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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东盟目前经济状况及资金流入形势分析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and 
Capital Flow in ASEAN

目前世界的经济形势仍受美国继续实行量化宽

松政策的影响，欧盟也依然未从欧元危机的状态中

走出来，亚洲的日本正推行第二轮财政刺激计划，

而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速放缓 1。相比较之下，东盟

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较好，近期吸引了全球资本向

该地区移动。

2011 年以来，东盟国家中股市表现最好的是菲

律宾，其股票基金回报在 2011 年达到 40.68%。投

资基金组织的资料表明，泰国股票基金仅次于菲律

宾股市的表现，回报率为 34.23%；新加坡及马来西

亚股票基金回报率稍低，但也达到 30% 左右 2。

从整个亚洲地区来看，正如亚洲开发银行行长

黑田东彦所分析，“外围经济不明朗，亚洲地区难

以独善其身。目前亚洲地区出口下滑，拖累了经济

增长，2011 年亚洲地区内经济增长跌至 7.2%。但

区内经济增长超过 6% 仍然是健康的。亚洲国家应

趁现在进行结构性转型”3。

那么，东盟地区的资金流动状况反映了怎样一

种发展状态和趋势呢？

一、较好的经济增长情况为国际资本前来奠定

基础

1　“印度新政利好经济	把握新兴市场增长潜力”，2012-11-19，http://

epaper.stcn.com/paper/zqsb/html/epaper/index/content_422692.htm

2　“ 过 去 一 年 表 现 最 好 为 菲 律 宾	 股 票 基 金 回 报 40.68%”，

2012-1 1-1 5，h t t p : / / www . s 1 9 7 9 . c om / c a i j i n g / g a n g g u /

caijingxinwen/201211/1562394215.shtml

3　“ 亚 开 行 指 亚 洲 区 内 国 家 应 促 进 就 业 及 鼓 励 消 费”，

2012-1 1-1 5，h t t p : / / www . s 1 9 7 9 . c om / c a i j i n g / g a n g g u /

caijingxinwen/201211/1562394315.shtml

东盟国家近年经济增长保持较好发展状态，但

在以美国第三轮的量化宽松（QE3）政策为首的发

达国家释放部分资金后，这些国际资本正在重新加

快流入亚洲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在几个发达经济体

推出货币宽松政策的推动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有

所升温。但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呈现放

缓趋势，因此对投资资金主导的资产价格上涨方面

并未迅速反映 4。例如，在菲律宾，海外资金推高了

股价和该国货币比索。菲律宾的股票指数徘徊在历

史最高点附近，而比索则处于 4 年零 6 个月以来的

最高水平。

虽然亚洲国家期待继续引导全球经济复苏，但

目前仍将保持以一个很平缓的速度进行。近年亚洲

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国、日本以及

东盟十个成员国的实际 GDP 增长情况见图 1。

从 2009 年至 2012 年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实际

GDP 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的 GDP 增速仍保持高位。

其次是老挝、越南、印尼和菲律宾。2011 年，越南、

老挝、柬埔寨这些东盟中比较贫穷的国家都保持较

高的经济增长率，缅甸的经济增长态势也比较引人

注意。这些状况为东盟地区吸引国际资本的进入奠

定了基础。

二、东盟国家中股市状况比较活跃

东南亚的主要股市近来在世界股市中的表现非

常突出，如新加坡 FTSTI、印尼 JKSE、菲律宾股市

PSI、马来西亚 MYX、泰国股市 SETI、越南 VNI

的交易情况比较活跃 5。分析东盟中六个国家目前股

4　“热钱重新流向新兴经济体”，2012-10-25，http://www.dh.gov.

cn/bofcom/432925036920176640/20121025/337434.html

5　“ 路 透 财 经 数 据”，2012-11-20，http://cn.reuters.com/article/

currenciesNews/idCNST0577507201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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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与 2011 年情况（见图 2），可以看出，菲律宾在

2011 年和今年至目前的股价情况最为突出，2011

年的股价就已开始处于良好状态，今年的上涨情

况更为明显。排在第二位的是印尼的股市情况，

今年也较之 2011 年其股价有较大增长。之后是新

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股市也都反映了今年的

增长情况。

东盟的股价情况反映了私人投资非常活跃，而

这笔资金主要来自于国际资本的进入，例如也包括

经常账户中侨汇收入。菲律宾大量海外务工人员的

收入汇寄回国内为其经济增长和繁荣市场做出了贡

献。对于这一情况，安邦咨询曾在中国东盟观察第

008 期已对菲律宾的侨汇情况作出了分析。

东盟国家股市的几个基本股指情况反映出（见

表 1），印尼股指在近 30 天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在

今年和月度中的当日情况（2012 年 11 月 20 日）均

呈现上升趋势；而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股指则

呈现下降趋势。

三、资本进入推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繁荣

国际资本在东盟国家的流动还反映在债券市

场、房地产市场和外汇市场上。据花旗银行每周资

本流向跟踪报告显示，2012 年以来亚洲债券发行规

模已创下 1580 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与去年全年

债券发行规模 1127 亿美元相比增加了 453 亿美元

之多。而从房价上涨的情况也反映了被资本的进入

而强力推高的效果。印尼首都雅加达豪宅价格上涨

约两成，在亚洲各国中涨幅最高。菲律宾首都马尼

拉的豪宅价格也上涨了一成多（见表 2）。

汇率情况也反映出相关国家货币出现的较强发

展情况。图 3 反映出部分东盟国家及中国的汇率近

年基本上均处于升值情况。有分析称，菲律宾央行

为阻止比索过度升值，已经表示有可能在未来一段

时间进行降息。

事实上，亚洲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状况总体上

来说仍呈现减缓的迹象，因此各国和地区对过剩资

金的流入加强了警惕。如果投资资金持续过度流入，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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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通过诸如房地产行情上升等渠道推高物价，这就

有可能对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的亚洲新兴经济体

构成巨大威胁，从而增加了再次遭受沉重打击的风

险。澳新银行（ANZ）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指出：

“如果出现这种负面效应，恐将又导致资本外流和

逆向流动”6。

四、对东盟地区资金流入形势的未来预期

通过对东盟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股市活

跃情况和一些经济指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方

面的结论：

1. 在美国、日本释放的货币宽松的政策影响下，

目前确实有大量热钱涌入亚洲，不少亚洲经济体股

市、汇市、房市均出现行情大幅上涨势头，从而加

大了中长期的通胀风险。

2. 资本短期流入蕴藏着潜在风险，亚洲相关国

家应该注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发出

的风险预警，即短期内资本的大量流入将可能带来

资产泡沫，为市场营造出发展繁荣的假象，从而导

6　“热钱重新流向新兴经济体”，2012-10-25，	http://www.dh.gov.

