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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东盟 -中国经常账户和汇率状况分析

Analysis of Current Account and Foreign 
Exchange Conditions between ASEAN-China

东盟十国中多数国家以及中国是由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定义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东盟中只

有新加坡被 IMF 定位为在亚洲的发达国家，这就意

味着各国的发展水平很不均衡。同时，汇率和经常

账户平衡状况与经济发展关联程度也不相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0 月 9 日发布了世界经济

展望报告，在报告中，该组织表示，“贸易存在顺

差、货币被低估的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减少外汇储备、

实施由市场决定的外汇系统，并进行结构性改革，

比如改善社会保障网络”。并认为中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泰国等亚洲国家的经常项目账户为盈余，

本币汇率低，一些国家有巨额外汇储备，扭曲的政

策限制了内部需求 1。

1　IMF： 中 国 等 国 货 币 币 值 被 低 估，2012-10-10，http://politics.

people.com.cn/n/2012/1010/c70731-192093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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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几个亚洲国家项目顺差情况、汇率现

状和反映出的内部需求情况是否有改变的可能性

呢？我们将重点分析如下三个方面：经常账户平衡；

经常账户占 GDP 比重；基本汇率情况。此三方面

能够反映其与经济基本面的关系。

一、经常账户呈现较高顺差或逆差的不平衡状况

经常账户包括三个具体内容：（1）货物贸易；

（2）服务贸易，即劳务费用等；（3）单方面转移

款项，例如侨汇、国际组织认缴款等。近十几年来，

尽管东盟各国对外经贸活动发展速度均比以往增加

很多，但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新加坡 2011 年经常

账户额为 569.9 亿美元，其次为马来西亚的 317.4

亿美元，越南为 2 亿美元，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的

经常账户情况为负值。见图 1。

从东盟十国 2008-2012 年经常账户情况可见

（图 1），多年保持在顺差状态的东盟国家首先是

新加坡，其次为马来西亚，再其次为泰国、菲律宾

和文莱。因为经常账户的主要内容为货物贸易、服

务贸易和经常转移的收入，所以东盟各国体现在这

几方面的差异很大。新加坡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

较发达，而马来西亚和文莱的石油贸易收入占有很

大比重。其中，马来西亚的油气和其他能源收入占

经济的 20% 以上，文莱则占 40% 以上。

菲律宾的侨汇收入则非常突出。有分析指出，

移民寄回菲律宾的侨汇增加、侨汇对菲律宾社会经

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情况已经引起了各方面普遍

关注。菲律宾的侨汇收入占全球第三位，仅次于中

国和印度。侨汇收入约占菲律宾 GDP 的 10%。据

直接隶属于菲律宾总统办公室的专司侨务工作的机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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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统计，截至 2010 年年底，在海外工作的菲律宾

人就有 945 万，约占全球移民总数（2.14 亿）的 4.42%，

相当于菲律宾全国人口的 10.06% 2。

从 2007 年以来，经历了 2008 年开始的全球金

融危机，东盟主要依靠出口油气产品和廉价制造业

产品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表 1 反映了 2007

年至 2012 年的汇率变化的情况。

由表 1 可见，在东盟 10 国和中国中，有四种

不同的顺差或逆差情况：

（1）经常账户连续保持顺差的国家是马来西

亚、菲律宾、文莱、新加坡和中国。中国经常账户

顺差逐年减少，文莱和新加坡近年的顺差趋势明显，

马来西亚的顺差逐年减少。

（2）连续存在逆差的是老挝、柬埔寨和缅甸，

而且逆差出现增多的趋势。

（3）由顺差转为逆差的是印尼和泰国，这两

个国家遭受灾害影响，货物贸易收入受到冲击，例

如泰国洪水导致稻米出口受到波及。

（4）而越南的经常账户则由逆差转为近 2 年

开始出现的顺差。

因此，东盟国家和中国的经常账户呈现了或较

高顺差或逆差或变动较大的不平衡状况。

二、经常账户额占GDP比重呈现不同情况

一国经常账户占 GDP 的比重能很好反映该国

经济基本面下经常账户平衡情况。2008 年至 2012

年东盟十国和中国的经常账户额占 GDP 的比重如

图 2 和相关数据所示。

IMF 的数据表明，东盟 10 国和中国的经常账

户额占 GDP 比重呈现不同情况：

2　菲律宾侨汇的特点、作用及其发展前景，李涛，《经济问题探索》，

2012 年第 09 期

1、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最大的是文莱，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2012 年时达到 49%。

2、 其 次 是 新 加 坡，2008 年 时 为 13.8%， 而

2012 年则达到 20.9%。

3、马来西亚排在第三位，但是从 2008 年的

17%，降到 2012 年的 7.51%。马来西亚经常账户顺

差对经济贡献的程度减弱，同时表明经济对其依赖

程度变低。

4、东盟 10+1 中的中国，经常账户占 GDP 的

比重较小，而且有逐年减少的趋势，这实际反映出

中国经济尚未严重依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经常

转移等收入，而是依靠国内建设投资等项带动；目

前这种逐年下降趋势与 IMF 预测的“中国经常账户

顺差占 GDP 的比率将要回升”3 不同。

5、泰国的经常账户占 GDP 比重变化最不稳定。

2008 年时占 0.79%， 2009 年时则猛增为 8.3%，但

随后下降明显，2012 年时更是转为负值。

6、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的经常账户在 GDP 中

的比重呈现负值，而且负值有增加趋势，反映出这

三个国家对整体经济形势状况的严重依赖，完全不

能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经常转移中受益。

三、东盟十国和中国的汇率均呈升值态势

分析东盟有关国家和中国的货币情况，应先了

解 IMF 的对数据的估测方法。有研究指出，“根据

对 IMF 预测方法的了解，IMF 在进行预测时，一般

假定相关国家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保持稳定。实际

有效汇率是由名义汇率和价格水平所决定的，由于

IMF 对中国未来五年消费价格上涨率的预测要高于

主要货币发行国的消费价格，只有在人民币名义汇

率贬值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保

持稳定的假定，这对 IMF 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测结果

3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	Coping	with	High	Debt	 and	

Sluggish	Growth,	October	2012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

weo/2012/02/index.htm



 / ChiNA-ASEAN WAtCh /  2012.104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与过去几年人民币实际有效

汇率保持升值趋势的情况明显不符；中国经常账户

顺差占 GDP 的比率将要回升的预测也与事后实际

结果不符”4。我们将从已有的 IMF 数据看所要观

察的几个国家，以 2007 年至 2012 年目前的汇率情

4　人民币存在低估？ IMF为何对人民币汇率说法前后不一，2012 年 10

月 15，http://www.forex.com.cn/html/c218/yanjiu/2012-10/2333075.htm

况看几种货币对美元的兑换趋势。见表 2。

IMF 选取的有关东盟国家以及中国的汇率数据

显示，一美元兑该国货币的汇率，各货币均呈升值

态势。以 2007 年至 2012 年的六年数据为例，各国

本币升值的趋势均较明显。与 2007 年数值相比，

2012 年人民币升值 16.1%，而且过去几年人民币汇

率的确保持升值趋势；马来西亚令吉的升值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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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泰铢升值 10.2%；新元升值 16.7%；印尼盾升

值 2.2%（2008 年与 2012 年相比）；菲律宾比索近

两年也在升值。

其中，新加坡和文莱币值相等，两国于 1967 年

签订货币等值互换协定，即 1 兑 1 的汇率挂钩。相

关分析认为，该协议使两国均从对方的货币稳定和

经济增长中受益 5。因此，IMF 列出两国等值的货币

数据，可以有助于对比分析其不同的其他经济数据。

根据前述各项分析结果及相关资料，我们得出

以下六个方面结论：（1）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菲律宾、文莱是经常账户连续顺差国家，对外经贸

活动处于收入多于支出状态，同时反映出这几个国

家提高内需仍有一定空间；（2）中国、马来西亚、

泰国近几年的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的比重逐年减

少，表明经济增长无法着重依赖于对外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和经常转移；（3）菲律宾的经常账户除

了 2008 年以外，其他年份变化不大，与其他东盟

国家相比，部分原因在于经常账户中的侨汇收入比

5　文莱将延续与新加坡货币挂钩的金融政策，2010-8-6，http://www.

