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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中国与东盟关系呈现复杂而多元局面

China-ASEAN Relation Tends to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自从 2003 年 10 月，中国以第一个区域外国家

加入《东盟友好合作条约》以来，中国与东盟不断

加深往来与合作。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近几年双方关系呈现多因素影响的复杂而多元局

面。7 月 12 日，东盟举行外长会议，磋商包括投资、

贸易以及南海问题等多项议题，强调各方将进一步

加强经济联系与合作，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东盟

伙伴关系国也参加了会议。然而，会谈各方在如何

解决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会

议结束后更是前所未有地并未发表东盟公告，更谈

不上就南海议题达成一致！

从与会各方的态度可以看出东盟形势的复杂

性。越南和菲律宾等与中国近期发生南海主权纠纷

的国家，力主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国，并且极

力拉拢外部力量（如美国、日本、印度）介入南海

问题。美国一直力促有关各方讨论缓和紧张局势的

多边协议，虽然美国表示不插手领土问题，但支持

越南和菲律宾的态度十分明显。很显然，东盟及南

海问题都是美国在亚洲发挥影响的重要平台。中国

反对东盟以多边形式与中国商谈解决南海问题，而

愿意与当事的各个国家举行单独协商。东盟秘书长

素林表示，如果东盟希望在国际社会承担相应责任，

就要学会巩固并协调各方立场；而此次东盟峰会的

东道国柬埔寨反对采取任何令中国难堪的举措。

实际上，东盟会议表现出的复杂性并不罕见。

当两年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越南举行的

东盟峰会上提出南中国海问题也关乎美国利益以

来，东盟各届峰会上的复杂局面就一再呈现。未来，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演变？中国应该

如何应对日益复杂而多元的东盟利益主体？战略起

源于问题研究，提前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对中国至

关重要。

从中国与东盟签订《东盟友好合作条约》及签

署《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以

来，中国 - 东盟关系因地缘相邻、文化相通而变得

愈来愈重要。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是唯一与东盟

国家直接为邻的大国，中国的发展状态和周边政策，

直接影响到东盟国家的利益。东盟各国无论实行怎

样的“大国平衡”战略、建立多元的国际联系，都

不得不认真面对迅速发展的中国。以经贸关系为例，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似乎未受地缘政治问题的影

响。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表示，截至 2012

年 5 月底，中国与东盟国家相互投资总额已突破

900 亿美元；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李耀总裁也

指出，“未来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规模将越来越大”1。

从地缘政治来看，中国与东盟处于同一地域，

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问题和地域问题上有诸

多共同利益。如果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处理得好，东

盟可以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冷战后，中国成为东

盟实行“大国平衡”战略的重要借重对象和发挥区

域合作主导作用的合作者 2。

但地缘上的相似性与东盟内部的政治生态有很

大的差异。虽然越南同美国曾发生战争，其 20% 的

1	 	“中国投资东盟提速	东盟基金 100 亿美元优先互联互通”，2012-7-

13，http://www.21cbh.com/HTML/2012-7-13/0MMDY5XzQ3MzU0Mw.

html

2　“对冷战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战略思考”，吕艳君，《东南亚纵横》，

2004 年第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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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因埋设地雷和美军使用橙剂等原因不再适合居

住，但越南似乎对美国并不记仇 — 越南 3/4 人口

出生在战后，与教科书中写的数千年抗击中国“侵

略”历史相比，对美战争似乎没那么难忘。相反，

越南一直把中国视为敌人。越南一名外交官表示，

“中国侵略越南 17 次，我们从小到大的教科书，

都是抗争中国的民族英雄的故事”3。曾为美国殖民

地的菲律宾，依靠与美国的传统友好关系，在南海

争端激烈的今天频频对中国正面出击。马来西亚、

文莱、印尼与越南和菲律宾不同，并不直接对抗中国，

但在南海争端中属于同一阵线。柬埔寨和老挝得到

中国很多支持、援助，柬埔寨在今年担任东盟峰会

主席国期间已经帮了中国的大忙。缅甸在政治及经

济改革前一直与中国保持紧密关系，但进入改革以

来，与中国有渐行渐远之势。新加坡和泰国则一直

与中国从经济领域打交道，而与西方保持的是意识

形态领域的接触。所以，东盟十国政治上的多元性

恰恰给中国对东盟关系提出更多难题和未知数。

而且地缘政治上又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出现，增

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例如，菲律宾加紧与地区其他

大国建立紧密关系，据媒体 7 月 24 日报道称，菲律

宾国会于 24 日批准了一项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的“敏

感”军事协议，根据协议，菲澳两国军队可进行互访，

并进行一系列合作交流。有分析称，菲澳此举可“改

善地区安全”。 这一协议首签于 2007 年，但由于

菲律宾宪法明确禁止外国军队在本国领土长期驻扎，

因此协议因“政治敏感性”而在立法机构被搁置。

而国会在 5 年之后批准这一协议，一些观察家认为

这是菲律宾为了在与中国的南海争端中“能得到澳

大利亚的支持”。

在经济上，东盟是中国对外开放、开展互利合

作的重要伙伴。中国与东盟的越南、老挝、缅甸等

国陆地直接接壤，又同属于湄公河流域国，开展经

贸往来具有地缘优势，而且东盟国家又是华侨和华

人的海外最集中地之一，因此又具有亲缘及文化优

3　“越南最摇摆”，WORLD	VISION	2012,	N0.	13,	Jul1·Jul15,	2012

势。多年经贸发展中，中国和东盟双方又互为市场。

近些年由于能源及资源的原因，中国与东盟的经济

关系也变得相当复杂。越南大约有 3000 公里海岸

线位于中国南海的西线边缘，全球商船年吨位的一

半以上都要借道于此，这片海域本身也蕴藏着丰富

的石油和天然气。今年 6 月 12 日，越南通过新《海

洋法》，将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入自己的

“主权”范围。在贸易方面，虽然美国是越南最大

的出口市场，但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进口市场，越南

对中国棉花、机械、化肥、电子产品、普通消费品

都非常依赖。其他东盟国家，除新加坡外，与中国

的经贸关系也基本以进口中国较廉价工业品为主，

并向中国出口农业和资源产品。其中，缅甸经济正

处于改革路口，今后还将会出现更多严峻问题，而

对曾经的经济强援中国来说，则带来远较其他东盟

国家更多的未知。

在地域安全上，从传统安全领域看，东盟国家

整体上对中国不具有地缘安全方面的威胁，但中国

与部分东盟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领土争端，而

这些国家正通过各种途径促使该问题国际化，把美

国等外部势力引入其中，这无疑增大了解决这一问

题的复杂程度。今年 7 月 9 日，希拉里·克林顿于

东盟峰会前在蒙古即先敲击中国，称中国是威权资

本主义模式，影响地区稳定。美国认为，东盟处理

南海纠纷的方式，将考验东盟有没有能力作为一个

地区协调的机构发挥作用，美国一直悄悄鼓励东盟

谈判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并相信东盟正在“走向成

熟”，“既没有回避房间里所谓大象，也没有用鞋

拍桌子”4。而这些“赞扬”正合东盟之意。当两年前，

希拉里·克林顿宣称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中也有美

国利益时，中国也曾谴责美国试图分裂这一地区 5。

客观来看，中美两个大国在东盟施加的综合影响力，

正在某种程度上分化这一地区。

4　Clinton	warns	Beijing	on	sea	dispute,	July	9,	2012,	http://www.

ft.com/cms/s/0/b583124e-c9dc-11e1-844e-00144feabdc0.

html#axzz20VBRZLPp

5　Clinton	 takes	 sideswipe	 at	Beijing,	 July	 9,	 2012,	 http://www.

ft.com/intl/cms/s/0/b583124e-c9dc-11e1-844e-00144feabdc0.

html#axzz20ecQ3F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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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对待中国与美国的态度也同样多元。

过去在中国对东盟外交中，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东

盟国家是稳定中国周边环境的一道不可或缺的屏

障，是中国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力量的

缓冲地带。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东盟与

中国为邻，美国可以从中获得突破口，美国利用越

南和菲律宾与中国的南海争端，高调布局亚太。值

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中的柬埔寨和老挝等“中国

传统友好国家”，在美国与部分东盟国家的合力中

又能起到部分纠偏作用。因此，在南海争端有激化

趋势的今天，如何有尺度地与东盟不同国家发展合

作关系，对中国来说极富意义。

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和地区安全方面的复

杂关系十分突出，存在多项挑战：

第一、南中国海问题争端。南中国海问题涉及

面广、问题复杂，目前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关系中最

棘手的问题。如果以每年力争“挫败”南海行为准

则中不利中国的因素为基本目标，在今后将越来越

艰难。今年的胜利不等于永久性的解决，随着东盟

越来越接近 2015 年实现一体化目标，东盟作为整

体的作用将会加强，很难再因为当期主席国的反对

而达不成东盟决议。

第二、华人、华侨问题。因为历史原因，华人、

华侨在东盟国家中分布广泛，但其命运多变，越南

于 1975 年统一后开始排华，在排华浪潮中，华裔

政府官员被解职、独立开业的商人被迫停业，华人

学校被关闭。在所谓的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忠

诚测试”，直至被驱逐。大批华人被以送回中国为由，

赶上破旧渔船送出海后实施爆炸。印尼甚至在 1998

年 5 月还发生大规模排华暴乱，而泰国、马来西亚、

缅甸等国也都发生过排华事件。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以后，中国与所有东盟国家关系正常化后，东盟各

国一般不再大规模排斥华人 6。新加坡 76% 以上是

6　“菲律宾凭什么和中国叫板？”May	16	-	May31,	2012,	WORLD	

VISION	2012,	No.	10

华人，菲律宾有 70% 的财富控制在华裔手里。华人

在东盟国家中多是较富有或是经商为生，占有相当

社会财富。一旦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因南海问题而

矛盾激化，华人问题将成为中国 - 东盟关系中的潜

在挑战。

第三、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风险加大。首先是政

治风险，一是在领土主权争端和区域主导权争端方

面；二是东盟成员国内部许多国家党派林立、纷争

不断，一些国家的反政府武装及恐怖分子活动猖獗

等。其次是外汇风险，最近人民币在几个东盟国家

作为中国 - 东盟贸易投资的结算货币减少了外汇风

险，但在多数东盟国家尚未使用人民币结算，仍存

在美元结算产生的外汇风险。第三是经营风险，在

东盟国家中，既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又有

缅甸、老挝、柬埔寨等落后国家，这种内部经济发

展的不平衡为投资带来经营风险。第四是信用风险，

在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中，许多投资企业对东盟

成员国的交易对手、合伙人、债务人等业务伙伴的

经济背景、资信能力，难以全面、准确、客观地了解，

加之有些企业经验不足，也不了解其相关法律法规，

致使信用风险加大。第五是社会文化风险，例如，

东盟内部宗教信仰不同：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是

传统的伊斯兰教国家；泰国和柬埔寨遵从佛教；菲

律宾大部分国民信奉天主教等等。

总之，从战略角度看，中国 - 东盟之间正形成

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系统，链条的任何一部分改变都

将比以往更明显地影响系统的其他部分。目前，即

使在中国认为最有把握的经济领域，也不能说中国

与东盟关系已经维系牢固。如果美国及其他西方国

家通过解除对缅甸部分制裁而踏入这块投资热土，

并将带动西方国家全面投资，这将对中国企业带来

严重竞争。

分析中国与东盟关系，应该将以往较多关注经

济贸易的视野再向外扩大，应将东盟放在中国战略

的大视野中观察。东盟力求成为区域主导者，中国、

日本、印度等国也希望主导这一地区事务，美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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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主导亚太事务。所以，贸易和投资上的数字远不

能反映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真实影响力，从制度平衡、

力量平衡来看，远不能说东盟已经依赖中国。

应该看到，东盟 10+1 或东盟 10+3 的主导方

是东盟十国，其中十国中又有四国明确与中国争夺

南海主权，十国的意愿和美国的催促都是要以多边

机制约束中国 7。7 月 12 日的东盟外长会议在 45 年

来第一次未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印尼外长 7 月 18

日为此紧急出访东盟五国（菲律宾、越南、泰国、

柬埔寨、新加坡）来协调此事。即使如此，依然不

能说中国对此有主导制定规则的地位。

另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经济安全、金融

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

威胁、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武器扩散、

疾病蔓延等），中国 - 东盟存在不对称关系，战略

互信远远没有建立起来。正如安邦咨询在分析美国、

日本、英国等国与东盟合作情况时所指出的，发达

7　“2012 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2012 年 7 月 14 日

-15 日，北京

国家在上述非传统安全领域里与东盟建立起非常广

泛的实施性强的合作关系，如提供技术、人员培训、

数据共享、经验交流等。而中国在东盟合作中尚未

重视起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因此，只有当中

国作用能发挥到使东盟国家更愿意尊重中国视角和

倾听中国意见时，才是中国企业能更有效投资东盟

并取得良好收益的时候。

资料来源：东盟示意图自东盟官网；中国示意图自 http://www.chinatod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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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以经济多样化减贫增加市场机会

