽快修改使用了 17 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有关法律

条例。同时，也希望政府能开通企业参与修订的通道。

泰商业部外贸厅厅长端彭·罗帕亚女士在与商

界代表讨论有关反倾销和反补贴法修改意见后综合

总结说，“针对实施了 17 年之久的泰国反倾销和反

补贴法有关法律条例的讨论后，基本可以确定一个

大的方向，就是必须尽快实施修订。当前的国际经

贸形势和格局已今非昔比，实施了 17 的反倾销和反

补贴法已经无法更好的起到调节和控制作用”61。

图表 15：泰商业部外贸厅厅长端彭 • 罗帕亚女士

资料来源：http://www.taihi.net/html/taiguotese/954.html

在业界会议上，与会出口业界代表一致认为，

该法规中部分条款和限制措施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

国际经贸形势和要求。另外，该法律条例仍留有实

施倾销行为的漏洞，导致国内商品无法获得同等的

竞争力。

总之，泰国商业界建议，政府应加快修订实施

了 17 年反倾销和反补贴法工作，以真正适应和满足

国际经贸发展的要求。

61　泰国商业部称“修改反倾销和补贴法”获业界支持和响应，2016-

2-1，http://t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02/20160201249602.

shtml

印尼食品和饮料商协会（Gapmmi）总主席阿

迪·卢克曼（Adhi Lukman）称，“现时，甚至已有

许多外国投资者有意在我国投资，我认为投资能恢

复 2014 年情景”。

2015 年，外国投资食品和饮料业与 2014 年的

31 亿美元相比，锐降 50%，成为 15 亿美元。这是因

为许多外国投资者对印尼的法规感到犹豫。“有数

项法规使他们感到犹豫，例如有关水源、清真规则

（halal）、劳工条例等，但如今，一切都明确了，这

种情况使他们更有信心”60。

前述印尼食品和饮料商协会的总主席阿迪相信，

2016 年食品和饮料业将比 2015 年更好。“对今年相

当有信心，政府的筹备已良好，今年初国家收支预

算（APBN）已开始贯彻，各部门结构也已明确”。

汇率和商品价格已开始稳定，使今年的贸易能有良

好的开始。印尼食品和饮料商协会的数个成员，已

自去年 12 月显示有所改善，对今年将好转持乐观态

度。

企业家赞赏政府调低燃油（BBM）价格的措施，

该政策能减少食品和饮料工业运输费 3%。“运输需

要燃油，如果调低价格，将能节省运输费”。此前，

在还未调低燃油价格前，食品和饮料工业运输费达

到 5% 至 7%，调低燃油价格后，运输费已降至 2%

至 3%。2016 年年初，印尼政府颁布调低燃油价格条

例，标准汽油（premium）价格从每公升 7300 盾降

至 6950 盾，柴油（solar）价格从每公升 6700 盾降至

5650 盾。调低燃油价格也对国家收支预算造成正面

影响。

60　今年外国投资食品与饮料业 预计将突破 30 亿美元，February 2nd, 

2016，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ce/%e4%b

b%8a%e5%b9%b4%e5%a4%96%e5%9b%bd%e6%8a%95%e8%b

5%84%e9%a3%9f%e5%93%81%e4%b8%8e%e9%a5%ae%e6%96

%99%e4%b8%9a%e9%a2%84%e8%ae%a1%e5%b0%86%e7%aa

%81%e7%a0%b430%e4%ba%bf%e7%be%8e%e5%85%83.html



 / CHINA-ASEAN WATCH /  2016.0214

马来西亚砂拉越州选举后料将带动

投资热潮

Sarawak’s Next Investment Wave Will Come After 
Election

马来西亚砂拉越州首席部长阿德南在 1 月尾表

示，将在今年 4 月 30 日举行州选举 62。多届以来的

州选举与全国大选不同步的砂拉越州，普遍被朝野

阵营作为测试全国大选的风向标；但与此同时，若

国阵政府得以延续其执政权，相信在阿德南的带领

下，将能为该州的投资表现带来全新的面貌。

图表 16：砂拉越水坝的建设区域

注释：黄色为未来发展的项目，红色为已完成的巴贡水坝

资料来源：SCORE 网站

尽管截至目前阿德南并没有在州内阁会议上宣

布解散州议会，但一般相信州选举的日期将不会出

62　Adenan proposes April 30 for Sarawak elections，2016-1-

30，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6/01/30/adenan-

proposes-april-30-for-sarawak-elections/

现改动 63。毕竟，这一届州议会的届满日期是在 6 月

20 日，而州议会通常都会在届满日期前解散，以备

战州选举。政治分析员认为，尽管城市选民或对中

央政府仍有不满，但在阿德南的高支持率引领下，

砂拉越国阵 64 预计将能以大多数优势延续执政权。

图表 17：马来西亚泛婆罗洲大道路线图

注释：黄色为招标中与未招标区块

资料来源：丰隆投资银行

一旦砂拉越州政府持续由阿德南领导，相信将

能带动该州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全新面貌，尤其在于

投资层面上。必须注意的是，前任首席部长泰益玛

目的家族与友好派系，在其执政多年来都牢牢掌握

63　一般而言，政府首脑（无论州议会或联邦议会）都会在议会上宣布

解散内阁与议会，才宣布选举日期。阿德南在公众场合宣布选举日期，

实属意外。

64　与中央和其他州属不同，砂拉越国阵并不包含巫统、马华等主要成

员党，而是全数由砂拉越本土政党来领导，当中包括代表土著的土保党、

代表华社的人联党，以及走多元路线的砂拉越人民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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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	ASEAN-CHINA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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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砂拉越州的经济资源 65。换言之，在得到州选举的

祝福后，阿德南领导的州政府预计将能在投资与经

济层面上提供一股“清流”。

砂拉越未来的投资方向，主要在于两大层面，

一者为再生能源（尤其水坝项目），另一则为泛婆

罗洲大道。值得一提的是，砂拉越再生能源走廊

（SCORE）是马来西亚 5 大经济走廊之一，从 2008

年至 2014 年共取得约 330 亿令吉（约合 80 亿美元）

的投资额 66。

根 据 SCORE 的 22 年 发 展 愿 景（2008 年 至

2030 年），该走廊冀望能取得 3340 亿令吉（约合

814 亿美元）的投资额。由于砂拉越拥有全马来西

亚最长的拉让江河流域，发展水力发电是该州最大

与最廉价的资源优势。根据其发展愿景，除了已完

成的巴贡水坝外，该河流域仍需设立 12 个水力发电

站，总电量预计达 7000 兆瓦。

除了水坝的建设需要投资外，在该州人口分布

松散的结构下，发电站的建成也需要更多电力输送

与转换站的投资，才能让该州子民得以享有电流供

应。这意味着，能源业者将拥有庞大的投资与发展

空间。

此外，泛婆罗洲大道则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投

资焦点。砂拉越州除了有拉让江这个将该州分划南

北的河流外，横长的山脉也为其陆路输送带来极大

的不便。因此，终于在这两年财政预算案重点推动

的泛婆罗洲大道，成为了改善该州陆路发展的新使

命。

根据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案，位于砂拉越州的

泛婆罗洲大道全长1089公里（不包括沙巴州的部分），

65　As election looms, activist upset Taib ‘forgotten’ by Sarawak 

parties，2016-2-5，http://www.themalaysianinsider.com/malaysia/

article/as-election-looms-activist-upset-taib-forgotten-by-

sarawak-parties

66　SCORE scores RM30 bln investments to date，2015-11-17，

http://www.theborneopost.com/2015/11/17/score-scores-rm30-bln-

investments-to-date/

预计将在 2023 年之前完成。当中 740 公里的大道项

目正在进行招标活动，而 227 公里路程的项目已完

成或进行中，剩余的 122 公里项目仍未公布招标期。

根据砂拉越州政府的消息，740 公里正招标的项目

预计将在今年 6 月起陆续颁布得标者。

事实上，除了这条大道外，从大道延伸至沿线

城镇的陆路发展项目，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同样

也将在大道建设期间内被市场所重视。毕竟，在西

马来西亚半岛基础设施普遍完善下，砂拉越州将存

在着更多的发展潜能与空间。

柬埔寨希望与中国合作开发草药

Cambodia Hopes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on 
Medicinal Herbs