cn/bofcom/432925036920176640/20121025/337434.html

致通货膨胀。

3. 外资流入已经明显使亚洲地区一些规模较小

的股市受益，例如菲律宾和印尼的股市，而这些国

家的经济增长情况却不是最好，因此尤其要警惕防

止资产泡沫的进一步加剧。

4. 此次亚洲国家股价上涨基本由外国投资者主

导和拉动，因此，未来国际资本的投资心态和风险

偏好的转变值得关注。物极必反，从 1997 年亚洲

金融风暴的教训看，应该警惕资金在市场预期变化

下的逆向流动。当大量资金流动带来通胀风险后，

资金将有再次出逃的可能。

5. 鉴于东盟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战

略地位，带有不同目的的资金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将

陆续进入和驻留在那里，进行相应投机活动。加之，

2015 年东盟要分别实现政治 - 安全、经济、文化 -

社会的一体化，必将继续有相应的繁荣预期和拉动

政策。在此背景下，东盟未来的发展存在较多的机

会，外国资金在未来 3 年内进入东盟国家仍将有可

能获得较好的市场回报。对于正在全球市场寻找机

会的中国企业来说，东南亚国家政经形势的变化值

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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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经济近期将面临GDP增速和出口增速

双双下滑的挑战

Thailand Faces Double Decrease in GDP and 
Export 

因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加上欧洲经济问题久拖

未决，泰国央行仍维持2012年全年泰国经济增长5.7%

的预期，但对 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

度的预测由原来 5% 下调至 4.6%。与此同时，泰国

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其出口也在下滑。由于美

国经济因财政税收政策在 2012 年底到期面临“财政

悬崖”问题而风险加重，并且泰国 12 个主要贸易国

家的经济增长也将放缓，因此将对泰国出口带来影

响。为此，泰国央行将 2013 年泰国出口增长速度从

原预期 10.8% 降至 9%，但预期泰国出口会在 2013 年

下半年随着世界经济好转而有所复苏，而 2012 年泰

国全年出口增长率仅剩余 4.4% 水平。

近期，由于美国实施的 QE3，再加上泰铢和

美元的关联性很高，从而会引发外国资金大量流

入流出泰国的风险。泰国央行密切关注外国资金

流入动向，根据情况变化随时进行讨论，以推出

及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手段来维护泰铢汇率的稳

定性。泰国中央银行主管金融稳定的副行长蓬翩

表示，泰国央行已宣布下周起放宽上市企业投资

海外资产的权限，从原来仅能够投资政府养老基

金、社会保障基金、人寿保险公司等部分金融机

构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同时，个人投资者也可以

投资在国内发行和销售的外币证券，机构型投资

者能够自由管理汇率风险。蓬翩重申，上述政策

符合央行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大纲，该大纲的首

期计划将在 2012-2013 年实施。

英拉在进行重组内阁。曼谷当地时间 10 月 25

日，泰国总理英拉将改组后的内阁名单禀呈普密蓬

国王。按照泰国法律，在国王签署御令后，内阁改

组即可生效。此次改组内阁是英拉自去年 8 月就职

以来第三次改组，共涉及约 20 位正副部长的职位

调整，接近半数是首次入阁。

综上所述，泰国将在 2012 年底到 2013 年上半

年面临经济复苏的严重挑战。究其原因，主要是泰

国作为对贸易伙伴国经济形势非常敏感的国家，国

内经济受外部干扰很严重。英拉内阁可否带领泰国

度过 GDP 增速和出口增速下滑双重困境还有待于

继续观察。

印尼政府在严控外债的同时加大基础建设

投资

Indonesia's Gov. is Reducing Foreign Deficit and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日前，印尼财政部部长阿古斯在雅加达称，苏

希洛总统已向内阁成员及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发出指

令，要求限制外国贷款数量，严格控制外债规模。

他表示，2012 年印尼政府财政收入将达 1358 万亿

印尼盾（约合 1417 亿美元），是 2005 年的 3 倍，

在政府自身财力大幅增强的同时，须更加严格管理

外债，并保证外国贷款能为印尼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根据印尼财政部统计，2007 年至 2012 年印尼外债

持续增加，从 2007 年的 586 万亿印尼盾（约合 609

亿美元），增加至 2012 年的 637 万亿印尼盾（约

合 662 亿美元），占政府债务总额的 32.22%，目前

印尼债务总额为 1976 万亿印尼盾（约合 2054 亿美

元），约占 GDP 的 23.13%，其中，印尼外债中的

57 万亿印尼盾（约合 59 亿美元）将于 2013 年到期，

2013 年印尼财政预算已安排 58.4 万亿印尼盾（约

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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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61 亿美元）用于偿还到期外债 7。

与此同时，印尼的基础投资在不断加大。2013

年基建投资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明年印尼国家收支

预算中的收入将增加 11 万亿盾，另外电力基价调

高后也可节省出 11.8 万亿盾用于基建。按照初步预

想，上述资金主要将拨给公共工程部 80 万亿盾、

交通部 30 万亿盾，以及能源与矿业部 18 万亿盾。

涉及的基建项目包括：383 公里双轨铁路，新购 92

个火车机车、有轨电车和有轨巴士，修缮扩建 120

个机场，新建 15 个机场，维修保养 3.5 万公里道路

和 24.76 万米的桥梁，新建 10.73 万公顷的农田水

利设施，另外还将新建 164 个水库。

马来西亚在世行全球开展业务排名上升6位

Malaysia's Rank Climbed up 6 Positions in World 
Bank's Doing Business Report

近日，世界银行发布的 2013 年商业环境报告

显示，马来西亚在全球开展业务 185 个参评国家

排名中列第 12 位，较去年上升 6 位。世行该项报

告调查项目涉及创业容易度、税收管理效率、许

可证获得批准和跨边境贸易便利度等，马在电力

资源（从 59 位到 28 位）、产业登记（从 59 位到

33 位）、税款缴纳（从 41 位到 15 位）、跨境交

易（从 29 位到 11 位）及施工许可证（从 113 位到

96 位）处理等领域取得较大提升，尤其是在保护投

资者（第 4 位）和获得信贷（第 1 位）方面表现突

出。马来西亚在全球开展业务的排名提升体现了马

来西亚政府对于提高政府服务和商业环境的战略有

持续性的结果。世行报告对于马来西亚政府成立的

促进商业工作小组（PEMUDAH）和绩效管理传递

小组（PEMANDU）。专注于商业监管和过程表示

肯定。马来西亚政府已经表态，马来西亚政府的排

名提升让市场对马来西亚将在 2020 年之前彻底转

型保持乐观的预期。此外，该报告的结果对于马来

7　	“印尼将继续严控外债规模”,2012-11-20，

http://news.hexun.com/2012-11-15/1479927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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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实现其长期目标，提高该国的人均国民收入 ，