ADB Helps Laos Diversified Economy for Poverty 
Reduction

最近，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推出一项针对老

挝的新的国家伙伴关系战略，这将支持老挝政府

2012 年至 2016 年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实施。据《万

象时报》6 月 28 日报道，亚行与世界银行最近联手

在万象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推出其新的对老挝援助

战略，以推动老挝实施新的五年发展计划。亚洲开

发银行表示，这项新的援助战略的重点是，帮助老

挝政府采取切实措施实现经济多元化，并坚持可持

续发展及包容的途径，以利于尽快减除贫困。

对老挝来说，多元化、可持续及包容性增长，

意味着将集中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通过多

种措施锻造成紧密的城乡联系网络。这些措施包括，

道路改善、能源发展、基础设施便利、价值链提高、

市场准入和社会服务水平提高。亚行及世行的援助

战略还包括继续加速发展老挝的自然资源利用、水

电业和采矿业等领域 8。

亚行负责老挝的国家部主任Chong Chi Nai说，

“亚行 2012-2016 年度老挝国家伙伴关系战略，

主要是支持老挝政府的第七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

划，是亚行 2020 年消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贫困战

略的一部分”。这项国家伙伴关系战略已做好与政

府、发展伙伴、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密切协商的各

项准备。

然而，重大发展挑战仍然存在，包括对 2015

年实现东盟一体化发展目标的一些障碍。例如，实

8　ADB	backs	Laos'	poverty	reduction	efforts,	Vientiane	Times,	28-06-

2012,	http://www.asianewsnet.net/home/news.php?sec=2&id=32624

现效率最大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配合大湄公河区

域发展方案、增强协同作用、对经济中新出现的问

题增加迅速的反应能力等。

针对老挝发展的这些挑战，亚行强调，该战略

的重点将放在教育、农业和自然资源、水供应和其

他市政基础设施与服务、能源开发这四个核心领域。

加强公共部门管理是一个交叉问题，这一点对实现

老挝的高效发展至关重要。

亚行早在 2004 年的一份报告中就说，老挝农

村的减贫工作非常艰巨，这里的贫困写在妇女的脸

上，土地少、质量差，生产力低下。男劳动力出外

务工、妇女留在土地上靠天吃饭。所以，改进灌溉

系统也是帮助老挝农村减贫的主要途径 9。其实，时

至今日，这些问题依然严峻。

关于老挝的情况，因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主要是

在工程项目和电力、资源领域，如火电项目、为亚

欧会议准备的“万象新世界”项目、道路和桥梁项

目以及电讯项目等，而在老挝的经济多样化方面，

中国企业的布局不够精细化。因此，中国在农村教

育设施方面可参照美国的做法，在财政专项支持的

减贫项目上参照日本的做法；对农业灌溉项目、农

村沼气发展、秸秆综合利用、作物栽培技术、土地

轮作及农村技术人员培训等领域，中国还有很大加

强投资的空间。

9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for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Improved	

Irrigation	Management,	March	2004,	http://www.adb.org/sectors/

water/pda/promoting-gender-equality-poverty-reduction-through-

improved-irrigation-management

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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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已成为缅甸第二轮改革的核心问题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Core in the Second 
Round of Myanmar Reform

缅甸在 4 月份初步完成以选举改革为重点的第

一轮改革后，6 月份则开始进入改革的新阶段。6

月 19 日，缅甸总统吴登盛就国家发展五年计划发

表讲话，强调政府把从 2011-2012 财年开始的未来

五个财政年度年均经济增长率设定为 7.7%，缅甸将

开始“第二轮改革”，该轮改革将以国家经济建设

为中心，包括加大私有化力度和立法保障最低工资

制度 10。吴登盛说，贸易和投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

主要引擎。在投资方面，不仅需要政府和国内私营

资本投资，还需要更多外国资金和技术支持。

因此，如何投资缅甸就成为国际很多媒体更多

讨论的热点。事实上，自从政治改革以来，很多

国际企业已经开始关注缅甸将有怎样的投资促进

措施。

缅甸国家计划和经济发展部投资与公司管理理

事会主任觉佐貌表示，缅甸需要更多外商投资，尤

其欢迎加大对缅农业及科技方面的投资。而更多专

家则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是缅甸当前最迫切

需要投资的领域。据缅甸国家计划和经济发展部的

数据，截至 2012 年 5 月，缅甸已批准的石油天然

气项目投资总额达 134.75 亿美元，占获批项目的

43.74%；其次是电力行业项目，占 41.88%；第三是

矿产业，占 7.46%。这三个产业的投资总额占总投

资比重的 93.08%。目前，缅甸政府希望吸引如纺织、

成衣和鞋子制造及电子制造业等项目 11。

然而，急切地批准这些项目并不是最重要的。

缅甸活力公司董事总经理、缅甸审计税务专家索温

认为，在“第二轮改革”中，首先要改善国家法律，

其次改善这些程序以及增强政府的服务意识。几位

10　“缅总统发起第二波改革”，2012-6-20，http://world.people.com.

cn/GB/157278/18239088.html

11　“缅甸第二波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012-6-27，http://world.

people.com.cn/n/2012/0627/c1002-18388020.html

缅甸官员也都认为，缅甸即将通过的几部法律将大

大增加海外投资者投资缅甸的透明度，为投资者提

供更多保障。据称，新《外国投资法》和《缅甸经

济特区法》于 7 月提交联邦议会审议。

国际投资者已为参与这轮经济建设做好准备。

例如，前往缅甸的德国代表团称，缅甸议会大厦之

壮观令人惊讶得瞠目结舌。从规模上讲，它超过英

国白金汉宫和法国凡尔赛宫的总和。到达缅甸工业

部后，代表团很快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唯一的来访

者。缅甸工业部正在忙着接待众多的访客，投资者

排队等候。而行进在缅甸的高速公路上，再次让人

意识到，该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公路破旧不堪，

急需进行维修 12。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副董事长约

翰·赖斯表示，该公司正在与缅甸政府就可能的基

础设施合作事宜进行洽商。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称，

一旦美国政府批准，该公司将在缅甸实现近 60 年

来的首次直销。

外资加大进入缅甸，对过去习惯于做“唯一外

资”的中国企业意味着全方位的改变。中国企业必

须寻求到适合自己的优势领域。除了以往的建设和

能源项目外，缅甸政府鼓励的农业、纺织、成衣和

鞋子制造及电子制造业等项目也都比较适合投资。

值得中国企业注意的是，在缅甸新法律有效实施之

前，对大量的风险因素仍应充分考虑；更重要的是，

在缅甸新法律法规等出台以后，缅甸的投资环境和

政策将发生什么变化？中国企业该如何适应？这些

问题都要提上议事日程。

12　“缅甸迎来外国投资潮”，2012-6-25，http://www.ibtimes.com.

cn/articles/20120625/1010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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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做好应对欧元冲击的减震准备

Malaysia Prepared for Damping Euro Impact

欧元区崩溃的可能性将会怎样影响亚洲呢？马

来西亚媒体近期预测，可能会出现一种折衷的情况，

即并不像有些人宣称的那样将会是一个彻底的灾

难，情况也可能不会那么好。

马来西亚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这场危机中所

暴露出的外国所有者对重要的政府债券的持有变化

情况。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一位负责人说，“有些人

担心如果投资者在全球恐慌下离开而产生借贷成

本，马来西亚则会有大量货币储备，以打击此类资

本外逃。而欧洲的银行若在亚洲失去杠杆作用也没

有什么好怕的，因为在像马来西亚这样的高储蓄国

家，我们的金融部门可以介入，以提供流动性”。

《华尔街日报》认为，因为马来西亚“有火力

继续进行庞大的政府支出项目”从而以积极的一面

来抗击欧元区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这也突显出不

只是政府的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及拓宽道路和发

展高速铁路等议程的重要性，也反映了政府部门

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在经济转型中所需要做的

工作。经济转型方案 (ETP) 到目前为止已经创造了

31.5 万个就业机会，并且超过 80% 的资金来自于公

司与政府合作。仅今年，ETP 就受到了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牛津商业集团的好评 13。

马来西亚媒体认为，“面对欧洲的财政紧缩政

策及削弱的经济形势，马来西亚当然有很长的路要

走，政府的花销并未失去控制，国家正以某种方式

走向破产等论调也是不对的。很显然，政府的政策

将帮助马来西亚在外部的冲击中生存，下一步人们

将期待情况良好”。

《华尔街日报》也认为，未来欧元区的最大威

胁间接来自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作为一

13　Malaysia	Well-Placed	 to	Weather	 Any	 Eurozone	 Break-

Up,	Wednesday,	 20	 June	 2012,	 http://www.thechoice.my/top-

stories/45762-malaysia-well-placed-to-weather-any-eurozone-

break-up

个大宗商品出口国，马来西亚暴露出了面对世界上

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放缓带来的压力。“如果中国

不开放刺激经济的闸门，就意味着难于提振邻国的

经济，包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大宗商品出口国”。

新加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杰拉姆概括

说：“亚洲能很好地应对过去欧洲区的状况，欧洲

的温和衰退并不会对亚洲构成严重危害”。马来西

亚则认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平稳通过欧元动荡造

成的影响。

这些分析对中国的启发是，马来西亚认为通过

政府的正确政策能够渡过欧元区不利局面产生的影

响，并且也把希望寄托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中国经济需求上，因为中国的发展对指望出口更多

大宗产品的马来西亚来说，是有利于自身经济的良

好结果。

柬埔寨利用欧盟资金强化互联互通能力

Cambodia Tunes up Connectivity via EU Funds

欧盟正对东盟的部分国家提供资金用于边界管

理，主要是安装技术设备，包括 IT 为基础的信息

交换系统和全球数据库的实时搜索等技术解决方

案。据东盟官网 6 月 28 日报道，柬埔寨和越南正

利用国际刑警组织（通称 INTERPOL 表示，简称

ICPO）开发的技术解决方案进行全球数据库实时

搜索。此数据库目前涵盖超过来自 150 多个国家的

3000 多万个条目，包括被盗和丢失旅行证件等信息。

之后，基于国际刑警组织的 IT 的信息交换系统将

能提供证明结果。目前，已应用该技术监测到柬埔

寨和越南边界地区一些进入名单的罪犯，司法程序

正在跟进 14。

近年，加强边境管理已成为东盟开展互联互通，

包括信息交流工作的一部分。为了在 2015 年实现

政治 - 安全共同体，必须优先建设东盟内部的信息

通信互联互通及安全情报的交换。在这些方面，东

14　Border	Management	Technology	Advances	 in	Cambodia	and	Viet	

Nam,	28	June	2012	,	http://www.ase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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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借鉴欧盟的成熟管理经验，这次协作工作是东盟

与欧盟“在东盟国家首都的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家

中心局（NCBs）和总秘书处通过加强工作能力和

改进区域合作”而进行的加强信息交换的工作。该

项目是在欧盟资助下，由国际刑警组织实施的。国

际刑警组织是世界上仅次于联合国的第二大国际组

织，目前有 190 个成员国 15。

柬埔寨与越南边境长度是 1228 公里，两国接

壤地区多为山地，犯罪活动易于隐藏。现在，柬埔

寨和越南边界有 16 个试验的远程站点与国际刑警

组织的全球安全通讯系统相连接。今后将在其他东

盟国家扩展这一项目。

国际刑警组织开发的 IT 系统是欧盟 - 东盟移

民和边境管理方案下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四年规

划旨在支持整合边界管理系统（IBMS），以便各国

实施法律和人员管理的良好运作，更好地打击跨国

犯罪、非法移民和贩卖人口活动，维护经济的健康

发展。同时，此次东盟运用欧盟的资金支持进行地

区边境管理也被看作是一个旗舰项目。

安邦咨询今年 6 月份分析过美国支持东盟发展

农村信息通讯教育的情况，以及日本对东盟的援助

项目采取精细化管理等的经验。从此次欧盟资金支

持柬埔寨和越南边界管理的信息可以看出，欧盟也

在与东盟关系方面做得比较精细，而不是在中国普

遍盯住的基础设施、能源、商贸等领域。中国在推

动东盟互联互通方面应该借鉴这些经验。

越南今年上半年经济仅小幅增长 4.38%

Vietnam’s Growth Slows to 4.38% in the First 6 
Months

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总局不久前举行新闻发布

会，公布 2012 年上半年越南经济社会统计数据。

数据信息显示，2012 年 6 月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

长 4.38%。今年上半年因生产经营和销售遇到困难

15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http://www.interpol.org/

导致经济增长率处于最低水平，但从第二季度以来，

越南经济已出现积极变化，特别是工业和建设两大

领域。2012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5%。

对工业发展中资金周转而言，库存指数是相关

部门关注的问题。到 2012 年 6 月 1 日为止，加工

业库存指数同比增长 26%。造纸业、包装行业、机

动车辆制造业、果蔬储藏加工业等行业库存指数增

长率较高。越南计划投资部工业经济司司长范廷翠

说：“库存量减少意味着产销量增加，加快企业的

资金周转，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然而，现在库存

指数仍较高，而多年来，库存指数仅为 15.9%。今

年 6 月库存指数比 5 月增长了 2.2%。这体现了目前

国家工业库存量仍较高，工业生产仍存在许多困难。

因此，工业企业须得到政府的支持”16。

另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是民众最关注的问

题。2012 年 6 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 0.26%，

是在连续 38 个月上涨之后的首次下降。但越南《经

济时报》6 月 25 日报道则认为，CPI 首次负增长，是

一个通胀紧缩的征兆。CPI 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占居

民消费比重最大的粮食和食品价格均出现负增长 17。

越南上半年利用外资数据也已出炉。越南计划

投资部外国投资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20 日，

越南外资项目到位资金达 54 亿美元，同比增长近

2%。但包括新签和增资的外资项目总额达约 64 亿

美元，同比下降 27.3%。加工和制造工业仍是引进

最多资金的领域，占注册资金的 63%。其次是房地

产，注册资金较大，占 25%。在外资来源国 / 地区中，

日本在向越南投资的外资企业中仍保持第一位，占

全国引进外资的 65%。 

上述情况反映了今年上半年越南在以制造业为

主的经济结构下，工业和建设业的增长带动了经济

增长，但因为库存增加会加重下半年销售压力。所

以，中国企业更应注意越南船舶制造和维修等增长

较快领域的机会。

16　“2012 年上半年越南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出炉”，2012-6-30，http://

cn.vietnamplus.vn/

17　“ 越 南 经 济 出 现 通 胀 紧 缩 征 兆”，2012-6-25，http://www.

