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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东盟次国家经济与安全治理层面（3）
：中国 -

合申请拨款赞助各种创意项目。当然，像联合国教

东盟合作展望

科文组织（UNESCO）那样，中国中央政府也可通

A Sub-national Level of ASEAN’s Economic and
Security Governance (3): Prospects for ChinaASEAN Cooperation

过丝路基金和亚投行（AIIB）资助这些项目。再说，
互相学习引进双方的优良政策和实践只会加强各城
市的能力，更好地解决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有利于
发展创意经济。更重要的是，中国 - 东盟也最终达

（续接 2016 年 3 月期）

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中国 - 东盟新合作机遇

到了一定的合作程度，中国 - 东盟城市甚至可
以考虑创立双边创意城市网络，共同打造创意经济

在中国大力推动“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集群，扩大创意经济蛋糕。

的背景下，地方性的互联互通是一个新机遇。由于
东盟都奉行功能性合作（functional cooperation）1 原

与创意城市相比，中国地方环保成绩就更加值

则，中方次国家行为体（sub-national actors）应抓准

得学习了。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从采掘发展

东盟这个特点，建立在中国 - 东盟合作框架之内的

到可持续发展），该国省市政府的环保经验较为靠

合作机制。

近东盟各城市的发展阶段，所以学习这些案例比学
习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案例更有关联性。此外，

按照前面两个案例，加入 SEACCN 和 AIESC

中国与东盟已在 2009 年和 2011 年分别达成《中国 -

是中国省市行为体进入东盟地区的切入点。对前

东盟环保战略》和《中国 - 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

者来说，中国各市政府应考虑向香港那样，加入

2011-2013》3，这也意味着双边已有了一个操作框

SEACCN，作为该网络的合作伙伴成员。中国八个

架来推动有关项目。

创新城市，如“设计城”的北京，上海和深圳，“美
食城”的成都和顺德，以及“工艺品和民间艺术城”

在其框架下，中国地方政府应积极寻求与东盟

的杭州 2，苏州和景德镇，都是东盟各城市的潜在伙

伙伴的合作机遇。在环境合作和政策对话项目，地

伴。

方政府的决策者官员和学者都可利用该平台，分享
各自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环保）政策和实践。山东省 -

例如，杭州，槟城和清迈可以合作建立知识共

青岛市联合打造环保透明度标准和收费制度非常值

享平台，主办活动，例如研讨会和比赛等等以及联

得东盟各地方政府借鉴 4。再者，南宁市（见图表 1）
的绿色规划故事也是东盟市政府效仿的对象。这些

1

功能性合作是东盟学者所描述的东盟特点 . 不管是什么政治制度，目

的或思想区别，东盟都寻求各方建立合作共赢关系 .

3

2

读： http://chinaaseanenv.org/upload/Attach/en/276150.pdf

China six creative cities, The Star ( 马 来 西 亚 星 报 ), 2012-10-8,

中国 - 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 2011-2013 的具体文件可在其网站阅

http://www.thestar.com.my/lifestyle/features/2012/10/08/chinas-six-

4

creative-cities/. 这些中国城市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创

article, 2011-1, http://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

意城市网络成员 . 更多的信息可浏览 UNESCO Creative Cities Network

sustainability-and-resource-productivity/our-insights/how-green-

网络：http://en.unesco.org/creative-cities/home

are-chinas-cities

Jonathan Woetzel, How green are China’s cities?, McKin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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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南宁市绿色规划是东盟城市可学习的方面

资料来源：中国环保在线

都可以通过中国地方政府的“绿色精英”来分享。

而东盟专家团也参观了广西生态公园和植物园。在
未来的日子里，广西政府应该把这种关系带到东盟

此外，关于绿色特使项目，中国地方政府和团

州省政府层面。其他省或自治区，如云南，也应该

体也可以推动实实在在的合作项目。在此，中方可

加入其行列。通过这种州省合作机制，中国 - 东盟

提供环保技术、科技 5 和管理工具，而这些都是东
盟城市极为需要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东盟城市从

环境安全“共同体”就会深入到地方百姓，也给了
实实在在的意义。

西方国家也未必能获得这种较为昂贵和受保护的高
科技。而中国恰恰在这方面能够发挥作用。另外，

总结

AIESC 城市成员也可采用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
（China USI）的指标，并综合或修改原有的 ESC 指标，

丝路资金和亚投行是推动这一系列地方政府合

创 造 东 盟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指 数（ASEAN USI）。

作的关键“工具”。不管是 SEACCN 或 AIESC，中

有了这个指数，东南亚版的 USI 城市排名（如中国

国都可以扮演东盟的全方位合作伙伴。不管是中国

USI 城市排名）已成为可能，有利于打造一个属于

或东盟，资助地方政府的合作项目都会带来更多的

东盟的可持续发展标准。

新经济发展机遇和环境安全的保障。唯一一个网络
东盟次国家行为体还没真正建立的就是“地方性反

最后，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合作项目方面，

恐网络”。因目前中国和东盟各中央政府已开始建

省政府的作用极为关键。为此，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立跨国反恐合作，双边都需要注入地方因素进去，

民政府打了头阵。该政府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

让这些次国家行为体也成为反恐的有力伙伴。

（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进行了交流活动，
				
5

环保科技如海水淡化系统和废物处理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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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2016 年财政预算案：新加坡政府继续推动
本地企业转型
Budget 2016: Singapore Continues to Push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Enterprises
2016 年 3 月 24 日，新加坡新任财政部长王瑞杰
（见图表 2）发表了他的首次《财政预算案》。其预
算案一共有 5 个部分，第二部分是为本地企业设计。
在面临国际经济不景气和产业转型的双重压力之下，

1、企业转型。为此，新加坡政府将推行以下措施：
· 设 立 商 务 资 助 门 户（Business Grants
Portal）。这是为了减少本地企业对各资助计划的混
乱和各部门的协调问题，统一所有企业资助申请系
统。其门户将以能力建设、培训和国际扩充的三大
需求来提供服务。本地企业可以以各自的需求在该
网站申请有关资助计划，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和
物力投入；

新加坡政府在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推出了《产业转型

· 落 实 为 期 三 年 的《 自 动 化 辅 助 配 套》

计划》6。王部长也公布了一系列措施来继续协助更

（Automation Support Package）。除了对自动化工程

多本地企业投入改革和创新行动。其计划共有三支

提供高达 50% 的援助之外，新加坡政府也同时给企

箭。

业 100% 的投资补助来保养自动化设备；

图表 2：新加坡新任财政部长王瑞杰在发表财政
预算案前向众人挥手

· 增加对中小型企业的贷款担保。只要是有
意投入自动化经营道路而又得到官方批准的话，新
加坡政府将分享由 50% 到 75% 的贷款风险。在未来
的三年，政府预计会投入 2.96 亿美元（4 亿新币）
给以上的安排；
· 继 续 通 过《 中 小 企 业 增 长 基 金》（SME
Mezzanine Growth Fund）辅助中小企业，提升它们
的业务运营模式。新加坡政府把该基金额增加到 1.11
亿美元（1.5 亿新币），也同时延长申请期限，直到
2022 年 5 月 31 日为止；
· 提高 M&A 辅助额。为了鼓励更多的兼并和
收购（M&A）以便提升本地企业的增值和国际化，

资料来源：新加坡海峡时报

政府也提高该辅助额，从 2,962 万美元（4,000 万新币）
到 3,702 万美元（5,000 万新币）；
· 延长《国际化双倍税务减免计划》。这是为

6

Budget 2016: S$4.5 billion package to help firms and industries,

Channel NewsAsia（ 亚 洲 新 闻 频 台 ）, 2016-3-24, http://www.
channelnewsasia.com/news/specialreports/budget2016/top-stories/

了促进中小企业继续向外开拓市场和寻找商机。企
业活动，如业务发展工作和投资考察工作，都可获

budget-2016-s-4-5-billion/26329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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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减税或免税待遇 7。

以及开拓新市场；

2、产业转型。为此，新加坡政府也会推进以下
的措施：

· 起 动《 句 容 创 新 区 》（Jurong Innovation
District）计划。目前，JTC Corporation 正在建设的
Launchpad@JID 是企业家、研发人员和学生设计、

· 设 立 国 家 贸 易 平 台（National Trade

构型和试验的“工作室”。此外，JTC Corp. 也邀

Platform）。如商务资助门户那样，这个 7,400 万美

请私人公司到该区进行技术试验和研发创新及可持

元（1 亿新币）平台是一站式贸易信息管理系统，而

续 基 础 设 施 的 解 决 方 案（innovative and sustainable

目的就是连接政府部门和企业们，尤其是那些从事

infrastructure solutions）。政府预计第一阶段的工程

运输和贸易融资行业的企业。有关的中小企业可通

会在 2022 年完工 9。

过这个平台开发（或研发）应用程序和新服务，削
减其他企业的成本和流程；

总体来说，不管在创业、业务运营提升、市场
开发或者科技使用方面，新加坡政府都投入了大量

· 提供 3.33 亿美元（4.5 亿新币）来落实《国

的资金、技术和人力到此次的《财政预算案》中。

家机器人计划》（National Robotics Programme）。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系列措施都符合该国政府《产

为了在建造业，制造业和运输业使用机器人技术，

业转型计划》的企业改革和创新议程。更重要的是，

政府将研发更多多功能机器人，然后引进该科技到

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新加坡不但没有减少它

有关行业服务；

在增值活动、科技、行业和人力的资源投入，反而

· 落 实 本 地 企 业 与 协 会 发 展 -Plus（LEADPlus）计划。新加坡政府将在五年内派 20 名官员到

继续增加这方面的资源投入。所以，新加坡的例子
是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

参加该计划的各行业协会和商会，协助后者加强宣
传工作和与政府机构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政府
设定 2,221 万美元（3,000 万新币）来起动该计划 8。
最后、以创新推动转向。在这个支柱上，新加

文莱引进新品种以推高稻米产量
Brunei Exploring New Varieties to Boost Rice
Output

坡政府的具体措施包括：
文莱政府呼吁国内农耕业者扩大其发展与营运
· 再添 11 亿美元（15 亿新币）给国家研究基

规模，让农耕种植产量不仅能在国内自供自给，并

金（National Research Fund）。所投入的资金将支持

能在国际市场上具备竞争与获利能力。同时，针对

政府的《研究、创新和企业 2020 计划》，让行业 -

稻米种植领域，文莱政府也以引进新品种，以及颁

研发工作不但可以继续下去，还可以更上一层楼；

布更多可种植地段等措施来提高稻米产量 10。

· 成立 SG-Innovate 来加速创业者在新兴行业

文莱主要资源与旅游部长拿督哈芝阿里指出，

（智能能源，数字化制造，Fintech，数字医疗以及

目前该国稻农主要种植 Laila 稻米品种，每公顷的产

互联网 +）发展业务。简单来说，SG-Innovate 的功

量仅有 4-5 吨而已；而部分尝试 Titih 新品种的稻农，

能包括配搭导师和创业者，向创业者介绍风险投资

则可取得 7-8 吨的产量。阿里表示，目前稻米主要

公司（投资者），帮助创业者获得研发人员的协助，
7

Singapore Budget 2016 Speech, Budget 2016 网 站 ,  http://www.