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008/20100807066872.html

较稳定；（4）相关国家兑美元的汇率已经逐年升值，

人民币、泰铢、新元的升值达到两位数字，分别是

16.1%、10.2% 和 16.7%。马来西亚货币令吉的升值

幅度为 9.3%，也接近两位数字；（5）除文莱经常

账户约占 GDP 一半的较特别情况以外，中国与其

他东盟国家相比，经常账户占 GDP 比重与菲律宾、

泰国的水平比较接近，而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差

距较大，同时又比越南和印尼高出一些；（6）近

年东盟为实现 2015 年经济共同体目标，各国加大

基础设施和国内建设投资，对外贸的依赖逐年降低，

表明为推进外贸而有意降低币值的动力减少，从而

各国重新对本币估值的可能性较弱。

上述各项情况又都反映出中国和东盟国家经济

结构和对外经贸活动的异同性，有待于我们今后进

一步分析；同时，经常账户顺差减少将反映资本账

户增多，中国和东盟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异同点也将

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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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政府解决南部长期暴乱取得重大突破

philippines Makes a Breakthrough in Settling 
South long-standing Riot

菲律宾政府长期与位于棉兰老岛的“摩洛伊斯

兰解放阵线”斗争，在谈判达 15 年之久后，菲总

统阿基诺 10 月 7 日称，该组织已与菲律宾政府达

成初步和解协议，结束在南部棉兰老地区的反政府

活动 6。美联社称此举是菲政府解决南部长期暴乱

问题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和平协议将在 2016 年阿

基诺任期结束前签署。菲律宾《星报》报道，该反

叛组织在与政府军的多年冲突中已造成 12 万人死

亡，并严重制约南部地区的发展。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是菲律宾最大穆斯林反政

府民族武装组织。1978 年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中分

离出来后成立，1996 年 9 月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与政

府签署和平协议后，部分不愿接受政府军警整编的

人员陆续加入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其力量逐步壮

大，现有 15400 名成员，11300 余件各式武器。该

组织一直坚持分离主义武装斗争，主张在棉兰老岛

建立一个独立、严格的伊斯兰国家。

2010 年摩伊方面的新任首席谈判代表默哈格

尔·伊克巴尔宣布，摩伊将努力争取在菲南部棉

兰老地区建立一个亚国家，并以此与菲政府方面

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协议，亚国家的概念不意味

着独立，它仍将隶属中央或国家政府，是菲律宾

的一部分。亚国家建立后，摩伊将变为这个亚国

家的一个过渡性机构，最终由摩洛人建立一个自

己的政府。菲律宾政府对其宣布不再寻求建立一

个独立国家表示欢迎。

6　菲政府与最大反叛武装和解	长期暴乱已死 12 万人，2012-10-8，

http://www.people.com.cn/24hour/n/2012/1008/c25408-19190433.html

菲政府认为，目前与“摩伊解”和谈取得的重

大突破，为在棉兰老岛建立一个由穆斯林管理的政治

实体制订了“路线图”。根据新的和解协议，菲律宾

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央政府将继续行使防务、

安全、外交、金融等权力，“邦萨摩洛”人享有公平

和平等的纳税、收入权利及其他国家财富；未来将成

立过渡委员会，负责起草涉及新政治实体的法律草案，

在公民投票表决通过后举行选举 7。

7　菲政府与“摩伊解”达成和平协议	40余年内战或平息，2012-10-8，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js/jsxx/2012-10-08/content_71790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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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菲律宾棉兰老岛一直寻求能源投资，据菲律

宾《星报》2010 年 9 月 2 日的报道，在第 19 届棉

兰老岛商业大会上，菲律宾卡加颜工商联合会主席帕

吉奥称，该地区希望在能源领域吸引 10 亿比索投资，

减轻供电不足问题；该岛有潜力向中国和其他周边国

家出口鲜鱼，希望吸引外资加入畜牧业和海洋生物养

殖 8。因此，这一地区结束反政府活动后，形成的社

会安定状况非常有助于经济发展和引进外资。

马来西亚将能源列为“国家关键经济领域”

首项目标

Malaysia places Energy as the priority of “National 
Key Economic Areas” 

马来西亚已经把能源发展作为“国家关键经济

领域”首项目标，其中包括油气相关设施。10 月 4

日媒体报道，马来西亚总理纳吉表示，“马来西亚

计划在边佳兰（Pengerang）整体油气规划区投资 13

亿美元修建一个液化天然气终端（LNG），旨在到

8　菲律宾棉兰老岛寻求能源投资，2010-9-2，http://www.mofcom.

gov.cn/aarticle/i/jyjl/j/201009/20100907116469.html

2020 年将其打造成为亚洲液化天然气交易中心”9。

这一液化天然气储藏设施由马来西亚南部的柔佛州

政府、荷兰孚宝（Vopak）公司以及马来西亚戴乐

集团（Dialog Group）共同开发。该终端将用于液

化天然气的储存、装运和再气化，该终端在用于贸

易交易的同时，还将用于满足马来西亚本土天然气

需求。

柔佛州位于马来西亚最南端，边佳兰是该州一

个镇，整体油气规划区建成后将覆盖马来西亚新推

出的 200 亿美元的炼化项目和化工整体项目。

事实上，这一项目是为马来西亚经济改革计划

开展的具体实施工作。2010 年时，马来西亚经济改

革计划（ETP）中提出了 12 个“国家关键经济领域”

（NKEAs），这些领域是马来西亚经济改革计划的

核心。12 个领域是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能源；棕榈

油和橡胶；金融服务；旅游；商业服务；电力；批

发和零售；教育；医疗保健；通讯和基础设施；农业；

大吉隆坡 / 巴生谷计划。

9　马来西亚拟投 13 亿美元打造亚洲最大 LNG 交易中心，2012-10-4，

http://intl.ce.cn/sjjj/qy/201210/04/t20121004_237287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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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项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能源领域产

值已经占到马来西亚 GDP 的 20%。石油和天然气

工业通常分为上游、 中游和下游的生产活动。上游

工作主要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和生产；

中游和下游的工作范围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

精炼、加工与营销和最终产品贸易。能源部门则包

括发电、输电和配电。

目前马来西亚的上游油气生产已创造 870 亿令

吉（约 296.9 亿美元）的产值，包括精炼的下游活

动有 240 亿令吉（约 81.9 亿美元）。而能源部门则

已经贡献 160 亿令吉（约 54.6 亿美元）10。

10　石油、天然气和能源领域（经济改革规划中12项关键领域之第一项），

http://etp.pemandu.gov.my/upload/etp_handbook_chapter_6_oil_gas_

and_energy.pdf

在油气目标方面，马来西亚的目标是成为油田

服务领域的亚洲枢纽，到 2020 年新增工作岗位 4

万多个；吸引主要的国际油田服务企业，使马来西

亚能分享这些国际公司的全球业务；在合理化建造、

与世界级公司成立合资企业方面做到地区领先。马

来西亚的油气发展目标和具体实施措施，例如在液

化天气方面的努力值得关注。

然而，边佳兰是风景优美的滨海地区，石化项

目必然会对当地的环保状况带来影响，因此，相关

问题也应该在投资时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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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期待美国公司投资沿海油田

Cambodia Awaiting offshore oil investment from 
American Companies

在东南亚多数国家加速开发沿海石油的情况

下，柬埔寨也注意到自己国家的沿海油田的开发利

用，据华尔街日报 9 月 26 日报道，柬埔寨政府正

期待美国主要石油公司如雪佛龙明年初就开始开发

柬埔寨的第一块沿海油田 11。

柬埔寨内陆和沿海有丰富的未开发石油和天然

气资源，但因几十年的战乱而发展缓慢。雪佛龙在

柬埔寨海岸的 A 区块发现了其商业性资源，提升了

石油将成为这一世界上最穷国家之一收入的希望。

该公司已经在这一区块钻了 18 口井，但是还未达

到开发的程度。

柬埔寨国家石油局业务主任 Sok Khavan 说，事

实上，柬埔寨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和规则用于这一地

区。“我们很快将在这一讨论上最后定稿，并争取

到年底时完成，以便明年能开始开发。目前，在生

产 - 分享协议上，政府将从这一项目中获得更多收

入，尽管实际百分比将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石油

价格和生产、开发成本”。

他认为，经过分析，柬埔寨政府所得份额不

应该低于 70%，并且在高石油价格下，所得份额将

接近 80%。而雪佛龙则表示期待今年对这一项目作

出最终决策，但是还在等待政府生产许可。雪佛

龙将持有这一区块的 30% 分成 — 它的合作伙伴是

日本三井、新加坡 KrisEnergy Ltd.、韩国 GS Caltex 

Corp. 三家公司，并且共同作为操作方。

雪佛龙说，将继续与柬埔寨政府一道工作以获

得项目批准，以便尽早做出投资决策。

而柬埔寨已将陆地区块开发许可授权给越南国

11　Cambodia	Aims	for	Offshore	Production	Next	Year,	September	26,	

2012,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08723963904435072045780