有重要的意义。为了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政府将

继续做国家关键经济领域（NKEAs，National Key 

Economic Areas）和战略改革提议（Strategic Reform 

Initiative, SRI）方面推进。同时，马来西亚政府将

进入全球开展业务排名前十作为目标，努力成为全

球企业家的目的地（见图 4 和图 5）。

菲律宾经济前景中的机遇与挑战

The Philippines’ Futur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正当欧洲国家普遍陷入因评级下降而导致的债

务危机时，菲律宾的政府信用却因得到了评级公司

的青睐而被上调。据菲律宾《马尼拉公报》11 月 2

日报道，菲律宾预算管理部长阿巴德称，穆迪公司

将菲信用等级提升一级，表现出该公司肯定了阿基

诺政府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为保持国家经济

弹性以及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所做的努力，这也意味

着国际社会对菲律宾财政表现有更多期待。为此预

算管理部将采取一切可能办法保证在公开、透明以

及可控的范围更快、更有效率地完成财政支出任务。

而这有利于菲政府加快支出和实施改革的进度 8。

借着穆迪公司提升信用评级的助力，菲律宾政

府加大了国债融资的力度。据菲律宾《商业镜报》

11 月 2 日报道，根据菲律宾国库局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 9 月，菲政府借款总额达到 6010.4 亿比索，高

于去年同期的 3848 亿比索，同比增长 56%。其中

5036.1 亿比索来自菲国内债务市场，974.3 亿比索

来自外国贷款。今年 9 月，政府债务为 910.4 亿比索，

高于去年同期的 408.7 亿比索。菲财政部长普里斯

马表示，政府目前的目标是延长借款到期日，减少

到期日集中在一起的可能性，减少外币借款，并降

低借款成本 9。

8　	“穆迪公司提升菲律宾信用等级刺激菲政府支出”，2012-11-2，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11/20121108415808.

html

9　“截至 9 月菲律宾政府借款增长 56%”，2012-11-2，http://www.

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11/20121108415798.html

虽然有政府的刺激政策和资金，但菲律宾的

投资环境却削弱了这种作用。亚洲公司治理协会

（ACGA）所做的最新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 11 个

国家（地区）中，菲律宾在公司治理方面得分 41 分，

仅高于印尼（38 分）排名第十位，但较去年的第

十一位有所改善。评分标准包括有关政府机构制定

适当规则的有效性、规则的执行力度、上市公司企

业行为披露、商业道德规范等 10。而菲律宾的表现

很难令人满意。糟糕的商业环境再加上持续的人口

增长使得虽然菲律宾政府加大投入但仍然无法改善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菲国家统计协调委员会数据显

示，2011 年菲律宾失业率为 7%，较 2010 年的 7.3%

有所下降，但是这个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亚洲国家。

泰国 2011 年失业率为 0.7%，越南为 2%，马来西亚

为 3.1%11。在外部环境尚可的情况下，菲律宾政府

的主要工作重心应放到整顿国内商业环境上来。

中国与越南进行深度金融合作存在机会

Opportunity Exist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for 
Deep Financial Cooperation

越南的《西贡经济时报》杂志近日报道：越南

河内证券交易所现已与各国的 14 个证券交易所签

订了合作协议。最近已与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签订

的合作备忘录。报道称，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及双边

的通讯渠道，分享在执行法律法规方面的专业经验

是与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签订的合作备忘录中的主

要内容。河内证券交易所总经理陈文勇说：“越南

在建立、设计新产品和发展交易系统中很需要参考

国际经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这方面可以帮助河内

证券交易所”12。

10　“菲律宾在亚洲国家（地区）最佳公司治理中列倒数第二

位 ”，2012-11-2，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 jyj l/

j/201211/20121108415789.html

11　“菲律宾人口持续增长，新的就业机会不足”，2012-11-2，http://

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11/20121108415794.html

12　“越南河内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合作”，2012-11-1，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11/2012110841430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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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的今年 5 月 1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与河内证券交易所就曾在越南河内签订合作谅解备

忘录。备忘录内容涉及人员交流，业务培训和信

息沟通等。 据《越南经济时报》报道，文件签署

后，两个证交所将共同合作开发信息渠道，保持交

往，并通过分享市场和上市公司数据、证券市场规

定及其他相关信息，建立两所之间的高层经常交流

机制等以加强维护本国证券市场秩序方面的相互支

持与合作。通过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两所还希望

加强对对方市场发展的了解，共同探讨交叉上市和

交易的可能性，开发新产品和实现市场数据系统对

接 13。

越南经济近几年来增长强劲，2011 年经济增长

达 6.25%。在新兴市场中位居前列。但是越南的金

融体系并未跟上越南经济的发展脚步。越南股市不

仅容量小，而且股市大盘暴涨暴跌，使得越南很多

国内企业不得不去香港上市。包括越南制造加工出

口公司，陆氏集团（越南控股）有限公司等众多越

南优秀企业都已经在香港成功上市。但对于越南众

多的中小企业来说，一个健康的融资环境显得尤为

重要，而越南政府也决心建立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

助力国内经济增长。因此，对越南来说，与中国这

样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合作意义深远。

新加坡可能改变亚洲LNG市场的定价机制

Singapore May Change the Pricing Mechanism for 
LNG in Asia

总投资达 17 亿新元（14 亿美元）的新加坡首

个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终端近日将投入使用。

该 LNG 终端的运行不仅能提升新加坡在区域市场

中的地位，也将给整个亚洲 LNG 市场带来极大影

响 14。

13　“深交所与越南河内证交所签合作备忘录共谋合作”，2011-5-19，

http://finance.ce.cn/rolling/201105/19/t20110519_16579776.shtml

14　“新加坡打造亚洲 LNG 贸易中心”，2012-10-31，http://intl.ce.cn/

sjjj/qy/201210/31/t20121031_23803659.shtml

2011 年，全球 LNG 总需求量为 2.45 亿吨，其

中 63% 来自亚洲市场，其中日本的 LNG 进口量近

来大增，主要是为了弥补福岛核泄漏事故后核电站

关闭带来的能源短缺。LNG 现货交易市场将以每

年 11% 的速度递增至 2015 年，而整体市场将保持

7% 的增长速度。过去 10 年里，LNG 贸易在全球天

然气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加大，从仅占 2% 到如今的

20%。尽管仍有较大一部分天然气在生产国本地消

费，但天然气市场的全球化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LNG 贸易正在成为连接全球各地天然气市场的关

键因素。来自 TRI-ZEN 咨询公司的报告预测，到

2020 年全球 LNG 总需求量将达到 4.56 亿吨，亚洲

市场将占到 67%。尽管澳大利亚的 LNG 项目将于

2015 年完工，但这远无法满足未来 LNG 市场的需

求。随着传统 LNG 出口国如印尼、马来西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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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等由于国内能源需求增长而纷纷减少LNG出口，