9

同上

singaporebudget.gov.sg/budget_2016/pb.aspx#s3

10

8

eunited.com.my/node/12589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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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品种稻米 3 年后 冀每公顷可产 12 吨，2016-04-01，http://

产国印尼与泰国的每公顷产量能高达 12 吨，反映出

以应付国内需求。同时，根据牛津商业集团的报告，

文莱的稻米产量依然落后市场标准。

文莱 75% 的土地被热带雨林保护区所覆盖，仅有 5%
或相等于 288 平方公里的土地适合种植用途。

因此，该部门目前积极寻找更合适的稻米品种，
并针对种植科技进行改良，以冀望能在 2019 年之际，
将文莱的稻米产量提升至每公顷 12 吨的市场标准。
图表 3：文莱主要资源与旅游部长拿督哈芝阿里
（右一）巡视文莱农业市场

对此，除了寻找新品种提升产量外，寻找更为
合适的种植地段，也是文莱政府刻不容缓的工作。
当中，在文莱青年种植计划推动下，政府在文莱
Bebuloh 村拨出 43 公顷的种植许可证，并有高达 73
名农耕业者参与该项目，当中 39 名属于青年种植计
划的参与者，其余则为该村村民 12。随着该用地的拨
出，该村的种植用地已大幅提升至 79 公顷，而文莱
政府仍在持续圈定其他合适种植的地段。
文莱 2015 年的全年经济增速下跌 0.6%，但农
林渔业则取得 6.4% 的增长，其中蔬果等农耕领域更
取得 9.7% 的高增长 13。尽管如此，2015 年农耕领域
的全年产值仅有 2610 万文莱元（约合万美元），只
占国内生产总值约 0.1%。有鉴于此，文莱仍需对其
经济多元化做出更大的努力。

资料来源：文莱时报

缅甸商业前景乐观
Myanmar’s Economic Outcome Remains Positive

事实上，文莱稻米的低产量正对政府与稻农带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的一份报告，尽管今

来成本压力，一方面稻农需投入更多的劳动与营运

年缅甸新政府上台后，国内通货膨胀现象仍存在，但

成本来维持稻米产量（如肥料用量增加），另一方

缅甸经济前景仍然乐观。

面政府则因为稻米回购计划而承受津贴上的损失。
阿里认为，在提升稻米的大前提下，文莱农耕业者
也不应该只是拘束在国内小市场上，需将视野扩大
至国际市场的竞争，以将利益扩大与优化。

这份报告指出，缅甸在 2016-2017 财年的经济增
长料为 8.4%，国内通胀率为 9.5%。在上一个财年里，
经济增长下降至 7.2%，而通货膨胀率为 11%14。

根据文莱农业与农产品部门的数据，该国的稻
米 产 量 已 从 2014 年 的 1382 吨，提 升 至 2015 年 的
1983 吨，同比增长 44%11。然而，相关的产量仍不足

12

Kg Bebuloh padi farming gets shot in the arm after land grant，

2016-4-5，http://www.bt.com.bn/news-national/2016/04/05/kgbebuloh-padi-farming-gets-shot-arm-after-land-grant
13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ourth Quarter and Annual 2015，http://

www.depd.gov.bn/DEPD%20Documents%20Library/DOS/GDP/2015/
11

Rice output hike needed to help gov’t cut losses in

GDP_Q42015_Ann.pdf

agri sector，2016-4-1，http://www.bt.com.bn/frontpage-

14

news-national/2016/04/01/rice-output-hike-needed-help-

www.enanyang.my/news/20160405 亚开行新政府积极改革 br- 缅甸经

亚开行：新政府积极改革 缅甸经济展望乐观，2016-04-05，http://

gov%E2%80%99t-cut-losses-agri-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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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认为缅甸在 2015 年经济放缓也和中国经济

过其活动却正在进行中。根据亚开行的说法，缅甸的

增速减缓有关。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 2014 年的 7.3%

交通基础建设在 2030 年时需要 600 亿美元的投资，

降至 2015 年的 6.9%，由于缅甸与中国有密切的商贸

而发动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的资金

投资往来，中国的经济状况对缅甸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的重要性显得增加。
另一方面，缅甸有大量面积的农地遭到洪灾侵袭，造
亚开行正与缅甸合作发展交通，其中大部分项目

成该国 GDP 的 3.5% 或 15 亿美元的损失 15。

为接通缅甸至泰国，如缅甸的苗瓦迪（Myawaddy）
图表 4：仰光街景

至泰国的美索（Mae Sot）和曼谷，再从曼谷接通仰光。
亚开行提供贷款给民间基础设施建设，如电力升级工
作等 17。
缅甸经济所面对的挑战包括了薄外部和财政缓
冲、民族宗教冲突、极端气候等
除此之外，亚开行也认为，缅甸在自 2011 年开
始实施的经济改革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不过选举之后
新成立的政府所进行的改革要若要取得进一步的成
果，尚且需要面对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需求、政治
稳定、社会和谐等多方面的挑战 18。

资料来源：彭博社

印尼 2020 年或成为东盟最大汽车生产国
即使如此，亚洲开发银行副国别主任彼得·布林
布尔（Peter Brimble）认为，即使缅甸商业注册数额

Indonesia Would Become ASEAN Largest
Automotive Production Hub

从 2014 年的 6000 下滑至 2015 年的 5000，在 2015 年
里该国的商业信心仍然相对强劲。基于部分外国投资

益普索咨询（Ipsos Consulting）预计，在全球汽

者因为缅甸在 11 月份举行全国选举，采取观望态度

车市场发展，以及印尼政府推行合理的政策下，该

以观察缅甸政局走向，外商投资有下滑迹象，不过商

国将有很大的潜能在 2020 年超越泰国，成为东盟最

业气候普遍上仍然强劲 16。

大的汽车生产国 19。同时，印尼政府也对成为东盟最

不过，缅甸新成立的经济区吸引了投资的流入，

大汽车生产国的愿景充满信心。但印尼的现实与客

而该国的基建如交通、通讯和能源也迅速地发展。
其中，缅甸迪洛瓦（Thilawa）经济特区有 40 个
实体，而虽然在出口方面仍然为表现其蓬勃发展，不

17

同上

18

亚开行： 新政府积极改革 缅甸经济展望乐观，2016-4-5，http://

www.enanyang.my/news/20160405 亚开行新政府积极改革 br- 缅甸经
济展望乐观 /
19

15

Myanmar growth fell in 2015 but business confidence upbeat,

says ADB study，2016-3-31，http://www.dealstreetasia.com/stories/
myanmars-economic-growth-eased-in-2015-but-investmentclimate-remained-strong-35890/
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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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普索咨询：2020 我国或超越泰国   成为东盟主要汽车生产国，

2016-4-4，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ce/%
E7%9B%8A%E6%99%AE%E7%B4%A2%E5%92%A8%E8%AF%A2
%EF%BC%9A2020%E6%88%91%E5%9B%BD%E6%88%96%E8%
B6%85%E8%B6%8A%E6%B3%B0%E5%9B%BD%E6%88%90%E4
%B8%BA%E4%B8%9C%E7%9B%9F%E4%B8%BB%E8%A6%81%
E6%B1%BD%E8%BD%A6.html

观环境是否能让其顺利取代泰国，成为东盟相关领
域之最呢？

另一方面，印尼工业部长沙烈胡欣表示，印尼
不仅要成为汽车制造与生产中心，也要成为全球主
要的汽车出口国家 22。他也呼吁汽车制造商，除了在

近几个月来，益普索咨询已在多个场合持续唱
好印尼能成为东盟主要的汽车生产国 20。该机构认

印尼设立汽车安装的厂房外，也应该建立更多机械
与零件厂房，让该国成为汽车制造与供应的主要投

为，印尼与邻近区域的资源，政府改善基础设施项

资地点。他指出，政府将从多方面提供便利给汽车

目等的步骤，以及全球汽车制造商为争取东盟市场

制造商，让他们更倾向选择投资印尼。

的竞争性等等，都是带动印尼汽车发展的关键因素。
尽管印尼政府与企业对汽车产业的前景保持乐
根据印尼汽车制造业协会（Gaikindo）指出，印

观的态度，但不能忽略的是，印尼当前的基础设施

尼与泰国在 2015 年的产量差距为 81 万辆。其中，

与交通问题，若不能得到改善与舒缓，无论对于国

泰国年产量约 200 万辆，出口汽车 120 万辆；而印

内汽车销售，还是吸引汽车业者投资，都将是一大

尼出口仅为 20 万辆，其余均为国内销售 21。
图表 5：印尼汽车制造厂房一景

挑战。《纽约时报》就在近期撰文指出，印尼首都
雅加达的交通状况几乎“简直毫无控制能力”23。
有鉴于此，若要达到汽车主要生产国的目标，
除了要在投资与产能上加大力度外，印尼政府更需
要在改善交通与物流体系上加一把劲。

观察：越南通货膨胀率上升
Watching: Vietnam’s Inflation Rises
根据越南经济与政策研究所（VEPR）的越南经
资料来源：汽车物流（automotive logistics）网站

济的最新季度报告 2016 年第一季越南季度宏观经济
监测，越南在 2015 年的通货膨胀率偏低，为 0.63%，
不过今年越南的通货膨胀率可能升至 4% 或 5%24。

益普索咨询指出，
印尼目前的产能可达 200 万辆，
越南经济与政策研究所长阮德清博士（Nguyen

但 2015 年的生产率仅达 62%。因此，印尼汽车制造

领域迫切需要的是如何提升厂房的使用率与生产率。 Duc Thanh）声称，越南的通货膨胀率在 3 月末因为
同时，若要增加新的生产线，印尼相关领域将需投

教育与医疗费用上涨时上升至 1.69%，今年预测上涨

资至少 26 亿美元。
22

Automotive Companies Urged to Build More Factories in

Indonesia，2016-4-9，http://en.citizendaily.net/automotivecompanies-urged-to-build-more-factories-in-indonesia/
20