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06/201206081954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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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以博彩业促旅游业吸引外资

Gambling Industry Drives Foreign Capital Inflows 
to the Philippines

菲律宾政府近年正大力推进博彩业，希望以

此促进旅游业，进而推动投资者落户。据菲律宾

《星报》6 月 28 日报道，随着菲律宾娱乐博彩公司

（PAGCOR）采用拉斯维加斯式的博彩娱乐城的开

发模式，菲律宾旅游业预计将加快发展 18。

美国特纳投资合伙公司（TILP）称，菲律宾博

彩业每年可望创造 100 亿美元收入。TILP 认为，不

少小国家正在悄悄地登上亚洲博彩业舞台，菲律宾

是其中的佼佼者，明年将开张 4 家大型博彩中心。

18　“菲律宾博彩业发展将促进旅游业发展”，2012-5-30，http://

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05/20120508152513.html

该公司预测，到 2015 年，菲博彩业将实现 17% 的

年增长率，而每年收入的 30% 将来自于中国和韩国

等周边国家。

普华永道的统计显示，2011 年菲律宾博彩业总

收入达 6.18 亿美元，约合 270 亿比索，创历史新高。

但菲律宾博彩巨头 PAGCOR 公司的统计与普华永

道的统计有不小的差距，PAGCOR 统计的 2011 年

博彩业收入为 366.5 亿比索，约合 8.39 亿美元。

菲律宾正力图将马尼拉发展成东方的拉斯维加

斯，以补足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领域的劣势。菲律

宾宿务省参议员 Eduardo Gullas 表示，综合性的度

假村及博彩项目是旅游收入增长的强大驱动力。菲

律宾上市公司 Bloomberry 度假村将租给 PAGCOR

填海土地，后者投资 12 亿美元建设世界级的博彩

圣地“Solaire Manila”，这也将是 PAGCOR 公司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安邦咨询整理。

表 1：越南 2012 年上半年基本经济社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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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扩建的占地 120 公顷的四个博彩度假村项目中的

第一个。Gullas 称，博彩度假村项目将帮助阿基诺

政府实现到 2016 年每年吸引 1000 万国外游客的目

标，并推动旅游收入轻易翻一番，增长至 60 亿美

元 19。但是，有菲律宾人对于政府大力发展博彩业

提出质疑：那些腰缠万贯的赌客们为什么会舍弃新

加坡、澳门、马来西亚而到菲律宾来赌博呢？

那么以博彩业来填补吸引外资方面的不足是否

能够奏效呢？据报道，菲律宾在 2000 年到 2010 年

的 10 年间，每年吸引的外商投资从来没有超过 20

亿美元，这种滞后情况与东盟其他国家相比形成鲜

明对照。按照美国商会驻菲律宾执行主任詹妮弗·伍

德拉夫的观察，除了赌博业在几年前对外商开放外，

菲律宾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十年来没有任何变化。

隶属于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发布的全球投

资报告显示，菲律宾商业环境在全世界 183 个经济

体中仅列在 136 位，其在开办企业难度指数上的排

名甚至在叙利亚和苏丹之后。虽然菲律宾政府在

252 个经济区里建立了外资一站式服务中心，但是

政府官员的索贿和舞弊行为使经商环境并未改善。

另外，菲律宾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也制约了外商投资。

亚洲开发银行的东南亚部总干事夫森加认为，

虽然菲律宾的全球竞争力已有显著改善，但法规不

足、国内关键部门竞争的缺乏、基础设施投资不足

和劳动力市场技能不匹配正使得这个国家难于发挥

全部潜力 20。

从菲律宾发展博彩业推动旅游以吸引投资者的

途径来看，中国企业应该避免落入这种框架。毕竟

海外投资是要看投资环境的，如果开办企业的难度

落后于叙利亚和苏丹，则其寻租行为必然给中国投

资带来更多风险。

19　“菲律宾博彩业年收入有望达到 100 亿美元”，2012-6-28，http://

ph.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1206/20120608202214.html

20　ADB,	 Philippines	 to	 Improve	 Investment	Climate	 and	Boost	

Youth	Employment,	26	June	2012,	http://www.adb.org/news/adb-

philippines-improve-investment-climate-and-boost-youth-

employment

印尼应对欧元危机寄希望于外资

Indonesia Hopes for Foreign Capital against Euro 
Crisis

印度尼西亚近日对欧元区金融危机及希腊、西

班牙余波和救助问题的日益深化的潜在影响作出预

警。《雅加达邮报》6 月 18 日以“为应对欧元危机

准备好 100 种结局”为题，报道了印尼央行负责人

Darmin Nasution 对印尼应对目前相关问题要做好哪

些准备，包括促进增长及吸引外资等。

Darmin 认 为， 目 前 在 欧 洲 发 生 的 一 切 都 与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所面临的情况相似：

欧元区已被迫处在危机成本上升、经济低迷的震荡

中，而银行业则是震中；当局正在努力调整已经失

去价值的资产价格；危机已导致无数的资产、国债

和信贷失去价值。启动解决此问题的进程在于银行

业。克服危机的所有进程必须由银行部门完成，对

所有的资产价值重新调整。

他强调，对所有国家来说，制定同一种对策会

是很困难的。如果官员们制定一种政策，那么结果

只有一个，这样绝对不行。而采取任何不同的政策，

则可能至少有 100 种不同的结果。例如，印尼当出

台一项关于推动出口的外汇政策时，是基于经济已

显著增长并超过了 6%21。

同时，他还认为，增长意味着可以更多进口，

因为印尼不是一个自己生产原材料和生产资料的

国家。每次经济增长的结果都是进口飙升。如果

进口继续上升，那么出口就会停滞，然后就会出

现经常账户的赤字。因此，金融危机最初对印尼

出口的影响是不明显的。然而，当第二轮金融危

机开始影响印度和中国时，印尼的出口开始缓慢。

但是只要外国直接投资足以填补经常账户赤字，

印尼就将是安全的。现在，在一个年度基础上，

21　		Discourse:	Be	ready	for	‘100	different	outcomes’	to	eurozone	

crisis,	June	18	2012,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2/06/18/

discourse-darmin-be-ready-100-different-outcomes-eurozone-

cris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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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能够填补这项赤字，但是按月来看，则很难

依赖外资，资本流动的风险加大，这将对经济增

长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因此，印尼对外资非常期待。印尼投资协调委

员会表示，“印尼是投资目的地，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年轻和受过良好训练的劳动力以及日益增

长的国内市场，而且投资环境正在改善”22。另外，

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对外国投资的市场准入方面

有详细规定。

不过，通过对印尼相关法律的分析可以看出，

印尼的法律规定比较繁杂，可实践性较弱。因此更

要认真研读当地对外资的法律规定。另外，正如以

前的分析提到的，印尼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地方

跨度大，民族问题也比较突出，这些对中国企业坚

持守法经营及注意关注风险的要求就更高。

新加坡淡马锡投资信息具有指标意义

Learn from Temasek Investment Portfolios

淡马锡是新加坡国有控股投资集团，掌管着国

家主权基金，因此其利润情况反映了很多重要指标。

据淡马锡 7 月 5 日公布，因投资组合公司贡献较少，

截至 3 月 31 日集团净利润从 2011 年 127 亿新元减

少到 107 亿新元（约 100 亿美元降至 90 亿美元），

降幅 15.8%23。原因主要在于投资组合中的公司的经

营利润降低，同时也由于整体困难的外部环境。但

其投资组合价值却增长 43%。整体而言，在金融服

务领域份额从 36% 减少到 31%，这主要反映了市值

的缩减。

据淡马锡控股董事长丹那巴南（S Dhanabalan）

先生说：“在过去 10 年中，淡马锡建立了多元化

而具有韧性的投资组合，它们扎根于亚洲和新加坡，

22　BKPM,	http://www7.bkpm.go.id/

23　“ 淡 马 锡 集 团 净 利 润 下 降 16%”，2012-7-5，http://

www .m i c r o s o f t t r a n s l a t o r . c om / b v . a s p x ? f r om=& t o= z h-

CHS&a=http%3A%2F%2Fwww.channelnewsasia.com%2Fstories%2F

singaporebusinessnews%2Fview%2F1211755%2F1%2F.html

并将随着长期的持续转型继续成长” 24。

图 2 是淡马锡近年净利润、投资组合净值、股

东权益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投资组合净值和股

东权益从 2010 年以来呈增长趋势，而净利润则是

2008 年至 2010 年、2011 年至 2012 年都在下降，仅

2010 年至 2011 年有所上升 25。

淡马锡的投资主题围绕：转型中的经济市场；

增长中的中等收入人群；强化比较优势；新兴的龙

头企业。

表 2 反映了淡马锡公司 2012 年与 2011 年对比

的几项指标。淡马锡称，在投资项目资产方面，

国内业务比例在过去 5 年中保持平稳，约占总投

资组合的三分之一；在新加坡同主要的国际金融

机构合作设立了 Clifford Capital 公司，为本区域的

项目提供融资；也同新加坡财政部合作，为新加

坡中小型企业提供种子资金；与东盟其他国家业

务增多，例如，去年重点投资项目之一是马来西

亚国库控股和淡马锡以 60:40 的股份比例成立合资

公司。此外，同马来西亚国库控股合作，在马来

西亚南部柔佛州开发两个养生保健相关项目，总

值约 9.2 亿美元。

淡马锡认为，中国的银行业仍是反映蓬勃增长

的中国经济与中等收入阶级的优良指标。因此，在

截至 2012 年 3 月的财政年度，增持了中国建设银

行的股份；在中国工商银行投资超过 30 亿新元。

淡马锡表示，全球经济仍加剧波动，预计投资

环境依然具有挑战性，在短期内，欧洲和美国存在

巨大的风险，而亚洲长期增长潜力仍然健康，虽然

有结构和政策风险，特别是在中期内，但是淡马锡

的投资组合仍深深根植于亚洲。

因此，淡马锡的投资信息有很强的指标意义，

24　《淡马锡年度报告 2012》，http://www.chinese.temasekreview.

com.sg

25　“ 淡 马 锡 投 资 组 合 仍 具 韧 性， 价 值 1980	 亿 新 元”，

2012-7-5，h t t p : / /www . t emase k . c om . s g /med i a c en t r e /

newsreleases?detailid=1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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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至 2012 年 3 月底的利润情况由于外部环境恶

化而有所下降，但其投资组合能力非常突出：在增

加对北美和欧洲投资的同时，关注重点仍在亚洲；

投资很大一部分仍在金融服务业；能源和资源投资

有重大发展；仍把中国的银行业作为观察中国经济

和中产阶层发展倾向的重要指标；四项投资主题领

域值得分析。所以，淡马锡的近况给中国多种启示，

中国可从其产业分布、地理分布、持币种类、对东

盟国家作用、本国投资比重等广泛方面学习借鉴。

资料来源：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数据，安邦咨询整理。

数据来源：淡马锡官方网站，安邦咨询整理。

注释：* 根据资产所在界定领域分布；** 根据货币面值界定资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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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欧债危机，泰国以内需促经济增长

Thailand’s Growth Relies on Domestic Demand

受欧债危机的影响，2011 年泰国出口下降，经

济增长受到影响。虽然 2012 年 6 月底欧洲领导人

峰会取得比市场预期更好的成果，短期内应有助于

减轻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忧虑，不过欧洲短期和长

期的中心议题仍然是恢复经济增长。因而，从欧债

危机传递到泰国出口部门的压力，仍然是今年下半

年泰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其次，政府实施促进国

内消费增长的政策，也将是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

要动力。

从出口方面看，泰国 5 月份的出口数字显示泰

国出口出现好转。泰国军人银行（TMB）经济研

究中心 7 月 5 日发布的报告指出，“2012 年 5 月

出口数字为近 7 个月来首次呈正增长，出口总额超

过 210 亿美元。经济研究中心对出口市场的分析显

示，泰国对各个市场的出口均呈现正增长，尤其是

中国市场增长 22.3%、东盟增长 13.4%、美国增长

11%、日本增长 5%。即使是从特大洪水以来对欧盟

出口已经连续 7 个月萎缩，也有 4.7% 的增长。主

要出口产品包括计算机及零配件、汽车、珠宝与首

饰等”26。

但是，5 月的出口正增长数字仍未说明对主要

市场出口全面复苏和可持续性增长。“欧债危机、

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使得泰国 2012 年前 5 个月整

体出口仍萎缩 1.7%，而对欧洲市场出口更负增长

达 11.3%。不过，凭借对中国、东盟出口分别增长

8.7% 和 8.4% 的形势，使得泰国整体出口不致大幅

萎缩”27。泰国政府需要看到其它贸易市场也出现

疲弱的情况。

从拉动内需方面看，2012 年 6 月泰国消费者信

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信心增强。“2012

26　“泰军银行估 2010 年出口增长 7.7%”，南博网，2012-7-6，

http://thailand.caexpo.com/jmzx_tg/2012/07/06/3568695.html

27　		同脚注 26

年 6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78.6，为自 2011 年 10

月的 72.4 以来最高水平。消费者对经济信心指数

达 68.5，同样为近 9 个月来的最高水平，2011 年

10 月时为 62.8”28。不过，消费者同时对政治风险

和欧债问题威胁经济增长，尤其是影响出口业存

在担忧。

为了促进泰国经济的复苏，应对欧债危机对泰

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拉动内需，实现泰国 2012 年

15% 的预期增长目标，泰国总理英拉主持经济会议，

并提出 6 点应对措施：“1、强化宏观政策手段稳

定目前泰铢兑美元的相对较低的汇率；2、进一步

减少政府预算开支；3、为泰国产品寻找和扩大新

的出口市场；4、加强劳动力培训力度；5、大力发

展旅游业，提高旅游业收入；6、对纺织业、珠宝

业和电子等受欧债危机影响较大行业提供特殊政策

扶植”29。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泰国经济的恢复

和增长。

从泰国 5 月份的经济数据和 6 月份的消费者指

数来看，2012 年第二季度泰国经济可恢复相当稳定

的增长态势，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国内的支持因素，

尤其是受益于政府支持措施的民间消费和制造业，

泰国经济活动下半年复苏态势明显，为中国投资者

提供了机会。

文莱打击燃料走私以配合东盟能源规划

Brunei Cracked Down Fuel Trafficking

据文莱时报 6 月 7 日报道，东盟电力当局负

责人于 6 月 6 日在文莱举行会议，分析东盟 2010-

2015 年能源合作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以及找到实

现该地区互联互通的有效途径。能源部常务秘书长

Hj Azhar Hj Yahya 指出，这次会议是希望 7 月份在

28　“泰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2012 年 6月增至 78.6%”，2012-7-6，

http://news.hexun.com/2012-07-06/143249606.html

29　“泰国制定措施应对欧债危机”，中国日报网，2012-7-5，

ht t p : / /www.ch i n ada i l y . c om . cn / hqc j / z xqxb / 2012-07-05 /

content_63643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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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召开的高级能源官员会议上，与会代表们做