亚洲LNG市场的供应将更多来自非洲和西方国家。

多年来，LNG 交易都以长期合同为主。由于

LNG 加工厂高昂的生产费用决定了只有长期合同才

能提供稳定的资金，所以长期贸易合同一直是 LNG

市场的基础。作为消耗全球 LNG 总产量近 2/3 的

最大市场，亚洲 LNG 市场的变化总是全球关注的

焦点。而在全球 LNG 现货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中，

亚洲市场也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见图 6）。

如今，随着新加坡 LNG 中心投入使用，一个将打

破以往供需平衡的巨大变革即将在亚洲 LNG 市场

发生。

新加坡成为亚洲 LNG 贸易中心也代表着亚洲

LNG 定价机制有可能发生改变，新机制或将更多考

虑短期合同。而且，随着新加坡 LNG 中心投入运行，

亚洲 LNG 价格和油价挂钩这一在许多人看来并不

合理的机制也将面临终结。长期以来日本、韩国等

传统 LNG 进口大国市场需求旺盛，且远离进口来

源地，加上近年来中国等新兴市场对 LNG 需求的

迅速增长，导致了亚洲 LNG 的高价格。亚洲 LNG

买家过去总是羡慕其他地区的买家可以享受较低的

LNG 价格，但由于亚洲市场的主要买家如日本和韩

国并不愿意改变同油价挂钩的 LNG 定价机制，所

以亚洲 LNG 价格同其他地区相比总是居高不下。

这一切都将会随着新加坡LNG中心的运营而结束。

老挝正式加入WTO	改革开放进入加速轨道

Laos Officially Joins WTO - Accelerating Economic 
Reform

世界贸易组织（WTO）10 月 26 日在瑞士日

内瓦召开的总理事会会议上正式批准老挝成为其第

158 个成员国。至此，东盟十国全部成为了世界贸

易组织成员国。

据世贸组织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老挝工业和

商业部长南·维雅吉与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

米共同签署了老挝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维雅吉表

示，他有信心老挝国会在今年 12 月份批准这一协

议。根据协议，在货物贸易方面，老挝承诺约束现

行关税税率，所有进口商品平均税率为 18.8%，其

中农产品平均税率为 19.3%，其余产品平均税率为

18.7%。服务贸易方面，老挝承诺开放 10 个行业领域，

共涵盖 79 个分行业。

老挝于 1997 年就申请加入世贸组织，2004 年

才启动相关谈判。15 年来，老方就关税和市场准

入等问题与有关成员进行了复杂艰难的谈判，老方

已答复了世贸组织成员提出的约 1300 个问题并与 9

个世贸组织成员就关税上限、服务业对外资开放、

修改贸易法规等问题达成双边协议。此外，老方还

修改了《税法》、《企业法》、《知识产权法》等

几十部法律法规，以适应 WTO 有关原则要求 15。

老挝加入 WTO 将有利于老挝更加广泛、深入

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吸引外资、促进对外贸易，

有助于其大力推进革新开放事业，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速度；此外，老挝入世还将为该地区和世界经济

注入新的活力，为实现东盟经济一体化做出积极贡

献。老挝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工业和商业部副部长

开玛妮·奔舎那表示，加入 WTO 有利于老挝更加

广泛、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有助于大力推

进改革开放事业，加快该国经济社会发展。此外，

老挝还将进一步推进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与合作，扩

大两国经贸往来。

作为东盟十国中最后一个加入世贸组织的国

家，老挝入世，不仅仅会在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框

架下给中国企业走进老挝带来很多机遇，而且还将

会对中国 - 东盟自贸区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

易投资便利化提供有利的条件。据统计，中国企业

在老挝的投资累计是 33 亿美元，在东盟国家中紧

随泰国、越南之后，列居第三位。老挝入世后将更

有利于其吸引外资，有利于中国企业到老挝投资。

15　	“老挝加入 WTO 分析称利于东盟经济一体化”，2012-10-27，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2/1027/c70846-194057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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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目前老挝急需发展基础产业，希望获得技术、

资金支持，对中国企业是很好的机会。老挝拥有丰

富的森林、水和矿产等自然资源，入世将使老挝更

加重视能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所有这些，都为

中国企业投资老挝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柬埔寨从日本资金流出中国得到“好处”

Cambodia Gains “Benefits” from Japan’s Capital 
Diversion from China

由于近日中日关系转冷，以及泰国和越南面临

工资上涨以及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使得在日本中小

企业中掀起了一轮对柬埔寨投资的热潮。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此次日本对柬埔寨投资热

潮的最大推手主要是当地低廉的劳动力。根据柬埔

寨法律，每月的最低工资额度为 61 美元，这仅为

中国上海地区的 30%。而且，如果日企在当地投资

还可以享受到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特惠关税。早在

2011 年，就有约 20 家日本企业决定进驻柬埔寨，

而这其中约有 80% 是从中国转移而来。进入 2012

年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柬埔寨发展理事会（CDC）

表示，2012 年计划在柬埔寨投资的日本企业大约比

2011 年增加了两倍。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

派遣至柬埔寨发展理事会的投资顾问今村裕二表

示，最近 1 个月内就有超过 100 家的日本企业前来

进行投资洽谈，中日关系恶化加快了日企另寻僻径

投资的步伐 16。

日本住友电装集团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市经济特

别区开设的线束工厂已于今年 4 月份投入生产，据

了解，该工厂职员的平均月薪为 80 美元，加上社

保福利也就 100 美元左右，仅为中国和泰国的三分

之一。此外，类似于日本电产等在泰国开厂的日企

也表示，今后计划将部分生产点转移至柬埔寨。

16　“柬埔寨成为日企分散中国投资风险的优选地”，2012-11-6，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11/20121108420871.

html

不仅仅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柬埔寨政府也在

主导招商引资计划。首相洪森就曾计划出席金边经

济特区的开业典礼，而且柬埔寨政府还曾授权日本

电子产品制造厂商美蓓亚（总部位于长野县御代田

町）五年期限的小型电机独家生产权，籍此以复制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来用生

产权吸引投资，并希望能够利用外资实现产业升级。

在政府政策鼓励下，日企的主要投资也从纺织工业

等扩大到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制造业上。这中变化

对当地工人的认识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名在日企

工作的当地员工就曾表示，希望将来能在高工资的

IT 企业工作。

而日本企业在投资的同时，也开始培养当地的

人力资源。虽然柬埔寨劳动力资源丰富，每年新增

劳动力超过 20 万。不过，这些劳动力很难立刻适

应日本企业。所以，计划招聘 5000 人的日本美蓓

亚公司，甚至成立了语言学习班和女子宿舍。

虽然柬埔寨的吸引日本企业的计划效果明显，

但仅靠低廉的劳动力作为诱饵很难和日本企业建立

起长期关系，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价格不

会一直低廉。日本企业的“漂流之旅”或许很快就

会转移到缅甸，老挝等其他国家。

文莱欲建现代化机场吸引外来资源

Brunei Modernizes its Airport in Order to Attract 
Foreign Capital

随着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整个地区的航空旅

行的需求预计也将增加，在这其中东南亚的航空旅

行需求增加尤为显著。为了迎合这种日益增长的市

场需求，文莱国王 Sultan and Yang Dipertuan 通过文

莱经济发展局和民航处开始投资 1.3 亿美元扩建文

莱国际机场 17。

17　“Modernization	Of	The	Brunei	 International	Airport”，2012-11-

1，http://www.brudirect.com/index.php/Press-Release/modernization-

of-the-brunei-international-air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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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国际机场始建于 1974 年，随着文莱经济