Indonesia hopes to replace Thailand as Asean automotive

23

Gridlocked Jakarta Becomes Even Worse, at Least for a Week，

production hub，2016-03-16，http://www.themalaymailonline.com/

2016-4-10，http://www.nytimes.com/2016/04/11/world/asia/

money/article/indonesia-hopes-to-replace-thailand-as-asean-

gridlocked-jakarta-becomes-even-worse-at-least-for-a-week.

automotive-production-hub

html?_r=1

21

24

Indonesia needs reform to compete with Thailand，2016-4-6，

Vietnam’s inflation to edge up to 5 percent in 2016: report，

http://automotivelogistics.media/news/gaikindo-calls-for-indonesian-

2016-4-13，http://tuoitrenews.vn/business/34263/vietnams-inflation-

reform-to-compete-with-thailand

to-edge-up-to-5-percent-in-2016-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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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是基于预料中 9 月份新学年开始时教育费

越南数十年来曾经历过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在

将上涨。2015 年越南的 0.63% 通货膨胀率是自 2006

1980 年代的时候的通货膨胀增长率达三位数，而在

25

年以来最低的，也比国会预测的 5% 来得更低 。

2008 年 8 月时曾达致 28.3%。

在 2015 年年底发布一份政府报告还预测，越南

控制通货膨胀率是越南政府的首要目标之一，

的通胀率今年可能飙升至 5%，专家认为这是油价反

越南政府采取的手段包括了升息。不过，在 2014 年

弹、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所导致的。越南经济学家

和 2015 年通货膨胀率急速降低，该国政府却担忧通

武亭映（Vu Dinh Anh）认为越南政府将不得不借钱

货紧缩 27。

来弥补预算赤字，而这将会加剧通货膨胀。基于现
在越南较难向外国贷款，越南政府可能会在国内贷

另一些专家认为今年越南的通货膨胀率可能

款，进而需要接受较高利率的短期贷款，因此整个

将会高于官方的 5% 目标。越南的经济在过去五年

市场的利率也随之上涨 26。

来靠着外资与区域性的经济局势快速增长。该国的
GDP 增长率为 6.68%，比官方的 6.2% 目标要高 28。

图表 6：胡志明市商业中心
世界银行预测越南经过强劲的一年之后，今年
的成长将会减缓下来。

马来西亚多区入选亚洲最危险城市的反思
Why Malaysia’s Cities Selected as Asia Most
Dangerous Ones?
国际旅游资讯网站 world atlas 在今年 3 月公布
资料来源：bzlive.vn

的年度排行榜显示，马来西亚共有 4 个城市列入亚
洲 10 大危险城市的名单，其中首都吉隆坡更是高居

事实上，在越南大型和小型银行已经开始提高
借款利率。越南前贸易部长张庭选（Truong Dinh
Tuyen）表示，当银行已经提供更高的存款利率，贷

次席 29。该排名公布后，就引起在野阵营以及网民的
嘲讽与大肆渲染，凸显当前国内政局的分化和对经
济低迷的宣泄。

款利率也必然将提升，而加息也必将对通货膨胀与

然而，马来西亚总警长卡立并不认同该排名，

外币兑换率产生压力。不过，张庭选也认为越南国

直指该网站提及的罪案事故都会发生在其他亚洲城

家银行将采取措施，以防止贷款利率暴涨。

市，因而认为该排名不能实际反映事实，并且有不

这份季度报告指出，越南今年第一季的经济增
长率为 5.46%；这个表现并不佳的增长率是制造业
放缓，以及农业面对一些问题所导致的。

27

同上

28

Vietnam inflation up sharply in first quarter，2016-3-24，http://

www.thanhniennews.com/business/vietnam-inflation-up-sharply-infirst-quarter-60573.html
25

同上

29

26

同上

worldatlas.com/articles/most-dangerous-cities-in-asia.html

8 / CHINA-ASEAN WATCH / 2016.04

Most Dangerous Cities In Asia，2016-3-17，http://www.

公平与偏颇的因素存在 30。该网站在排行榜中陈述，

考量，那么恐怖袭击的潜在风险是否也该被列为考

马来西亚 4 大城市入围的原因大致为相关城市容易

量因素之一。印尼的雅加达与巴厘岛，泰国的曼谷

面对攫夺匪、骗子及小偷泛滥的问题。其中在针对

与南部地区，过去一年甚至更久之前都面对爆炸案

吉隆坡地区的点评中，撰文者形容严重罪案如谋杀、

与恐怖袭击，但居然没有出现在 10 大危险城市的榜

强奸及抢劫案件时常发生， 巴生及八打灵再也时有

单内，确实也匪夷所思。

私会党火并案发生，而新山则是偷车案及盗窃案高
上述提及的两点虽然足以反映出该排行榜相对

发地区。

不客观，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官方与民众就
图表 7：亚洲最危险城市排行榜

能忽略该排名。不能否认的是，该榜单已经公布出来，
马来西亚不仅将面对着旅客入境人次降低的潜在风
险，对国家的公信力也有一定程度的冲击。
从过往的经验可以看出，政府与相关单位对待
国际排名的态度，就是最佳类别的排名皆给予正面
的回应，但面对负面的排名就加以忽略或自圆其说。
简单举例，对于经商环境与国际竞争力排名的提升
都会成为炒作的舆论，但面对着新闻自由度与贪污
指数的排名下滑，就含糊而过。
事实上，马来西亚确实可以不理会任何的国际
排名，但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都不能跳过任何
一项可以动摇国际信心的排名。首相纳吉在早前的
投资马来西亚峰会上，就高调对外资与媒体做出信
心喊话，直指国家的经济与政局发展仍属正面与可
调控范围 31。其演讲词就多次引用了国际的排名提升
作为作证，却对一些舆论指控与失误含糊带过，如

资料来源：world atlas 网站，火箭报

铝矿开采事件等。
要让国际舆论与海外投资来源对马来西亚恢复

马来西亚安邦认为，相关排名确实仍有许多值
得商榷的地方。第一，对城市的定义。该网站对城
市的定义相对模糊，即没有点出一个地区才被纳入
为城市考量。比方说，沙巴州斗湖与山打根，是该
州第二与大三大城镇，过去发生多起旅客绑架案，

信心，或进一步提振信心，除了政府领导人不断地
高喊正面消息外，更大的因素还是来自于对一些不
圆满事情作出承认与改过的勇气。而最为关键的因
素还是，政府执行与监管单位是否能调整其作风，
以及加大其管治的力度。

但都没有列入排名中。
第二，对危险的定义。城市犯罪率若是危险的
31
30

隆灵巴生新山列 10 大危城·总警长轰一旅游网，2016-4-6，http://

news.sinchew.com.my/node/473612

首 相 纳 吉 在 投 资 马 来 西 亚 2016 的 演 讲 全 文，2016-04-12，

http://www.nst.com.my/news/2016/04/138803/full-text-pm-najibsspeech-invest-malaysia-2016?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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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赛宋本省吸引越南投资者

目、越南国家石油和天然气集团（Vietnam National

Laos’s Xaisomboun Province Attracts Vietnamese
Investors

Oil and Gas Group） 以 及 越 南 油 品 集 团（Vietnam
National Petroleum Group）计划建造的石油和天然
气分配网络等 34。

越南总理阮晋勇在 3 月 28 日和老挝副总理凌
绪光（Somsavat Lengsavad） 会面时表示，越南和老

除此之外，越南企业据称也和老挝政府合作，

挝在经济、贸易、投资等有很大的潜能，两国应该

为老挝人民建设学校、疗养院、房屋和道路等设施，

加强配合，解决各种问题、尽快让合作项目投入运

也为老挝的橡胶加工、制糖生、化肥，水电、矿产

作 32。

开采和加工等领域方面有着贡献，同时也为大约
四万名老挝人带来了就业机会。

根据越南计划与投资部的讯息，越南在老挝的
投资额达 49 亿美元；该部门也表示，老挝在和越南

目 前 老 挝 新 成 立 的 赛 宋 本 省（Xaisomboun

有商业来往的 68 个国家与区域当中，排名首位，而

Province）有兴趣与越南，特别是胡志明市的投资者

越南是老挝第二大投资国 33。越南计划与投资部声

有更强的商贸投资关系。

称，越南企业在老挝有许多成功的项目，对老挝社会、
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也被当地政府高度评价和赞赏。
图表 8：赛宋本省

赛宋本省位于老挝东北部，其土地大部分为高
原与山脉地区；该省的气候和地理环境适合农业、
林业、矿业和水电开发。除此之外，赛宋本省的历
史景点以及自然风景，让这个省份具有吸引游客、
发展旅游业的潜能。
根据赛宋本省策划投资部总管詹塔农·旺宋吉
（Chanhthanom Vongsomchit）的说法，该省目前正
在致力于寻找本地与外国私人投资者，当中投资的
项目包括了蔬菜与雏菊种植、15 兆瓦的南彭（Nam
Pheng）水电站、旅游服务、房屋建设、水泥厂和一
家超市 35。
赛宋本省将为投资者提供从 1 至 3 级的分级激

资料来源：http://lao.voanews.com/

励机制。列为 1 级的企业将获得免税 10 年，而在 2、
3 级的则能获得免税 6 年和 4 年。若投资者修建医院、

在老挝的越南企业和投资项目包括了嘉莱黄英
集团
（Hoang Anh Gia Lai Group）
、
越南合资银行分行、
越南最大的通信公司越南电信（Viettel）的通讯项

幼儿园、学校、职业院校、大学、研究中心和其他
一些公共设施将获得 15 年免费使用的土地和额外 5
年税收减免 36。
胡 志 明 市 人 民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黎 文 科（Le Van

32

Vietnam, Laos hold great cooperation potential: PM，29-03-

2016，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government/153148/vietnam-

34

同上

-laos-hold-great-cooperation-potential--pm.html

35

Viet Nam News Economy Lao province eyes VN trade，06-04-

33

2016，http://vietnamnews.vn/economy/294853/lao-province-eyes-

Vietnam’s investment in Laos hits nearly $5 billion，27-03-

2016，http://tuoitrenews.vn/business/33973/vietnams-investment-in-

vn-trade.html

laos-hits-nearly-5-billion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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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Khoa）也鼓励胡志明的机构前往赛宋本省投资和发
37