有着“柬埔寨草药活词典”之称的向本礼博士

在中国著名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表示祝

贺。中医药被世界重新认识，也引起柬埔寨医学界

的关注。柬埔寨有广袤的热带丛林和绿色植被，其

中生长着不计其数的药用植物。《环球时报》报道称，

高棉民族千百年来就有利用植物防病治病的传统，

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 67。

由于各种原因，柬埔寨草药一度被人忽视，直

到近些年才重回柬埔寨人视野，这与向本礼等柬埔

寨医生的努力密不可分。向本礼上世纪 50 年代公派

法国学西医，十年苦读取得博士学位后选择回国。

红色高棉时期，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向本礼曾给

病人输“椰子汁液”，想不到这种土法居然救了不

少人，也唤起他对传统草药的极大兴趣。到了上世

纪 90 年代，向本礼有条件开始搞科研，他收集整理

散落于民间的柬埔寨草药偏方，辨认各种药用植物，

学习如何培育和种植草药的知识。

作为柬埔寨医疗专家，向本礼经常出席各种国

67　 柬 埔 寨 草 药， 想 得 到 中 国 人 支 持，2016-2-3，http://roll.sohu.

com/20160203/n4367259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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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专业会议，特别是能到中国与中医中药方面的专

家接触。向本礼说，与中医药专家交流对他进一步

了解草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他与同事一道将收集

的柬埔寨常用草药整理成册，编成上下两册共有千

页的《柬埔寨草药词典》。

图表 18：柬埔寨草药铺 / 摊

资料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近些年他们还建立药用植物种植园，组织培训

班，先后培养了 500 多名能熟练应用草药的柬埔寨

医生，基本建成一支应用草药为柬埔寨民众治病、

防病的队伍。在贡布省，培训班学员坡罗顿的家中

摆着自己采集的各种草药，有的制成药丸是治疗肠

胃炎的良药。刚采集的树叶，搓揉能闻到一股特有

的清香。这种树叶能治疗妇女产后脸上出现的黑斑，

用法是煮滚后用蒸汽滋润脸部，除斑效果非常明显。

干丹省的学员依翁，从祖父那代起就有用草药治病

的传统，现在柬医复兴，让他也过上体面的生活。

培训班学员有的还名声在外，有泰国病人专门来求

医问药，或请他们去泰国帮助诊治 68。

柬埔寨草药已有一些发展。柬医们希望国家更

重视柬医，能通过财政手段支持草药的开发、推广。

东盟与中国每两年举办一次关于草药的研讨会，柬

医希望获得中国的支持，因中国人最懂得草药，中

68　同上

国的市场也最大。

由此表明，柬埔寨的草药市场研究与开发都有

很好的发展前景。中国与柬埔寨双方无论在草药学

科教育、培训、研制和生产以及市场推广方面均有

广泛的合作机会。

越南老街省开发山区旅游

Tỉnh Lào Cai Develops Mountain Tourism

越南希望将老街省建成越南最具规模的山区自

然景观与文化旅游中心。这是“2015 至 2020 年和

2030 年愿景 老街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暨”中提出的旅

游发展目标。

老街省确定，发展旅游是该省经济发展中具有

优先性的突破性任务。老街省力争到 2020 年成为西

北地区一流旅游目的地，年均接待游客量 450 万人

次，旅游营业额 18 万亿越盾（约合 9 亿美元）69。

老街省地处云贵高原的山脚近平地处，平均气

温比起邻国的中国云南省高，全年平均气温界于 18

至 28 摄氏度之间。全境多山林，被红河一分为二，

西北部有越南境内最高峰——番西邦峰。本省有 5

个县市与中国接壤。

世代居住民族有 27 种，总人口 100 余万人。主

体民族京族占总人口的 33%，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67%，在少数民族中，蒙族占 21%，栽族占 14%，瑶

族占 13%，傣族占 14%，罗哈族占 1%，罗志族占 2%，

布依族占 2%。

老街省以农业、渔业等传统经济为主。主要矿

藏资源有磷灰石、铜矿、铁矿、石墨稀土元素、水晶、

陶瓷等。

69　老街省力争将该省建成越南最具规模的山区自然景观与文化旅游中

心，2016-2-9，http://cn.nhandan.org.vn/tourism/item/3858601- 老 街

省力争将该省建成越南最具规模的山区自然景观与文化旅游中心 .html

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	ASEAN-CHINA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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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省正力争到 2030 年成为越南最具规模的

山区自然景观与文化旅游中心，接待国内外游客量

1300 万人次，旅游营业额 58.5 万亿越盾（约合 29

亿美元）。

图表 19：外国游客到老街旅游，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资料来源：越南人民网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老街省提出了人力资源、

投资、旅游推介、科技应用、组织规划管理、旅游

合作发展等九项具体措施。此外，该省也将集中开

发国内外重点市场，如河内、胡志明市、西欧地区

各国等，同时逐步向其他市场介绍和扩大吸引客源。

以老街省的沙坝（Sa Pa）为例，沙坝是越南著

名的内陆避暑胜地，与大呖、三岛山齐名。位于中

越边境云南河口的西南面不远的地方，在三海湖的

西北方，距边境老街市 39 公里。沙坝地处黄连山山

谷之中，黄连山的主峰潘西邦海拔 3142 米，是越南

的最高峰。沙坝的海拔有 1500 米，因地势高，气候

清凉，被誉为林中的宝石。镇上树木郁郁葱葱，栋

栋别墅若隐若现，周围层峦叠嶂，风景如画。山中

有银瀑、藤桥、云山，风洞、天门、水宫洞等景点。

沙坝是越南西北部老街省的高山度假胜地，位

于越南最高峰番西邦峰（Fansipan）山脚下，紧邻中

国云南河口口岸。海拔 1650 米。越南有 54 个少数

民族，其中一半以上聚居在老街省，沙坝居住的主

要是苗族和瑶族的分支。与其它早已被开发为旅游

区的地区相比，沙坝的山民仍保持着比较传统的生

活状态，自然和人文生态均未收大的影响。因为以

前的法国殖民和新近受到外国游客的青睐，小镇里

有不少异国情调的建筑。清晨你会在教堂的钟声中

醒来，酒店提供丰盛的西餐，而小镇里层层叠叠的

法式建筑会让你仿佛置身于某个欧洲小镇。在沙巴

度假是十分游哉的，无论是站在山顶观看在大雾中

变化无常的沙坝全景和梯田，还是看看当地人熟练

的编织的手工艺品，时间会不知不觉地溜走。沙坝

距离中越边境仅 38 公里，每天有数班往返于老街

口岸和沙坝的小型长途班车，车费 2,5000 越南盾，

1.5 小时。沙坝距离河内有 380 公里，没有直达的汽

车，需要到北河或老街转车。老街距离河内 340 公

里，每天有两列火车开往河内，车费 15 美元，需要

10-12 小时。老街火车站有开往河内的长途汽车，

车费 5,3000 盾，需要 10 小时。

越南政府批准，2017 年越南国家旅游年活动将

在该国西北地区举行，其中老街省是主办省份。这

将成为越南老街省以及西北地区其他省份向国内外

游客推介该地区的旅游潜力与优势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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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为 -菲律宾开展信息人才培养

Huawei-Philippines Cooperation for IT Training

2016 年 2 月初，菲律宾科技部与华为菲律宾公

司签署了数字化创新人才培养合作备忘录，旨在通

过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教育、推广和应用，共同培养

数字化创新人才，消除数字鸿沟，鼓励菲律宾年轻

人创新创业，进而解决社会面临的发展难题。菲律

宾科技部表示，华为作为一家国际化公司，能够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感谢其在信息化进程和人才培养