20023711640726.html

有油气集团 / 或越南石油公司，以及日本国家油气

和金属公司 / 或 Jogmec。Khavan 说，尽管资源丰富，

但在现有的项目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前，政

府不可能提供大规模的开发授权。最近，柬埔寨 -

美国政府持乐观态度解决合作协议问题，较关键的

难题是双方如何分配收入。

上述情况表明：1、柬埔寨有丰富的陆地和沿

海油气资源；2、美国公司最先发现柬埔寨沿海石

油资源；3、柬埔寨欢迎美国等公司开发其油气资

源，并从中获取石油收入；4、美国、日本、新加坡、

韩国的公司参加这一最初的沿海石油开发项目；5、

越南获得柬埔寨内陆石油开发许可。

老挝外贸银行加强服务能力对外资银行提供

了机会

lao BCEl is Enhancing its Financial Services 

老挝外贸银行（BCEL）是老挝最大的商业银行，

近年注意加强扩大金融服务领域并加强服务能力。

今年 9 月 27 日，老挝外贸银行与中国银联在上海

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在老挝已经发行银联信用卡和

银联借记卡（均为卡号以 62 开头，卡面有银联标识）

的基础上，加大发卡合作，年内将银联卡发卡量在

当地市场的占有率扩大到六成以上。

老挝外贸银行建立于 1975 年，从 1976 年至

1989 年，该银行作为老挝中央银行的一个特别分支

机构开展业务，并被政府授权管理外国和国际组织

的贷款和资金援助 12。

而 1989 年 11 月以来，老挝外贸银行已经完全

转型成为商业银行，并按照老挝的银行法和商业银

行管理条例开展业务。而之前的业务经历为其日后

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打下基础。目前，老挝政府仍持

有老挝外贸银行 70% 的股份。现在该行已在老挝全

12　Background	of	The	Banque	Pour	Le	Commeree	Exterieur	Lao	

(BCEL),	http://www.bol.gov.la/english/bc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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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拥有 18 家分行，提供综合性服务，共安装 ATM

机 138 台。

中国银联总裁许罗德表示，老挝外贸银行是银

联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在银联卡受理、发卡等方面

的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在为游客和本地居民使用

银联卡带去便利的同时，也推动老挝银行卡产业的

发展。作为老挝首家银联卡发卡机构，BCEL 已发

行 20 万张银联卡，在老挝及其境外 13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银联网络使用，为老挝居民日常支付和境

外出行提供了用卡便利。此次签署协议，进一步扩

大双方在老挝合作发卡的范围，丰富发卡产品，如

发行旅游预付费卡、与航空业联名发行银联白金 IC

信用卡等 13。

老挝外贸银行还发挥重要的外汇结账功能。在

投资中，如投资者资本是外汇的，老挝外贸银行负责

外汇帐户和国外转帐业务，外国在老挝投资的资金，

必须通过银行汇进老挝，存入到老挝外贸银行，并通

过老挝外贸银行进行支付，并要支付一定比例手续费。

该行对外合作日益增多，例如，今年 5 月，其

与泰国泰京银行签署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包括跨境

贸易和投资协议，支持合作发展 IT 信息技术、各

类卡产品、发展人力资源、风险管理、信贷管理、

金融管理、工作管理等 14。去年 7 月，老挝外贸银

行与广西北部湾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致力推

动国际业务结算、货币兑换业务等合作。而广西北

部湾银行是广西首家以服务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

为宗旨的区域性、国际化、股份制优质特色银行，

运营中国 - 东盟货币跨境业务中心，促进人民币与

东南亚币种之间的自由兑换，并构建全面履盖东南

亚地区的银行网络。

13　银联与老挝外贸银行扩大发卡合作	将推白金 IC 卡，2012-9-27，

http://finance.ce.cn/rolling/201209/27/t20120927_16982689.shtml

14　泰国泰京银行与老挝对外贸易银行签署合作协议，2012-5-27，

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20527/6521981.shtml

印度尼西亚欲成为东盟最大石化生产国

indonesia Vying to Become ASEAN’s No.1 
petrochemical producer 

据商务部 10 月 8 日信息，印尼作为东盟最大

的经济体，正在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步伐，力争成为

东盟最大石化生产基地。

印尼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等资源，含

油气盆地约 60 个，其中 22 个已经大面积开发，油气

产业一直是印尼的传统支柱产业，产品主要用于出口。

自上世纪 80 年代后，由于老油田进入递减阶段，

新油田规模较小，石油产量开始缓慢下降，印尼于

2008 年退出了欧佩克。目前，印尼化学品尚不能完

全自给自足，因此石化工业发展潜力巨大。印尼工

业部预计，未来印尼对乙烯、丙烯等主要石化原料

的需求将快速增长，到 2025 年，预计乙烯需求将由

当前的 112 万吨增加至 210 万吨，丙烯将由当前的

70 万吨增至 190 万吨，聚乙烯将由 60 万吨增至 155

万吨，聚丙烯将由目前的 100 万吨增加至 177 万吨。

随着这种油田老化和需求增加的共同驱动，近

几年印尼开始通过吸引外资加速石化产业发展。印

尼工业部长宣称，如果 2025 年之前完成新建及扩

建项目，印尼石化产业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并争取

超过目前居首位的泰国，成为东盟最大石化生产国 15。

印尼鼓励优先使用国内资源推动石化工业发展。

印尼油气监管机构表示，至 2014 年，印尼将有总投

资 47.25 亿美元的油气项目陆续投产，其中多数是

天然气项目。 印尼政府已指定万丹省、东爪哇省和

东加里曼丹省 3 个地区来发展石油化工业集群。

另外，印尼有五家国营、一家私营公司生产化

肥；为获得较高附加价值，印尼工业部拟发展以煤

为原料生产液氨及尿素等肥料；在未来发展煤制甲

醇再转制烯烃等产业；印尼盛产棕榈油，政府希望

除了用于食品工业外，今后以棕榈油发展化工产业，

预计国外厂商将增加在这一领域投资。

15　印尼：争当东盟石化业老大，2012-9-24，http://www.cpcia.org.cn/

html/19/20129/1175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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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以平衡战略强化与大国经济联系

Myanmar Adopts Balancing Strategy in order to 
Strengthen Economic ties with great powers

在美国对缅甸总统吴登盛解除出访制裁后，吴

登盛前往美国，参加了联大会议，并藉此机会加强

与西方的联系。英国金融时报 9 月 25 报道， 西方

正加速与缅甸恢复关系。缅甸总统吴登盛造访纽约，

巩固与西方政府不断深化的关系。

吴登盛的一位顾问表示，这次访问“意味着从

安抚中国到迎合西方的急剧转变”。一名驻仰光的

外交官称，缅甸为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机遇意味着，

“吴登盛既是猎人又是猎物”。 在纽约，吴登盛强

调自己对进一步改革的承诺，但不涉及目前复杂外

交博弈背后的战略。

所谓复杂外交博弈是指吴登盛总统访美之前，

已告诉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缅甸向民主的过渡

不会改变缅中两国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随后对缅甸的访问也清晰地传

达了这一信息。美国政府似乎理解，缅甸需要在与

各方的关系中求得平衡。缅甸与中国签署了九项双

边经贸合作协定和两项金融交易协议 16。

缅甸与中国签署了九项双边经贸合作协定和两

项金融交易协议。外媒称，中国在幕后施压，要求

重启价值 37 亿美元的缅北密松大坝项目。去年，

吴登盛总统以环境问题和民众反对为由突然宣布停

止了该项目。但是，关乎中国利益的在缅甸项目比

密松大坝项目要多很多，例如诸多数十亿美元的基

建、采矿和天然气管道项目等等。

事实上，缅甸在中美之间的平衡政策也根植于

长期的军政府统治，并非基于健全的法律规范来管

理相关投资项目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正如 10 月 8 日

英国金融时报对缅甸大亨潘继泽的一篇报道所称，

在一个经历了数十年严厉军事统治、以腐败而闻名

的国家中如何可以做到不行贿，不依附于腐败势力，

在目前的改革派政府管治下的缅甸，官方会定期征

16　缅甸尝试‘脚踏两只船’，2012-9-24，http://www.ftchinese.com/

story/001046708

询潘继泽对商业相关事务的意见，至缅甸访问的外

国企业高管也会向他寻求建议或者讨论合作 17。由

此可见，缅甸若希望吸引外资用于国家建设，而不

是刻意迎合东方或西方，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泰国启动900亿美元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thailand initiates $90bln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泰国总理英拉 10 月 7 日表示，泰国即将启动历

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据曼谷邮报称，这一计

划总额高达 900 亿美元，主要用于区域内的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以满足将于 2015 年建成的东盟经济共

同体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

东盟十国计划于 2015 年实现经济一体化，并

在互联互通方面加快建设速度，泰国希望在确保区

域内的互联互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泰国政府计划

中的项目主要有泰国 - 老挝高速铁路、泰国洪水

防控管理等工程等。泰国政府消息人士还透露，此

项投资计划将历时 7 年，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信贷。

贷款项目主要按照亚行的相关开发计划。大湄公河

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由亚洲开发银行倡议，成立于

1992 年，包括中国的云南省、缅甸、老挝、泰国、

柬埔寨、越南，整个区域占地约 260 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达 3.26 亿。