展，进行互惠互利的长期合作 。

最新的柬埔寨中小企业协会联合会数据显示，
柬埔寨中小企业生产增加了 10%，而在减少进口的
情况之下，这些公司可望赚钱额外的 23 亿美元 39。
柬埔寨的两个邻国越南与泰国都有在该国举行

旅游业推动柬埔寨中小企业发展

产品商展会，而这对柬埔寨当地中小企业带来一定

Tourism Bring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o
Cambodian SMEs

的影响与冲击。一些柬埔寨业者希望能与柬埔寨旅
游部、贸易部等部门能协助当地业者减少这些外国
商品所带来的冲击；有的业者建议柬埔寨商展会应

柬 埔 寨 中 小 企 业 协 会 联 合 会（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of

该只让柬埔寨商家参与，而并非开发给邻国商家，
以推广当地中小企业 40。

Cambodia，FASMEC） 主席郑东坡（Te Taing Por）
声称，柬埔寨的中小企业在 2015 年的旅游业中赚取
了 19 亿美元的收入，而如果减少进口，收入数额可
38

能将会进一步提升 。

对此，柬埔寨旅游部长唐坤（Thong Khon）表
示，旅游部有意识地准备特殊活动，让中小企业销售、
展示各自的产品，以吸引柬埔寨国内外游客。唐坤

声称，许多游客在这样的活动大量购买当地产品，
郑东坡表示，旅游业宣传活动，如农业旅游展览、 而旅游部认为这对中小企业会带来较大的帮助 41。
海河节（Sea and River Festival）中三分之一的展示
产品为柬埔寨当地产品，这为当地中小企业带来了
为数可观的收入。
图表 9：柬埔寨一家食品工厂

另 一 方 面，柬 埔 寨 将 会 在 今 年 七 月 于 西 哈
努 克 市 举 办“ 湄 公 旅 游 论 坛”（Mekong Tourism
Forum），以让中小企业能透过东盟经济共同体中获
利。这项论坛将展示大湄公次流域的新兴旅游景点
和趋势，六个成员国包括了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
泰国以及中国云安与广西将合作探讨旅游市场营销
框架，以促进多国旅游，特别是生态旅游、当地美食、
文化欣赏等，并和中小企业接洽，探讨最新的旅游
发展，以及连接六国的区域道路网络的投资商机 42。
柬埔寨总商会主席胡万迪（Ho Vandy）声称，
湄公河流域一代的居民都能从旅游业中受惠。柬埔
寨的新市场策略有望帮助该国在 2020 年时吸引 750
万外国游客；旅游部预计这将会为该国带来 50 亿美

资料来源：Phnom Penh Post

39

同上

40

同上

37

同上

41

同上

38

Tourism a key revenue generator for SMEs，2016-03-25，

42

Mekong Tourism Forum in Cambodia to focus on SMEs，2016-

http://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tourism-key-revenue-

04-14，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business/Mekong-

generator-smes

Tourism-Forum-in-Cambodia-to-focus-on-SMEs-302838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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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收入，且创造 100 万个工作机会 43。

一旦土地的租用期限延长到 99 年，意味着外国
投资者在参与投资后，完全可以合法享有项目的管

在 2015 年里，柬埔寨迎来了 477 万外国游客，

理运营权长达 99 年，被一些人认为将大大吸引国外

和 2014 年的 450 万相比增加了 6.1%。该国的首十个

投资者来投资。若外国投资者在泰国的土地租赁期

供给市场为越南、中国、老挝、韩国、泰国、美国、

为 30 年，且没有权利拥有土地，一些投资者认为在

日本、英国、马来西亚和法国。

泰国的投资风险较高，且和东盟其他邻国相比较不
具吸引力。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外商投资

泰国公务土地租赁期限增至 99 年
Thailand’s Official Land Lease Extended to 99
Years

的重要性更为显著，而投资者更可能倾向于选择东
盟其他国家，而一旦土地租用期达 99 年，泰国对外
资而言将更具吸引力。
虽然延长租用期限能吸引外国投资者，泰国修

泰国政府打算修改与土地租赁有关的法律条款， 改与土地租赁有关的法律条款，却引起了不小的反
使泰国土地租用期可达 99 年，以吸引外国投资者，

弹。首先，不少泰国人担忧泰国尚未做好准备，而

却在泰国引起了争议与担忧。

一旦 99 年租用期被实施，外国投资者将会占据市场，

按照泰国原有的《不动产租赁条例》，泰国土
地合同的最高租期为 30 年，最多可延长至 50 年；
有些人认为这不利于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往泰国投
资 44，尤其是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有的分析家认
为这会增加国内外投资者的顾虑。

泰国当地人将会被边缘化。另外，也有人担心这会
造成大量农民必须依赖于这些外国投资者，或是外
国投资者占据农业土地，进而让农民无法脱离贫困。
作为农业大国，土地是泰国农民赖以生存条件，有
人担心一旦失去了农业土地，泰国根基将会受到动
摇 45。

图表 10：泰国城镇街景

《99 年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法》的结果是
政府土地租赁出让期限仍保持之前的构架，公务机
关部门间的土地租赁出让限期却放宽至最长可租赁
99 年。私营部门以及企业租赁政府土地方面，还是
之前的 30 年限期，最长可延至 50 年。虽然这 99 年
政府土地出让条例修改，不算是真正解锁，但是在
某种意义上仍然算是政府土地的开放 46。
有分析认为，泰国土地租期的延长，实际上对
泰国低收入群体有益，这是基于一些银行不太愿意
提供贷款于只有 30 年土地租期的房地产，而一旦土
地租期延长至 90 年则和永久土地拥有权的地产相

资料来源：urbanohio.com

43

Kingdom to Host Mekong Tourism Forum，2016-04-14，http://

似。泰国政府目前计划在政府土地为低收入群体建

45

Critics savage 99-year land lease scheme，2015-1-28，http://

www.khmertimeskh.com/news/23569/kingdom-to-host-mekong-

www.bangkokpost.com/archive/critics-savage-99-year-land-lease-

tourism-forum/

scheme/842052

44

46

泰 国 内 阁 拟 修 法 土 地 租 赁 期 限 延 至 99 年，2016-1-25，http://

songkhla.mofcom.gov.cn/article/ddfg/201601/201601012421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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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土地租赁“泰”难越，http://thaizhonghua.com/2016/01/31/99

年土地租赁泰难越 /

造低价房屋，不过如果低收入群体无法获得银行贷

达到 49 亿比绍；49% 的高管表示今年会增聘人手。

款，也无法从中获益。一旦低收入群体向银行申请

图表 11：菲律宾地图

30 年土租用期的房地产的房屋贷款，一般上只能获
得一半的贷款，而曼谷中等价格公寓购买者却较容
易获得高达 85% 的贷款 47。

菲律宾企业高管预见今年经济形势尚好
Commercial Leaders in Philippines See a Good
Economic Prospect
菲律宾知名商界团体“马加智商业俱乐部”于
2016 年 4 月 7 日表示，多数菲律宾企业高管对 2016
年该国经济增长前景看好。“马加智商业俱乐部”
是菲律宾颇具影响力的商业团体，旗下企业会员达
400 多家。
201 年，菲律宾经济增长率达到 5.8%。52% 的

资料来源：互联网

菲律宾企业高管认为今年菲国经济增长率会高于
5.8%，39% 的企业高管认为今年国家经济增长率与
去年持平（5.8%），仅有 9% 的企业高管认为今年菲
国经济增长率会低于去年 48。
2015 年年底时，菲律宾比绍对美元曾贬值到
47.166 比绍兑 1 美元低位。“马加智商业俱乐部”
调查显示，多数菲国企业高管认为今年比绍对美元

今年 5 月 9 日，菲律宾将举行总统选举。调查
发现，在该国企业高管看来，下届政府最应优先解
决的三大议题依次为基础设施不足、贪污腐败以及
治安问题。其他较受菲国企业高管关注的议题还包
括贫困、就业、农业以及教育等问题。

会继续贬值；18% 的菲国企业高管认为今年比绍兑

总部设在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早些时候曾预

美元汇率会维持在去年年底时的水平；也有 9% 的

测，受国内消费和投资拉动，2016 年菲律宾经济增

菲国企业高管预测比绍会对美元升值。

速将达到 6%，2017 年增速有望加快至 6.1%。

调查还发现，多数菲国企业高管对自己所在企

上述信息表明，对菲律宾企业高管认为的新政

业今年业绩表现抱有信心。82% 的企业高管预测所

府应优先解决的三大议题，我们也应给予充分注意。

在企业营业收入今年会实现增长，74% 的企业高管

基础设施、腐败和治安问题都将是菲律宾面临的重

则预计所在企业今年利润总额会增加；59% 的企业

要挑战。

高管表示会在今年追加投资，追加投资的平均额度
47

ARE 99-YEAR LEASES GOOD FOR THAILAND? ，

2016004-03，http://www.pressreader.com/thailand/bangkokpost/20160403/283158607770901
48

菲 企 业 高 管 多 看 好 今 年 经 济 前 景，2016-4-8，http://www.

shangbao.com.ph/jjxw/2016/04-08/497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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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中泰高铁培训将成为两国新合作机遇

院已为泰国大城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等六所学院，

New Opportunities for China-Thai High-speed
Rails Training Cooperation

制定了铁路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按照泰国铁路项目
运营技术要求，提供了专业实训室设施设备配置清
单。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周群说，希望中泰

近期，中泰开展高铁合作收到各界关注。因为

双方围绕轨道交通专业体系培养、课程和教材的

相应的机会不仅在高铁建造本身，还在于一些关联

编写，以及实训基地的建设等方面，展开深入的合

事项的合作，例如培训。泰国教育部高级官员缇帕

作 51。

蓬 4 月 5 日率领泰国职业教育访问团到柳州铁道职

图表 12：中泰已开展的铁路人才培养合作

业技术学院访问时说：“泰国急于发展高铁，希望
中泰双方在高铁技术培训方面加强合作”。泰国选
择中国高铁技术和设备，是因为泰国和中国在旅游、
经济等各方面的交往日益增多，且中国高铁技术世
界领先。泰国的相关专业人才，几乎为零，因此希
望能和中国院校进行长期合作 49。
泰国轨道交通设施陈旧，铁路状况和技术水准
与经济发展不符。为此，近年来泰国政府谋求大力
发展轨道交通建设，并与中国达成了中泰铁路合作
协议。中铁建东南亚公司总经理朱锡均表示，中泰
计划 3 年内完成铁路建设，中泰铁路合作将给泰国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惠。中泰铁路建成运营后，从
昆明到曼谷的往返铁路票价约每人 3600 泰铢 ( 约合
700 元人民币 )，相当于飞机票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一，
货运费用相当于航空费用的九分之一。每年或将为
泰国增加 200 万中国游客，为泰国农产品出口进一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50