发展，该机场分别在 1984 年和 2000 年经历了两次

扩建和修葺。现在文莱国际机场的年客运量约为每

年 150 万。这种运力现在已经显得捉襟见肘。

据了解，该机场的设计工作是由新加坡财团，

樟宜机场顾问有限公司 /AECOM 亚洲有限公司完

成。 建 造 工 作 由 Trans Resources Corporation Sdn 

Bhd JV Swee Sdn Bhd 承担。整个工程已经于 2011

年 11 月起开始，但主要施工活动在今年 3 月才开

始正式实施，将涉及到机场某些设施的关闭和搬迁

以及通知公众等。

扩建后的机场将在功能，外观及客流量上有极

大改善（见图 7 和图 8）。新机场极大改善了安全

系统以及行李货物处理系统，安全检查和出入境检

查的柜台数量将增加一倍。另外还会有 14 台电子

售票机投入使用，新停车场也能容纳 660 辆汽车。

此次扩建会使得文莱国际机场的客流量运力增加一

倍，达到 300 万人次每年，以及配套的货运能力。

该项目计划于 2014 年 11 月完成，项目建成后能大

幅度提高文莱国际化程度。新机场将有助于文莱的

旅游，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缅甸若开邦骚乱危及中缅石油管道

Turmoil in Rakhine State in Myanmar May 
Endanger China-Myanmar Oil Pipeline

缅甸总统府 10 月 31 日发布新闻公报说，从 10

月 21 日至 30 日，若开邦骚乱中共有 89 人死亡、

136 人受伤，32231 人无家可归。公报说，骚乱中

还有 5351 间居民房屋被烧毁。调查发现，部分个

人和一些政治组织、与政府实现和解的前地方武装

组织、国外势力参与制造和煽动骚乱。骚乱中还出

现由普通骚乱向武装冲突转变的迹象。公报还说，

缅甸政府正追究有关个人和组织的法律责任，呼吁

民众给予合作，维护社会稳定和法律秩序。根据最

新的报道，缅甸官方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后，若开邦

骚乱的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

此次骚乱最开始发生在若开帮敏比亚镇，其后

迅速蔓延到胶都、胶漂、拉德堂、弥蓬、妙乌、报

都等多个镇区。若开邦的主要居民是信奉佛教的若

开人，但同时还有大量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也

居住其中。两个群体间关系长期不和，而且随着时

间的推移有愈发紧张之势。1962 年奈温将军发动军

事政变，推行大缅沙文主义，对各邦土著民族都实

施民族压迫的同时，野蛮地剥夺了罗兴亚人的公民

权利，并污蔑罗兴亚人是吉大港人、孟加拉人、非

法移民之入侵者。从此，罗兴亚人被歧视、迫害、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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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逮捕，尤其是不准他们迁居、旅行，其子女

不得上学、工作、结婚，受尽了极其不人道的待遇。

在今年 5 月份若开邦就发生过因种族仇杀的大规模

骚乱，当时若开邦的穆斯林教罗兴亚人大规模逃往

孟加拉，但孟加拉政府将其阻拦在己国边境之外。

随后在缅甸政府出面军事干预下，动乱才表面平息。

由于罗兴亚人大都信奉伊斯兰教，其在缅甸的

遭遇甚至引起了基地组织的注意。巴基斯坦塔利班

运动组织曾要求巴政府出面干预此事，该组织曾以

巴国安全部队等为目标展开过攻击。

若开邦的动荡局势直接影响到中缅石油管道的

建设情况。由于中缅石油管道（见图 9 和图 10）缅

方终端位于若开邦的胶漂。而且在这条石油管线周

围也发生大大小小的骚乱甚至武装冲突无数次。这

些都成为中缅经济合作的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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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马棕榈油贸易在不确定性中稳步扩大

Palm Oi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Increases despite Uncertainty

近日，由大连商品交易所主办的第七届国际油

脂油料大会在广州举行，马来西亚衍生产品交易所

主席拿督·达祖汀表示，国际油脂油料大会是大连

商品交易所和马来西亚衍生产品交易所合作的结

晶。过去 6 年，双方在资本市场上不断合作，每年

与会代表人数都在不断攀升。该会促进了食用油期

现合约的相关发展，为两家交易所的市场客户获取

相互市场的资讯提供了便利，也为双方客户提供了

很好的对冲工具，充分发挥了交易所的协作效应。

达祖汀强调，自去年 12 月开始，马来西亚衍生产

品交易所已接受人民币作为交易所的保证金，批准

了中国工商银行成为马来西亚衍生品交易所的结算

银行。马来西亚衍生产品交易所棕榈油期货合约已

经成为全球的标杆合约。

棕榈油是世界油脂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它在世界油脂总产量中的比例超过 30%。棕

榈油作为植物油的一种，能部分替代其它油脂，可

代替的有大豆油、花生油、向日葵油、椰子油、猪

油和牛油等。马来西亚是全世界最大的棕榈油出口

国，也是全世界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国。2011 年马来

西亚生产了 189 万吨棕榈油，其中近 90% 出口到全

球市场，中国是马来西亚棕榈油及棕榈油产品最大

进口国。据统计，2011 年出口到中国的棕榈油产品

与 2010 年相比增加了 45.8%，发展势头良好。可以

说，棕榈油贸易是中马双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安邦研究人员在马来西亚的调研，马来西亚对印