好准备并确定出有意义的探讨议题。他说，“需要

大家对互联互通和高电力需求等关键问题共同努力

以在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下达成阶段性解决方案”30。

文莱目前正严厉打击燃料走私活动，以便将正

常的能源交易用于配合东盟整体经济对能源和电力

建设的要求。

文莱时报 6 月 19 日报道称，国家各个有关机构，

例如皇家警察部队、海关署、国内治安部以及其他

部门，通过阻断燃料走私者的活动以加大针对他们

的打击力度。

一位在文莱 Kuala-Lurah 通关口的控制岗位上

的官员说，“常会有大量的四轮驱动车辆排队穿过

边境用于柴油走私，从 6 月初以来开始的这项严打

工作，已经使走私燃油的活动明显减少”31。虽然

他未给出确切数字，但他说许多用于走私的车辆随

着打击活动不再那么猖獗了。

公众对燃油走私者的强烈抗议也促进了该项打

击行动，因为这些走私者的行迹可疑，他们时常占

据加油站的加油队列，其行为就好像他们拥有这个

地方，而其他市民则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寻找燃料。

因此，政府承诺继续控制走私活动，而走私者们则

不相信政府的决心，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暂时的阶段

而已。

因此，文莱打击燃料走私的任务还很艰巨。对

于整个东盟的能源目标来说，仍有更多重要工作要

做。正如前述文莱能源部常务秘书长所说，“确保

能源互联互通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将迈向综合发展

的能源网络以应对社会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能源挑

战”。东盟通过保证燃料和能源合作、确保电网有

30　ASEAN	energy	 leaders	aim	for	connectivity	by	2015,	The	Brunei	

Times,	 07-06-2012,	 	 http://www.asianewsnet.net/home/news.

php?sec=2&id=31557

31　Brunei's	 fuel	 smugglers	 feel	 heat	 of	 crackdown,	 The	Brunei	

Times,	 19-06-2012,	 http://www.asianewsnet.net/home/news.

php?sec=2&id=32074

效运行，将有助于在 2015 年实现一体化目标。现

在就“有必要加强监管框架和标准，特别是协调并

建立适当的跨界能源贸易安排”。然而，目前重要

的任务是通过解决难题以促进实现互联互通。

就在文莱加紧打击燃油走私的过程中，最近文

莱政府积极制定具体的能源发展目标。据 7 月 19

日媒体关于文莱的报道称，为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

发展、促进本地区中小企业的成长，文莱能源部日

前提出了国家能源发展 3 大战略目标：大力发展油

气的上下游产业；确保能源安全、可靠、有效供应；

促进能源产业衍生行业的发展。

按照有关规划，文莱将致力于油气产业的本

地化，到 2017 年将油气产业的本地成分从目前的

15% 提高到 25%，到 2035 年提高到 60%。

从整个东盟的要求来看，因为能源在经济发展

中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对整个东盟地区的

可持续发展也非常关键，因此东盟在能源部门的合

作领域也在积极建立一系列的行动规划，包括按时

间段的《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规划 1999-2004》、《东

盟能源合作行动规划 2004-2009》和《东盟能源合

作行动规划 2010-2015》。

总之，文莱政府在围绕东盟的能源发展目标方

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文莱作为石油生产国，出

现柴油等燃料走私的现象将影响经济正常运行，并

影响其在东盟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打击跨境燃料走

私既有利于文莱自身发展，也有助于东盟能源规划

有效实施并同时维护地区能源安全。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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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东盟区域信息交流中心锻造国际性通

信枢纽

China-ASEAN Information Exchange Center Goes 
ahead to be International Hub

自中国 - 东盟 2002 年 11 月签署《全面经济合

作框架协定》以来，双方的经贸发展非常迅速。目前，

涵盖 19 亿人口、GDP 达 6 万亿美元、贸易额达 4.5

万亿美元的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已成为世界第三

大自由贸易区。在这种形势下，双方建立区域性信

息交流中心以促进经贸等信息交流与合作则成为一

项重要目标。据广西政府 6 月 27 日信息，中国 -

东盟区域性信息交流中心暨中国联通南宁总部基地

开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在仪式上表

示，广西作为边境省区，希望发挥作为中国面向东

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作用，并在构筑国际区域

经济合作方面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从振兴地方经济

的角度，该项目对广西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建设也有

重要意义 32。

中国联通承担中国 - 东盟区域性信息交流中心

项目，并将此作为其南宁总部。中国联通董事长常

小兵表示，今后将以南宁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作为

出入口、南宁国际直达数据专用通道项目为依托，

深入参与中国 - 东盟信息交流中心的规划与建设，

积极推进国际信息服务外包呼叫中心、国际互联网

数据存储中心、城市信息化、物联网、云计算等项

目的建设，把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打造成中国面

向东盟国家的重要国际通信枢纽，全面服务于中国-

32　“中国 - 东盟区域性信息交流中心暨中国联通南宁总部基地开工建

设 ”，2012-6-27，http://gx.people.com.cn/n/2012/0627/c179464-

17185209.html

东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东盟正在加速为实现《东盟互联互通总

体规划》而努力。总的目标是在 2015 年实现东盟

政治 - 安全、经济、社会 - 文化三个一体化，因此

对信息交流和通信发展非常重视。所以，中国 - 东

盟区域信息交流中心能够及时呼应东盟发展建设的

需求。中国联通广西分公司总经理鲁东亮表示，项

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中国与东盟 10 国的语音、

数据、互联网等业务通信能力和品质，显著提升中

国 - 东盟区域性信息交流中心的国际化信息提供能

力，推动中国 - 东盟自贸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

文化、科技、教育、旅游等各方面的合作与发展，

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信息化建设，加快中国及东

盟国家人才、资本、技术等各种资源向中国 - 东盟

信息交流中心的聚集速度，带动面向东盟的国际信

息服务外包与商务服务外包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双

方人才交流、劳动力就业、国际服务业转移、提升

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关系应该逐渐跳出以往

较简单的经贸层次，而可以朝向更符合社会快速发

展的方向努力，这就是在科技、人文、信息、通讯

等更高层面拓宽合作领域。中国企业应该以东盟区

域为起点，把投资重心放到引领区域经济及社会发

展的项目上。

中国储备粮公司以优质稻开辟老挝农业领域

Yunnan’s Quality Rice Will Help Taping on Laos’ 
Agri Sector

老挝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产值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其中稻米生产又是农业生产

的主要类别。但是老挝水稻生产品种单一，栽培技

III．中国东盟经贸往来
CHINA-ASEAN ECONOMIC & TRAD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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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农业基础设施和科教推广体系等都比较落后。

因此，产量高、品质好、栽培技术好的优质稻种植

是老挝水稻生产发展的关键。

据中国商务部 7 月 6 日信息，2011 年 11 月以来，

中国储备粮公司的云南景洪直属库与西双版纳州农

业局合作，实施老挝优质稻种植示范项目。按照“老

挝政府支持、农民朋友志愿、中国企业运作”模式，

在老挝乌多姆赛省勐赛县曼纳扫村租地 550 亩，开

展早稻全程机械化优质稻种植示范，力争优质稻种

植目标产量每亩达到 500 公斤，为当地农民生产种

植提供示范和技术支持 33。这一项目实施以来，因

产量高、品种优、科技示范效果好，受到老挝政府

和民众的重视和好评。

今年 5 月 25 日，中老双方有关负责人就在老

挝乌多姆赛省勐赛县举行了“老挝优质稻种植示范

项目”稻谷的收割仪式。同时进行的测产检查结果

表明，最高单产达 580 公斤，平均亩产 550 公斤，

创造了老挝乌多姆赛省优质稻的最高单产纪录。此

次收割，反映了由中老双方共同实施的老挝优质稻

种植示范项目取得成功，云南与老挝的农业合作也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中国农业企业多年来一直探索“走出去”的发

展道路。中储粮为推进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

自 2011 年 10 月以来，其景洪直属库先后 10 余次

到老挝北部 4 省进行工作调研，对老挝投资政策、

进出口政策、农业政策以及人工成本、粮食产量等

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经过调研论证，最终确定

与西双版纳州农业局合作实施老挝优质稻种植示范

项目。而作为中国中央级别企业的中储粮公司首次

与老挝乌多姆赛省官方的顺利合作，将能推动中老

双方在粮食生产方面更高级别的合作 34。

在收割仪式上，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副总经

33　“中老优质稻种植示范项目获成功”，2012-7-6，http://www.

mofcom.gov.cn/aarticle/resume/n/201207/20120708216572.html

34　“中国水稻老挝栽	国际双赢结硕果”，2012-6-5，http://www.

caexpo.com/news/info/industry/2012/06/05/3565592.html

理姚瑞坤表示，“中方愿意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下，

为中老两国的友好合作，特别是农业领域和粮食安

全领域的合作作出努力和贡献，为促进老挝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据研究，老挝水稻种植有其优势：地广人稀、

荒地多、土地平缓，所以易于进行机械化操作；土

壤气候条件优越、降水较多，只要建设好农田灌溉

设施，可实现旱涝保收；与中国、泰国、越南和柬

埔寨相邻，便于开展水稻科研和生产方面的合作与

贸易。另外，老挝政局稳定、人民生活安定、社会

治安较好、投资环境日益改善，所以具有良好的农

业投资潜力 35。

因此，中国企业，包括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应

该重视部分东盟农业国家的相关信息，在东盟的农

业领域增加投资。《中国东盟观察》曾经探讨了对

缅甸的罂粟生产进行“替代种植”，也分析了美国

对老挝农村教育开展电化教学的工作，但是农业生

产领域和粮食安全领域非常广阔，从农业生产领域

看，农业育种、栽培、仓储、机械化、植物保护、

土壤农化、灌溉技术，以及农村沼气开发、秸秆综

合利用、农业人才培训等等方面，中国企业应该有

更多作为；而从粮食安全领域，中国政府和中国企

业都应该积极参与。

东盟化肥产能不足增加了中国投资的机会

Low Fertilizer Production in ASEAN Leaves 
Opportunity to China

东盟国家欲在 2012 年实现经济一体化目标，

其中农业领域的发展也日益成为各个东盟国家的重

要目标。但是，有些东盟国家作为农业国却没有良

好的工业生产能力，包括化肥生产能力，因而无法

满足农业发展的需求。近年，东盟国家作为中国肥

料的大市场，对中国企业开辟这一市场创造了很大

机遇。

35　“老挝的水稻生产现状”，http://www.shac.gov.cn/fwzx/hwzc/

scyhy/200712/t20071217_2031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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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 6 月 25 日报道，东盟国家对肥料需求

大，但生产能力不足，今年 9 月举行的第九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将是“东盟机会”体现的时候，中国化

肥企业应多加专注。据广西农业厅巡视员韦吉田的

分析，东盟是世界上出口大米最多的地区，也是世

界上重要的油料、橡胶和水果等产品的输出地区，

对化肥等农资产品的需求量日益增长。东盟国家化

肥工业起步较晚，生产成本较高。同时，这些国家

化肥生产受能源供应配额限制，产能远远不能满足

农业生产需求，需大量从国外进口。仅越南每年就

需要进口 150-180 万吨尿素、70 万吨磷酸二铵、20

万吨复合肥 36。

近年来，中国化肥工业稳步发展，产量逐年增

加，成为化肥的出口大国。2011 年中国化肥总产量

超过 6000 万吨，氮肥和磷肥产能已经过剩。东盟

大多数国家都是农业国，既对化肥的需求量大，又

在技术水平上普遍落后，因此为中国化肥的出口提

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近年来，越南、柬埔寨、老

挝等东盟国家每年都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化肥产品。

而东盟一些国家是钾资源的富产地，例如在泰

国东部呵叻高原蕴藏着丰富的钾盐资源并延伸到邻

国老挝。目前，中国 - 东盟基金（CAF）已经投资

5000 万美元用于老挝最大的钾肥生产企业，此项入

股的亚洲钾肥集团有限公司在老挝甘蒙省拥有亚洲

最大钾肥矿产资源之一的采矿权和探矿权，所以这

一项目在亚太地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其目标是建

立亚洲最大的钾肥生产企业 37。

然而，东盟的化肥市场机会虽然很大，但是中

国化肥企业进入东盟市场、扩大市场份额也同样面

临挑战。挑战主要来自于东盟国家内部，例如部分

东盟国家正加大对肥料项目的投资力度，不断提高

国产肥料的自给率；另外，目前中国只与文莱、印

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 6 个东盟老

36　“化肥行业‘东盟机会’日益凸显”，2012-6-25，http://www.