步提供便利，使泰国成为东盟的交通枢纽 。
中泰铁路合作方面可谓一波三折，中泰铁路项

泰国希望高铁尽快建成，但泰国铁路建设人才

目的开工时间不断被推迟，不过中泰院校合作培养

缺口非常大。据估计，泰国建设和运营曼谷至廊开府、

高铁人才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

曼谷至罗勇府的新铁路，所需人才数量预计将达 2
万人 52。

49

泰 派 人 赴 华 接 受 高 铁 技 术 培 训，2016-4-7，http://www.zaobao.

com/news/sea/story20160407-602041

51

同注 1

50

52

泰国院校赴华“拜师学艺”学习高铁知识和技术，2016-3-22，

中泰铁路 3 年内完工 从昆明到曼谷往返仅 700 元，2015-8-26，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8/26/c_11163837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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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3-22/7807578.shtml

因此，在泰国密集派员赴中国寻求高铁技术培

有能力提供认证服务。提供国际认证服务将在地区

训合作的背景下，中国专业院校与泰国存在广泛合

内允许这三个国家对改进、有效推进服务做出贡献

作空间，可加强师资培训、学生教学及建设实训基

的评估机制。

地等方面的合作。
自从 2009 年，项目“改进东盟基础设施质量”
已经使 PTB 与 ACCSQ 合作，支持实现东盟经济共
同体蓝图目标。这项支持的主要重点是减少贸易的

柬埔寨 - 老挝 - 缅甸提升国家认证机构水平

技术壁垒。研讨会是由 PTB（德国国家计量研究所）

Cambodia, Lao PDR, Myanmar Advance Their
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dies

支持的。这一机构是东盟的发展伙伴之一，在德国
帮助下，东盟国家正通过工作组机制（ACCSQ）倾
力缩小发展差距。

柬埔寨、老挝和缅甸（CLM）三国近期参加了“国
家认证中心研讨会（NAFP）”。这是东盟标准和质

我们的分析表明，东盟的柬埔寨、老挝和缅甸

量咨询委员会（ACCSQ）的第 30 次会议。评估组

仍然属于社会发展落后的国家，多领域的社会治理

53

会议交换了努力提高国家认证机构水平的经验 。
图表 13：柬埔寨 - 老挝 - 缅甸认证中心研讨会

工作也必然相当滞后，但这同时也蕴含着大量的机
会。以德国为例，德国既是社会治理方面非常优秀
的国家，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机会，即为有关
国家发展和提升而合作的机会。而这对中国有关部
门和机构是很好的启示。

越南朱莱经济开发区有良好发展机会
Vietnam Chu Lai EDZ Shows Good Opportunities
据越南人民报关于开发区的信息，曾经有一段
时间，越南广南省朱莱经济开发区的金融政策并不
健全。名为经济开发区，但实际上这里执行的各项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

政策机制与一般的经济区和工业区毫无差别。不过
近年来，通过地方所作出的努力，朱莱经济开发区
已经吸引了数百个项目落户，在增加就业、提高劳

过去三年里，通过 NAFP 建立认证服务的概念
取得了 ACCSQ 工作组的一致同意。柬埔寨 - 老挝 -

动者收入水平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方面取得新突
破 54。

缅甸已经完成技术、管理和政治上的准备。三个国
这一经济特区具有哪些特点呢？

家中有两国已经与东盟其他成员国的伙伴认证机构
可做，以便取得国际认可的认证服务资格；第三个
不久也将与伙伴国签署备忘录（MOU）。三者都将

53

1、解决就业问题，提高财政收入。在进入城山
县三峡乡朱莱 - 长海汽车组装生产区的各条路上，

Cambodia, Lao PDR, Myanmar advance their 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dies, April 12th, 2016, http://www.asean.org/cambodia-lao-pdr-

54

myanmar-advance-national-accreditation-bodies/

org.vn/economic/item/4011801- 助推朱莱经济开发区取得新突破 .html

助推朱莱经济开发区取得新突破 2016-4-11，http://cn.nhan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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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工人们纷纷入厂上班。长海汽车股份公司

2、实现新突破。2016 年年初， THACO 投入

（THACO）董事长陈伯阳说，2003 年响应广南省

1500 亿越盾在朱莱开发区兴建的重型专用车和拖车

领导出台的招商引资政策，从同奈省来这里考察投

组装厂投入运营。该组装厂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生

资商机，之后就决定在此兴建工厂。那时困难很多，

产设备，设计年产量为 5000 两。为越南高品质、优

但在地方政府的鼓励和中央政府支持下，汽车组装

越性能重型专用车和拖车的稳定供应源，有利于减

生产厂终于建立起来并投入运营。目前，THACO

少对进口车的依赖、增加国产化比例、多样化产品

已投入了 10 万亿越盾，兴建近几十家组装厂，为当

类型及扩大出口市场等。2016 年组装出厂 3000 辆车。

地数千名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仅 2015 年组装近 7.2

根据市场需求和本公司生产能力，力争 2016 年组装

万辆汽车，较 2014 年增长 86%，销售 8 余万辆，较

出厂各类车型 10 万辆，创造营业收入 64 万亿越盾，

2014 年增加一倍，营业额达 46 万亿越盾，较 2014

上缴 15 万亿越盾。

年增长 89%。因业绩显著，2015 年除了提高劳动者
收入水平。

图表 15：越南广南省省委确定的开发区发展目标

图表 14：越南三峡港口投入运营后为货物运输
提供便利条件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越南人民网信息整理

资料来源：越南人民报

之前，韩国泛高纺织集团已同韩国德山公司联
手，在三岐市朱莱经济开发区直属三升工业区投资
兴建泛高三升纺织服装厂和德山越南纺织辅料加工

朱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称，目前共有国内

厂，投资额达 8000 万美元。这两家生产工厂投入运

外数百家投资商来此考察和寻找投资商机。如今获

营后，每年可产出纺织品 10 万吨、染料产品 2.4 万

批项目共 110 个，其注册资金 20.21 亿美元，其中正

吨以及服装辅料 4800 吨等；为 1.55 万名劳动者提

在执行的项目 70 个，其投资资金 9 亿美元，为 1.2

供就业岗位，增加工业生产价值和推动当地经济社

万名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其中当地劳动者占据了

会发展。

90%。为投资商的经营活动提供便利，近几年来广南
省已投入数万亿越盾兴建码头、机场、国道、高速

近 13 年来，朱莱经济开发区仍未能吸引技术含

公路等，不断完善本地基础设施。此外，投资建设

量高的外国大型项目落户、尚未执行的项目依然较

具备交通、电力、生活水和通信系统健全的 13 个安

多等。因此，这种状况也可成为一种机遇，即在相

置区，确保拆迁工作顺利推进；兴建占地面积达近

关部门支持和帮助下，大型企业争取入驻这一开发

800 公顷的 4 个工业区，使用率为 60%，特别北朱莱

区，以便谋求更多的发展。

工业区第一阶段的使用率就高为 90%。

16 / CHINA-ASEAN WATCH / 2016.04

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澜湄合作机制启动有重要意义

促进中国 - 东盟关系发展，为区域合作和地区一体

Launch of th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LMC) Mechanism

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55。这一由 6 个发展中国家组成
的机制，是世界上首个率先响应联合国发展峰会通
过的《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具体行动 56。

2016 年 3 月 23 日，中国与有关国家举行澜沧江 澜湄合作机制中，“澜”代表澜沧江，“湄”

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共商澜湄合作发展大

计。泰国总理巴育、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总理通邢、 代表湄公河。澜湄合作即“澜沧江 - 湄公河合作”
机制的简称。2014 年 11 月，李克强总理在第 17 次
缅甸副总统赛茂康和越南副总理范平明出席。
中国 - 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倡议建立澜沧江 - 湄公河
五国领导人，从身穿各自国家民族服装礼仪人

合作机制，得到湄公河各国积极响应。2015 年 11 月，

员手中接过盛有澜湄江水的竹筒，共同将水注入启

澜湄合作首次外长会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举行，

动台水槽内，随即六水合一，宣告澜沧江 - 湄公河

外交部长王毅与湄公河五国外长共同出席。会议发

合作机制正式启动。

表了《澜湄合作概念文件》和《联合新闻公报》，

图表 16：六国领导人六水合一 澜湄合作机制
正式启动

宣布启动澜湄合作进程。各方就澜湄合作未来方向
和机制架构等达成广泛共识，一致同意加强政治安
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重点领域合作，
现阶段重点在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
农业和减贫五个优先方向开展合作。
澜沧江 - 湄公河合作（简称澜湄合作）首次领
导人会议发表了《澜沧江 - 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
会议三亚宣言——打造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
命运共同体》和《澜沧江 - 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联
合声明》等。
澜湄合作机制的内容是“3+5”合作框架，探讨
建立澜湄边境地区经济区和产业园区、投资区和交

资料来源：http://www.gov.cn/guowuyuan/2016-03/23/

通网，以及完善澜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content_5056807.htm

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
越南等根据共同需求量身定制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

在新启动的澜沧江 - 湄公河合作机制中，中国

55

新机制 新实践 新平台——三大关键词看澜沧江 - 湄公河合作首次

领 导 人 会 议，2016-3-17，http://www.gov.cn/xinwen/2016-03/17/

制，也是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平台。这一机制

content_5054777.htm

将全面提升沿岸国家务实合作，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56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踏上新征程，2016-3-21，http://world.gmw.

cn/2016-03/21/content_193826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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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通过设立 100 亿元人民币（21 亿新元）优惠贷款

出口量的多少。燕窝商目前可自由出口燕窝至新加

和 100 亿美元（137 亿新元）信贷额度，资助这些湄

坡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但基于有关国家和地

公河沿河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和扶贫，争取在区域战

区对燕窝的需求量不高，以致燕窝价格偏低，出口

略竞争中取得优势。新加坡媒体称，“中国过去是

量不大。印尼燕窝占全球燕窝总产量 80%，国际的

通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多边机制，参与有

毛燕价格走势也以印尼作为标准。去年，印尼烟霾

关国家的经济发展项目，而该机制的主角是由日本

问题导致该国的毛燕产量减少，使毛燕价格回升，

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如今中国创建澜湄合作机制，

无形中增加燕窝加工业者成本。

是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后，再一次从国际机

图表 17：马来西亚燕窝登陆重庆

制的参与者，提升为创建新多边机制的主导者”57。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在博鳌亚洲论坛的
一场分论坛中提议，中国可继澜沧江 - 湄公河合作
机制之后，推出南中国海沿岸国合作机制，以此实
现中国与东盟陆地国及沿海国合作的全覆盖。以“一
海”覆盖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
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七个国家。这既是《南中国海
各方行为宣言》的合作领域之一，也符合《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第 123 条有关闭海和半闭海国家之间
的合作 58。