方面作出的贡献，同时欢迎更多像华为这样的中国

企业参与菲律宾建设 70。

图表 20：华为标志

资料来源：腾讯科技

华为此前已与菲律宾开展多项合作。与运营

商的合作和品牌店的建立已经为人才培养打下良

好基础。例如，2015 年 11 月，华为科技有限公司

与菲律宾第二大移动运营商环球电信公司（Globe 

Telecom）签署了一份长达 5 年的合作伙伴协议，其

中包括为环球设计移动宽带网络，并成立移动创新

70　华为助力菲信息人才培养，2016-2-1 ，http://ph.mofcom.gov.cn/

article/jmxw/201602/20160201247282.shtml

中心 71。之前的 2011 年华为作为环球电信的技术合

作伙伴，投资其网络现代化项目 7 亿美元（约合人

民币 44.72 亿元）。2015 年年 11 月 23 日，环球电信

总裁兼 CEO 欧内斯特 库和华为轮职 CEO 徐直军

共同签署双方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双方正式达成

合作伙伴关系。

2015 年 11 月 25 日的信息表明，双方合作将“加

强扩展手机电信网络的发展，从而使菲律宾网络迈

向新高度，巩固在菲律宾电信行业的地位”。移动

宽带网络将应用“最前沿的技术发展趋势，旨在为

客户创造一个美好的数字世界”。合作将提供“更

强大的移动网络及以市场导向的创解决方案，希望

能确保我们公司在蓬勃发展的移动市场中保持领

先。”“网络发展应该得到普及，而不是为少数人

才能所用”。

关于体验店，华为在菲律宾新城马尼拉奥提加

斯商业区大型购物广场 SM Mall 的心脏地带正式

开通了在该国的首家体验店，SM Mall 是菲律宾最

大的购物中心。这家新体验店的开设，不仅是华为

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的又一力作，而且也标志着该

公司的品牌影响力仍在继续发展和增长，从一个可

靠且受人尊敬的品牌发展成为一个让人崇敬的品

牌 72。

华为在菲律宾地区负责人表示：“华为推出了

最新的技术来帮助用户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现

有的设备每天都被明智的用户广泛使用。华为是唯

一一家提供端对端解决方案的公司，利用技术将产

71　 华 为 与 菲 律 宾 运 营 商 签 署 五 年 合 作 协 议，2015-11-30，http://

gz.people.com.cn/n/2015/1130/c222176-27208193.html

72　 华 为 在 菲 律 宾 首 家 体 验 店 正 式 开 通，2015-11-22，http://tech.

qq.com/a/20151122/0125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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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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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引入市场”。

华为公司经理表示：“菲律宾消费者对我们的

设备显示出了巨大的亲合力，每年都在拉动华为市

场份额的大幅增长。每天通过越来越强大的平台来

吸引消费者，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越来越强，而

且也会促进互动越来越多”。

上述表明，华为 - 菲律宾相关的工作基础和合

作基础使双方有更多交流的机会和急速加强人才培

育的迫切需要。

苏州 -新加坡园区再探改革途径

Suzhou-Singapore Reform in the Industrial Park

苏州工业园区开放创新综合试验专家咨询联席

会议 2016 年 1 月 30 日举行 73。关于苏州 - 新加坡工

业园区改革，双方认为当前开展开放创新的格局应

扩大一些，摸索一种可比肩上海自贸区的模式，推

动国家开放战略，并将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地方。

73　当好“排头兵” 18 位顶尖专家献计苏州工业园区，2016-2-1， 

http://js.ifeng.com/a/20160201/4253723_0.shtml

新中合作苏州工业园区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应

当继续挖掘新中合作新模式，发挥好“新加坡+”效用，

不宜盲目投入炒作互联网和金融经济。园区可以和

新加坡一道，利用“一带一路”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

复制推广园区的开放创新经验。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

园区把握创新驱动的方向很重要，既要避免像东莞

那般“笼子腾空了鸟没有进来”，也要防止过度互

联网化和金融化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万众创新

不应拿来众炒”74。

“自主创新”不等同于“自己来”，而是要在

开放的环境中摸索。苏州园区要避免陷入其他一些

地方政府官员把“自主创新”理解为“关起门来自

己创新”的误区，要避免受民粹和地方既得利益群

体排外等影响。苏州园区可采用“新加坡 +”的方式，

借助新加坡不断优化的国际平台、法治经商环境和

人才机制，坚守住园区在生物医药、机械制造等方

面的优势，学习引进德国和日本先进的技术。

74　专家：不宜加入炒作互联网和金融经济 苏州工业园区应发挥“新

加 坡 +” 效 用，2016-2-1，http://news.sipac.gov.cn/sipnews/yqzt/

yqzt2016/201601hjqqzh/mtjj/201602/t20160203_410894.htm

图表 21：苏州工业园区开放创新综合试验专家咨询联席会议

资料来源：苏州工业园区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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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整体品牌过去 20 年获得成功升级转

型，不同时期的新中合作也应当有新方式。新加坡

新纬壹（One-North）成功吸引 2000 多名科学家；

园区的商务楼里搭建不同的载体，说出和其他地方

不同的故事，也能在“去产能”的同时，补上开放

创新产业调整的短板。

中方则以中国过去十年劳动力成本增加 168%

提醒，苏州园区不应像其他地方一样，看到加工贸

易商转去越南就“看着他们去了”，“这是不对的”；

中国应和新加坡一起，寻找“一带一路”战略支点。

外商对苏州园区的信用度和政务管理有信心，这些

优势今后要强化，并且到其他地方复制推广；苏州

园区不必自己出去找经验输出地，而是可以和新加

坡一道在“一带一路”上寻找战略支点，采用“双

园模式”，参考新中合作高层对话交流平台，形成

区域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解决机制；开放创新要有

容错和纠错机制，不要让科研人员比行政官员还官

腔，要营造优良的空间，降低创意找风投、风投对

接点子、创意找市场需求的成本；邀请国内外经济、

科创等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建言献策，是为了让园

区更好地为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制定“路线图”，明

确“时间表”，更精准对接全球经济大趋势、国家

战略大背景，对接发展所需 75。

东盟日用商品扩展中国市场

ASEAN Daily Goods in China

据新华社 2 月 9 日一则消息，在广西南宁与中

国客商喝完春节拜年早茶后，越南商人阮世雄与海

吉星市场的客商签下了总价值 360 万元的越南鲜果

供货协议。他说，做中越贸易 19 年了，现在发现，

通过大数据平台寻找小众商品和最契合时机的市场

空间，才能获得更多利润。

所说市场空间，是指中国传统春节消费提供的

75　同上

巨大市场份额，一方面火龙果、芒果、香蕉、山竹、

榴莲等东盟国家优势鲜果与中国存在着季节差异，

另一方面中国“春节市场”迫切需要大量的新鲜水果。

东盟客商正是凭借“互联网大数据”，将此类商品

销售到中国千家万户 76。

图表 22：中国 - 东盟商品交易活动一景

资料来源：华南城 - 东盟购

不少东盟客商也通过中国电子商务平台，从中

国庞大的春节消费市场中分到一杯羹。

2013 年成立的国内第一家东盟电子电商平台美

丽湾从最近几年时间市场数据分析：东盟新鲜水果、

优质大米等小众商品在中国春节期间的消费呈现强

劲上升势头。支持泰语、越南语、马来语等多语种

版本的电子商务网站，正是东盟客商寻找中国商机

的重要平台。

中国 - 东盟问题专家、广西师范大学教授罗婧

的研究表明：最近几年时间，春节期间东盟商品在

中国市场的销量以每年 30% 速度递增，“这还仅仅

是淘宝、天猫、京东等的统计数据，如果算上民间

微商平台的数据，增速和增量更大”。东盟客商逐

渐习惯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为双方共享经济发

展的红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春节期间，北京、上海、

广州等地人均消费新鲜水果金额超过200元人民币，

76　东盟小众商品分享中国强劲“春节消费力”，2016-2-10，http://

money.163.com/16/0210/00/BFE328R400253B0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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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桂林、柳州等地人均消费鲜果近百元人民币，