ampcn.com/news/detail/79255.asp

37　CAF,	http://www.china-asean-fund.com/sc/news.php

成员国实行零关税，而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

4 个新成员国则于 2015 年实现此项目标，这样在东

盟新成员国的农资市场上，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国的

生产和出口仍处于竞争状态。所以，中国化肥企业

应抓紧对东盟整体市场再做细化分析，把握好东盟

市场现有机会。

中国成为东盟来自单个国家/地区的最大客源

China Becomes No. 1 of Tourist Arrivals to ASEAN

东盟国家近几年非常重视旅游业的发展。据东

盟官网 6 月 3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 年 -2011

年至东盟的旅游人数从约 6568 万人增至 8123 万人

左右，增幅约 23.6%。而其中以东盟区域内的游客

为最多，约占总游客的一半。其次是来至欧盟的游

客，占约 10% 左右。中国则是单个国家 / 地区游客

客源人数最多的，从 2009 年占游客总数的 6.4% 上

升至 2011 年的 9.0%。至 2011 年底，中国游客占至

东盟游客比重与欧盟持平，均为 9.0%38。表 3 反映

了东盟国家 2009 年 -2011 年的前十位国家或地区

的游客到访情况。

38　Top	ten	country/regional	sources	of	visitors	to	ASEAN,	http://www.

aseansec.org/5167.htm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安邦咨询整理。



 / CHINA-ASEAN WATCH /  2012.0718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	/	CHINA-ASEAN ECONOMIC & TRADE COOPERATION

对中国开发投资东盟旅游业来说，东盟市场变

化快、差异大。但有些国家景点开发已较成熟，

如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2011 年游客分别为

2471 万人、1910 万人和 1317 万人；但有些国家开

发较少且又很有潜力，如老挝、柬埔寨等。

仅以老挝为例。老挝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

自古既有“万象王国”之称，位于中南半岛北部，

北邻中国，是中南半岛上唯一不临海的国家；地处

内陆，人口较少，而且面向外国游客的大门正在打

开。同时，老挝是一个平和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局

势都很稳定，所以近年来到老挝访问的外国游客越

来越多。2010 年到访人数 251 万人，2011 年到访

游客 272 万人，增幅 8.4%。而且，老挝旅游价格便

宜，景点质量很高，代表南亚风光、物产丰富，咖

啡质量好（老挝特殊的火山地质及气候，造就了风

味绝佳的咖啡。老挝咖啡不使用农药及化学肥料，

农民以水牛粪施肥，符合绿色环保标准的老挝咖啡

受到了法国，日本，台湾咖啡人士的欢迎。被法国

农业研究国际合作中心（CIRAD）评为世界上最好

的十二种咖啡豆之一）。

老挝的主要旅游景点如：塔銮、占巴色普占神

庙、人民民主文化宫、祥光寺、七层寺、游皇宫、

凯旋门、施沙格庙、玉佛寺、西萨格寺、孔埠瀑布、

琅勃拉邦光西瀑布、酿酒村、普西山等。老挝还有

其他高质量的旅游景点有待开发和投资，因此，老

挝旅游业有很大发展前景。

不过，老挝整个社会发展水平还落后于其他一

些东盟国家，所以还远未充分开发的景点正蕴含着

巨大的潜力。

据安邦集团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分析，因为中

国与越南目前面临种种矛盾和问题，中国旅游企业、

旅行相关业务机构应该认识到，到老挝这样的国家

另行开辟旅游市场是分散风险的最好方法。

因此，在老挝、柬埔寨、缅甸、文莱几个尚未

充分开发旅游业的东盟国家，中国企业应该分类分

析、投资和开发，如缅甸改革形势尚未明朗、文莱

与中国仍有南海争端，都暂时不宜大规模布局，而

对老挝和柬埔寨的旅游业投资则应加速。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安邦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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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围绕马来西亚政府目标来投资值

得肯定

China Investments are Wise around Malaysia’s 
2020 Vision

马来西亚有一项 2020 年发展前景的目标，这

一构想计划制定于 1991 年，目标是到 2020 年马来

西亚将达到发达国的地位。因此，这个 2500 万人

的国家仍然专注于其庞大的经济计划 39。很多外国

企业及时顺应了这一发展机会，积极在马来西亚开

展业务。发展目标中强调人本第一，并号召国家现

在开始行动 40。

中国华为公司在马来西亚设立的全球培训中心

6 月 14 日正式投入运营，这是华为首次在中国以外

的地区设立中心，利用先进的设施为当地民众提供

最新的电信和信息通信技术培训。马来西亚总理纳

吉布在运营开始的仪式中表示，为实现马来西亚在

2020 年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马来西亚政府推出人

才培养等一系列措施，而华为则积极配合这些措施，

协助了马来西亚政府。纳吉布说，华为全球培训中

心的设立标志着马中两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合作

进一步深化，同时，该中心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

密切合作的结果。他赞扬华为是“勇于挺身而出帮

助马来西亚政府实现培养当地人才、吸引全球人才

并构建顶尖人才网络的公司之一”。他表示，该中

心将确保更多的马来西亚人进行专业培训，掌握最

新科技知识。

培训中心设在马来西亚行政首都布特拉加亚附

39　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Programme,	http://www.pmo.gov.my/

GTP/index.php

40　Malaysia’s	2020	vision,	Feb.	23,	2007,	http://www.iienet.org/

Details.aspx?id=7644

近的数码城。华为亚太片区总裁王胜利介绍说，培

训中心可以同时容纳 200 名学员接受培训，不仅服

务马来西亚和亚太地区，同时还面向全球。

华为 2011 年 4 月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协议，

在 5 年内为马来西亚培训 1 万名信息通信技术人才

和电信专业人才。除设立全球培训中心外，华为与

马来西亚 10 所高等院校签署谅解备忘录，在这些

学校设立华为大学培训实验室，进一步培养学生在

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兴趣。华为 2001 年进入马来

西亚市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从一开始的只有

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年营业额超过 6 亿美元、拥有

超过 4000 名员工。

中国奇瑞则是抓住机会在马来西亚打造区域汽

车出口枢纽。据 6 月 27 日的相关报道称，马来西

亚奇瑞控股公司选择马为区域出口枢纽，计划未来

5 年投资 2.5 亿令吉（0.77 亿美元），于中部设厂

组装右舵车，以出口至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及

巴基斯坦 41。该公司早在 2008 年提出设厂计划，也

向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提呈相关建议，但在全球金融

风暴笼罩下被迫搁置整项计划，直至去年重新探讨

该建议。首席执行官黄景平指出，有关适应马来西

亚的右舵车组装厂还需两至三年时间建设，预计可

在 2015 年投入运营。他表示，就亚太区汽车市场

而言，泰国及印度尼西亚早已跑赢马来西亚，但就

政治局势而言，马来西亚更为有利。该公司计划将

马来西亚作为右舵车组装及出口枢纽，预期第一阶

段工程可在 2015 年完成，以此为基地，借以通往

其它亚太国家。

马来西亚奇瑞控股希望通过在马来西亚增设最

41　“马来西亚奇瑞欲将马打造成区域出口枢纽”，2012-6-27，http://

intl.ce.cn/sjjj/qy/201206/27/t20120627_23441215.shtml

IV．中国海外投资与东盟
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IN ASEAN



 / CHINA-ASEAN WATCH /  2012.0720

中国海外投资与东盟	/	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IN ASEAN

大型 3S 中心（销售、维修与零件中心）、设立展

示厅等，提升客户信心，趁势推高市场占有率，公

司希望通过持续投资，让消费者更能感受该公司常

驻在马来西亚市场的决心。目前，奇瑞已成为马来

西亚排名第一的中资车商，共有 171 名员工及 55

间销售及服务中心。

而中国海尔也曾在今年 3 月凭借专为马来西亚

当地学校设计的差异化整套解决方案、快捷响应速

度、专业化服务以及通畅的物流网络，在该国政府

中小学生网络远程教育项目笔记本电脑全球招标中

中标 42。

中国民间智库安邦集团也将在马来西亚开展业

务，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发展提供多领域的信

息咨询和研究服务。

中国企业可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华为运营

典礼的讲话中获得启示，即马来西亚为实现在 2020

年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而推出人才培养等措施，华

为积极配合这些措施，协助了马来西亚政府。这表

明，企业投资决策除了继续关注所在国政治、经济、

法律等投资环境外，还要分析该国有怎样的社会发

展规划和目标。前者决定战略上是否投资，而后者

决定战术上怎样投资。

中国水电企业加速在老挝投资电站

Laos Power Stations Gain More Chinese 
Hydroelectric Investment

中国企业历来比较重视在老挝投资电力项目。

老挝政府 6 月 10 日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老挝访

问，双方政府又共同见证了中国水电与老挝签署南

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项目（一期）特许经营协议和

购电协议仪式。

老挝南欧江项目是中资公司迄今为止在老挝唯

42　“海尔电脑中标马来西亚政府网教大单”，2012-3-26，http://

article.pchome.net/content-1482901.html

一获得整条流域开发权的项目，项目自开发伊始即

受到中老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该项目

计划分 7 个梯级电站进行开发，总装机容量达 115.6

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 50 亿千瓦时，总投资预计

20 多亿美元。项目一期计划开发二级、五级和六

级电站，总装机容量 54 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

20.92 亿千瓦时，预计投资额 10.35 亿美元。电站建

成后，将为老挝提供稳定优质的电源，并且随着整

个项目进程中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能同时加速

改善整个南欧江流域地区的交通条件，带动整个流

域的旅游业和产业发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贡献

于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43。

这一项目是根据中国水电国际公司与老挝国家

电力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签订的股东协议确立

的，该协议决定成立老挝南欧江流域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国际公司在其中持股 85%，老挝国家电力

公司持股 15%。特许经营协议和购电协议的签订作

为项目开发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为整个项目提供了

法律保障。该项目特许经营期为自项目进入商业运

营后 29 年，电量全部售给老挝国家电力公司。

中国另外一家水利电力公司—中国三峡集团

中水电公司也于 6 月 10 日与老挝政府签署塞班亨

梯级水电站项目合作备忘录。根据塞班亨梯级水

电站开发备忘录约定，中国三峡集团中水电公司

将以 BOOT（建设 - 拥有 - 运营 - 移交）方式开

发塞班亨梯级水电站。该梯级水电站位于老挝南

部沙湾那吉（Savannakhet）省，规划总装机容量约

110MW，该水电站的投资开发将为缓解老挝中南

部地区的电力供应紧张局面做出贡献，并为当地经

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44。

中国三峡集团的中水电公司着重于集团的重要

国际业务，按照其国际化战略部署，以 BOOT 方

式已在老挝投资开发了老挝南立 1-2 水电站和南椰

43　“贺国强出席并见证中国水电与老挝签署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项目

（一期）仪式”，2012-6-13，http://www.sinohydro.com/664-1768-

577428.aspx

44　“中国三峡集团中水电公司与老挝政府签署塞班亨梯级水电站项目合

作备忘录”，2012-6-11，http://www.cwe.cn/show.aspx?id=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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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电站，而此次的塞班亨梯级水电站将是集团公

司在老挝的第三个水电站投资项目。现在，中水电

公司已经在老挝初步形成投资、建设和电站运营的

整个业务链条。中水电公司又将通过塞班亨梯级水

电站的投资开发，进一步提升投资业务管理水平。

由上述两项中国水电企业投资老挝水电项目

的最新进展来看，正像之前对老挝电力项目所做

的分析，中国中央企业承担着对老挝的电力项目

的投资。但是，应该注意到，老挝既是东盟国家

中比较贫穷的国家，又是大湄公河流域的下游国

家，水电项目对下游水量要求极为敏感。中国以

往因为在湄公河上游修建水坝，而引起下游国家

因干旱引发的对中国水坝截流的不满。中国企业

不能再对相关问题避而不睬，一味追求建立水电

项目，虽然对老挝发电本身做出贡献，但双方关

系的发展显然要更均衡顾及。

中国企业争取新加坡宽带网络项目

Chinese Firms Strive for Broadband Network 
Projects in Singapore

新加坡地域狭小，国土面积仅有 700 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 400 万人，但却生存着 40 家电信设备供

应商和超过 1000 家电信服务提供商，这是得益于

自 2006 年开始实践的“智慧国 2015 计划”45。

据 媒 体 6 月 29 日 报 道， 新 加 坡 6 月 举 行 的

2012 资讯通信及媒体商务交流大会（imbX）上，

来自世界 5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0 多家国际参展商，

以各自独特的高科技产品参展。

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中国区司长李斯

勤介绍，新加坡的“智慧国 2015 计划”包括新

加坡正在部署的新一代全国宽带网络（Next Gen 

NBN），为此，新加坡政府拨款总额达到 10 亿新

加坡元（约 7.86 亿美元），以进一步确立新加坡作

为地区信息通讯枢纽的地位。而新加坡相关的企业

45　“新加坡：智慧国 2015 计划”，2009-9-12，http://finance.ifeng.

com/roll/20090912/1228015.shtml

将从政府的产业蓝图中受益。

“智慧国 2015 计划”是新加坡的第六代信息

通讯规划，意在支持新加坡转型成为以创新为发展

力的知识型经济。这一计划将对新加坡的主要经济

领域运用信息通讯技术（ICT），对整个社会（包

括政府部门）进行改造；建立超高速、普适性、智

能化的可信赖的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发展普通从业

人员的信息通讯技术能力，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信息通讯人才资源；开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信息通

讯产业。新加坡将通过上述这四大战略来推进“智

慧国 2015 计划”。

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公开的数据显示，

2011 年，新加坡在信息通讯领域的产值达到 830 亿

新元，同比增长 18%。该机构局长戴荣利表示，将

提供有利条件对中国企业开放市场。目前，华为、

中兴、长虹等中国企业正在此次交流会上展出自己

的产品，并争取在新加坡政府拨款的 7.86 亿美元发

展规划中获得参与机会。

美国咨询公司高德纳公司（Gartner）认为，未

来全球 ICT 产业的投入将不断增强，该公司将 ICT

对 2012 年全球 IT 支出增长的预测数字由 4.6% 调

整为 5.2%；2012 年新加坡的 IT 支出预计将比 2011

年同期增长 5.5%46。

而总部位于上海的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则致力于为国防部等政府部门提供智能终端，例如