资料来源：华龙网

燕窝加工业必须依靠大量的人力，尤其是去毛

马中燕窝贸易或将随规范化而回暖

工作无法机械化处理。因此，政府落实最低薪金制后，

Malaysia-China Cubilose Trade Maybe Increase
Again as Standardization

无疑加重商家成本。在燕窝商无法大量聘请员工的
情况下，毛燕处理工作进度放缓，产量无法提高。
毛燕价格于去年 7 月开始上涨，由于净燕价格涨幅

据《南洋商报》近期报道，毛燕价格高涨、人
手不足及出口中国受限三大因素，致使马来西亚燕

不能以毛燕价格涨幅作为根据，导致燕窝商必须吸
纳大部分成本。

窝商陷入困境。目前马国内仅有 16 家燕窝加工厂获
马燕窝业者认为，要想摆脱困境，应该增加出

得批准向中国出口燕窝 59。

口燕窝至中国的准证、将马燕窝产品品牌化、加强
燕窝的消费人群本身比较固定，主要为孕妇、

对外宣传 60。

体弱女性、儿童等。燕窝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
在淘宝网搜索关键词“燕窝”，显示相关产品

几乎没有可代替产品。因此市场的大小将决定燕窝

多达 12 万件以上，排名靠前的产品，购买人数达到
数千之多。这些产品的原产地大多标注为“马来西
57

中国与泰柬老缅越 启动澜湄合作机制，2016-3-24，www.zaobao.

com.sg/beltandroad/news/story20160324-596571
58

南 海 研 究 院 院 长： 中 国 可 推 进“ 一 江 一 海 ” 加 强 与 亚 细 安

国

家

合

作，2016-3-27，www.zaobao.com.sg/sea/exchange/

story20160327-597583
59

亚”，但真假难辨，燕窝市场有待规范。从全网（淘
宝集市和天猫）整体的搜索指数和购买指数来看，
燕窝行业在近几年一直处于比较平稳发展中——燕
窝的搜索指数和成交指数都稳步上升。

马来燕窝出口或将大量瞄准中国市场，2016-1-14，http://www.

caexpo.com/news/info/export/2016/01/14/3656877.html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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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经历了 2011 年“血燕”事件的打假整顿后，中

经济发展 63。由于工银印尼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积

国进口燕窝市场开始走向规范，燕窝市场开始回暖。

推动印尼的基础设施、新能源、钢铁等民生工程建设，

据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官方网站消息，国家燕

因而得到了印尼政府、企业和民众的认可。

窝及营养保健食品检测重点实验室 2016 年 3 月 25
日在该产业园揭牌启用。重点实验室的建成，将为

工银印尼董事长沈晓祺称，长达 480 公里的加

毛燕指定进口口岸的申报及园区指定燕窝进口加工

里曼丹煤炭运输火车专线将极大改善目前的交通困

基地的建设提供保障，在确保进口燕窝及其产品质

境。该铁路将连接偏远的矿区和加里曼丹岛南部港

量安全和防范毛燕进口检疫风险方面发挥重要的作

口，总投资额超过 50 亿美元，是印尼《经济建设扩

用 61。

展和加速蓝图》的重点项目之一，由印尼政府担保、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并投资占股，目前项目

由此可见，随着中马双方的努力，燕窝市场正

在前期调查、评审方面稳步推进。

逐步走向规范化、标准化，未来可能有更多马来西

图表 18：加里曼丹岛地图

亚燕窝出口中国市场。

中国 - 印尼推动中加里曼丹运煤铁路项目
China-Indonesia Promote Central Kalimantan
Coal Railway Project
据印尼《千岛日报》3 月 31 日报道，工银印尼
资料来源：互联网

推动中加里曼丹运煤铁路项目 62。加里曼丹岛是印尼
全国经济最不发达地区之一。中加里曼丹省是印尼
加里曼丹岛五省份之一，南部有大片沼泽地，地理

运煤专线属于承包制项目，资金实力至关重要。

条件十分恶劣。中加里曼丹省煤炭资源丰富，但全

招投标期间，工银印尼和总行专项融资部合作，为

省仅有一条年久失修的高速公路，陆路交通极为不

项目出具融资兴趣函，解决项目后续的资金问题；

便，许多地区必须依赖船运实现物资供给。每年旱

中铁中标签约后，工银印尼与项目签署融资合作协

季来临时河水流量锐减，不仅民众出行受阻，煤矿

议，及时跟进项目融资需求，成为银团贷款的牵头行、

也无法运输，这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经办行。

中国工商银行（印度尼西亚）有限公司简称为“工

印尼交通部铁路总司司长赫尔曼曾于 2015 年 3

银印尼”，自成立以来，在印尼经济发展中扮演着

月宣布，计划用 5 年的时间在苏门答腊、加里曼丹、

重要角色，与印尼企业积极合作，比如 2015 年 9 月

苏拉威西和巴布亚四大岛屿建设铁路网络。他表示，

工银印尼与印尼进出口银行签署了 5 亿美元 5 年期

按照政府新规划，上述外岛铁路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运营资金贷款协议，用于支持印尼基础设施建设和

234 万亿盾（约 177 亿美元），资金主要来自国家预

61

广西钦州：国家燕窝及营养保健食品检测重点实验室启用，2016-

算开支 64。

63

工银印尼与印尼进出口银行签署 5 亿美元贷款协议，2015-9-22，

3-29，http://www.instrument.com.cn/news/20160329/187454.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fortune/2015/09-22/7538520.shtml

62

64

工 银 印 尼 推 动 中 加 里 曼 丹 运 煤 铁 路 项 目，2016-4-1，http://

印 尼 计 划 用 5 年 时 间 在 四 大 岛 屿 兴 建 3258 公 里 铁 路，2015-3-

id.mofcom.gov.cn/article/ziranziyuan/jians/201604/20160401288099.

12，http://www.caexpo.org/html/2015/zimaoqudongtai_0312/207947.

shtml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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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中国正在大量

国侨办“为侨资企业服务法律顾问团”特邀律师朱

参与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资金、技术、 洪超等六位法律专家以及天津、北京、江西、广东
人才等优势将有利于提升东南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江门等地八家“侨梦苑”有关负责人，开展每次时
长约 90 分钟的在线咨询，解答网友、侨商有关法律
据《印尼政府 2015-2019 年中期建设发展规划》， 政策及“侨梦苑”建设的相关问题。
未来 5 年内印尼计划建设 2650 公里公路、1000 公
图表 19：国侨办服务侨资网站的宣传页

里高速公路、3258 公里铁路、24 个大型港口、60 个
轮渡码头、15 个现代化机场、14 个工业园区、49 个
大坝、3500 万千瓦电站、约 100 万公顷农田灌溉系统，
预计所需资金约 4245 亿美元 65。
由此可见，对中国和印尼而言，双方在基础设
施领域存在巨大合作空间。

资料来源：国侨办官网

国侨办建立服务于侨商法律网络
GQB Set up Web Service for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s
2016 年 5 月，国侨办将联合中国侨商投资企业
协会开展“为侨资企业服务网上活动月”活动。之前，

此外，中国侨网还将陆续刊载由国侨办“为侨
资企业服务法律顾问团”特邀律师们提供的精彩护
侨投资案例，提高侨商的风险防范及依法维权能力。

国侨办于 4 月 11 日发布了向中国侨网网友及广大侨
商的问题征集函。
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做了相关报道。例如，“菲
律宾商报”称，国侨办此次活动以“凝心聚力侨梦苑，
万侨创新正扬帆”为主题，发挥侨务资源优势服务
国家“依法治国”、“创新驱动发展”、“一带一路”、
“互联网 +”等重大战略，方便侨资、侨智更合规、

“国侨办‘为侨资企业服务网上活动月’问题
征集函”显示，4 月 11 日起至 4 月底，广大侨商可
将投资创业中遇到了法律、政策难题，或对“万侨
创新行动”、“侨梦苑”建设相关疑问发送至指定
邮箱 qsh@gqb.gov.cn（请在邮件题目中注明“网上
活动月侨胞提问”字样），或在咨询当日登录中国
侨网“为侨资企业服务网上活动月”专题，现场提问。

高效、顺畅地加入到“万侨创新行动”、“侨梦苑”
建设中来 66。
5 月 5 日起，中国侨网刊出对国侨办副主任
王晓萍和国侨办“为侨资企业服务法律顾问团”特

征集函上还表示，5 月期间，中国侨网还将陆
续刊载由国务院侨办为侨资企业服务法律顾问团特
邀律师们提供的精彩护侨投资案例，以飨侨商、网
友 67。

邀律师庞正忠、广东省侨办以及广东增城“侨梦苑”

上述信息表明，通过网络服务，国侨办能将侨

有关负责人的专访。5 月 12 日、19 日、26 日，安排

商的法律问题统一解答，做好相关咨询服务。为侨
商投资提供便利。

65

印尼制订未来两年重点建设计划 优先发展八大项，2016-3-5，

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6-03/8656712.html
66

国侨办将开展网上答问活动 为侨商投资中国释疑解惑，2016-4-

12，http://www.shangbao.com.ph/qwzx/2016/04-12/498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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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国侨办“为侨资企业服务网上活动月”问题征集函，2016-4-11，

http://www.shangbao.com.ph/qwzx/2016/04-11/49825.shtml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中国 - 印尼是否能解决专属经济区争议？

活动权利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捕捞范围和权力的问

Can China and Indonesia Solve the Economic
Exclusive Zone (EEZ) Dispute?