这为东盟水果销售提供了重要出路”。

让东盟客商更为期待的是中国的改革红利。广

西是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凭此契机，前述越

南商人阮世雄在广西东兴注册成立的跨国商贸公司，

在 2016 年春节前获得了本地银行桂林银行 50 多万

元的小微金融授信；正在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商议，

要认真研究通过中国资本市场融资的可能性，几家

公司连续 10 年时间每年有超过 2000 万元的营业额，

希望通过整合上市带动企业更快速发展 77。

例如，南宁举办的跨国迎春年货展，吸引东盟

十国以及韩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客商参展，仅泰

国企业就有十多家。泰国勿洞市商务局主任莫锦策

称，看好中国市场潜力，并希望通过展会为中国春

节增添泰国元素。位于广西南宁市江南区的中国 -

东盟商品交易中心，春节时，前来采购年货的市民

特别多。来自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

家的糖果、糕点、蔬果干、香米等东盟特色商品，

销量比平日增长了大约三至五成 78。

由此可见，对中国和东盟双方来说，通过边贸

和商品交易中心、电子交易平台及交易市场等多种

途径，东盟小众商品正快速进入中国市场，为双方

发展广泛的经贸合作铺垫良好的基础。

南宁（中国 -东盟）商品交易所新品种上线

Nanning (China-ASEAN) Commodity Exchange

2016 年 1 月 22 日，南宁（中国 - 东盟）商品交

易所新系统新品种上线，东盟交易所筹建的现货发

售业务正式启动。首批现货发售商品当日在东盟交

易所正式上市交易。

77　同上

78　 东 盟 商 品 抢 入 中 国 春 节 市 场，2016-2-5，http://finance.people.

com.cn/n1/2016/0205/c1004-28114600.html

交易所总裁韦经航表示，创新，是交易所发展

的核心动力。此次启动的现货发售业务是让生产企

业通过交易所电子交易平台将商品公开集中销售，

下游交易商通过交易平台进行全额货款申购，申购

成功获得商品所有权后，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流通

转让或申请提货实物交收的一种交易方式，该交易

模式是创新模式，服务实体经济的又一新创举，有

利于特定品种社会定价权的形成和品牌的塑造。届

时，沉香、咖啡豆、罗汉果、茶业、干海参、白酒、

珠宝等将成为交易所新的品种明星；现货发售交易

将继现货竞价、现货挂牌、现货分销交易后成为该

所新的业务模式 79。

图表 23：南宁（中国 - 东盟）商品交易所

资料来源：南宁（中国 - 东盟）商品交易所官网

东盟交易所是在广西本土生长起来的一家大宗

商品交易所，从 2006 年 6 月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

近十年的风雨历程。十年风雨，十年砺剑，一直从

事各类工业品、农产品、林产品、机械化工等大宗

商品的现货电子交易、交收、结算以及仓储物流、

信息发布业务。在各类大宗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商

品信息、金融信息、经纪信息的咨询服务和互联网

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等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并保持

领先优势，在大宗商品的离岸交易和跨境结算、交

收业务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79　南宁（中国 - 东盟）商品交易所新品种上线，2016-1-22，https://

www.chinancce.com/Industry_news/dongmeng/2016-01-22/55603.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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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交易所现已成为一家专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服务的、大型的、综合性的、多功能的，集仓储、

物流、交易、结算、融资、商品展示、信息服务于

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型的跨境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场所。

2013 年 6 月，交易所通过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

验收，成为获准使用“交易所”名称并重新登记注

册的 12 家交易场所之一 80。

东盟交易所将会依据下列三大路径并行发展：

1、单品上线

即某一个产品市场交易体制成熟可以利用线上

交易所平台，提高交易效率、产生价值时，东盟交

易所会主动接入，利用不同的交易模式上线，简单

复制，大量上线，对有特色的产品进行全国布局，

三月份将会上线的高价值储藏级的白酒就是其中之

一。

2、利用互联网 + 概念改变行业的业态

某类商品当利用互联网线上交易平台时，可能

会颠覆行业的业态，改变行业传统格局，沉香就有

此特质，它既是农林产品又是原材料，当配合适当

和稳定的人工结香技术时，不单可以为现有市场提

供可靠及合乎质量要求的产品，更有机会开发出工

业级用量的日化精细及药用市场，提供品质可靠、

数量足够庞大及价钱适中的原材料，又可期现结合

按照植物生长周期，将种、地、白木香树、沉香原木、

沉香日化精油一系列相关产品在同一交易所平台上

进行闭环交易，从而达至可追踪价格，各业界交易

参与者可合理配合价值之功用，交易所沉香品种计

划在三月份上线交易。

3、地域扩张

除了深度发展广西之外，东盟交易所亦会考虑

在全国布点，东南西北接驳国内各省份可供交易的

品种，在东盟交易所进行交易，此外，东盟交易所

80　同上

亦会利用南宁在东盟国家及“一带一路”的先天优势，

发展离岸交易中心及把握机会进一步在海外开展期

货合约交易业务。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为中国 - 东盟自贸区服务的

大型商品电子交易平台，该所将积极践行国家“一

带一路”的国际化发展战略，积极开展东盟业务，

不仅吸引了大批的港澳台地区和东盟各国的商家作

为交易所的会员进行交易，而且，还走出去，经印

尼外资投资委员会和广西商务厅批准，在印度尼西

亚设立了第一家离岸交易中心——“南宁（中国 -

东盟）商品交易所印尼离岸交易中心”。此外，还

经印尼政府批准，交易所发起主办，在雅加达筹建

印尼国内第三家“国家级”的商品交易所——亚太

商品交易所。规划在今后五年内，将印尼离岸交易

业务模式逐步复制到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并在

东盟其它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在东盟十国发展国际

会员。届时，东盟交易所的境外平台将与境内的总

部平台连接互通、在同一个系统内开展跨境电子交

易，由总部对所有的交易资金进行统一监管、统一

结算、统一划拨，并逐步实现采用同一币种（人民币）

进行统一结算，以推动东盟自由贸易区内人民币跨

境结算业务的发展。

东盟交易所作为一家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和北部

湾经济区服务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平台，根据国家

“一带一路”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将结合自身定位

及广西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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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在东南亚扩散对“一带一路”建设的

影响

IS’ Prolif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Makes Negative 
Effects on ‘One Belt, One Road’

近期，印尼、泰国相继发生恐怖袭击案件，且被

指向与“伊斯兰国”组织（IS）有联系。一些东南亚激

进组织宣布将效忠于 IS，或与其结盟。大量东南亚穆

斯林被证实受 IS 蛊惑赴中东参战。印尼、马来西亚等

也相继逮捕了涉嫌与 IS 有关的恐怖分子或支持者。印

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纷纷警告预防由圣战组织发起

的恐怖攻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称，IS 对马来西亚

构成“非常真实的”威胁 81。美国兰德公司反恐专家克

拉克认为，IS 已夺得中东控制权，也使北非陷入混乱，

东南亚顺理成章成为下一个目标 82。同时，我们注意到，

中国被卷入东南亚涉恐事件中，一方面，中国公民成

为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东南亚成为中国恐

怖分子投奔 IS 或回流的重要偷渡渠道。

当前，中国正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而与

东南亚相关的项目就有中国—中南半岛交通枢纽建设、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随着 IS

向东南亚渗透和扩散，恐怖主义是否影响“一带一路”

建设，以及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是中国决策者必须

考量的重要事宜。从 IS 的行为方式、当前东南亚恐怖

暴力活动情况以及“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建设目标

来看，IS 在东南亚扩散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将产

生以下几个负面影响：

第一，从 IS 在中东的作为以及东突与 IS 之间的

81　马来西亚遭 IS 视频警告 总理称威胁“非常真实”，2016-1-26，

http://news.sina.com.cn/o/2016-01-26/doc-ifxnuwfc9532525.shtml

82　专家：IS“魔爪”伸向东南亚 已招上万恐怖分子，2015-8-19，

http://war.163.com/15/0819/15/B1D1DDE100014OMD.html

联系来看，“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及工程人员可能成

为恐怖袭击目标。众所周知，东突等以中国为目标的

恐怖组织与基地组织、IS 有密切联系。东突分子参与

IS 组织的战斗，并接受人员培训。在中东，中国开展

的相关项目就是 IS 的袭击目标，中国公民也是 IS 绑架

和杀害的对象。因此，IS 向东南亚扩散，必将危害中

国公民人身安全，威胁“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图表 24：东南亚极端恐怖主义分子