具保密性的军方手机等通讯工具，目前该公司也积

极参与新加坡的 ICT 发展项目。

上述信息反映出中国电讯企业正在新加坡积极

参与政府推动项目，将自身企业的发展目标与新加

坡的“智慧国 2015 计划”结合起来。新加坡的这

一计划如同“马来西亚 2020 发展目标”一样是国

家的社会发展目标，而中国企业在考虑所在国投资

环境和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应注意配合当地政府，

以符合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来进行投资。

46　“新加坡建全国宽带网络	中国企业争食 10 亿新元蛋糕”，2012-6-

29，http://finance.ifeng.com/news/hqcj/20120629/66795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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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东盟加速两个转向

Two Changes Indicate New Modes between 
China-ASEAN Trade & Investment

正当东盟一系列外长扩大会议召开并再次涉及

中国南海问题期间，中国政府表示中国对东盟投资

未受影响。7 月 12 日，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

在南宁表示，截至 2012 年 5 月底，中国与东盟国

家相互投资总额已突破 900 亿美元；中国与东盟的

经贸合作正发生变化，其中包括由双边贸易为主转

向双向投资快速发展，由中国利用东盟外资为主转

向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快速发展。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总裁李耀博士表示，

“我坚信未来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规模将越来越大。

东盟基金的投资进度将在今年下半年加快，涉及矿

业、能源、基础设施、农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有望

在下半年完成”47。

47　“ 中 国 投 资 东 盟 提 速	 东 盟 基 金 100 亿 美 元 优 先 互 联 互

通 ”，2012-7-13，http: / /www.21cbh.com/HTML/2012-7-

13/0MMDY5XzQ3MzU0Mw.html

资料来源：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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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CAF)

安邦咨询 (ANBOUND)
联合主办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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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 4 月开始运营以来，

它已先后在菲律宾、柬埔寨、泰国及老挝投资了 5

个项目 48。

中国 - 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秘书处常务副秘书

长许宁宁表示，南海问题不是中国与东盟的问题，

而是中国与个别东盟国家之间的问题，中国与东盟

关系的主流仍是积极的，大局依然是求同存异，寻

求共赢关系。在互联互通领域，东盟基金今后还会

有更多的参与。

东盟力争在 2015 年实现经济一体化，而为实

施这一目标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表明，东

盟建立互联互通规划是在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政

府行政互联互通、人民的互通。近年来，中国和东

盟把互联互通作为合作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7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柬埔寨首都金边

举行的东亚峰会外长会上发言说：“我们将互联互

通作为与东盟合作的重点，设立总规模 100 亿美元

的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宣布了 250 亿美元信

贷，支持东盟基础设施建设等”。

李耀总裁说，“互联互通项目包括交通运输、

信息与通信技术等领域。事实上，这也正是东盟基

金倾向的、非常重要的投资领域。在现有项目之外，

东盟基金还在密切关注所有其他东盟国家的项目。

业务遍布东盟是我们的发展目标。按照规划，东盟

基金的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一期基金的规模为 10

亿美元，目前 10 亿美元已使用了将近一半。二期

资金的募集会在一期资金完成 70% 之后展开，现在

距离这个目标已经很近了”。

48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http://www.china-asean-fund.com/sc/

news.php

中国对东盟的经贸活动开始由双边贸易为主转

向双向投资的快速发展、中国利用东盟外资为主转

向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两个转向，反映了中国企

业若要向前发展应该注意的总体倾向。双向投资增

多弥补了依靠贸易的某些被动局面；而向外直接投

资是“走出去”发展的根本途径。中国 - 东盟基金

将业务遍布东盟作为发展目标，反映了东盟作为中

国实现发展的重大意义。

中国 -印尼经贸合作区有待提高产业目标

Key Goals on China-Indonesia Trade &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印度尼西亚是东盟中面积最大（约 192 万平方

公里）、人口最多（约 2.45 亿人）的国家，其经济

增长快速和市场潜力巨大都是中国企业近年选择印

度尼西亚作为投资目的地的重要原因。据中国贸促

会 6 月 28 日报道，由广西农垦集团承建的中国 -

印尼经贸合作区是中国在印尼设立的第一个国家级

的工业园区，也是中国在建的 19 个境外经贸合作

区之一。

中国 - 印尼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得到了中印两国

政府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是为了顺应中国企业

在东盟自贸区中的产业结构战略安排而设立的，将

为中国企业投资印尼搭建平台。该项目在印度尼西

亚购置土地进行园区建设，并利用印度尼西亚丰富

的原材料、廉价的劳动力和畅通便利的交通等诸多

优势，吸引国内已饱和的行业入驻园区，实现国内

产业的战略转移 49。

据介绍，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扩

大对印尼的投资，重点加强农业、渔业、旅游、加

工制造和能源资源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建设中印尼

经贸合作区，是扩大投资合作的有效途径，园区双

方将加大投资和工作力度，吸引更多企业向园区聚

49　“ 投 资 中 国 - 印 尼 经 贸 合 作 区	 走 进 东 盟 广 阔 市 场”，

2012-6-28，http : / /c f t .ccp i t .o rg /ccp i t-cf t /a /y ingwenzazh i /

yaowendianjing/2012/0628/804.html



 / CHINA-ASEAN WATCH /  2012.0724

集，未来将成为集工业、商贸、研发、物流、生活、

居住于一体的绿色生态园区，以及中国优势产业在

印尼重要的产、供、销仓储集群中心。

目前，园区规划总面积为 500 公顷，开发分三

期进行。重点发展家用电器、汽车产业、精细化工、

生物制药、农产品精深加工、建材、机械制造、仓

储物流及新材料等相关产业。

之前，安邦咨询分析过中泰罗勇工业园和中马

钦州产业园，并建议将入驻企业作为园区的主体，

而不是把重心放在园区本身上。同样，中国 - 印

尼经贸合作区也应将重心放在符合园区建设发展目

标的产业类型和企业上。上述信息表明，该园区在

符合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希望吸引国内已饱和的行

业入驻园区以实现国内产业的战略转移的思路可以

理解，但是如果将此园区作为饱和产业转移的目的

地这样如此低端的目标则难于实现长久发展。因为

在东盟社会快速进步的今天，印尼中产阶层使用高

科技产品已较普通、西方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在印尼

也有大量投资、印尼也正吸引国际资本前往，若中

国企业思维和认识还停留在以往印尼如何贫穷，如

何要“利用印尼丰富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诸多优

势”50，并在此基础上投资，则很容易致使大量资

金投资的园区落得平庸。

50　“ 投 资 中 国 - 印 尼 经 贸 合 作 区	 走 进 东 盟 广 阔 市 场”，

2012-6-28，http : / /c f t .ccp i t .o rg /ccp i t-cf t /a /y ingwenzazh i /

yaowendianjing/2012/0628/804.html

资料来源：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安邦咨询整理。

中国海外投资与东盟	/	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I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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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CAF)

安邦咨询 (ANBOUND)
联合主办

中国亟需完整的海洋策略应对南海问题

It is Critical for China to Formulate a Complete 
Strategy on South China Sea

黄岩岛对峙刚落幕，菲律宾在黄岩岛问题上的

立场逐步弱化。本以为新一轮的南海冲突会就此结

束，但沉默许久的越南却又站了出来，单方面挑起

南海紧张局势。

6 月 21 号，“越南国会表决通过了越南海洋法，

该法将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包含在所谓的越

南主权和管辖范围内”51。面对越南的激进行为，

“中国国务院于近日批准，撤销海南省西沙群岛、

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办事处，正式设立地级市三沙

市，管辖上述三个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三沙市人

民政府驻西沙永兴岛”52。同时，“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宣布在靠近‘九段线’的南海地区，对外开

放九个海上区块供与外国公司合作勘探开发，海南

省还宣布将西沙群岛的四个区域划定为文化遗产保

护区”53，中越在南海的争端日益白热化。事实上

越南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对中国南海的侵占，

目前越南确实得到了很多经济利益。但越南的海军

实力远不及中国，也很难从数量和质量上与中国相

抗衡，为此越南积极扩军备战，以求在军事上能够

制衡中国。另一方面越南军队也一直将自己的海空

军紧密的结合，让海空军配合作战，进行积极的近

51　“外交部：强烈抗议越南通过海洋法”，凤凰网，2012-6-22，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nanhaizhengduan/content-3/

detail_2012_06/22/15484471_0.shtml

52　“民政部关于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三沙市的公告”，中国

民 政 部，2012-6-21，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

mzyw/201206/20120600325063.shtml

53　“中国南海维权组合拳：设立地级三沙市	中海油公开对外招标”，

中 国 金 融 网，2012-7-3，http://news.zgjrw.com/News/201273/

News/720896657600.shtml

海防卫，防止中国攻击越南的本土战略要地。

尽管越南军力远非中国对手，但是越南敢于对

中国孤注一掷，摆出不惜“摊牌”的架势，明显是

利用美国重返亚洲后的亚太战略形势的变化，借大

国之间的相互矛盾与制衡关系，为自己捞取实际的

利益。对美国来说，越南在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非

常大，其地理位置在南海具有优势。越南距离南海

海域非常近，因而越南沿海的空军基地对美国意义

重大。一旦美越两国联手在这些空军基地起降战机，

对南海海域实施常态化的空中巡逻和监视，解放军

海空军在南海的活动将一览无遗。如果爆发军事冲

突，美越可以短时间内封锁中国在南海上的航道，

掐住中国在太平洋上的咽喉，令中国陷入被动局面。

中国长期以来缺乏完整的海洋策略，是中国目

前处于被动地位的重要原因。中国提出“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政策的初衷无疑是理性和必要的。但是，

从实施效果看，该政策有一厢情愿的问题。南海主

权归属从没有争议到有争端，再到被瓜分殆尽，演

变到今天国际化、复杂化、僵局化的态势，外部势

力纷纷插手，俨然已把这个问题看成抗衡中国的战

略筹码。其次，担心“中国威胁论”的蔓延影响中

国的国际形象，这也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缩手缩脚

的原因。近年来，防止“中国威胁论”的传播似乎

成为外事部门的主要工作之一，在周边关系中，有

以经济发展、经济援助换取和平稳定环境的政策倾

向。这样，在处理国家利益与对外关系的过程中，

不免进退两难，在南海问题上陷入无从下手的窘境。

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设三沙市是中国南海战略

的一个转折点。“中国之前只在永兴岛上设立派出

机构，行政级别相当于街道办事处，而这次直接以

地级市的行政级别来行使管辖权，表明了中国政府

V．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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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南海诸岛主权的决心”54。

三沙市成立后，根据中国行政区域划分情况和

军事机构设置有关规定，中国中央军委 7 月 19 日

同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三沙警备区”，

为正师级单位，主要负责三沙市辖区的国防动员和

民兵预备役工作，这将大大增强中国在南海的军事

存在，今后若南海发生突发事件，中国军队介入争

端的可能性增大。但是在安邦分析团队看来，这还

是一次应对越南挑衅的补救措施，中国需要的是完

整的海洋策略。

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曾指出，中国在南海

问题上的被动，与中国长期以来在海洋问题上缺少

战略研究有关。从海权的影响来比较，中国远远比

不上日本，甚至不如印度。因此，当中国在经济规

模增大，刚想扩张海权时，就发现受到了极大的束

缚。中国在东海、南海和黄海遭遇到的各种问题，

就是中国缺乏海洋战略研究、忽视海洋权益的一个

表现。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对海洋权益的需

求扩张，中国要扩大自己的海权，首先需要强化的

是海洋战略。中国需要建立国家海洋部，来协调中

国海洋管理事业，成立国家海洋部可以有效改变目

前海洋事务管理孱弱的局面，至少，它为强化海洋

战略研究和权益保护提供了可能！

大湄公河流域的意义远超“经济发展走廊”

Significance behind Greater Mekong Far Exceeds 
“Economic Corridor”

最近几年，大湄公河流域开发不但越来越受到

所在地区国家的重视，而且从战略角度，开始受到

广泛关注。首先是湄公河流域六国，除中国以外，

另外五国均是东盟国家。6 月 28 日，来自湄公河流

域次区域（GMS)）的六国高级政府官员及相关机

构代表，讨论了扩大湄公河流域经济走廊，并在该

区域内促进各国间人员交流和产品流通等议题。

54　“三沙市设立有助于中国对南海问题进行统筹调度”，网易财经，

2012-7-3，http://money.163.com/12/0703/17/85GOMBQK00253B0H.

html

亚行负责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副总裁

Stephen Groff 说，“作为整合产品和需求的中心，

此地区现在就有必要调节经济走廊的发展，并对包

括国家和区域水平这两个方面的增长作出贡献”55。

表 6 反映了 GMS 地区面对的发展挑战和一些制约

因素。

对中国参与湄公河流域开发，云南大学大湄公

河次区域研究中心 7 月 4 日发布的《大湄公河次区

域合作发展报告 2012》认为，中国应在 GMS 合作

机制中更好地发挥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和政策协调者

作用，积极开展与湄公河委员会的对话与合作，妥

善解决好上下游关系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等敏感问

题。目前中国还不是湄公河委员会（MRC）的正

式成员，可以考虑适时将水资源问题纳入 GMS 机

制，建立以项目为主导的水资源合作，使该机制成

为次区域水资源治理的制度化平台。对于中国境内

澜沧江水坝建设问题，为减少误解，应在不损害国

家利益的前提下，向下游国家政府提供部分技术数

据；在调节水库库容过程中，适当照顾下游国家诉

求，或提前进行沟通协商，并及时就上游水情、水

文情况向下游国家通报，邀请下游国家代表实地参

观考察 56。

55　Mekong	Leaders	Map	Expansion	of	Economic	Corridors,	28	June	

2012,	http://www.adb.org/news/mekong-leaders-map-expansion-

economic-corridors

56　“大湄公河蓝皮书：中国应促进区域合作可持续发展”，2012-7-

5，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n/2012/0705/c70846-18451359.

html

资料来源：百科网等，安邦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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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委员会成员是湄公河下游的泰国、老挝、

柬埔寨和越南四国。湄公河流域国家希望中国进入

湄公河委员会，是考虑到利益的约束。但对中国来

说，上游水坝的开发，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但对下

游国家必然有影响，尽管目前中国认为下游干旱不

是中国的错，是下游国家（例如泰国、老挝）自己

的干旱造成的，而这个解释难于服人。因为上游的

水如不截留，可以解救下游干旱。正像上述报告建

议的，中国应继续对湄公河流域的缅、柬、老实行

减债计划，扩大优惠关税和免税种类等政策。中国

企业对湄公河流域的投资应根据相关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进行调整，改变目前过多集中于资源开发

领域的现象，使下游五国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

机遇；对湄公河流域五国援助方面，应重视民生项

目，使得援助惠及湄公河地区五国民众。

中国还应注意到超越经济走廊以外的议题。东

盟十国中，除新加坡既不是湄公河流域国家，也不

是南海争端国家以外，其他九国要么是南海争端国

家，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涉及

曾母暗沙），还有越南，要么是湄公河流域国家，

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越南（越南既是与中

国争夺南海的国家，又是湄公河流域下游国家，在

水资源和南海资源上与中国存在双重矛盾）。今年

以来，日本、美国、欧盟等均出手大方地援助湄公

河下游国家及缅甸。因此，对东盟 2015 年实现一

体化的整体目标来说，十国中每一国都将发挥重要

作用，相关成员国的问题不再是自己的问题，涉及

湄公河五国的区域也不仅是经济走廊，其相关事务

已超越经济发展走廊意义而向更广泛领域延伸，中

国企业应注意这样的趋势。

资料来源：亚行网站，安邦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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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能否不依赖援助和投资而先强化民主？

Doesn’t Myanmar Democracy Rely on Investment 
& Foreign Aids?