尼在国际棕榈油市场的竞争感到有明显压力。因此，

对中马棕榈油贸易的进展，马来西亚市场也会十分

在意。

但在乐观的同时，我们也要了解到过去相当一

部分贸易商进口棕榈油的主要目的就是融资套现，

并不具备精炼加工能力，而目前马来西亚出口到我

国的大部分食用棕榈油酸价均不达标。国家质检总

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进口食用植物油检验监管的通

知》中规定的事项将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执行。

在此之后，虽然不达标的棕榈油将不能再作为食用

植物油进口，但仍可以作为原料油进口，进口之后

必须在沿海港口进行二次精炼后才能上市销售。由

此看来，中马的棕榈油贸易还是充满不确定性。

中国老挝铁路越南段先行开建

Vietnam Route of China-Laos Railway Will Be 
Built First

老挝连接越南的铁路建设项目签约仪式日前在

首都万象举行。该项目投资总额为 50 亿美元，由

马来西亚 Giant Consolidated 公司作为投资方。这条

铁路全长 220 公里，始发站设在老挝中部沙湾拿吉

省，终点站在越南中部广治省劳保口岸。预计该铁

路修建需要 5 年时间，是直接连接老挝和越南的第

一条高速铁路。沙湾拿吉省位于把泰国、老挝和越

南连通的东西经济走廊上。该铁路建成后还将与中

国云南昆明连接，成为东南亚铁路网的一部分。这

是中国为提升在本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并获取

国内工业所需的原材料而筹划的又一个基础设施项

目。

然而，不久前，有各种传言称中国老挝铁路将

获得中国一家银行提供资金。老挝政府网站发布的

《Vientiane Times》的文章援引老挝副总理宋沙瓦·凌

沙瓦（Somsavat Lengsavad）的话称，中国进出口银

行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将为建设老挝和

III．中国东盟经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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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间的货运铁路提供 70 亿美元的资金。至今，

中国进出口银行还没有给予证实。老挝能源矿产部

长达拉冯称，作为提供融资的条件，中国将在 2020

年以前每年获得约 500 万吨矿产资源供应，主要是

钾硷；木材和农产品等其他原材料可能也会运往中

国。他还表示，这条铁路将主要由中国建筑公司承

建，该铁路预计也将成为一条重要的客运线。值得

注意的是，以上的言论都还没有被官方证实 18。

老挝，一个被中国、越南、缅甸、柬埔寨和泰

国包围的东南亚小国，近期因境内探查到大量未开

采的矿产而得到不少关注。尽管老挝目前只是一个

铜和黄金生产国，但它有十个正在开发的矿。其中，

有生产铁矿石、锌、铅还有钾硷，为生产化肥的重

要原材料，全部的产量预估为每年 7 百万吨。老挝

向中国靠近的策略与其邻国缅甸正好相反。在政治

改革的大环境下，缅甸正在减少和中国的经贸往来，

以便获得更多西方的投资。“每个人都在向中国出

口，为什么我们不向中国出口？” 达拉冯先生称，

老挝处于内陆腹地的地理环境确实会局限老挝的出

口机会，所以老挝必须与中国进行经贸往来。

新加坡银行抢滩大陆财富管理

Singaporean Banks Compete for Mainland China's 
Asset Management Businesses

随着中国个人财富的增加，市场越来越成熟，

各种资产管理专业机构都在增多。券商、基金、信托、

保险、私募以及银行几大类机构都在关注、抢占财

富管理市场。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第三季度，中国信托资产已高达 63200 亿元人民

币。仅第三季度，信托资产净增加了 78000 亿元人

民币，甚至超出 2012 年上半年净增资金总和，7300

亿元人民币。第三季度信托资金增速为 31.4%19。

18　“中国将与老挝达成 70 亿美元铁路项目协议”，2012-11-20，

http://cn.wsj.com/gb/20121025/bch075003.asp?source=whatnews2

19　Mixed	operations	 in	asset	management:	Will	 the	time	of	 tycoons	

come?,	2012-11-18,	http://www.morningwhistle.com/html/2012/

FinanceMarkets_1118/215462.html

按资产规模计，星展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Singapore） 是 新 加 坡、 也 是 东 南 亚 最 大 的 银

行。星展银行的竞争对手新加坡大华银行（United 

Oversea Bank） 以 及 华 侨 银 行（Oversea 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也于近期发布了财报。这三

家新加坡银行都是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积极参与

者。自 2010 年在华开设首家“财富管理中心”以

来，大华银行今年在中国开设了第七家“财富管理

中心”。星展银行约 30% 的集团净利润来自“大中

华区”，该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

与此同时，中国的银行也在新加坡设立机构踏

足财富管理业务。在 2012 年年中，中国银行新加

坡财富管理中心和银行卡中心正式成立。此后，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中国银行曼谷分行财富管理中

心 19 日举行开业仪式，同时与 9 家资产管理公司

签署合作协议，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服务。这是

中国银行继伦敦、新加坡之后在海外设立的第三家

财富管理中心。由此可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财

富管理方面进行全面的交流与合作。

云南加大融入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Yunan Takes Part of the Sub-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Mekong River

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20 年来，不

断深化与周边地区合作，在基础设施、能源、贸易

投资、环保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REAT MEKONG 

SUBREGION COOPERATION， 简 称 GMS） 于

1992 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涉及流域内的 6 个

国家有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

面积 256.86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3.2 亿，连接中

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见图

11）。该组织旨在通过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

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云南省依托水力资源优势和水电开发的技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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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积极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开展电力贸易、

电源建设合作。从而以电力贸易为突破口，融入湄

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合作中去。据介绍，云南电网与

越南、老挝、缅甸国家电网实现了互联互通。目前，

云南电网通过 110 千伏、220 千伏两个电压等级 6

条输电线路向越南北方 7 省供电，500 千伏电压等

级向越南供电的输电线路工程也得到积极推进。通

过 35 千伏、115 千伏两个电压等级 2 条输电线路向

老挝北部 3 省供电。通过 220 千伏输电线路由缅甸

瑞丽江一级水电站、太平江水电站回购电力。而且，

云南与泰国签署了由云南电网向泰国送电 150 万千

瓦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正共同努力推进相关工作。

通过简洁便利的电力贸易，依托现代化的信息

通信体系，以及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立体通道

综合运输体系云南省继续发展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

经济贸易往来。去年云南与次区域五国进出口总额

达 43 亿美元，是 1992 年的 11.8 倍。截至去年底，

云南企业对次区域五国投资总额超过 15 亿美元，

涉及水能、农业、矿产等多个领域。次区域国家在

云南投资项目累计 348 个，实际投资 1.62 亿美元。

 在经贸发展以及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

完善的基础上，大湄公河次区域人文资源与旅游资

源也得到了进一步开发，次区域各国还拥有不少名

胜古迹，包括中国的丽江古城、缅甸的仰光大金塔、

老挝的琅勃拉邦古都、柬埔寨的吴哥窟、泰国的大

王宫和越南的下龙湾等。通过旅游合作，使云南成

为中国与次区域国家间最便捷的旅游通道和重要的

旅游目的地。

此外云南还承担了 GMS 合作框架下的人力资

源合作培训项目的同时，拨出专项经费为 GMS 各

成员国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推动教育合作交流，

在政府奖学金资助下，来滇留学的 GMS 国家学生

已达 8000 多人。并且，云南还开展了与次区域国

家在卫生、科技、文化及禁毒和边境警务等方面的

合作，进一步丰富了 GMS 合作的内容，从而更深

入的融入到了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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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关丹产业园形成中马经济联系的新走廊