资料来源：太行军事网

第二，从 IS 恐怖分子精英化和善于利用新通信技

术手段来看，“一带一路”建设防范恐怖主义袭击的

难度增加。东南亚逮捕的恐怖组织头目和支持者情况

表明，恐怖分子精英化、知识化的趋势明显。东盟推

动技术性人员在区域内自由流动，一定程度上为恐怖

分子扩大活动范围提供了便利。IS 借助新通信技术宣

传极端思想、招募恐怖分子、以及开展“独狼式”恐

怖袭击等，这都让中国工程项目防范袭击的困难程度

大为增加。

第三，从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环境来看，恐怖分子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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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以海盗方式阻碍“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能性。东

南亚是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也是全球海盗活

动最猖獗的地区。2014 年全球的海上劫持事件达 21次，

其中 11 次是发生在东南亚水域。国际海事局指出，目

前东南亚地区的大多数海上攻击都是使用枪支和长刀

对船舶进行低水平偷盗，但该地区的海上攻击有可能

变得更加暴力。东南亚重要的海上通路穿梭于密集的

岛屿和半岛之间，且这些岛屿和半岛都是穆斯林的主

要居住区。这样的地理和人口状况，为恐怖分子发动

海上袭击提供了便利，这可能严重妨碍“一带一路”

打通东南亚海陆交通的目标。

第四，从中国在东南亚项目建设的经验来看，“一

带一路”在当地存在发生利益纠葛的可能性，这为 IS

掀风作浪提供了空间。“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与当地

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和沟通，一些重大项目将牵涉当地

社会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不容否认的是，任何政策

与项目的推进都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加上文化习俗

差异、企业社会责任不到位等问题，容易造成不同程

度的利益纠纷乃至冲突，甚至中国因素也有可能成为

当地社会转嫁自身矛盾的借口。东南亚穆斯林中存在

IS 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加上当地本身复杂的民族、宗

教矛盾，这些都可能为恐怖分子掀风作浪提供了空间。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西方社会往往在以中国为目标

的恐怖活动问题上施行双重标准，同时对“一带一路”

建设也是多加抵触与防范。

因此，中国决策者在该问题上不可掉以轻心。当前，

应着手研究完善的风险防范措施，做好全面应对。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中的“缅甸难题”

The Myanmar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CIM Economic Corridor

当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正在推进。根据目前

的官方表态，缅甸中央高层对于“孟中印缅经济走

廊”一直表示支持。缅甸总统吴登盛出席 2014 年亚

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就已积极表

态 83。缅甸向来对促进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事宜

非常乐意。实际上，作为正在稳步推进民主化进程

和经济改革的缅甸来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将有效

促进该地区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实现资本、技术的

相互融合，而这正是当前缅甸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

的重要资源。走廊对于缅甸继续深化改革进程、提

高地区和国际竞争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缅

甸领导层重视走廊建设的根本原因所在。

图表 25：孟、中、印、缅四国共建经济走廊

资料来源：互联网

83　 孟、 印、 缅 如 何 看 待 孟 中 印 缅 走 廊，2015-6-1，http://world.

people.com.cn/n/2015/0601/c1002-2708716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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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就客观而言，孟中印缅

经济走廊建设也存在数个“缅甸难题”，需要我们

逐一突破和解决。

第一，缅甸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根据世界银行

公布的“物流绩效指数”，缅甸在全球 100 余个国

家中的交通物流排名靠后，属于最差国家之列。同时，

毕马威咨询机构的研究报告称，缅甸的交通基础设

施由 6 个不同的政府部门以及多个地方发展委员会

负责管理，造成交通管理异常复杂。由于缺乏资金，

近几年缅甸境内新修建或计划修建的道路多数由缅

甸邻国或第三方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如此严峻的基

础设施形势，可能会给经济走廊建设带来挑战。

第二，虽然缅甸重量级民族院议员、若开民主

党主席埃貌博士在访问中国时表示，孟中印缅经济

走廊建设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缅甸少数民族武装组织领导人、克钦和谈代表衮莫

也在该次访问活动中表示走廊建设“对于地区稳定

很重要”84。但是，克钦武装、佤族武装、果敢武装

等缅北武装力量与中央政府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战

事频频，恐不利于走廊长期的安全建设和维护。

第三，2015 年 11 月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NLD）

赢得全国大选压倒性胜利后，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加

快。宽松的政治氛围、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与缅

甸民间舆论和 NGO 机构对中国投资早就存在的些

许排斥情绪相结合，可能使反对中国的声音在未来

涌现。密松水电站项目暂停争议一事已经显露出这

种趋势。有学者指出，缅甸民主国家建构面临的挑

战包括军人集团立场与利益诉求、地方民族武装的

立场与利益诉求、缅甸中央政府的政策选择以及受

西方舆论蛊惑而分离的缅甸社会 85。指望缅甸官方

强行推进工程、排除地方反对意见的时代已经一去

84　孟、印、缅如何看待孟中印缅走廊，人民网，2015-6-1，http://

world.people.com.cn/n/2015/0601/c1002-27087163-3.html

85　《缅甸完成民族国家构建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南亚研究》，

2014 年第 1 期

不复返了 86。

第四，缅甸，作为连接东南亚、南亚经贸往来

的关键结点，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利益空间吸

引了各方眼球。缅甸学者坦妙乌在其著作《缅甸 -

中国和印度在这里相遇》中就谈及，缅甸地理位置

得天独厚，处于正在崛起之中的中印两个大国之间，

日益成为亚洲“新的十字路口”。一些域外势力不

希望看到中国通过经济走廊获得经济利益和影响区

域地缘政治，不排除这些势力排挤中国与缅甸的合

作。而如今西方世界日益放松对缅经济制载，加之

日益走向民主化的缅甸社会生态，恐会给这些外部

势力的渗透带来机会。

印尼力争在环印度洋地区发挥领导作用

Indonesia Strives to Become a Leader in IORA 
Region

据印尼的有关信息，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亚太

与非洲司地区发展与研究中心主任 Mohamad Hery 

Saripudin 2 月 14 日 在 班 达 亚 齐（Bandar Aceh）表

示：我们希望从相关利益者各方获得支持，使印尼

在年际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The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IORA，简称环印联盟）的 2015 年

至 2017 年担负起领导地位 87。本文从环印联盟的基

本情况，来观察分析印尼究竟希望成就怎样的地区

领袖地位。

86　英媒：中国积极建中缅经济特区 与日本争夺影响力，2016-1-25，

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60125/1062159.shtml

87　外交部大力争取支持印尼在环印联盟领导地位，Monday, February 

15th, 2016， 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berita/%e

5%a4%96%e4%ba%a4%e9%83%a8%e5%a4%a7%e5%8a%9b%e

4%ba%89%e5%8f%96%e6%94%af%e6%8c%81%e5%8d%b0%e5

%b0%bc%e5%9c%a8%e7%8e%af%e5%8d%b0%e8%81%94%e7

%9b%9f%e9%a2%86%e5%af%bc%e5%9c%b0%e4%bd%8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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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印联盟背景

1997 年 3 月 5-7 日， 环 印 度 洋 地 区 14 国 外

长聚会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通过《联盟章程》

和《 行 动 计 划》，宣 告 环 印 度 洋 地 区 合 作 联 盟

（The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 IOR-ARC）正 式 成 立。2013 年 11

月 1 日，环印联盟第十三届部长理事会会议决定将

该组织更名为环印度洋联盟（The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IORA，简称“环印联盟”）88。