此次，泰国 900 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也同时给

目前低迷的工程机械企业提供巨大的机会。整个东

南亚地区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对于工程机械企业

而言至关重要。

泰国投资计划出台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这

也代表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目前的市场潜力。2012 年，

面对欧债危机、西班牙房地产泡沫，在整个世界经

济都面对萧条的时候，东盟地区伴随着房建、公路、

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明显增多，使该地区也

17　缅甸大亨潘继泽的艰辛奋斗史，2012-10-8，http://www.ftchinese.

com/story/001046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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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成为工程设备和工程机械的热点市场 18。

但是，有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中国出口工程机

械产品从技术水平到性价比虽然比较适合东盟十国

市场的需求，不过由于美国、日本等国优秀企业已

进入东盟市场，因此，对中国工程机械企业来说，

仍有相当大的挑战。

新加坡淡马锡为何打算出售渣打银行股份？

Why is temasek Selling its Shares in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Temasek）正欲将

所持 18% 渣打股份（Standard Chartered）出售给感

兴趣的买家 19。据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报道，淡

马锡近几个月以来一直在评估投资者对其持有的这

些渣打银行股份的购买意向。据称，淡马锡已试探

出可能接盘其持有约 63 亿英镑渣打银行股份的几个

买家，并计划启动出售该新兴市场银行股份的谈判。

渣打银行的总部位于英国，但主要在亚洲和中

东的新兴市场开展业务。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猛烈冲

击下，渣打银行却是属于少数基本未受影响的国际

性银行之一。

目前，渣打的市净率为 1.4 倍，而许多银行（特

别是欧洲的银行）市净率不到渣打的一半。所以，

考虑到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淡马锡可能乐于利用

渣打相对强劲的市场估值，缩小金融服务业的风险。

但是，银行家们表示，尽管摩根大通(JPMorgan)、

桑坦德银行 (Santander) 这样的买家曾对渣打表示过

兴趣，但最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主要是因为渣打

的估值过高（其市值为 350 亿英镑），很难买下 20。

18　泰国：900 亿美元投资计划助力工程机械向上，2012-10-10，http://

news.mechnet.com.cn/content/2012-10-10/116116.html

19　淡马锡投资基金有意出售所持 18% 渣打股份，2012-9-26，	http://

fund.stcn.com/content/2012-09/26/content_7021820.htm

20　淡马锡有意出售所持渣打银行股份，2012-9-25，http://www.

ftchinese.com/story/001046727

淡马锡 6 年前从邱氏家族手中购买了渣打银行

11.5% 的股份之后，即成为渣打银行最大的股东。

当时这一部分股份的市场价值为 23 亿英镑，而淡

马锡的买价又低于市场价值，外界并不知道折价幅

度是多少。

淡马锡曾尝试推动渣打银行与新加坡星展银行

（淡马锡有持股）合并，但因为合并过于复杂而且

监管机构不欢迎大型银行合并而因此停下。

《中国 - 东盟观察》第 5 期曾分析过淡马锡的投

资组合，其特点和趋向值得跟踪关注，此次淡马锡希

望借渣打银行市值较高时出售所持股份也反映了作为

新加坡主权基金的淡马锡有很强的投资导向作用。

越南的通胀出现难以控制的势头

Vietnam’s Inflation Serges Upward in an 
Uncontrollable Way

越南统计局公布的 CPI 数据显示，9 月份居民

消费物价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为 6.48%，高于 8

月份的 5.04%。据亚洲商业周刊 9 月 24 日报道，而

与上月环比则上涨 2.2%，是 16 个月以来的最高值 21。

因为 CPI 是衡量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指标，

CPI 加速上涨意味着通货膨胀抬头。2011 年越南

CPI 同比涨幅曾经连续数月高达 20%，成为亚太地

区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国家 22。

越南通货膨胀愈加严重的情况表明，目前政府

正努力设法阻止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依然严峻。

2011 年越南 CPI 涨幅高达 18.1%。为了遏制通货膨

胀，越南央行曾经连续数次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

率，而今年越南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将 CPI 涨幅控制

在 6% 以下。

21　Vietnam	CPI	Rises	at	Fastest	Pace	 in	16	Months,	Asia	Business,	

September	24,	2012,	

22　越南 9月 CPI 涨幅创 16 个月新高，2012-9-25，http://gb.cri.cn/278

24/2012/09/25/6071s38656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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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继续放宽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将使通货

膨胀更加难以控制。

胡 志 明 金 融 学 院（Ho Chi Minh City Banking 

University）经济学家 Le Tham Duong 说：“新学期

开学引起的教育相关消费激增和燃油价格上涨推高

了越南物价；目前通货膨胀依然可控，但政府必须

遏制燃油价格上涨，否则通胀情况又可能再次失控”。

事实上，越南经济目前的现状，与 2008 年至

今年的 4 年间的宏观经济走势十分相似。2008 年高

通胀后越南政府采取紧缩措施，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响使越南经济在 2009 年陷入低谷。越南又出台刺

激政策，使经济增长得到一定程度恢复，2010 年

CPI 又开始走高。2011 年为遏制通胀，越南再次陆

续出台紧缩措施，CPI 同比增幅在当年 8 月份达到

全年最高的 23.02% 后开始逐渐回落。2012 年上半年，

CPI 增幅得到了控制，9 月份，通胀形势重又恶化。

如此反复，使宏观经济形势摇摆不定 23。

9 月份时，越南政府提出，未来 5 年将首先集

中对投资结构、国有企业结构和金融市场结构这 3

个最重要的领域实施结构调整。因此，越南经济走

势和通胀情况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文莱注重金融环境健康发展

Brunei highlights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Environment   

据商务部 10 月 12 日信息，文莱金管局主席兼

发展部部长苏约伊表示，尽管外部经济环境面临严

重危机，但文莱一直坚持审慎的投资策略，并通过

成立信用监管局和发展存款保护计划等一系列措施

来确保国内金融秩序的稳定，目前取得收效，金融

环境保持持续健康地发展，因此，自 2000 年以来

文莱的金融资产已实现 70% 的增值 24。

23　越南经济：宏观经济摇摆不定亟待改变，2012-9-20，http://www.

cs.com.cn/hw/hqzx/201209/t20120920_3589753.html

24　文莱金融资产自 2000 年来已升值 70%，2012-10-15	，http://

www.caexpo.com/news/info/finance/2012/10/15/3577983.html

金融资产的最大特征是能够在市场交易中为其

所有者提供即期或远期的货币收入流量。尽管金融

市场的存在并不是金融资产创造与交易的必要条

件，但大多数国家经济中金融资产还是在相应的金

融市场上交易的。因此，金融市场环境的健康发展

对金融资产的增值保障非常重要。

据文莱《联合日报》10 月 4 日报道，文莱发展

部长兼金管局副主席苏约伊在近期在文莱召开的全

球经济与金融市场研讨会上表示，文莱正着手制定

证券法，未来将开启本地资本市场，推动金融业发

展。苏约伊表示，证券法的制定，将吸取全球金融

危机的教训，借鉴国际最佳做法，塑造强大有效的

司法框架，保障本地金融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25。

文莱金融管理局已成立于 2011 年，当时文莱

国王亲自宣布，为保持国家繁荣和经济稳定，政府

在 2011 年元月 1 日起正式设立国家金融管理局，

负责执行国家货币政策及监督金融体制运作。他

还指出，将继续维持文莱与新加坡之间货币挂钩制

度 26。文莱苏丹还委任首相署高级部长、皇储比拉

担任文莱金融管理局主席，董事局副主席由发展部

长苏约依担任。其重视程度还反映在，董事包括：

第二财长、首相署副部长、财政部常任秘书、伊斯

兰高等法院大法官、副总检察长、国家政策战略研

究中心执行董事、财政部副常任秘书等。

同时，文莱也积极支持 IMF 强化金融稳定性的

努力。10 月 13 日，IMF 常务董事 Christine Lagarde

在东京年会上表示，文莱响应成员国共同行动，帮

助 IMF 实现有足够资源处理危机和促进全球经济稳

定性，文莱将向 IMF 提供一份 3 亿美元的增资 27。

25　文莱将制定证券法	推动金融业发展，2012-10-10，http://www.