题。对于中方来说，印尼所宣示的 EEZ 是中方在南海
的传统捕鱼范围，它也同时落在中国九段线的范围内
（见图表 20）。另外，中方对纳土纳群岛主权问题没

2016 年 3 月 19 日，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外称，中
国渔船进入了印尼纳土纳（群岛）海域专属经济区

有异议，并表态该群岛是印尼的领土 70。换句话说，印
尼方不是南海争议国。

（Economic Exclusive Zone，简称 EEZ）进行捕捞活动，

图表 20：以下的“斑马线”是中印所争议的

而印海上执法单位在逮捕的过程中，与中国海岸警卫

EEZ 区域

队发生冲突 68。事发过后，印尼外长雷特诺·马尔苏迪
（Retno Marsudi）召见中国驻印尼代办孙维德，对中
方提出严厉抗议并要求后者做出澄清。同时，印渔业
部长苏西（Susi Pudjiastuti）也为此事召开记者会。除了
形容中国在该问题的行为等同于破坏印尼在南海问题
上的斡旋努力之外，她也考虑把纳土纳海域的 EEZ 争
议带到国际海洋法法庭审讯。
另外，印尼副海军参谋长 Arie Henrycus Sembiring
也宣布该国将派大型船只到该海域，协助巡逻艇进行
执法工作，维护印尼在其 EEZ 的主权 69。所以，不管
在言辞上，外交上以及执法动作上，印尼这次的反弹
是这两年来最为强烈的一次。这也说明该争议有可能
升级，甚至有可能在海上出现“檫枪走火”的事件。
对观察者而言，“警钟”已经敲响了。

资料来源：FPRI

那么，中印 EEZ 争议是否能解决 ? 若可以，它又
是这么样一个方案？如果深入探讨其问题的话，解决

那么，问题就在于中国渔船在印尼认为它管辖的

该问题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难。
比南海争端问题不一样，

EEZ 区域进行捕鱼活动。再者，中印巡逻艇也都在该

中印 EEZ 争议不涉及领土（岛屿）争议，它是纯经济

区域进行海上执法工作，严厉捍卫各自的捕鱼权利。
所以，怎么样解决双方的捕捞权利和范围是解决整个

68

Menlu RI protes aksi kapal penjaga pantai Cina di wilayah

问题的关键。

Indonesia, BBC Indonesia, 2016-3-21, http://www.bbc.com/indonesia/

为此，安邦咨询认为中国 - 印尼双方可参考台湾

berita_indonesia/2016/03/160321_indonesia_kemlu_kapal_cina
69

Indonesia says it feels peace efforts on South China Sea

‘sabotaged’, 2016-3-21,   亚 洲 新 闻 频 道（Channel NewsAsia）,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asiapacific/indonesia-says-

70

chinese-co/2622356.html

11-13, http://news.ifeng.com/a/20151113/46227704_0.shtml

外交部回应南海纳土纳群岛“争议”：主权属印尼 , 凤凰网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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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与日本所签署的《渔业协议》。这可以从两方面

2016 年，印尼如何继续实施“全球海洋支点”

来看。1、如台日《渔业协议》那样，中国 - 印尼政府

战略？

可以谈判和划定双方渔船经常捕捞和有可能发生冲突

How Will Indonesia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的区域（上面图的“斑马线”）作为“特别合作区”71。 Global Maritime Fulcrum Strategy?
在该区，中国 - 印尼执法单位各自管制它们的渔船，
目的就是避免它们与对方的巡逻艇碰撞。再说，为了

印尼作为“全球海洋支点”是在 2014 年 10 月

更好地保护此区的海洋资源，双方也可以合作实行捕

新总统佐科·维多多的就职演说中被首次提及的，

捞限额制度来限制渔民能捕捞什么和多少的问题。这

这也被视为印尼新一届政府的外交创新。在就职演

不但避免过度捕捞的后果，它也降低中国 - 印尼指责

说中，佐科强调海湾、海峡、海洋是印尼未来所系。

对方捕捞行为的可能性。

在任期中他将大力发展海洋产业，团结合作以再次

2、为了制定“特别合作区”的细节，中国 - 印尼
可成立双边渔业委员会来展开这方面的工作。在此，
双方应该秉持公平及平等的原则，
商议多方面的细节，
最终拿出两国都愿意接受的一系列共识。其他议题，
包括“特别合作区”以外的问题，也可以带到该委员
会的谈判桌上，寻求有关的解决方案。有了这个机制，
那么中国 - 印尼对捕捞权和范围的分歧以及冲突都可
得到重视和解决。
是否中国 - 印尼两国能够探讨渔业协定的可能性
取决于是否双方能做出妥协和让步。印方应该更加务
实来处理该问题，不应该只奉行“排除中国渔船在外”

实现印尼的海洋强国地位。在 2014 年 11 月的东亚
峰会上，佐科利用多边舞台进一步阐述了印尼建设
“全球海洋支点”的内涵，具体包括：复兴印尼海
洋文化；强化对海洋资源及捕鱼业的管理；通过海
上高速公路建设改善港口基础设施；发展海上运输
业及海洋旅游业；开展海洋外交，推动本国与区域
的海上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加强印尼海
洋防御力量建设等方面。这标志着“全球海洋支点”
正式上升为印尼的国家战略。
图表 21：印尼总统佐科 • 维多多在就职演说中首次
提及“全球海洋支点”战略

的政策。即便印方顺利把此案带到国际海洋法法庭并
获得有利它的判决，该国应该考虑是否其判决就意味
着中国渔船和巡逻艇会在该海域，停止它们的捕捞和
执法活动。同样地，中方也需要认识到印尼捍卫国家
主权的决心，阐明它对争议区的立场并寻求双边谈判
来解决其问题。当然，中方也可在双边共识还没达成
之前，
管制该国的渔船前往该争议区域进行捕捞活动，
避免与印方发生更严重的冲突。
由于双方都是本地区的大国，任何争议都必须以
和平手段来处理，
否则它会影响整个地区的稳定局势，
阻碍中国 - 东盟关系的健康发展。中印尼 EEZ 争议不

资料来源：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

是南海问题，两国都有足够的智慧、意向和能力来解

indonesian-foreign-policy-under-president-jokowi

决此事。
71

具 体 的 台 日 渔 业 协 定 信 息 可 在 该 网 站 查 询：http://www.mofa.

gov.tw/Upload/WebArchive/1024/dedce49b-d2ab-4183-a50000c330d8be9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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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支点”战略一经提出就引发了世
界瞩目，印尼是否能复兴利佛逝王朝的海洋强国

梦 想，2016 年 将 会 有 哪 些 重 要 看 点， 安 邦 咨 询

济增长率将可达 5.3%74。印尼如何通过“全球海洋

（ANBOUND）国际关系团队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值

支点”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对接，需要双方

得关注：

领导人充分发挥想象力，开拓新的局面。

印尼提出“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一大动因来
自维护海上安全的诉求。除了解决国家间区域边界
纠纷以外，印尼实际上还面临着严峻的海上非传统

如何看待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

The So-Called South China Sea Case Is about to
抢劫事件最频发的区域，而随着“伊斯兰国”组织（IS） Reach ‘Final Verdict’

安全威胁。群岛林立使印尼成为了全球海盗袭击与
向东南亚渗透和扩散，印尼天然的地理环境也将给
IS 分子发动恐怖袭击提供便利。近期，印尼已经发

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最后裁决”在即。3

生恐怖袭击案件，且被指向与 IS 有关。如何打击 IS

月 31 日，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晓东在新华网发表题

恐怖主义分子，维护海上安全包括国内社会安全将

为《仲裁能解决中菲南海争议吗？》的文章。文章

是印尼在 2016 年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

指出关于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中国政府早在 2006 年
就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98 条赋予的权利，

从国内经济来看，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平衡

作出排除强制性仲裁的政府声明。菲方的“迂回”

的增长是佐科政府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海上高速

做法掩盖不了、更改变不了其提起仲裁事项的实质

公路”、“全球海洋支点”等规划的提出，旨在通

就是南沙群岛部分岛礁领土争议和海域划界问题 75。

过国内与国际的通联，来完善国家区域经济能力的
建设。2015 年，印尼受美国升息、大宗商品价格下

菲律宾几年前提出所谓“南海仲裁案”。2013

跌等多重冲击，经济疲软，世界银行在 2016 年 3 月

年 7 月 16 日，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针对菲律宾与中

发出的书面报告称，根据印尼乃至全球市场情况所

方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法庭一事表示，仲裁程序

做出的研究和分析，预估 2016 年印尼的平均经济增

已经开始，并将全力配合 76。2014 年 3 月 30 日，菲

长率仅能达到 5.1%，比世行上次所预估的 5.3% 降低

律宾外交部在马尼拉举行新闻发布会，菲外长德尔

了 0.2%72。如何借力“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克服重

罗萨里奥在会上称，菲方按照中菲南海争议国际仲

重困难将是 2016 年印尼经济发展的看点。

裁庭《程序规则》的规定，已于当日向仲裁庭提交
了诉状 77。

基础设施落后是近年来印尼经济发展的短板。
“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实际上与中国的“一带一路”

2014 年 12 月 7 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中华人民

倡议有很多合作空间，尤其是双方都重视基础设施

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

建设或者说海上互联互通。长期以来印尼政府都在

权问题的立场文件》，重申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该

寻求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案，但是一直缺乏足够
的资金和技术实力，而中国将是最重要的资金和技
术来源 73。实际上，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很正确，因
为借助基础设施建设，世行认为印尼在 2017 年的经

74

世界银行调低今年印尼经济增长预期为 5.1% 后市看好，中国新闻

网，2016-3-16，http://www.chinanews.com/cj/2016/03-16/7799639.
shtml
75

陈晓东：仲裁能解决中菲南海争议吗？，2016-3-31，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6-03/31/c_128853272.htm
72

世界银行调低今年印尼经济增长预期为 5.1% 后市看好，中国新闻

76

菲律宾：国际法庭已开始仲裁中菲南海争端，2013-7-17，http://

网，2016-3-16，http://www.chinanews.com/cj/2016/03-16/7799639.