图表 26：环印联盟国家分布图

资料来源：印度尼西亚商报

IORA 总部设在毛里求斯共和国瓦科阿市。

宗旨：遵循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

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平共处、平等互利与协商一致

等原则，不卷入双边等有争议的问题，推动区域内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促进地区经贸往来和科技交流，

扩大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

加强成员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协调。

目标：促进该地区和成员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平

衡发展。把为发展和利益共享提供极大的机会的经

88　环印度洋联盟，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YaT94fUk9OtEhY

RN3xFWO2MDEj6_GvxFMIXX7qgG13RUY6gBNIcnbyKhAMdKbOjIqil3

GpiiMeeuZ5xilcika

济合作地区集中起来。促进经济自由化，去除自由

障碍和贸易壁垒，增强环印度洋地区的商品、服务、

投资和技术流动。

图表 27：毛里求斯共和国

资料来源：互动百科

截至目前，IORA 组织在地区内共有 21 个成员

国和拥有 7 个合作伙伴，另外还有观察员。

21 成员国：南非、印度、澳大利亚、肯尼亚、

毛里求斯、塞舌尔、科摩罗、阿曼、新加坡、斯里兰卡、

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也门、

莫桑比克、阿联酋、伊朗、孟加拉、泰国、索马里。

7 个合作伙伴：中国、法国、日本、美国、埃及、

德国、英国 89。

2 个观察员：环印度洋旅游组织（IOTO）和

印度洋研究组织（The Indian Ocean Research Group

（IORG））。

89　IORA Membership，http://www.iora.net/about-us/membership.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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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动：环印度洋区域联盟的活动包括一些

仍进行中的专题方案和工作计划，是由有兴趣参与

的成员国操作的，这些成员国在 3 个独立的工作组

的保护之下。这三个工作组是贸易与投资工作组（The 

Working Group on Trade and Investment，WGTI）、

环印度洋商业论坛（The Indian Ocean Rim Business 

Forum，IORBF）和 环 印 度 洋 学 术 组（The Indian 

Ocean Rim Academic Group， IORAG）。联盟每两

年召开一次部长理事会会议。工作组中有商务和技

术代表保证不同的观点和兴趣可以在联盟的工作计

划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前述主任 Mohamad 强调，印尼必须充分利用自

身在 IORA 的领导地位，争取国家的利益。“我们

希望获得所有各方对印尼在环印联盟直至 2017 年领

导地位的支持”。他说，争取支持活动将自亚齐开始，

我们和 Syiah Kuala 大学（Unsyiah）合作，也将和其

他 8 间大学进行合作。

这些系列活动的意义，主要是向所有各方阐述

印尼在 IORA 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希望获得各界

支持印尼对 IORA 2015-2017 年的领导地位。

IORA 的主要工作包括，海洋治安和安全、灾

害风险管理、IORA 商务指导、贸易投资便利化、

学术 / 科学 / 技术、性别平等问题、渔业管理、

旅游和文化交流、“蓝色经济”（或海洋经济）会

议 90。

在 IORA 的 9 项工作中，印尼究竟如何发挥领

导作用？

Mohamad 说，印尼在领导 IORA 环节内共有 6

个优先纲领，即：海洋治安和安全、贸易投资便利化、

渔业管理、灾害风险管理、学术和科学与技术合作

以及旅游与文化交流。

我们的分析认为，这 6 项优先领域反映出印尼

目前参与地区事务的主要目标和比较有优势展开工

作的领域。对泛印度洋地区来说，每个国家都面对

上述几项优先领域迫切需要发展及进行合作。以印

尼提出重点领域的前两项为例，（1）海洋治安和安

全问题是地区成员之间通向政治 - 安全合作的基础、

沟通话题和活动空间；（2）贸易投资便利化是各国

在经贸领域开展合作的最重要工作主轴。

90　IORA, http://www.iora.net/default.aspx

图表 28：在印尼举行的第 15 次 IORA 部长级会议

资料来源：IORA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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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印度洋国家来看，21 个 IORA 成员国中，

有澳洲国家、非洲国家、中东国家、南亚国家和东

南亚国家；合作伙伴中又有东亚国家、北美国家、

非洲国家和欧洲国家。这其中意味着多少风险和机

会呢？当然，复杂的地区现实为环印度洋地区带来

了众多挑战，政治 - 安全利益、地缘利益、经济利

益以及各项发展利益都融入其中。

对印尼来说，在 IORA 的领导地位还意味着在

东盟地区也发挥更大作用。IORA 中的东盟国家有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尽管东盟

总部设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印尼也因此希望将机构

的落驻地转变成领导作用的发起地，不过很多因素

决定了各项目标的实现并不容易。同样，印尼希望

获得各国的有效支持也并非易事。因此，印尼力争

在环印度洋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的路途仍然艰难。

东盟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领袖？

What Leadership Does ASEAN Need?

在美国表明与东盟的峰会不关乎中国、东盟的

领导也声称与美国的峰会不关乎中国的背景下，东

盟各国领导前往美国参加 2 月 15-16 日举行的美国 -

东盟峰会。

近几年，在美国重返亚太的形势下，东盟国家

日益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重视。寻求在经济贸易

投资的话题下，发挥更大的作用或主导这一地区，

已经成为美国和东盟分别希望在这一地区扮演的角

色。

那么究竟是美国、东盟或是其他什么力量能够

真正发挥这一地区的领袖作用呢？

就东盟普遍的态度而言，美国将在维持地区安

全中发挥重要作用。以下列举几项东盟国家和西方

媒体的观点：

1、菲律宾认为，该峰会是东盟领袖与美国就共

同关注的事件，坦诚对话的一次机会；本周在美国

加州举行的美国 - 东盟峰会是美国将保持它在维持

地区安全中仍旧发挥重要作用；这是领袖们实质化

美国与东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一步，更重

要的是，该峰会突出了东盟在确保地区稳定与繁荣

的中心角色；作为东盟的一个成员国，菲律宾很赞

赏该峰会在发展一个地区架构方面的重要意义 91。

同时，菲律宾表示“坚定相信美国必须在 21 世

纪确保地区安全方面，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此峰

会再次确认美国继续发挥此重大作用的承诺”。

2、新加坡则从海上安全的角度急于强调美国的

作用。新加坡媒体称“到我国参加新加坡航空展的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奥库安接受国际和本地媒体

访问，针对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使用海岸

巡防队或其它非军事资源维护其区域主导地位的做

法，奥库安指出，他认为这类俗称‘白色船只’的

非军事船艇应遵守一套行为准则；美国将坚持它重

返亚太区的再平衡战略，并汇报美国海军在亚太地

区的部署情况；美国要在 2019 年前将 60% 的军舰部

署到亚太地区，这个计划如期进行，目前的比率已

达到 57%，海军现阶段在探讨另外 21 艘军舰的确切

部署”。“我国主张巡逻舰遵循《海上意外准则》，

也主张扩大《海上意外相遇准则》，进一步让规则

适用于巡逻舰”92。

新加坡的这段话是指支持美国派出巡逻舰在南

海地区巡逻的意思：“奥库安指出，美国接下来将

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或在有国家过分宣示主

权的海域，继续‘飞行、航行和演练’”93。

91　 美 国 将 维 持 地 区 安 全 重 要 作 用，2016-2-16，http://www.

shangbao.com.ph/fgyw/2016/02-16/48141.shtml

92　第七舰队司令：应对中国行动 美海军已要求在亚太海域增派

军 队，2016-2-16，http://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

story20160216-581809

9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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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9：美国 - 东盟峰会（2016 年 2 月 14-16 日）

资料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3、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