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10/20121008375572.html

26　文莱金融管理局正式成立，2011-1-18，http://brunei.caexpo.com/

scfx_wl/tzhj/2011/01/18/3519774.html

27　IMF	Managing	Director	Christine	Lagarde	Welcomes	Pledges	from	

Algeria	and	Brunei	Darussalam	to	Boost	Fund	Resources，October	13,	

2012，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2/pr123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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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东盟金融合作扩大深度和广度

China-ASEAN Deepens Financial Cooperation

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扩大

双边贸易本币结算，这是 9 月 24 日中国 - 东盟金

融法合作论坛期间讨论的重要议题。在新的世界经

济和金融形势下，中国和东盟加快金融合作，服务

于经贸投资的发展。

双方金融合作主要有三大块议题：扩大双边贸

易本币结算、建立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体系、加快互

设金融机构。

首先，在中国 - 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领袖论坛

上，中国和东盟金融界人士表示，中国与东盟金融

合作需加以推进，货币合作是其重点之一。中国人

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提议，中国人民银行愿与东盟

各国央行及相关机构一道，大力推进区域金融、征

信合作。在双边已有本币结算合作协作的基础上，

将加快研究中国 - 东盟银行间本币清算合作的有效

途径，研究探索中国 - 东盟货币外汇交易机制，降

低区域货币交易成本。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完善

区域货币互换机制，不断提升区域金融危机救助水

平。落实中国 - 东盟自贸区框架下有关协议，稳步

推进区域金融市场相互开放，充实“中国 - 东盟投

资合作基金”，促进金融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 28。

第二、建立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体系。跨境金融

合作带来的风险需通过进一步加强监管合作来防

范，在世界经济牵一发动全身的今天，中国和东盟

只有进一步完善监管对话与合作模式，才能更好地

28　第四届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领袖论坛在南宁召开，

2012-9-24，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yw/jryw/201209/

t20120924_16897.html

应对各种全球性、地区性挑战，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面对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宽松的货币政

策、国际资本跨境活动波动较大的局面，经济体将

会共同面临较大的资本流入、本币升值和通货膨胀

的压力。中国与东盟需要积极配合，联手研究输入

性通胀对中国和东盟影响的机制、路径和效应。

中国和东盟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对防范跨境

资金流动风险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建立全方位跨境

资金流动监测体系；二是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系统增设

预警功能；三是建立双方多部门信息共享体系 29。

第三、加快互设金融机构。双方金融界人士建

议，推动银行机构加大代理行设置力度，互设金融

分支机构；建立中国 - 东盟金融发展与合作专家库，

成立中国 - 东盟金融人才培养基金，加大区域各国

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交流与合作力度。目前，中

资银行在东盟国家共设立 8 家分行；东盟国家在华

设立 7 家外资法人银行、6 家外国银行分行；东盟

在中国的银行机构资产总额近 2000 亿元人民币，

自 2003 年以来年均增速达 38%。此外，中国跨境

人民币业务发展迅猛，东盟成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

算重点地区。

上述信息表明，中国 - 东盟金融合作的很多领

域还处于建议、提议阶段。很多都未达到动议状态。

而中国 - 东盟金融合作的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双方的

迫切需求下又是如此重要，因此，真正开展起相关

工作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29　中国东盟金融论坛：扩大双边贸易本币结算，2012-9-24，http://

finance.ce.cn/rolling/201209/24/t20120924_16978437.shtml

III．中国东盟经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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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推动与东盟铁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Signifi cance behind Guangxi’s Promotion of 
Building Railway with ASEAN

广西一直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中国通往东盟的

门户，为在中国 - 东盟关系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多个信息显示，自中国 - 东盟自贸区建成以来，广

西与东盟的合作发展非常快。

东盟将在 2015 年实现经济一体化，为此，东

盟将互联互通建设作为一体化的实现途径。而中国

与东盟合作也包括推动双方能在互联互通方面加强

合作。在这种背景下，为加强与东盟的铁路通道建

设合作，国家已提出规划，建设“广西—越南—新

加坡”的南、北、中线三条国际铁路通道 30。

根据国家规划，涉及的铁路项目均已开工建设

或已纳入国家“十二五”铁路发展规划。

已建成的铁路包括：田东至德保铁路，里程 72

公里，总投资 15.6 亿元；在建南宁至钦州铁路、钦

州至防城港铁路、云桂铁路、德保至靖西铁路等 4

个项目，里程 475 公里，总投资 467 亿元；近期规

划建设南宁至凭祥铁路、防城港至东兴铁路、靖西

至龙邦铁路等 3 个项目。

中通道：广西加快推进湘桂铁路南宁至凭祥

30　广西加快构建通往东盟铁路通道，2012-9-24，http://www.cctd.com.

cn/detail//12/09/24/00396543/content.html?path=12/09/24/0039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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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

扩能改造工程。该项目建设里程 198 公里，总投资

169 亿元，建设标准为 200 公里 / 小时的快速铁路。

在此基础上，广西正在开展从凭祥经越南河内向老

挝万象（或柬埔寨金边）延伸至泰国曼谷、新加坡

的南宁至新加坡快速通道研究，努力构建南宁至新

加坡经济走廊，进一步提升广西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南通道：广西正在建设南宁—钦州—防城港—

东兴铁路通道。其中，南宁—钦州—防城港段已纳

入广西沿海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并于 2008 年开工

建设，建设里程 161 公里，总投资 136 亿元，今年

底将正式建成。这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构建 1 小时

经济圈、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合作发挥重要作用。

北通道：南宁—田东—德保—靖西—龙邦铁路

是广西—东盟国际铁路通道。目前，南宁至田东段

（云桂铁路）正在加快建设，预计 2014 年建成；

田东至德保铁路已经于 2010 年建成，德保至靖西

铁路将于今年底建成；靖西至龙邦铁路已纳入国家

“十二五”规划。北通道将成为开发广西和越南边

界丰富矿产资源的重要国际通道。

广西防城港市也正在致力于建设“中国 - 东盟

合作第一城”，鼓励中外企业家们到东兴国家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这个西部新“特区”投资发展 31。

由此可见，广西作为地方省份积极开展与东盟

这一重要地区性组织的合作，呼应东盟重要发展目

标，如互联互通等，但还有很多相关工作使中国地

方省份和企业可以广泛参与。

中国 -东盟港口物流要求标准化

Standardizing China-ASEAN port logistics

随着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港口物流

开始发挥龙头作用。据 9 月 20 日信息，中国 - 东

盟贸易日益增加，港口物流的重要性非常突出。

31　中国东盟博览会防城港与海内外签约额 602 亿，2012-9-24，http://

finance.jrj.com.cn/2012/09/23153414427112.shtml

近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以年均 20％以上的速

度递增，2011 年达到 3629 亿美元，通过港口物流

实现的贸易占比接近 65％。由于东盟的大部分贸易

量都是通过海路运输，港口和海运作为联系中国和

东盟友好合作的重要载体，中国 - 东盟港口相互间

航运距离短，具备良好的港口条件和合作基础。

以广西为例，作为中国对接东盟的前沿，随着

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和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

的发展，广西港口物流行业逐渐成为中国和东盟国

家经贸往来的重要门径。不过，中国 - 东盟港口物

流业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物流标准化作为技术支撑。

广西物流业刚刚起步，中国物流业存在的普遍

问题，广西也不同程度存在，物流标准化滞后问题

已发展成为中国 - 东盟港口物流业发展瓶颈，制约

其向规范化、高效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物流标准化基础薄弱。由于起步较晚，一

些地方尚未把物流标准化工作列入政府工作日程，

主动参与标准化活动的意识不强，物流标准化工作

的协调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物流的基础设施、管

理体制、管理水平、人员素质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

的不足。

二是物流信息的标准化工作滞后，严重制约了

向物流信息化的高度发展。在物流管理中，统一的

数据信息对供应链成员信息的交换和共享非常重

要，数据传输格式、接口、产品分类、编码的标准

化对数据交换速率具有关键作用。

三是长期缺少为企业提供国内、国际及东盟物

流标准咨询和服务的物流标准信息平台。随着开放

开发的中国 - 东盟物流基地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内

长期以来没有建立起能提供国内外物流标准信息的

专业性服务平台，制约了物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事实上，物流业发展的问题早已普遍存在于中

国的很多行业。然而，对中国 - 东盟关系而言，以

产业发展的滞后制约整个中国 - 东盟双边关系的发



 / ChiNA-ASEAN WAtCh /  2012.1018

展就将带来更多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建议相关部

门和企业更多重视和解决上述问题。

关税减免推进中国 -东盟果品和咖啡交易

tax-exemption promotes China-ASEAN Fruits and 
Coffee trade

自 2010 年关税减免以来，中国与东盟农产品

贸易量大大增加。2011 年，中国从东盟进口农产品

150 亿美元，出口农产品近 100 亿美元，分别占中

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 15.1% 和 16.3%，东盟已成

为中国第二大农产品贸易伙伴。

据农业部信息，9 月 21-25 日，由农业部主办

的第二届中国 - 东盟优质水果推介活动在南宁举

行。来自东盟国家农业部门和果品企业的 50 余名

国外嘉宾以及来自中国农业部和六省区 500 余名政

府和企业代表参会，国内省区有广西、山西、江西、

山东、陕西和新疆 32。

东盟是热带水果的主要产地之一，中国与东盟

水果产业互补性强，温、热带水果等优势产品在双

边贸易中供需潜力尤其巨大。这次博览会上，来自

东盟 10 国出产的榴莲、山竹、红毛丹、龙眼、火龙果、

香蕉等热带水果和特色工艺品随处可见。

32　第二届中国—东盟优质水果推介活动举行，2012-9-24，		http://

www.moa.gov.cn/zwllm/zwdt/201209/t20120924_29485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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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品贸易以泰国为例，东盟秘书处保护消费者