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nanhailingtuzhengduan/content-3/

shtml

detail_2013_07/17/27577329_0.shtml

73

77

许培源：“海上丝路”与印尼的海洋强国战略对接，爱思想网，

2016-1-6，http://www.aisixiang.com/data/95996.html

外交部就菲律宾向中菲南海争端仲裁庭提交诉状答记者问，2014-

3-31，http://www.qh.xinhuanet.com/2014-03/31/c_11100155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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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的严正立场，并从法律角度全面阐述中国关于

居 80。菲律宾认为南沙没有一个海洋地物具备岛屿法

仲裁庭没有管辖权的立场和理据 78。

律地位，包括太平岛 81。

图表 22：太平岛

菲律宾一直通过抹黑中国、拉拢美日的方法，
意图取得舆论上的优势，为“仲裁案”造势，而美
日也一直以占领舆论制高点、对菲军事合作和援助
等方式支持菲律宾的这一“正义诉求”。在美国智
库“战略与国际研究所”（CSIS）预估菲律宾可能
获得一个有利的仲裁裁决之后，菲律宾强调，需要
尊重联合国仲裁法庭就菲律宾对中国提出的“南海
仲裁案”所做出的任何决定 82。同日，日本政府决定
将海上自卫队退役机 TC-90 借给菲律宾海军，用于
南海监视 83。
3 月 29 日，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郁志
荣在环球网发文，他认为，菲律宾日前又提出将太

资料来源：http://i.guancha.cn/news/2015/11/02/201511021

平岛交由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中国尽管应在战略上

80444564.jpg

予以藐视，但须动员一切力量，在战术上给予重视，
“最终裁决”前做出最大努力，改变目前国际舆论
中中国的相对被动态势 84。

在南海问题上，台海两岸立场一致，均坚持南
海诸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海峡两岸中国人有责任、
有义务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
诉请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裁定“太平岛”为岛礁后，
2015 年 10 月 31 日，台当局发布七点声明，表示由
于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所受理的判决案未征求台当局

缅甸民主化与中缅关系
Democratization in Myanmar and the SinoMyanmar Relations

意见，所以台湾方面“既不承认也不接受”79。2016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先后于 1 月和 3 月两次
登上太平岛，并饮用岛上淡水、食用岛上自种食物，
还邀请媒体一同登岛，以证明太平岛完全符合《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21 条的“岛屿”定义，是“岛”

近年来，有一种中缅关系疏离乃至恶化的舆论
氛围。这种氛围基于三类事态：一是缅甸民主化进
程消除了缅甸与西方国家关系发展的障碍，中国在
缅甸对外关系中的既有地位和作用相对下降，伴随

不是“礁”。马英九还宣布，将以总统身份邀请菲
律宾派出代表及五名海牙国际法庭五仲裁员登太平

80

岛，以实地访问的方式亲身验证太平岛是否适于人

nanhai.org.cn/index.php/Index/Info/content/cid/22/id/2599.html
81

马英九邀菲代表与海牙仲裁员登太平岛，2016-3-24，http://www.
菲外交部：评判太平岛是岛是礁交由国际仲裁法院决定，2016-03-

28，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3/8779688.html
82
78

中国政府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2014-

菲拿美智库言论鸡毛当令箭 称要尊重“南海仲裁”结果，2016-2-

29，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2/8624700.html

12-7，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2/07/c_1113547390.

83

htm

29，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2/8622208.html

79

台湾声明不承认海牙仲裁法院对南海的仲裁权 外交部回应，2015-

11-2，http://www.guancha.cn/local/2015_11_02_3397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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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日媒：日本拟将海自退役机借给菲律宾用于南海监视，2016-2郁 志 荣：“ 南 海 仲 裁”， 战 术 上 如 何 应 对，2013-3-29，http://

opinion.huanqiu.com/1152/2016-03/8786138.html

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缅甸民主化有转向

这样，现在也是如此。

美国的战略意味；二是缅甸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武
装的战争，严重威胁中缅边境安全与稳定，特别是

其次，缅甸民主化进程首要表现于缅甸国内重

缅军炮弹多次落入中国境内，造成中国建国以来少

大政治安排，同时也在外交上产生了连带影响，但

有的边民伤亡，加剧了中缅关系紧张；三是中国在

不是外交战略转向的结果。从目前来看，民主化是

缅甸部分重大项目投资受缅甸国内种种人为因素影

缅甸军政府的重大战略选择，受到军政府内各方和

响而延缓乃至停滞，加上西方媒体的渲染，产生了

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民主化客观上扫除了长期

一种缅甸开始消除乃至排斥中国投资影响的印象。

以来缅甸与西方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障碍，但在民
族、宗教矛盾等处理上，缅族、佛教徒的主流诉求

图表 23：缅甸大选后举行首次大规模阅兵

与西方国家的价值诉求之间仍存在差距，而任何通
过选举上台的政党都不可能忽视主流诉求。以中国
一直以来奉行的外交政策立场来看，中国尊重缅甸
对自身政治制度的选择，不会介入缅甸国内政治。
再次，缅甸平稳政治过渡，有赖于安定的国际
和周边环境，不存在破坏同中国关系的诉求。缅甸
民主化不是一场突然的革命，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的
改革。由于保留了大量既得利益关系，民主化需要
一个较长时间来完成政治过渡，绝非一场选举就结
束了，甚至还可能会发生反复。与此同时，新政府
还面临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因此，缅

资料来源：http://world.huanqiu.com/

甸需要较长时间专注国内政治经济议题，并需要包

exclusive/2016-03/8779681.html

括中国在内国际各方支持和帮助。因此，虽然缅甸
新政府领导人与西方有亲密关系，缅甸新政府也会

不可否认，相比过去平静的中缅关系，近年来

希望中国支持其国内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但是，

中缅关系确实事态频发、关系动荡，但由此判断中

缅甸既没有建立类似美菲军事同盟关系的倾向，也

缅关系变质乃至走向对立，还是有待商榷的。

没有建立美越伙伴关系的需求。

首先，与过去相比，现在的中缅关系没有本质

最后，缅甸民主化带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从

区别。中国与缅甸都是拥有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传统

根本上有利于中缅经贸关系制度化，保护中国在缅

的国家，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本国内政。过去缅甸因

投资。在缅甸军政府时期，由于受西方制裁，缅甸

国内政治问题遭到西方国家干涉、制裁，中国成为

对外经贸关系选择相对单一，对中国投资倚重较大。

缅甸在东盟之外少有的友好交往对象，并在经贸投

但中国与缅甸贸易、投资存在野蛮生长的倾向，缺

资领域倚重颇多。中国也比较看好缅甸的战略位置

乏制度化规范和保护。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转型升级，

和经济开发价值。但是，中国与缅甸既不拥有共同

对外投资规模日益扩大，这种不利倾向会越来越明

的价值观，也没有共同的重大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

显。而军政府时期缅甸封闭的对外关系，不可能建

更没有形成结盟关系。出于自身国家安全和利益考

立受国际制度和协议保护的经贸、投资环境。随着

虑，缅甸没有、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同中国的关系，

缅甸民主化带动缅甸社会对外开放和对外关系多元

一直通过东盟、印度等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以前是

化，缅甸国内外各方都将致力于建立并受益于一个
制度化的经贸、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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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项目与合作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洛加纳工业园集团阪开工业园 -1
Thailand Rojana Industrial Park - Rayong Ban
Khai Project-1
阪开工业园座落于泰国东海岸，是一座有着 26
年历史的成熟的工业园区并在业界建立起了良好声
望。阪开工业园区距马达浦深水港仅 32 公里，距澜
洽邦深水港仅 60 公里，距离曼谷约 160 公里，便利
的连接西拉察和芭塔雅等著名旅游胜地。园区已建
成完善的基础设施，水、电、天然气均有充足供给。
阪开工业园区周边有众多的汽车工业，是汽车相关
工业的最佳选择 85。

图表 24：洛加纳工业园集团阪开工业园

资料来源：洛加纳工业园区官网

（下接第 051 期“洛加纳工业园集团阪开工业
园 -2”）

85

洛 加 纳 工 业 园 集 团 阪 开 工 业 园，http://www.rojana.com/rayong_

ban_kai_project_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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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洛加纳工业园集团阪开工业园

资料来源：洛加纳工业园区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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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1）
Vision and Actions on Jointly Buildi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Century - (1)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

前言
2000 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
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
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和
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
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

86

（经国务院授权发布）

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
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2015 年 3 月
进入 21 世纪，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
主题的新时代，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
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

目录

神更显重要和珍贵。
前言
一、时代背景
二、共建原则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
“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
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 2013 年中国－东盟

三、框架思路
四、合作重点
五、合作机制

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
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加快“一带一路”建
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
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
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六、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
七、中国积极行动
八、共创美好未来

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
互对接。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
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
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
中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86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2015-4-1，http://cb.mofcom.gov.cn/article/
ydyl/201504/201504009302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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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一、时代背景

二、共建原则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

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

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

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

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

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
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

坚持开放合作。“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

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

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

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

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

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
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
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
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

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
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
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

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

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

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

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

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

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

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
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 出来。
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一
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 三、框架思路
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
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 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
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政府倡议，秉持和平合作、
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
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

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
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

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

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

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

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

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
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
南亚、印度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
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
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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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

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

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

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

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

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

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

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

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

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

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推

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

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

更大进展。

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
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

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

经济愿景，需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
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努力实现区域基础设施更加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

完善，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基本形成，互联

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

互通达到新水平；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

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经济联系更加紧
密，政治互信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

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

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

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
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

四、合作重点

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
与合作。

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
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重点

的重点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

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

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
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

政策沟通。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

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的重要保障。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
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

沿线国家宜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

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

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

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

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

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

《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改善边境口岸通

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关设施条件，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
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

设施联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

利化合作，推进跨境监管程序协调，推动检验检疫

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

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

互认。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

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

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
设施网络。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
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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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
长点，促进贸易平衡。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

子商务等新的商业业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

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

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

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

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
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深

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加强双

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

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投

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

资者的合法权益。

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

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
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
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

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
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
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

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

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

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

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

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

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

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

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

交流合作机制。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

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

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丝路基金

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
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
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
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
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扩大服务业

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
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
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
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
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
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相互开放，推动区域服务业加快发展。探索投资合

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

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

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 1 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沿线

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在

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

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

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

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

中国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鼓励本国企业参
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促进企业按

保护工作。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
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

属地化原则经营管理，积极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增

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

加就业、改善民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严格保护

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

便利化水平。推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

资金融通。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

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
大国际体育赛事。

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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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
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合作
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为有关国家提供医
疗援助和应急医疗救助，在妇幼健康、残疾人康复
以及艾滋病、结核、疟疾等主要传染病领域开展务
实合作，扩大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
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
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员
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
能力。
整合现有资源，积极开拓和推进与沿线国家在
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
理服务、公共行政管理等共同关心领域的务实合作。
充分发挥政党、议会交往的桥梁作用，加强沿
线国家之间立法机构、主要党派和政治组织的友好
往来。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
之间互结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突出务实
合作，形成更多鲜活的合作范例。欢迎沿线国家智
库之间开展联合研究、合作举办论坛等。
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重点面向
基层民众，广泛开展教育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促进沿线贫
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加强文化传媒的国际交
流合作，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运用新媒体工具，塑
造和谐友好的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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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东盟中心
APPENDIX A

ABOUT ASEAN-CHINA CENTRE (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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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CHINA-ASEA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UND (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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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china-asean-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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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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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