员卡维说，奥巴马召集此次峰会无非是想在卸任前

为美国和东盟在某些问题上建立起一个稳妥的架构，

最直接的目的是使之成为他的一笔“外交遗产”。

4、西方媒体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借在加

州与东盟各国领导人的峰会进一步拉近与东盟国家

的距离，强化美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根本目标与

中国息息相关。

法新社称，对白宫而言，此次峰会和峰会地点

是奥巴马卸任前展现高度重视东盟的一个机会。奥

巴马今年迟些时候到越南和老挝访问也将重申这个

信息。东盟过去由于规模小，且过于分化和功能失调，

因此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没占据重要地位。华盛顿智

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鲍尔说，奥巴马试

图制造战略性环境，促使中国遵循游戏规则。白宫

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说：“如今，美国对东盟非常

感兴趣，东盟十国是全球第七大经济体，在海事安全、

反恐或打击海盗等安全问题上扮演重要的角色”94。

《纽约时报》分析，尽管官员表示这不是一次“反中”

94　西方媒体：为抗衡中国 美图借亚细安峰会强化区域影响力，2016-

2-16，http://www.zaobao.com/news/sea/story20160216-581859

集会，但美国明显正试图掌控在东南亚的领导地位。

5、有分析称，对于东盟国家领导人而言，他们

更关心的是同奥巴马会晤能为各自的国家带来哪些

实际利益。例如，马来西亚和印尼希望美国和东盟

能在反恐议题上加强合作；泰国希望借此峰会改善

西方国家对泰国军政府的态度。柬埔寨则希望通过

峰会尽早改善柬美关系。

我们的分析则表明，东盟从机构自身上并不清

楚自身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领袖，抑或是东盟自己，

抑或是求助美国，抑或是兼而有之。造成这种情况

的原因是东盟作为国际经济的第 7 方力量仍然只是

统计意义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力量位次；2016 年

1月1日开始的东盟共同体，不仅在政治-安全、经济、

社会 - 文化上未达到共同体目标，而且即使在形式

上也如同之前一样，各自为政、没有声音、没有一

致的表述，发布的任何声明和说辞依然虚弱。因此，

“东盟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领袖”也就成为尚需等待

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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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洛加纳工业园（大众）有限公司

Introduction of Rojana in Thailand

洛加纳工业园（大众）有限公司由泰国威奇布

集团（杨锦芳家族）与日本钢铁和索米金布山集团

合资建于 1988 年。分别在泰国大城和巴真两府开发

建设和管理运营两座工业园区。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洛加纳已在全球范围内为各类工业客户提供有效的

解决方案方面逐步积累起令人瞩目的成功经验，并

在广大投资者及其同行业中获得了较高的声誉 95。 

图表 30：洛加纳工业园区

资料来源：洛加纳工业园区官网

如今洛加纳在泰国已开发建成并正营运着 4 座

工业园区，分别是位于大城府的洛加纳大城工业园

区占地 15000 莱（约 36000 亩），位于罗勇府的洛

加纳阪开工业园区占地 3000 莱（约 7200 亩），位

于罗勇府的洛加纳宝丹工业园占地 1500 莱（约 3600

莱），位于巴真武里府的洛加纳巴真工业园区占地

6000 莱（约 14400 亩）。凭着我司专业化的团队管

理和卓越的客户服务，二十多年来我们赢得了广大

投资商的良好赞誉。我们承诺为客户提供“一站式”

售后服务，包括投资促进委员会（BOI）优惠政策申

请，开工建设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等。

95　 洛 加 纳 工 业 园（ 大 众 ） 有 限 公 司，http://www.rojana.com/

company_profile_ch.html

随着外企对泰国工业园土地的需求急速增长，

为抓住这一巨大商机同时满足外企投资的需求，洛

加纳正在抓紧开发位于泰国东海岸的春武里府的两

座新兴工业园区，分别是位于宝云镇占地面积 1500

莱（约 3600 亩）的洛加纳宝云工业园区和位于澜洽

邦港区占地面积 2000 莱（约 4800 亩）的洛加纳澜

洽邦工业园区。这两座工业园之星不久之后将会闪

耀在东盟的地平线之上。

园区主要信息

项目名称：泰国洛加纳工业园集团

发布日期：2015-7-1  项目类型：股权投资项目

投资方式：其他 

所属行业：制造业，其他制造业  项目地点：亚

洲，泰国 

项目有效期：两年 

项目总金额：10000 万美元

拟吸引投资总金额：1000 万美元

项目标注：重点  

项目内容描述：泰国综合性工业园项目（约

36000 亩），位于泰国大城府，距曼谷国际机场仅

84 公里，距曼谷大都市 69 公里，距曼谷港 75 公里，

成熟的工业园及配套设施。

项目性质：鼓励类 

项目单位：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

联系人：唐海

电话：07715813162

电子邮箱：tanghai@caexpo.org

地址：广西南宁竹溪大道 98 号 A 栋

驻外经商机构：泰国络加纳工业园集团 

联系人：韩先生

电话：+66027161750

传真：+66027161759

电子邮箱：rojana@rojana.com

VI. 项目与合作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项目与合作	/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6.0231

环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	前言

Text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 Preamble

TPP 协定缔约国，为达成贸易及投资自由化、

为地区带来经济增长及社会利益、为劳动者及企业

创造新的机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消费者权益、

削减贫困及促进可持续增长，促进经济一体化，签

署了全面的地域伙伴关系协议。 

该协议在缔约国之间，强化了缔约国人民之间

的友好及合作关系；基于世界贸易机构协定（WTO

协定），强化各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承认缔约国

之间发展水平具有差异；经济多样性；促进地域供

给链发展及促进企业成长的机会。

同时，在世界市场上强化缔约国企业的竞争力，

提高各缔约国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这个协定为零售

企业、中小企业等创造机会，提高其盈利能力及发

现机遇，支援这样的企业尽快成长和发展。

通过互惠原则，为贸易及投资提供可预见的法

律和商业架构。为了减缓进出口的费用及确保效率、

透明度等可行性，促进关税公平和透明性，区域内

贸易的顺利进行，确认对缔约国的权利、立法及规

制、优先事项等进行约定，保护公共福祉，及与公

共福祉相关的政治目的（公众卫生、安全、环境、

有限的自然资源）保护（无论是否为生物或非生物），

为了保护金融体系的健全性及安定性和公众道德等，

缔约国保持了灵活性并更近一步地采用、维持缔约

国的国有权利。

对国有企业，不摄取不公正利益，不损害贸易

及投资，确保国有企业在缔约国的多样化经济模式，

发挥正当的作用；给予私有企业同等的竞争条件、

透明性及健全的商业惯例；促进国有企业相关规则

的确定。

通过执行环境法律，促进环境保护的高水平状

态，及通过贸易及环境相关的相互补充政策及惯例

等推进可持续的开发。 

确保劳动者权益保护及相关权利的行使，提高

劳动条件及生活水准；在劳动事项上加强合作以使

缔约国的劳动能力有所提高；促进透明、良好的治

理和法律的实行；摒除贸易及投资中的贿赂及腐败

行为。

各缔约国有关当局应在适当的场合，开展全面

经济合作（例如，关于汇率方面的合作）；加强重

要相关活动；重视缔约国间及缔约国内部的文化同

一性及多样性的重要性；催化贸易及投资机会扩大、

与世界贸易协调发展、大才培育等更广泛的地区及

国际合作。

为了应对将来贸易及投资方面的课题和机遇，

各缔约国制定了这一协定，并作为长期的优先事项，

贡献于推动更进一步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打下创设

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鼓励其他国家以及

独立的关税地区加入 TPP，扩大缔约国的伙伴关系。

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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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东盟中心

APPENDIX A    ABOUT ASEAN-CHINA CENTRE (ACC)

2009 年，在第十二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王国、印度尼

西亚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联邦、菲律宾共和国、新加坡共和国、泰王国和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等东盟 10 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国 -

东盟中心的谅解备忘录》。缔约各方据此建立一个信息和活动中心，即中国 - 东盟中心。

中国 - 东盟中心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促进中国和东盟在贸易、投资、旅游、教育和文化领域

的合作。中心总部设在北京，今后将不断拓展，并在东盟各成员国和中国的其他地区设立分中心。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国和东盟 10 个成员国是中心成员，中国和东盟的企业和社会团体可通过向中