Malaysia China Kuantan Industry Park Became 
the New Corridor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关丹（Kuantan）是马来西亚彭亨州的首府及东

海岸最大的城市，面向南中国海，其地理位置和经

济价值都很重要。据 11 月 12 日至 13 日在澳大利

亚墨尔本举办的世界华人经济论坛的信息显示，马

来西亚政府对关丹所在的整个东海岸经济区的发展

非常重视 20。

2011 年 4 月，中国政府在马来西亚 - 中国经贸

投资合作论坛上提议建立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马来

20　		EEAST	Cost	Economic	Region,	Malaysia	-	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Malaysia..

西亚政府积极支持，而在 2012 年 4 月，两国政府

决定在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设立与钦州产业园

对应的姐妹产业园区，即马中关丹产业园区。

马中关丹产业园所在的关丹有人口大约 34 万

人，其中约 58% 马来人、32% 华人、4% 印度人以及 6%

其他人种。城市面积达 3 万 6 千平方公里，它约位

于新加坡和哥打巴鲁之间。马来西亚政府称其为“加

强马来西亚 - 中国商业关系，至东盟和亚太的战略

门户”。

马中关丹产业园区总体规划 1500 英亩（约 6.07

平方公里），包括住宅社区、主要产业基地、南端

的商务中心、工业区、湿地公园等。然而，马中关

IV. 中国海外投资与东盟
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I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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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产业园区与其他东岸经济特区工业园存在潜在的

协同效应，使可发展的总面积将超过 3000 英亩（约

12.14 平方公里）。这些协同效应将发展的产业包括，

甘孟清真园、北根汽车工业园、哥宾综合石油化工

厂、哥宾棕榈油工业集群。

按照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的总

结，其政府给了投资者关于在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

特区投资的 10 大理由（见表 3）。例如，在东海岸

经济特区投资并享有具竞争性的奖励配套为，100%

所得税减免 10 年，其中财务奖励包括：符合资格

的资本开销，可获 100% 投资税务津贴长达 5 年；

减免印花税；减免进口税及销售税。非财务奖励包

括：工业园区和具有基础设施的土地；雇佣外侨员

工的便利；人力资源培训优惠。图 12 反映了马来

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欢迎各方资本前来投资的一些

主要领域。

因此，关丹产业园区所在的整个东海岸经济特

区对投资马来西亚及东盟的中国企业将是很有竞争

优势的目的地，其与中马钦州工业园相呼应，成为

发展中马经济联系的新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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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投资泰国应以其呵叻省为切入口

Chinese Firms Investing in Thailand should Start 
from Nakhon Ratchasima

随着东盟即将于 2015 年实现经济一体化，并

制定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

热情正在增加，但是作为适合的切入点却尚未明

确。11 月 6 日，中国媒体对泰国呵叻省（Nakhon 

Ratchasima）（见图 13）的情况作了报道。首先看

整个泰国的投资环境，作为东盟发起国之一，泰国

是东南亚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和航空枢纽，在东

盟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中有着不可替代地位。随着中

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运行，“零关税”即便捷又

实惠地促进了区域的经贸合作。另外，东盟现任秘

书长素林博士来自泰国，政府也长期致力于促进对

东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因此，泰国在东盟地区是

对外资相对友好的。第二，泰国呵叻省的人口和面

积仅次于首都曼谷。呵叻省位于曼谷的东北方向，

距离曼谷仅 260 公里，从泰国东北地区进入曼谷的

货物、人员均须经过这里，因此这里被称为泰国东

北 19 个府中进入曼谷的门户。从地理环境上看，

呵叻省有较高的地势，避免了去年泰国中部所遭受

的特大洪灾冲击，因此这一地区正在吸引各国投资

者的注意。呵叻地区丰富的物产和充足的劳动力也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21。

第三，经营环境方面，呵叻省有两大工业园，

以其中素乐拿利工业园区为例，该工业园面积 5.6

平方公里，目前已经有 100 多家企业进驻，员工月

5 万多人，入园企业包括来自美、日、韩、德、新

加坡等地的大型生产企业，如可口可乐、三菱汽车、

三星、JVC 等 22。工业园董事长素坤表示，该工业

园区得到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的积极支持，

具有很多泰国政府对外来投资的优惠政策，而且该

工业区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紧邻公路，到深水码

头需时约 3 小时。工业园的设施齐全，成本低廉。

21　“泰国希望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东盟的基地”，2012-11-6，http://

www.cafta.org.cn/show.php?contentid=66070

22　“泰国呵叻期盼中国企业落户”，2012-11-6，http://world.people.

com.cn/n/2012/1106/c57507-19506639-2.html

从工业园到邻国柬埔寨和老挝仅需 3 个多小时，很

适合各国企业将泰国作为基地，向东南亚发展。目

前，中国 15 个省的上百位企业家专程赴呵叻考察

投资环境；呵叻府的农业加工、绿色能源、旅游业

等行业都希望中国企业家前来投资。

因此，呵叻省欢迎国外企业投资对我们的启示

是，在东盟投资的中国企业应注意几项因素：1. 投

资地自身的政策环境，应该寻找有明确鼓励政策的

地区和较成型的产业园区；2. 当地政府主动推介的

地区，这样的地区往往得到当地社会的更多关注；

3. 有较好辐射作用的地区，例如，呵叻省至柬埔寨

和老挝也较便利，有利于中国企业组织投资资源；

4. 在常有洪涝灾害的地区自然环境也应受到重视，

在泰国，地势较高的呵叻地区就是较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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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东盟将面对日本的更大竞争

Chinese Investment in ASEAN Will Face Greater 
Competition from Japan

日本企业历来注重对东盟地区的投资，而且随

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东盟的投资将面临更大的竞

争。据路透社 11 月 6 日报道，近月来，约有四分

之一的日本制造商重新思考对中国的投资计划。东

盟国家最新的 FDI 数据表明，来自日本的投资强劲

趋势仍在增加。以越南为例，政府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10 月，日本承诺的投资增加至 49 亿美元，比