缅甸改革已经又向前迈进一步。缅甸总统吴登

盛 6 月 19 日在全国电视讲话中称，为了改善社会

福利，减少几十年来国家对缅甸经济的控制，缅甸

开始进入“第二轮改革”，而且这轮改革将以经济

建设为核心。

缅甸将经济改革作为第二轮改革的重点，原因

在于自 2011 年组建新政府以来，吴登盛将重点放

在政治和解上，包括昂山素季及领导的民主联盟参

加议会补选、与少数民族进行和平谈判等。虽然在

这之后实行了汇率改革等部分经济推动措施，但是

缅甸停滞了几十年的经济尚未发生变化。

吴登盛在电视讲话中承诺至 2015-2016 财年将

人均 GDP 提升至目前的 3 倍，并在教育、电力、

能源、林业、卫生保健、金融和电信领域削弱国家

的作用而加强市场因素。但他称，“政府第二轮改

革中的私有化不意味着我们要把他们打破然后出售

他们”57。这一表态的潜在背景是两年前，在军政

府执政期间，缅甸秘密地对工业进行了私有化，并

出售了国有资产，这一过程使企业大亨和与军事集

团有关系的人受益。

同时，吴登盛表示缅甸政府的预算不足，因此

需要国际拨款、救助、贷款和技术专门人才来帮助

达到消除贫困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这被认为是

发出了希望外资参与缅甸经济的信号。同时，缅甸

将于 7 月下旬颁布《外国投资法》并起草关于工业

区和最低工资等法律。但是他警告，缅甸将“选择

不伤害环境和社会经济的投资类型”。

事实上，昂山素季成功参选议员、缅甸政府释

放数百名政治犯、放松新闻媒体管制等因素使西方

国家迅速作出解除部分制裁及面向缅甸开始投资等

57　“缅甸总统宣布第二轮经济改革”，2012-6-20，http://international.

caixin.com/2012-06-20/100402771.html

举措。可口可乐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日本和英国

公司等都开始布置投资缅甸。

再看另一条轨迹，昂山素季当选议员后，发挥

了代表国家民主形象吸引外资的作用。6 月 14 日她

开始了欧洲之行，在首站瑞士的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上，昂山素季号召国际援助和投资来帮助缅甸建立

更好的未来，并且她强调了年轻人就业的问题。她

说，外资能创造就业，因此应该邀请外资；投资者

应该开始这样的实践，但应按照国际认同的劳动标

准和环境责任。她还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全

体人民分享到基本自由、需求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

自由之前能宣称实现了真正的发展，我们愿意与投

资者和人民分享发展的益处”58。

在 6 月 26 日此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法国，

昂山素季强调，经济发展不能取代民主，有意到

缅甸投资的企业应同时能尊重民主人权和环境保

护准则。缅甸正转型推行改革，但不应仅为发展经

济而接受企业投资。要到缅甸投资的企业要维持透

明化财务管理，同时应尊重民主人权和环境保护原

则 59。

而 5 月 30 日 - 6 月 14 日，国际劳工组织解除

缅甸参与劳工组织活动的限制并且决定讨论缅甸下

一年度在消除强迫劳动方面取得的进展。缅甸政府

与国际劳工组织同意一份消除该国强制劳动的联合

战略，以在 2015 年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昂山素季在欧洲五国所受到的欢迎和隆重接待

已经推进了欧洲乃至世界对缅甸的关注和增加投资

的信心，然而，昂山素季呼吁不要没有民主的援助

和投资。关于此行成果有欧洲评论认为，昂山素季

不再是作为反政府人士出现，而是要靠融入缅甸现

行体制才能发挥作用的人。因此，吴登盛与昂山素

58　Aid,	investment	needed	to	strengthen	democracy	in	Myanmar:	Suu	

Kyi,	14	June	2012,	http://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press-and-

media-centre/news/WCMS_183340/lang--en/index.htm

59　“昂山素季告诫投资人士	缅甸不以经济交换民主”，2012-6-27，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841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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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推进变革，缅甸不依赖援助和

投资而先强化民主，或在民主的号召下吸引援助和

投资是相辅相成的。

目前，在缅甸已快速宣布进入第二轮改革，而

第一轮改革成果尚未明朗、法律并未健全、地方冲

突引起的风险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缅甸的民主与投

资环境都还处于较为初端的概念阶段，中国企业仍

需谨慎投资。

人民币开始顺畅行走于东盟

RMB Becomes Favorable in ASEAN Markets

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的增多，以及近

年中资银行在部分东盟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业务，

人民币走向东盟的速度正在加快。据新加坡贸工部

7 月 6 日的信息，新加坡银行监管部门将给予两家

中资银行特许全面银行业务牌照。其中一家银行将

被授权成为新加坡的人民币清算银行。新加坡交易

所（新交所）也宣布其已经为人民币计价证券的挂

牌、报价、交易、清算和交割做好相应准备。

新加坡金管局已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货币互换

协议；新交所也有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挂牌交易，人

民币将加入到新币、港币、美元、澳元交易的新交

所基金、证券业务的可使用货币品种中；同时还是

世界上首个提供人民币远期合约场外交易清算服务

的交易所。新加坡已经开始准备成为除香港以外的

人民币离岸中心 60。

而中资银行作为人民币清算银行使在新加坡各

银行的人民币清算无需再经香港或中国内地各商业

银行转手，从而在战略上助推了人民币在全球贸易

和投资中占据更大份额。

新交所首席执行官马格努斯·博克尔表示，新

交所以人民币计价证券的上市和交易，将利于提升

60　“ 新 加 坡‘ 抢 滩’ 人 民 币 离 岸 中 心”，2012-7-9，http://

www.21cbh.com/HTML/2012-7-9/1OMzY5XzQ3MDA1OQ.html

新加坡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地位。目前，在新加坡

人民币存款余额已达 600 亿元，有约 4000 家中国

公司，其中 140 家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 61。

驻新加坡的德国商业银行策略师 Ashley Davies

认为，新加坡将成为日后众多人民币离岸市场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美元、欧元等离岸市场一样，人

民币离岸市场可以有若干个。新加坡有成熟完备的

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作为亚洲美元市场，新加坡这

一离岸市场经历了多年的成熟发展，相对于香港而

言有更多的基础设施优势。

6 月份老挝指定中国工商银行作为人民币清算

行，使其可以为老挝境内的银行、企业及个人开立

人民币账户，办理老挝货币基普与人民币的汇兑、

清算等业务。这将改变以往人民币在老挝主要以现

金方式流通的状况，而成为综合人民币交易的平

台 62。

另外，于 6 月 7 日举行的大湄公河次区域（GMS）

商务理事会上，柬埔寨联合商业银行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任瑞生作了《次区域内互联互通及其商机》

的主题发言。他表示，使用人民币作为 GMS 的结

算货币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将被证明对所有成员

国有利 63。GMS 国家为跨境贸易提供人民币结算及

其他金融服务的银行，将从不断增加的金融活动中

获利。目前在柬埔寨的所有商业交易中，只有大约

10% 使用人民币结算，多数交易使用美元。今后，

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可以获得更多的中国客户。

人民币业务除上述近况以外的近年在东盟国家

概况见表 7。

人民币顺利在东盟应用，除了对中国 - 东盟的

61　“新加坡人民币存款已增至 120 亿新元”，2012-6-13，	http://

sg.mofcom.gov.cn/aarticle/jians/201206/20120608176967.html

62　“工行成老挝人民币清算行”，2012-6-20，http://news.xinhuanet.

com/2012-06/20/c_112262326.htm?anchor=1

63　“柬埔寨银行家：GMS国家使用人民币结算趋势不可逆转”，2012-

6-8，http://yn.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2-06/08/c_131640106.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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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服务作用外，其本身也代

表了金融行业自身的进步，并将继续反映中国经济

的发展。人民币已经被赋予了这样三层任务，因此，

中国的金融企业、生产型企业和其他各类企业都应

抓住人民币发展的良好机会，在东盟国家积极应用，

布局自己的投资和业务。

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国战略失败了吗？

Has China a Strategic Failure on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据日本朝日新闻 7 月 18 日报道，受到东盟外

长会议（包括中国、美国等多个东盟伙伴国参加）

45 年来第一次未在会议结束后达成联合声明的影

响，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紧急前往东盟中菲律宾、

越南、泰国、柬埔寨、新加坡五国访问，针对东盟

国家的分歧展开斡旋。7 月 19 日到访作为最大关口

的此届东盟主席国柬埔寨，就“按照中国意愿独断

行事的柬埔寨造成的情况”与其外长会谈 64。此次

访问主要目的是希望与有关国家外长磋商，并推动

达成新协议，以避免在南海这一争议地区发生对抗。

此次东盟外长会议之所以未达成共同声明，是

因为本届东盟主席国柬埔寨坚决反对将南海问题的

相关议题列入联合公报，而这引起了菲律宾和越南

的不满。于是各方相互抱怨未达成一致就是某方造

成的。

64　“印尼外长访问东盟五国	重建分裂的东盟”，2012-7-18，http://

www.asahi.com/international/update/0718/TKY201207180612.html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由相关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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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 7 月 18 日的报道把重心放在东盟的角

度，说印尼外长认为“东盟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

取得进展极其重要；如果我们无所作为，我们知道

其危害将会多大”。英国 BBC 的报道则着重柬埔

寨在会议期间的表现，“柬埔寨是中国盟友，一直

设法阻止南海主权议题进入议程；正当菲律宾外长

要在会议上提出南海主权争议的话题时，麦克风突

然失灵，柬埔寨解释说纯属技术故障，但外界认为

这是个阴谋；泰国外长刚要提及南海争端，就被柬

埔寨外长打断”。日本媒体则站在印尼外长出访目

的角度，称其是“为了重整旗鼓，重建东盟团结，

在两天访问中，讨论因中国南海问题而造成的东盟

分裂的议题”，并直指“按照中国意愿独断行事的

柬埔寨”。日本媒体还用“强行军”一词形容印尼

外长这次出访的急迫性。

印尼外长此次出访协调之后，东盟轮值主席国、

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部长贺南洪即于 20 日下午在

金边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东盟外长就南海问题

达成的六项原则，内容包括，1、全面落实《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及有关声明；2、落实《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的后续行动方针；3、尽快达成“南海

行为准则”；4、全面遵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内的、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国际法；5、各方

继续保持克制，不使用武力；6、依据《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在内的、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国际法

和平解决有关争议。

澳大利亚的报道则从分析中国的胜利与否来看

此次东盟外长会议未达成联合公报的结果。分析认

为，美国、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等国希望东盟作

为一个整体，能以集体方式处理好与中国的南海行

为准则问题，但中国利用对柬埔寨的影响力阻扰了

公报的发表。中国以这种方式嘲弄东盟的团结。曾

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问题负责人的迈克·格

林说，“中国赢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在战略上失

败了。因为这将激发该地区其他国家挽留美国的本

能”。他表示美国的反映是进一步增强与该地区国

家的联盟，设法帮助那些与中国有争议的国家。

在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后，因

为历史原因未将对南海岛屿的实际占有变成行动，

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已经将对南海岛屿

的声索落实成行动，实际占有了大量有价值的岛屿。

同时，对南海部分岛礁也有领土要求的文莱明年将

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道国。

可以预见，今年的情况明年难以出现，以后也将更

难出现。

因此，中国在战术上的胜利并不重要，而对扭

转战略上的失误则要有紧迫感。拖延只能造成中国

更多的被动，正如中海油对南海 9 个区块最新招标

时所表示的“还只是战略规划”，所以，东盟和美

国等亚太力量不会等待中国开发了石油才解决南海

问题的。一贯在国际事务中主张多边机制的中国仅

在南海问题上主张单边机制，这样的不协调只能给

自己带来新的不利。落实南海行为准则是中国同意

的，至于建立一个怎样的行为准则只有坐下来谈才

能解决。毕竟东盟的轮值主席国一年只有一个，最

终要轮到越南、菲律宾那里。因此，中国尽快出台

一项战略解决方案才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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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信息通信技术

发展）

<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ICT Development)

一、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发展

东盟实施实体的互联互通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

两个方面，硬件方面是交通运输、ICT（信息、通

信和技术）和能源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 65。在

65　<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http://www.aseansec.org/

documents/MPAC.pdf

《中国 - 东盟观察》004 期中已介绍了东盟在交通

运输领域的互联互通，本期介绍东盟在 ICT（信息、

通信和技术）和能源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主要通过促进信息交

流、促进人员交流、提供服务支持、降低商业和贸

易的交易成本，以支持贸易、促进投资和扩大市场。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广义上包括固定、移动和