办公室代表鹏参表示，中国已成为泰国水果第一大

出口市场。中国 - 东盟自贸区正式运行以来，泰国

水果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泰国果农也因此

受益。

第九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也首设东盟咖啡展。

东盟国家盛产咖啡，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孕育了众多

知名品牌。专家分析 , 由于东盟咖啡质量好、口味

独特，东盟国家是未来 10 年内世界咖啡生产最大

的增长极。中国每年的咖啡消费量已超过 3 万吨，

并以每年 15% 的速度增长。因此，东盟咖啡在中国

市场拥有广阔的前景 33。马来西亚、越南、印尼、

老挝都有很强的咖啡生产优势。见表 4。

上述信息表明，中国 - 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可以

期待，其中在果品和咖啡的生产加工领域的合作机

会也较多。

33　东盟咖啡	中国市场，2012-9-20，http://www.moa.gov.cn/fwllm/

qgxxlb/gx/201209/t20120920_29466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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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东盟商务与投资合作加速

China-ASEAN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Speeds Up

目前，中国 - 东盟双方互为重要投资伙伴，双

向投资稳步发展。截至 2012 年上半年，中国与东

盟双向投资累计接近 930 亿美元 34，至 7 月，双向

投资累计近千亿美元。 

于 9 月下旬举行的第九届中国 - 东盟商务与投

资峰会暨 2012 中国 - 东盟自贸区论坛为开展双向

投资的推进一步。

34　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累计已接近 930 亿美元，2012-9-20，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2/0920/c70846-19065583.

html?prolongation=1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会并表示，“东盟国

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地之一，也是中国

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中国将结合在东盟国家

建立经贸合作区的举措，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中国

企业扩大对东盟国家投资，同时欢迎东盟各国企业

到中国投资，特别是到充满发展潜力的中西部地区

开展互利合作。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东盟的投资快速增长，投

资领域已从传统的建筑行业和工程承包向新能源、

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领域拓展。

IV. 中国海外投资与东盟
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i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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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公司副总经理侯晓

暾率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团拜会老挝，并向

老挝副总理宋沙瓦·凌沙瓦汇报老挝丰沙里省经济

发展规划，提出了发展思路。老挝方对中国水电在

丰沙里地区经济发展规划中作出的贡献充分肯定，

提出“以资源换项目”的发展模式，希望中国水电

继续对丰沙里省经济发展给予帮助和支持，帮助老

挝贫困地区尽早脱贫 37。双方还讨论了中老铁路建

设、老挝丰沙里省经济规划等等。

丰沙里省是老挝最北部的一个省，面积 16270

平方公里，人口 18.46 万人。 距中老边境很近。有

许多山地部落。因老挝古称寮国，其国土从北至南

分为上寮、中寮和下寮。而丰沙里省是老挝上寮地

区通往中国的重要门户，这一地区山脉中也含有丰

富矿藏。

总之，对老挝来说，在丰沙里地区建设规划中，

希望借助中国投资解决缺电问题、综合经济规划、

铁路运输等方面的发展。不过老挝提出的“以资源

换项目”的发展模式，与中国曾经的“以市场换技术”

模式相近，仍是经济发展处于低端状态的表现。

中国民企选定马来西亚推动中国品牌走向

东盟

Chinese private Firms Choose Malaysia as a 
gateway for promoting Chinese Brands in ASEAN

在金融危机拖累全球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民营

企业正做出积极努力，推动中国品牌走出去。9 月

21 日，由 30 多位中国民营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结

束了一周的东盟行，并根据投资环境、政府态度、

市场发展程度等，最终投票选定马来西亚作为推动

中国品牌的最佳地 38。

37　中国电建将承建老挝输变电项目，2012-10-9，http://finance.ifeng.

com/roll/20121009/7122583.shtml

38　 中 国 民 营 企 业 家 投 票 选 定 东 盟 最 佳 落 地 国，2012-9-21，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2/0921/c70846-19076225.

html?prolongation=1

双方已经建立起 12 个部长级会议机制，成功

打造了中国 - 东盟博览会、中国 - 东盟商务与投资

峰会、中国 - 东盟中心、中国 - 东盟环保中心、教

育交流周等一系列合作平台。

另外，通过设立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向

东盟提供优惠信贷等多种方式，向东盟提供力所能

及的资金支持，为促进东盟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 35。　

全国人大常委、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中国与

东盟之间的投资、贸易关系正进入加速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转移形成一种

梯度转移 36。见图 9。

因此，中国与东盟之间产业的梯次转移要加快

结构调整，推动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合理分工避

免不良竞争，重视发挥华商的桥梁与向导作用，以

工业园区作为双边合作载体。由此，通过华商的作

用和产业园区的平台，中国 - 东盟双向投资的效果

即可以在园区内得以体现。

中国电建集团在老挝建设投资额 5000 万美

元的输变电项目

China power Construction group Builds 
transmission project in laos

继中国企业在老挝投资多项水电项目后，9 月

28 日，国资委报道称，中国电建集团所属水电国际

公司在万象与老挝电力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将承

建老挝北部丰沙里省总长约 51 公里的双回输变电

线路。

该输变电项目投资约 5000 万美元，将为中国电

建集团投资建设的南欧江水电输出提供有力保障。

35　习近平：更大力度深化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合作，2012-9-22，

http://finance.ifeng.com/news/hqcj/20120922/7069873.shtml	

36　辜胜阻：中国与东盟投资贸易进入加速发展期，2012-9-24，0http://

fta.mofcom.gov.cn/article/ftazixun/201209/10922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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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代表团拜访了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

贸工部长穆斯塔法·穆罕默德说，中国是马来西

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目前马中两国之间的

交往非常广泛、频繁，在旅游、经贸、教育等领

域都有合作，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家对投资马

来西亚感兴趣，进一步拓展两国各领域的合作。

穆斯塔法强调指出，2011 年马来西亚国内生

产总值 (GDP) 增长率为 5.4%，马来西亚未来的目

标是人均收入达到 1.5 万美元，新增 330 万个就业

岗位并吸引超过 4000 亿美元的投资，目前，马中

两国在能源、钢铁、旅游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有

着良好的合作。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工业部也在北

京、上海和广州等地设立办事处，专门为中国企

业赴马投资提供服务。

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副局长曼马目表示，马来

西亚投资政策十分优厚，马来西亚允许外资全部

股权，并且不设利润上限，企业只需几天时间便

可完成注册。马来西亚目前在该国东海岸设立马

中关丹工业园区，中国企业可以享受 10 年免税的

政策。

中国民企组成的爱国者国际化联盟代表团团

长冯军表示，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很快，中国企业

在马投资空间很大；马来西亚有众多华商，他们

在当地的成功给中国民营企业以信心。他希望爱

国者国际化联盟代表团成员能够抓住机会，积极

寻求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机会。

该联盟成立于 2011 年，宗旨是致力于推动中

国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打造中国品牌。

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博士认为，马来西亚

良好的发展状况与其政治选情相关，本届政府确

实取得一定成绩，这对中国企业投资马来西亚创

造了良好条件。

中国投资东盟汽车市场的机会增加

China Enjoys More investment Chances in 
ASEAN Auto Market

在全球经济低迷持续，汽车市场发展势头放缓

的形势下，东南亚汽车产业却呈现不同情况。据 10

月 9 日媒体报道，曾经比较沉寂的东盟汽车业正朝

着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市场的目标全速前进。有关

机构预测，按照现有的发展速度，东南亚这一成为

全球第六大汽车市场的目标有望在 2018 年实现，

该地区汽车销售总量将达到 470 万辆，比 2011 年

的 240 万辆增长近两倍。

在东盟汽车市场发展前景的刺激以及政府优惠

政策不断出台的鼓励下，全球新老汽车生产商纷纷

加快了在东盟各国建厂扩厂的步伐。

在第二届中国 - 东盟（柳州）汽车、工程机械

及零部件博览会上，越南工贸部重工业司副司长吴

文宙表示，“我们希望更多中国企业到越南投资办

厂，生产汽车零部件，我们将在税收、土地等方面

提供更多的优惠；越南人均拥有汽车量很低，我们

希望到 2020 年，每千人拥有汽车达到 50 辆，实现‘汽

车化’，因此中国企业投资越南有着非常广阔的发

展前景”39。目前，越南人均 GDP 快速增长，将进

一步刺激越南汽车消费市场，同时，越南正大力发

展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中国 - 东盟自

贸区协议，越南已承诺到 2018 年汽车的税率为零，

届时，越南的汽车价格将会更便宜。

柬埔寨国务兼商业大臣占蒲拉西也表示，柬埔

寨与中国地缘相近，中国的汽车及工程机械产品在

柬埔寨有很好的市场，希望进一步加强合作。    

中国 - 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常务副秘书长许宁

宁认为，“东盟国家进入汽车发展新阶段，市场潜

力巨大，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更多

地考虑地缘相近、产业互补性高的东盟市场”。

39　东盟国家希望中国汽车企业前往投资办厂，2012-9-24，http://mag.