心秘书处提出申请成为联系会员。中心将根据《谅解备忘录》所赋予的使命，推动中国 - 东盟各领域的务

实合作。

2010 年 10 月，温家宝总理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启动了中心官方网站（www.asean-china-centre.

org），并宣布 2011 年建成实体中心。2011 年 11 月 18 日，中国 - 东盟中心在第十四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

会议暨中国 -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20 周年纪念峰会上正式成立，温家宝总理与东盟 10 国领导人及东盟秘书

长共同为中心揭牌。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心职责如下：

（一）成为信息、咨询和活动的核心协调机构，为中国和东盟的商务人士和民众提供一个关于贸易、投资、

旅游、文化和教育的综合信息库；

（二）成为中国与东盟就有关促进贸易、投资、旅游和教育信息进行有益交流的渠道，包括涉及市场准入，

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

（三）通过对数据和信息的广泛收集、分析，以及对市场趋势的预测，开展贸易和投资领域的研究，

彰显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益处；

（四）通过宣传中国和东盟的传统艺术、手工艺品、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和语言，以及在中国和东

盟的教育机会，促进文化和教育；

（五）通过征询意见、提供教育咨询服务和组织贸易投资交易会、旅游展、食品节、艺术展和教育展，

向中国和东盟的公司、投资者和民众介绍和宣传中国和东盟的产品、产业和投资机会、旅游资源、文化及教育；

（六）开展市场调查活动，确定潜在市场和合作领域；

附录一	/	APPENDI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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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理中心框架内设立的永久性东盟贸易、投资和旅游展厅；

（八）成为核心的投资促进机构，建立行业联系，向中国和东盟企业推介商机，特别是协助投资者和

公司寻找当地的商业伙伴；

（九）与中国政府、东盟各成员国政府，以及相关区域和国际组织在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保持密切合作；

（十）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便利；

（十一）提供中国和东盟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有关的机构和政府官员名录；

（十二）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活动；

（十三）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

（十四）组织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关于贸易、投资和旅游便利化等问题的研讨会或研修班；

（十五）建立一个艺术、文化和语言的学习中心，以加强民间交流，增进中国和东盟民众和社会之间

的相互了解；

（十六）研究开展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相关的人员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十七）支持关于缩小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的项目；

（十八）开展中心实现其目标所需其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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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介绍

APPENDIX B    ABOUT CHINA-ASEA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UND (CAF)

成立背景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简称“中国 - 东盟基金”或“基金”）是由温家宝总理于 2009 年在博鳌亚

洲论坛上宣布成立的离岸私募股权基金。经中国政府国务院批准，基金于 2010 年初开始运作，主要投资于

东盟地区的基础设施、能源和自然资源等领域，为中国及东盟地区的优秀企业提供资本支持，并且动用基

金的丰富资源为合作企业提升价值。基金的愿景是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有力推动者和整合者，成为在东

盟地区声誉卓越及业绩优秀的私募股权基金，为东盟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 - 东盟基金的专业团队成员来自于不同国家，在项目开发与谈判、资本运作、推动企业发展上市

及金融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东盟地区有着多年成功的投资业绩。

中国 - 东盟基金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强大的投资实力，丰富的行业经验，及对东盟地区和目标投资领域

的深刻理解，并且获得背景雄厚的基金投资股东鼎力支持。中国 - 东盟基金参与投资可为合作企业及项目

带来不可比拟的、持续的价值提升和协同效应。中国 - 东盟基金希望通过自己的股权投资参与，推动中国

海外投资不断实现优化、升级和持续成长。

主要特点

- 是目前少数致力于投资东盟地区的大型私募股权基金；

- 专注于支持基础设施、能源以及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优秀企业和项目；

- 可投资于不同阶段的项目，实现商业成功和最佳社会效应的双重目标；

- 资金募集的目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其中一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

- 拥有一支国际化的专业团队，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以及相关行业经验。

投资理念

中国 - 东盟基金的专业团队将为每一个潜在投资项目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内容包括行业吸引力及增

长潜力，企业的财务表现和竞争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和项目的环保贡献和社会责任等方面。

在此基础之上，基金将与合作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企业及项目实施有效的商业模式提供增值服务。

- 单笔投资额通常介于 5 千万至 1.5 亿美元之间；

- 希望与其他战略投资者实现共同投资；

- 采用多元化的投资形式，包括股权、准股权及其他相关形式；

- 不谋企业控股权，持股比例小于 50%；

- 可投资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

- 既可单独投资企业或项目，也可同时投资企业和项目层面；

- 推动资产和运营的整合、重组；

- 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常规能源 / 新能源、自然资源和东盟地区其他战略性行业。

附录二	/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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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筛选标准	

- 实力较强且可靠的项目发起人；

- 已见成效且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 经验丰富、有抱负且稳定的管理层；

- 可靠稳定的未来现金流或可预见的盈利能力；

- 具有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china-asean-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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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安邦咨询简介

APPENDIX C    ABOUT ANBOUND CONSULTING (ANBOUND)

安邦（ANBOUND），或称“安邦咨询”及“安邦集团”，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

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 1993 年的安邦咨询（ANBOUND），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

公共政策智库。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安邦咨询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基于信息资源和田野考察，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通过专业研究团队长期

而坚持不懈的跟踪研究，在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撰写大量的分析报告，在宏观经济、城市研究、空间开发、

政治判断、产业和风险评估等特长领域，为中国政府客户、外国政府客户和广泛的有代表性的企业客户提

供实用建议和项目评估意见。

近20年的发展中，安邦建立起自己强大的信息分析研究平台，汇聚了一支以经济、金融专业为主、跨学科、

跨领域专业人才在内的复合型研究团队。同时，安邦自主开发数十个研究型数据库系统平台，其设计功能

适用任何外部专业投资机构。针对不同客户的决策层级和信息需求特点，安邦咨询提供不同的研究成果，

包括每个工作日以邮件形式出版的信息简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每日经济》、《每日金融》；包括每周以

邮件形式出版的战略分析报告《战略观察》；每个月以印刷形式定期出版的《策略研究》以及系统产品《全

球核心金融报告》等。具有建设性价值、丰富的研究成果，对应灵活的产品结构体系，使得安邦咨询在各

个行业、企业和政府决策层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所有这些报告和简报的选择

性内容，均可以在“第一智库”网站（www.1think.org）浏览和下载。

专注于经济分析和评估领域，安邦的合作对象包括有非常多具有领导性地位的机构和政府部门，如：

安邦·牛津大学信息分析培训项目、安邦·中国 - 东盟中心·中国东盟投资基金的东盟研究合作项目、安

邦·中信研究合作项目、安邦·EUROMONEY·ISI 信息合作项目、英国利物浦市政府的城市合作项目、

全球第三大城市基础设施运营商 Enterprise 的城市管理项目等等。在信息产品的企业客户层面，从软件业巨

头 MICROSOFT、APPLE、IBM、GE、德国大众、丰田、壳牌、NEC、东京三菱银行、汇丰银行、美国银

行等跨国公司，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海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中国著名企业，他们都是

安邦咨询长年的忠实客户。安邦独有的经营模式在商业表现上也十分成功，20 年来始终保持了年均两位数

以上的营收增长。

安邦在慈善事业领域同样有着卓越而富有效率的表现。安邦积极推动政府部门向西藏贫困地区提供“智

力扶贫”，安邦启动并且承担了中国西南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的慈善活动，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察，进行

了广泛的合作，并且有了初步的成果；安邦对新疆社会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考察，向有关部门提供了大

量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安邦积极推动并参与了四川汶川、云南昭通的贫困留守儿童的捐助活动，参加了陕

西省儿童村的建设，提供物资帮助刑满释放及解教人员的安置就业。每年，安邦还安排专项研究资金与中

国的主要大学展开研究合作，专门用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

安邦咨询的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杭州、成都、重庆、深圳、长春、乌鲁木齐、马来西亚吉隆坡拥

有 8 家分公司和法人实体。安邦咨询目前正在积极推动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 2012 年，安邦在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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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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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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