卫星通信网和互联网、支持这些通信网络的开发和

运营的软件。

VI．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资料来源：《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安邦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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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东盟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面临很多挑

战，其中最重要的是东盟成员国之间如何克服数字

化程度上的差距，而这需要各成员国配合改善其国

家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的竞争力。

在东盟倡议框架内的其他挑战包括：在确保国

家信息基础设施（NII）互连互通方面协调不足、

需要培育技术创新、私人资本参与的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缺乏融资方案、需要改善信息使用和负担能力

以缩小数字化鸿沟等。重大挑战还在于东盟成员国

制定和协调相关法规所需要的能力，以及如何鼓励

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的国家和私

人投资。

二、能源基础设施发展

能源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是东盟

地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东盟在能源领域的

合作遵循了一系列的行动计划，包括《东盟能源

合作行动计划 》（APAEC）1999 -2004、APAEC 

2004-2009 和 APAEC 2010-2015。

根据第一次行动计划（1999-2004），由东盟

石油理事会提交的跨东盟天然气管道总体规划和由

东盟电力主管部门负责人提交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

规划研究已经为增强区域能源安全铺平了道路，同

时促进了资源有效利用。

在第二个行动计划中（2004-2009），取得的

重大成是实现了包括签署东盟电网谅解备忘录，建

立东盟电网协商理事会并成立东盟石油理事会天然

气中心。

当前的行动计划（2010 -2015）把重点放在强

调加速实施行动规划，综合考虑该地区的健康、安

全和环境因素，尤其是关系到东盟电网、天然气管

道、清洁煤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加强区域能

源安全和可持续性。

东盟电网是 1997 年东盟国家领导人授权的旗

舰项目，目的是帮助东盟成员国满足日益增长的电

力需求和改善能源服务。其主要途径是通过加强电

力跨国界贸易、优化能源合作、鼓励资源共享等。

东盟电网的挑战仍然面临大量未来联网项目要

么需要海洋 / 海底电缆连通要么涉及柬老缅越四国

网络内陆连通的问题。即使东盟电力主管负责人们

已作出项目评估并认为技术上可行，但计划的电网

联网项目的经济可行性还需要各方接受，特别是财

政方面。另外，也需要解决引入有效监管框架和筹

集资金机制等问题。

跨东盟天然气管道旨在到 2020 年开发一条地

区天然气网，连通成员国间现有的和计划的天然气

管道以跨境运输天然气。到 2013 年，将有总长度

达 3020 公里的管道连通缅甸和泰国。另外，这一

地区正建立液化天然气运输基础设施，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泰国已在施工建设。挑战是管道天然气能

否充分供应、投资成本增加、建立技术和安全管理

法规、缩小管理差异等。

目前为止，东盟有八个双边油气管道联网项目

正在运作，总长度约 2300 公里，已达到总计划长

度 4500 公里的一半以上，这些管道连接的区域是：

泰国 - 缅甸、西纳土纳 - 马来西亚 Duyong、西纳

土纳 - 新加坡、南苏门答腊 - 新加坡、马来西亚 -

泰国，以及新加坡 -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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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进出口银行

APPENDIX A    ABOUT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于 1994 年，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政府全资拥有的国家银行，其国际信用评级

与国家主权评级一致。中国进出口银行总部设在北京。截至 2010 年末，在国内设有 18 家营业性分支机构；

在境外设有东南非代表处、巴黎代表处和圣彼得堡代表处；与 500 多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

主要职责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主要职责是为扩大我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推动有比较优

势的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境外投资，促进对外关系发展和国际经贸合作，提供金融服务。

主要业务范围	

- 办理出口信贷和进口信贷；

- 办理对外承包工程和境外投资贷款；

- 办理中国政府对外优惠贷款；

- 提供对外担保；

- 转贷外国政府和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

- 办理本行贷款项下的国际国内结算业务和企业存款业务；

- 在境内外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筹集资金；

- 办理国际银行间的贷款，组织或参加国际、国内银团贷款；

- 从事人民币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

- 从事自营外汇资金交易和经批准的代客外汇资金交易；

- 办理与本行业务相关的资信调查、咨询、评估和见证业务；

- 经批准或受委托的其他业务 66。

强化与东盟关系的战略思考	

1）2009 年 10 月 21 日，第六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期间，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主办的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推介会在南宁举办。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出席会议并致词。李

若谷指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由来已久，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双边经贸合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

果。要深化中国 - 东盟经贸合作，迫切需要加强直接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建设。2009 年 4

月 18 日，温家宝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做主题演讲时正式对外宣布设立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的“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支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基金的主发起人，中国进出口银行有信心、也有能力

把基金建设好、管理好、运作好，在推动中国 - 东盟经贸合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67。

66　中国进出口银行网站，http://www.eximbank.gov.cn/

67　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2009-11/01/c_13430926.htm

附录一	/	APPENDI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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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0 年 1 月 7 日至 8 日，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论坛在广西南宁市隆重举办，中国进出口银行副

行长诸鑫强发表演讲。他指出，建设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离不开金融支持，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虽

然已经起步，但在金融合作领域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东盟地区支持重点是那些有助于提

高项目所在地发展能力的资源开发、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电力、航空航天、现代农业等项目。此外，

中国进出口银行还发起成立了总规模达 100 亿美元的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用于双方企业间基础设

施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 68。

3）2010 年 10 月 20 日，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朱鸿杰表示，作为中国政府支持国际经济合作的政策

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重视支持东盟发展，截至 2010 年 10 月已对东盟累计发放贷款约 740 亿美元，其

中大多数是基础设施项目。中国将在四方面拓展东盟贷款业务：一是支持有助于提高东盟国家发展能力的

重点领域，包括农田、水利、电信、电力、公用设施、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航空航天、现代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二是支持东盟地区建设铁路、公路网络，打通联接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

泰国、缅甸等内陆国家的陆路主通道，发展通道经济，建设沿线经济走廊。三是支持资源能源开发和能源

运输通道建设，帮助东盟国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促进地区资源能源安全合作。四是支持跨境产

业合作带建设，发挥产业带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69。

4）2011 年 10 月，第三届中国 - 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领袖论坛在广西南宁召开。中国进出口银行副

行长孙平在演讲中指出，在当前西方深陷债务泥潭的情况下，进一步提升中国 - 东盟经济合作水平更具

有重要的意义。中国进出口银行将进一步优化服务结构，为中国与东盟客户提供多层次高品质的金融服务。

5）2012 年 5 月 5 日，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出口买方信贷资金支持的柬埔寨公路开工。这个项目包括

柬埔寨上丁省通往柏威夏省的 214 号公路和上丁省横跨湄公河大桥（柬中友谊大桥）的两项工程 70。该公

路路段长为 143.41 公里，柬中友谊大桥全长为 1731 米、宽 13.5 米，两项共耗资 1.165 亿美元。

68　中国发展门户网，南宁，2010-1-7、8，http://cn.chinagate.cn/aboutchina/trade/2010-01/08/content_19204338.htm

69　“进出口银行：中国在东盟将重点拓展四方面贷款业务”，新华网，2010-10-20，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10/20/c_13567214.htm

70　“我优买资金支持的柬埔寨 214 号公路项目开工”，中国驻柬埔寨使馆经商处，2012-5-8，http://cb.mofcom.gov.cn/aarticle/jmxw/

xmpx/201205/20120508111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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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APPENDIX B    ABOUT 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概况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9 月 29 日，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设立的从事外汇资金投资管理业务的国有独资公司。中国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

债的方式筹集 15500 亿元人民币，购买了相当于 20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中投公司的注册资本金。

中投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基于经济和财务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对股权、固定收益以及多种形式

的另类资产进行投资。

中投公司已建立了完整的治理结构，包括董事会、监事会和执行委员会；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

和董事会确定的方针政策运作，并对国务院负责。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央汇金”）是中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自设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央

汇金投资并持有国有重点金融企业的股权，并代表国务院行使股东权利，不开展其它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

不干预其控股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经营宗旨	

中投公司的经营宗旨是持有、管理和投资其受托资产，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努力实现股东利益最

大化。

投资原则	

中投公司的投资是基于经济和财务目的，在风险可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资产的稳健和有效配置，努力实

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以被动投资、财务投资为主，追求长期的、稳定的和可持续的风险调整后回报。中投

公司重视自身的社会责任，遵守投资接受国的法律法规，积极为当地经济繁荣与发展做出贡献。

中投公司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在董事会领导下，执行董事会的决议，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中重大问题的决策。执行委

员会下设国际咨询、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委员会。

1）国际咨询委员会 

中投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是由国际知名专家及人士组成的内部非常设性机构，主要职能是对公司重大

发展战略、境外投资战略和重大决策提供咨询；加深公司对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全球金融市场、投资环境

的了解，拓宽决策思路。

国际咨询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国际咨询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公关外事部，秘书长由公关外事

部总监王水林兼任。

附录二	/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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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决策委员会	

根据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确定的投资政策、目标和程序，批准战略资产配置方案和资产配置再平衡方

案；决定各投资部门的投资范围和权限；在执行委员会授权范围内，批准各部门提交的投资事项；定期听

取投资计划的执行报告，批准投资计划变更；行使执行委员会授权的有关投资管理的其他职能。投资决策

委员会直接对公司执行委员会负责。主席由首席执行官担任，副主席由总经理担任。

3）风险管理委员会 

根据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确定的风险管理要求，负责审议公司风险管理的战略、制度和政策；审定公

司总体风险限额及分配方案；审定全面风险管理报告和风险评估报告；审定重大风险、重大事件和重要业

务流程的评估标准、管理制度及内控机制；定期评估公司资产配置的风险状况及风险限额的执行情况；审

议风险管理策略和重大风险事件的解决方案；审定执行委员会授权的有关风险管理的其他重大事项。风险

管理委员会直接对执行委员会负责，由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风险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 71。

71　中投网，http://www.china-in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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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中国－东盟中心

APPENDIX C    ABOUT CHINA-ASEA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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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	APPENDI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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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CAF)

安邦咨询 (ANBOUND)
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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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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简介

APPENDIX D    ABOUT CHINA-ASEAN BUSINESS COUNCIL (CABC)

中国 - 东盟商务理事会（CABC）是中国与东盟五大对话合作机制之一，是中国与东盟代表商界的合

作对话机制。理事会自成立以来，以促进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为宗旨，积极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

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丰富的东盟商务渠道

中国 - 东盟商务理事会由中国贸促会、东盟工商会以及东盟各国全国性工商会领导人和本国国内知

名企业家、专家组成。东盟工商会由文莱工商会、柬埔寨总商会、印尼工商会、老挝工商会、马来西亚工

商会、缅甸工商联合会、菲律宾工商会、新加坡工商联合会、泰国工业联合会、越南工商会组成。

主要目标

- 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企业对话与合作；

- 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联系；

- 促进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主要职能

- 为中国和东盟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提供有关商务咨询；

- 主办或承办有关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商务合作的会议，包括论坛、专题研讨会、经贸洽谈会等，促进

互办展览会，并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

- 促进双方企业家代表团的互访、人员培训以及各种其他形式的人员交流，提供有关面向东南亚的人

才培训服务；

- 为双方企业提供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咨询服务，提供调解、仲裁的法律服务。

- 为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向东盟国家推介合作项目，为其在国内外举办推介会提供服务。

附录四	/	APPENDIX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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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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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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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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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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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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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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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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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及金融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东盟地区有着多年成功的投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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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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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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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中国海外投资不断实现优化、升级和持续成长。

主要特点

- 是目前少数致力于投资东盟地区的大型私募股权基金；

- 专注于支持基础设施、能源以及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优秀企业和项目；

- 可投资于不同阶段的项目，实现商业成功和最佳社会效应的双重目标；

- 资金募集的目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其中一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

- 拥有一支国际化的专业团队，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以及相关行业经验。

投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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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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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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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笔投资额通常介于 5 千万至 1.5 亿美元之间；

- 希望与其他战略投资者实现共同投资；

- 采用多元化的投资形式，包括股权、准股权及其他相关形式；

- 不谋企业控股权，持股比例小于 50%；

- 可投资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

- 既可单独投资企业或项目，也可同时投资企业和项目层面；

- 推动资产和运营的整合、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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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力较强且可靠的项目发起人；

- 已见成效且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 经验丰富、有抱负且稳定的管理层；

- 可靠稳定的未来现金流或可预见的盈利能力；

- 具有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china-asean-fund.com

附录五	/	APPENDIX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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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安邦咨询简介

APPENDIX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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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每个月以邮件形式和印刷形式定期出版的战略分析报告《战略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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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邦在国际合作方面，专注于经济分析和评估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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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拥有 7 家分公司和

法人实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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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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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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咨询目前正在积极推动更为广泛的国

际合作，未来将有可能在非洲、东盟、英国和美国派驻研究团队或研究小组。

安邦的专家群体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大量的中国政府部门的专业官员群体，他们拥有较高的学历

教育，拥有丰富的实际运作经验，并经历过改革开放的激烈社会进程考验。其次是专家、学者团队，包括

金融界的权威巴曙松先生、钟伟教授，赵晓教授，高辉清博士，以及其他声誉卓著的学者、建筑师和文化

界人士。

安邦迄今坚持第三方的独立运作路线，没有任何外部基金背景，并且谢绝一切赞助。安邦长期坚持建

设性原则，我们认为在当今浮躁的世界中，从来不缺意见领袖，不缺时尚和流行，但中国社会的发展一向

缺少专业精神和科学态度，因此安邦未来将会继续奉行专业性和建设性原则，从事公共政策智库的工作。

安邦管理团队深信，安邦将会始终保持理想主义的色彩，推动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和繁荣。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anbound.com / www.1thi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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