fznews.com.cn/html/fzrb/20120925/fzrb3625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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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必须注意的是，随着 240 万辆以上的汽

车年均增长率以及更大的摩托车年均增长率，东盟

地区各国的生态及生活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天然资源的消耗等，都为这一地区带来多项潜

在危机。该地区业内专家强调，东盟国家振兴汽车

工业，促进经济建设的意愿是好的，但是合理、科

学和可持续发展更值得重视 40。由此可见，中国企

业投资东盟同样要重视相关环境评估和项目的环保

运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 - 东盟汽车产业合

作的长远效果。

东盟部分项目存在贷款风险

Credit Risks Exist in Some ASEAN projects

中国在东南亚最大的援助项目——菲律宾北铁

工程，因被现任菲律宾政府认为是阿罗约时期的涉

腐项目而陷在争议之中。据《菲律宾明星报》10 月

2 日报道，菲律宾政府将把有争议的北方铁路项目

提交国际仲裁法庭，以裁定与中国的解决方案。

菲律宾交通部长约瑟夫·阿巴亚称，“根据掌

握的简要情况，我认为北方铁路项目已彻底告吹。

正如内政部长曼努埃尔·罗哈斯所说的，中国要求

我们归还贷款，因此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但这并不

意味着菲律宾政府将不起诉那些在此项目中贪污渎

职的人” 。据报道，阿基诺总统已将北方铁路项目

列为阿罗约政府时期的一大贪污案。

阿巴亚说，仲裁法庭可以确定菲律宾政府应当

为中止这个在阿罗约政府时期达成的铁路项目支付

多少费用。他说：“我们希望进行仲裁，按照法律

程序来解决问题和达成妥协。我们将为仲裁程序划

拔资金。希望能够平息这场争端。我们会履行自己

的义务并迎接一个全新的开始。”《菲律宾星报》

10 月 3 日称，菲律宾政府不打算偿还由中国提供的

总计达 5 亿美元的贷款。菲律宾预算部长表示，在

40　东盟汽车产业发展面临环保课题，2012 年 10 月 09，http://intl.ce.cn/

specials/zxgjzh/201210/09/t20121009_23736014.shtml

作出偿还贷款的决定之前，菲律宾政府不得不先决

定该项目已经进行到何种程度，我们将遵照公平原

则，并以工作量为基础来为已经完成或者交付的项

目付款。

中菲北方铁路项目连接马尼拉和菲律宾的北部

省份，因此被称为北方铁路。铁路建成后将连接菲

律宾首都大马尼拉区到北部省份邦板牙省部分地

区，包括马卡帕加尔国际机场和克拉克港等地，建

设预算金额大约 5 亿美元。2003 年 8 月，两国就合

作建设铁路项目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政府向

菲政府提供 4 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2003 年

12 月底，中菲双方签署该项目的第一期工程承包合

同；中国国家机械设备集团负责承建，中国进出口

银行负责贷款。

2005 年，菲律宾北方铁路遭到阿罗约反对派指

责，项目被告到菲律宾最高法院。以菲律宾参议院

主席德里隆为代表的反对派将该项目列为要求阿罗

约辞职的一大“罪状”，指责施工价格过高。参议

员卑亚顺质疑，中国 1 公里长的铁路造价为 87.1 万

美元，为什么在菲律宾同样长的铁路造价竟要 1300

万美元。

2010 年，菲律宾总统换届，阿基诺开始调查阿

罗约的一些贪污腐败问题，对这一项目重新进行调

查，调查后发现其中部分内容不符合菲律宾采购法

的规定，于是工程停工。2012 年 2 月，中菲黄岩岛

争端激烈，中菲北方铁路合作协议再起争端。此时，

中国提供的近 5 亿美元贷款几乎花光，但原计划 80

公里的铁路才建了不到 1 公里。中方看来问题完全

出在菲律宾方面。从 2004 年至今 8 年时间里，5 亿

美元投进去，工程却无法进行。

因此，中国在东盟国家投资的项目，都可能因

为政府换届或政策变更而造成投资的政治风险和政

策风险。对于东盟国家中存在海权争议的国家更是

可能因为南海争端而波及其他项目。对此，中国贷

款项目应注意全面评估风险，包括政治、政策、经

济和社会风险。

中国海外投资与东盟	/	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I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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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盟海事论坛看其强调的重点

What Dose AMF Reflect?

第三届东盟海事论坛（AMF）10 月初在菲律宾

首都马尼拉召开，菲律宾副总统在开幕式上说，这

代表了东盟寻找一致办法解决共同面对的挑战和发

展机会的各海事相关领域的最高利益。

2012 年 10 月 5 日召开了第三届海事论坛第一

次扩大会议。东盟 10 国所有会员国和八个对话伙

伴国，即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

西兰、俄罗斯和美国出席论坛。

东盟将加强该地区的海事合作视作为东盟共同

体建设进行努力的一部分。共有 18 个国家参会。

该地区官员和其他相关的利益攸关方交换了意见，

讨论了影响东盟共同体三个支柱（政治 - 安全共同

体、经济共同体、社会 - 文化共同体）建设的途径

和方法，包括在所有海事相关领域方面加强合作。

作为其审议议题的一部分，官员们评估了区域

海事合作的目前形势，分享各与会国家海事合作应

对的挑战和对前景的展望；审议了相关海域保持航

行自由的趋势，并讨论了加强对解决海盗和武装抢

劫活动的重要性。会议议程包括促进海洋环境保护、

生态旅游和渔业合作和未来工作等。

在海事论坛第一次扩大会议期间，日本外交部

副部长曲鹤冈先生做了主旨演讲，呼吁进一步巩固

东盟成员国及其对话伙伴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该副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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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进一步强调东盟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完善对实现

该地区海洋秩序和加强和平与稳定的意义。

在这次会议上，各利益相关国政府官员对于海

事国际组织、海事培训机构、学术界和民间社会

合作等进行讨论。其讨论的重点在海上互联互通

能力建设、 基础设施和设备升级、海员培训、保

护海洋环境和促进东亚地区的生态旅游和渔业制

度等方面。

上述信息表明，本届东盟海事论坛重点强调的

是各个利益相关国家加强海事合作、强调东盟的主

导作用、强调东盟自身的建设及强调海洋环境等还

是本身的问题，而不是强调中国媒体上通篇报道的

越南副外长的所谓宣布，即关于中国投资 30 亿元

人民币用于与东盟相关的海洋事务。因此，此次东

盟海事论坛的真正意义有待于深入分析。

解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2）

Decoding RCEp (part two)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

东盟倡议的亚洲最大范围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包

括东盟 10 国、中、日、韩、印、澳、新共 16 个国

家（10+6）41。这一框架协议于 2011 年 11 月开始

磋商，今年 8 月 30 日东盟经贸部长会扩大会议上

正式达成一致。如下是接续上一期登载的中国 - 东

盟商务理事会中方常务副秘书长许宁宁先生对相关

问题作出的详细分析：

有人说，在区域合作中，东盟是“小马拉大

车”，拉到一定程度就拉不动了。东盟的经济实力

虽然不如 RCEP 中的中国、日本等国，但其牵头建

成 RCEP 还是有可能的：

一是现在与东盟已建自贸关系的 6 国均表示支

持东盟主导建 RCEP。与东盟已建自贸关系的 6 国

41　ASEAN	plus	6	agree	to	start	RCEP	talks,	9-1-2012,		http://english.

cntv.cn/program/newsupdate/20120901/101251.shtml

目前均是围绕东盟建立自贸关系，这也是 RCEP 较

之 TPP 更易建成的原因之一，5 个“10+1”自贸区

协定及其实施为 RCEP 奠定了有利基础条件。

二是多年来中国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

导作用，在近年来召开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就此

达成了共识。

三是 RCEP 成员国间的开放程度虽然将高于目

前已与东盟签的 5 个自贸协定，但是还是会尽量考

虑到各成员国的舒适度和可行性，考虑到渐进性和

过渡性，而不像 TPP 一上来就制定了美国为主导的

过高开放要求，让人感到难度较大。

四是按照 RCEP 组建的预计时间表，2013 年初

启动谈判，2015 年底完成谈判，之后进入实施阶段，

而东盟经济共同体将于 2015 年建成，这为 RCEP

的组建形成了有利条件。

按照设计，RCEP 与“10+6”自贸区两者均是

由 16 个国家组成的自贸区，但性质不同。东盟认为，

这些年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上，中国主张

建东盟 - 中日韩（即“10+3”）自贸区，日本主

张建东盟 - 中日韩澳新印（即“10+6”）自贸区，

这样东盟挺为难，而 RCEP 是来了个折中。RCEP

是与东盟已分别签自贸协定的这 6 个国家根据自愿

原则加入，不加入则不勉强，也就是说 RCEP 有可

能没有 16 个国家，东盟十国是包括在 RCEP 中的，

目前中、日、韩、澳、新均明确表示加入 RCEP，

印度则面露难色，主要是担心开放市场后给印度

产业带来的压力大。今年 7 月份，新加坡总理李显

龙在访问印度时鼓励其加入 RCEP。紧接着 8 月底

召开的东盟与 6 国经济部长会议上，印度部长也与

其他部长们一起达成了《RCEP 谈判指导原则和目

标》。RCEP 具体拥有多少成员国还要看进入谈判

阶段的具体谈判结果。

至于中国为何愿意加入 RCEP，主要基于三个

方面的原因。一是 RCEP 组建符合中国实施的“睦

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符合中国主张的在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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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合作中东盟发挥主导作用；二是 RCEP 有利于

提高本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这种一体化的发展

有利于本地区稳定和繁荣；三是 RCEP 组建具有可

行性，已有 5 个“10+1”自贸区协定的基础，在准

入方面没有像 TPP 那样设置了过高的标准，在今年

9 月 9 日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上，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我们应该在充分考虑

各成员经济发展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循序渐

进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东盟 - 中国重视农业多样化合作保障粮食

安全

ASEAN-China Cooperation on Diversified 
Agriculture is to Secures Food Safety

在全球经济衰退，粮食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粮

食安全成为全世界关注的议题。在 9 月下旬于南宁

举办的中国 - 东盟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上，粮

食安全问题融入会议和一系列活动的关注焦点之中。

东盟地区是全世界最主要的稻米生产地之一。

国际谷物协会统计显示，泰国、越南、老挝、柬埔

寨和缅甸是东盟五个最大的大米生产国，每年出口

大米总计超 2000 万吨，占据全球三分之二的市场

份额。

然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朝

翰认为，东南亚国家粮食供求基本上是不平衡的，

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出口大米，而印尼、菲律宾、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大米都依靠进口。粮食对外依赖

度很高，粮食的安全度很低。因此，2008 年全球金

融危机以来，在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粮食需求持续

增加、全球极端气候增多和耕地面积减少等大背景

下，东盟粮食生产领域面临更多挑战。

中国 - 东盟自贸区共有 19 亿人口，粮食安全

对中国和东盟国家都非常重要。广西农业科学院国

际合作处吕荣华副处长说，“东南亚国家作为‘世

界米仓’，中国作为世界上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

双方在粮食生产领域的成功合作也是世界粮食安全

的重要稳压器” 42。

在中国与东盟开展农业合作以来，来自中国的

杂交水稻新品种和水稻种植技术在越南、柬埔寨、

文莱等国家展示了粮食增收前景。在广西会议期间，

42　中国与东盟开展农业合作应对全球粮食危机，2012-9-23，http://

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9/23/c_1131759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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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总理通邢也表达了对中老农业合作的关注。他

先是考察了中国广西一个现代农业基地，随后又前

往广西农业大市玉林考察，并认为老挝将为中国农

业企业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受制于较为落后的育种

技术和种植技术，一些东盟传统农业国家的粮食生

产水平仍然偏低，这些年来中国有不少企业、科研

机构在东南亚国家建立杂交水稻示范基地。以越南

的情况为例，见表 6。

上述信息表明，作物品种需要注重地方适宜性

问题，必须将育种和栽培技术结合于当地的生产和

自然环境。另外，对东盟国家而言，与有关国家合

作建设农业示范基地，合作培训作物育种、种植技

术人才才是解决提高产量知道。这也启示我们在这

些领域开展广泛合作的途径和方法应该进一步加强。

中国与东盟发展的制约因素不可忽视

Unavoidable Factors Constrai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中国 - 东盟之间贸易和投资发展迅速，双方平

等尊重、互利合作的愿望在今年的中国 - 东盟博览

会上形成共识 43。虽然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关系非常

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多方面因素制约了中国与

东盟的关系的深入发展。主要制约情况有以下几个

方面：

1、全球经济环境：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普

遍转弱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规模以及

投资规模增速均出现下滑。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

年前 8 个月，中国与东盟进出口总额同比增加 7%，

与以往几年年均 20% 的增速相比显著降低。

2、主动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

43　经贸合作突飞猛进　非经济因素不应是发展绊脚石，2012-9-22，

http://www.gx.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2-09/22/c_113172368.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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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研究员王玉主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战略性主动

调整的结果。

3、发展潜力未能释放：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

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认为，中国 - 东盟自贸区

发展潜力还远未释放。中国 - 东盟自贸区在货物贸

易、服务贸易方面将会不断加深。

4、南海问题：一些东盟国家人士对媒体表示，

一些贸易和投资活动，受到了非经济因素，比如“南

海争议”的影响。中国与东盟中的多个国家存在海

洋领土争端，在中国南海的范围内，已经有越南、

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对部分岛屿有声索要

求。泰国、新加坡、印尼等国则是通过与美国的军

事关系而间接参与到南海争端的阴影之中。所以，

东盟国家在与中国经贸合作的背后依然潜伏着这些

明暗的摩擦因素。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说，“不要太多

去关注政治、竞争，不要太过度关注这些令我们不

愉快的事情，而应该更加关注于共同的利益和愿景，

我想这是来自于中国的领导人，也是来自于东盟各

国领导人的意愿”。

相关信息已经足以表明，中国 - 东盟之间确实

存在争议和问题，而真正能改变中国与东盟之间经

贸下滑局面的并非归咎于世界经济形势，也不是说

哪一方有意或主动调整能够解释，而是取决于双方

解决一些关键问题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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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全面投资协议》

ASEAN Comprehensive investment Agreement

东盟各国的部长在 2009 年 2 月 26 日签署了

《 东 盟 全 面 投 资 协 议》（ASEAN Comprehensive 

Investment Agreement，下称 ACIA)。ACIA 是根据

之前两个类似的投资协议以及相关草案起草的：

1987年东盟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ASEAN Agreement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也

称 ASEAN Investment Guarantee Agreement， 下 称

ASEAN IGA）和 1998 年的东盟投资区域框架协议

（下称 AIA）。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形势下，

东盟决定合并上述两个投资协议。从强化东盟作

为全球投资流入区域地位的角度出发，东盟试图

建立一个对投资自由和开放政治制度，并且最终

达到区域经济融合的目的。ACIA 代表了一个全面

的投资协议，涵盖了制造业，农业，渔业，林业，

采矿和采石，并包括在以上五个领域衍生出来的

服务业。在《东盟全面投资协议》框架下，投资

自由化将会带动区域投资环境的开放，进而拉动

东盟区域内的整体经济。并且，该协议也允许未

来其他领域的自由化。ACIA 对投资提供的支持主

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宗旨上：自由，保护，助长和

促进。同时，ACIA 明确了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

ACIA 对于 AIA 协议的优惠待遇依然延续，并重申

AIA 和 ASEAN IGA 的相关待遇，比如国民待遇和

最优惠国待遇。

ACIA 里面提到的新待遇有：基于国际上通用

的最佳措施，提供一个更加自由，更加相互促进

的，更加透明的，更加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在

投资方与成员国争议方面，投资转移和后续处理

等方面，在此前两个协议的基础上继续改进；新

协议禁止成员国对投资方在商业表现方面的要求；

在引进外国高层管理人员与董事会人员方面提供

优惠待遇。

全球经济危机使外国在东盟的投资有略微下

降，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流入东盟的 FDI。在 2008

年，流入东盟的 FDI 保持在 597 亿美元。相比之

下，作为内部经济融合的一个成功案例，东盟各

国内部相互间的投资增长很快，2008 年同比增长

13.4%，达 107 亿美元。东盟各国之间的投资在

2008 年占到总投资量的 18.2%，而 2007 年同期该

比重只有 13.5%。2011 年，流入东盟的 FDI 达到

1170 亿美元，增长了 26%，增速远高于东亚的 9%。

为了更好地面对越来越激烈地争夺 FDI 的局面，

东盟正持续努力使当地变得更适合投资。东盟各

成员国已承诺将向更自由和透明的投资环境转变，

争取更多的投资流入东盟，并最终达成发展该区

域经济的目的。

V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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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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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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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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2009-11/01/c_134309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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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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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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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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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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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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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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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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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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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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总监王水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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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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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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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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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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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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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物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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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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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或附带者）任何责任。

如果需要征求具体建议或希望获取本刊物所提及内容的更多信息，请您按本刊物封底所示的联系方式直接咨询服务。

© 2012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安邦咨询。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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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