2011 年全年总额多出一倍；泰国一直是日本企业青

睐的区域制造中心，不过，自从 2011 年泰国的严

重洪灾之后，日本企业开始分散在东南亚的业务。

2011 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额为 1.5 万亿日元，是

2010 年的 2.4 倍；2012 年 7 至 8 月份，日本对东盟

直接投资额为 1800 亿日元，超过了对中国的 1500

亿日元的投资。

中国近年开始在东盟地区增加生产布局，但是，

日本企业在日元走强的情况下，正逐渐扩大运用东

南亚作为替代的生产基地，以降低其在中国所面临

的风险（见图 14）。日本政府和企业也一直积极开

发在缅甸的潜能，对缅甸投入数 10 亿美元的基础

建设支出，并给予债务减免及再融资。这些不仅是

因为部分东盟国家的工资成本低，而且东盟地区随

着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日本制造业的优势正在显

现，东盟是拥有 6 亿人口的地区，这给日本汽车、

电子产品和服务提供了不断增加的需求来源。马来

西亚和菲律宾的工资成本虽然高于越南和柬埔寨，

但是其市场需求也同样升高，因此，在较高端产品

方面，中国企业的竞争实力相对较弱。

在中国生产成本上涨及成熟产业转移的情况

下，中国至东盟的模式较简单，为东盟 10 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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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中国工资成本上涨及其他因素、日本海啸、泰

国水灾等情况，采取的与东盟相关的投资模式是“中

国 +1”（1 为东盟 10 国）的方式，加快投资东盟步伐。

中国企业应该意识到这一差异，做到知己知彼。

中国葛洲坝集团投资老挝的范围逐步扩大

China Gezhouba Corp. Gradually Increases its 
Investment Scope in Laos

老挝是电力缺乏的国家，但作为湄公河流域国

家，有其便利的发电资源和基本条件，这些为中国

企业多年来在老挝积极开展电力工程项目提供了依

据。11 月 16 日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与老挝电力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承建老挝南方

6 省的电力扩建项目 23。这是在中国企业承建的大量

水力和火力发电项目之后，中国企业承建的范围更

大的老挝电力项目。

老挝南方 6 省电力扩建项目是老挝电力公司为

实现国家电气化的重要工程，是其 2013 年优先进

行的项目，主要包括老挝南部 6 个省的部分城镇和

农村地区的电气化改造。项目建成后能惠及近 2 万

多个沿线住户。

老挝南方六省如图 15 所示。

事实上，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葛洲坝集

团即进入了老挝市场，十多年来完工和正在建设中

的项目有十余个，该集团 11 月 14 日在万象宣布成

立老挝分公司，这意味着葛洲坝国际业务在老挝市

场的发展进入一个更加整合的阶段。 

葛洲坝集团自进入老挝市场后，经历了一个逐

步发展的过程，开始时，该集团仅在老挝设立了一

个代表处，各个项目部分散经营。现在老挝分公司

能够整合各部分的力量，以便于继续开拓老挝及周

边国家水利水电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市场。 

而在开拓老挝南方项目之前，该集团还拓展了

23　“中国葛洲坝集团将承建老挝南方 6 省电力扩建项目”，2012-11-

17，http://stock.stockstar.com/JC2012111700000212.shtml

老挝北方电气化项目。例如，今年 5 月份时，葛洲

坝集团承建的北方农村电气化工程项目竣工 24。这

一工程项目主要包括老挝北部七省部分城镇和农村

地区的电气化改造，总计包括铺设 1030 公里 22 千

伏输变电线路、安装 232 台套变压器以及 246 公里

民用 400 伏低压电力线路铺设。该项目是老挝 2020

年电力开发计划优先发展项目和老挝国家电气化的

重点工程，惠及北部 7 省 229 个村的近 3 万户家庭。

因此，南北的项目加起来，仅中国葛洲坝集团

就在老挝的电力市场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然而，

老挝仍然是东盟国家中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企

业仅靠发电项目难于真正获得老挝当地支持和信赖。

美国和日本加速进入老挝工程市场的趋势值得关注。

24　“集团承建的老挝北方农村电气化工程提前告竣”，2012-6-8，

http://www.cggc.cn/news_show.asp?type=&UidA=1428&UidB=1431&i

d=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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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连任后首访东盟显示了美国的战略

重点

Obama's First Visit to ASEAN after Re-election 
Reveals U.S. Strategic Hotspot

刚刚连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于 11 月中旬展开

东南亚之行，依次访问泰国、缅甸和柬埔寨。这

是奥巴马连任后的首次外交访问，而且他还将成

为首位到访缅甸的美国在任总统。奥巴马此次缅

甸之行将到访仰光文化遗址，并向当地民间团体

发表演说 25。

奥巴马此次造访缅甸，被视为对缅甸民选政府

上台走改革之路的奖励。此次访问是美国对缅甸至

今最大的示好举动，表露了美国对缅甸做出民主改

革的强烈支持。但有评论指出，吴登盛政府的国内

政治经济改革尚在推进过程中，军方仍然具有支配

势力，再加上现政府未能阻止若开邦孟都地区的大

规模种族流血冲突。奥巴马的此次出访稍显不合时

宜。而且，流亡美国的缅甸人士更表示：奥巴马的

此次计划访问缅甸反而损害民运和少数族裔人士。

回顾奥巴马的第一个四年任期，其外交政策，

尤其是在中东的外交政策失败屡遭诟病。奥巴马的

中东外交政策初衷是向中东伊斯兰国家伸出橄榄

枝，但事与愿违：美国的侮辱伊斯兰电影在中东及

其冲天的反美狂潮；埃及亲美政府总统穆巴拉克下

台；再加上最近刚发生的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遇刺，

如此种种，使得奥巴马必须转变外交政策。就在美

国大选结果刚刚出炉之后，奥巴马 11 月 8 日就致

电英、法、德等十二国政府首脑。但亚太国家仅有

25　“奥巴马连任后访问东南亚三国	成为首位访缅美国总统”，2012-

11-8，	http://news.sina.com.cn/w/2012-11-18/075925603961.shtml

印度和澳大利亚收到致电，非但没有致电中国政府，

就连美国多年的盟友韩国和日本也没有收到致电。

早在 2011 年，美国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就曾提

出中亚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而奥巴马此次的南

亚之行可以看作是“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延续。这

种高姿态的介入南亚很有可能助长缅甸军方的骄纵

之心，据此提出更高的援助要价。这些要价包括撤

销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如果奥巴马答应如此，万一

缅甸民主改革的路途上出现偏颇，恐怕奥巴马也只

能硬抗到底。而且，不同于菲律宾、越南等其他东

盟国家，缅甸国内并没有亲美文化助阵，所以，缅

甸不会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一张牌，奥巴马高姿态

围堵中国的计划也很难实现。

解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3）

Decoding RCEP (Part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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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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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如下是接续前二期《中国 - 东盟

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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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美国主导的 TPP 和以东盟主导的 RCEP，在

开放范围、谈判进程、一体化程度方面有所差异。

日前，美国表态 TPP 与 RCEP 并不矛盾，没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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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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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同脚注	26。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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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表态反对和支持 RCEP。出席 8 月份东盟与美国

部长会议的美国贸易代表柯克（Ron Kirk）说，亚

太区有足够空间让这两个协定并存。柯克说：“我

们认为它们是互补的，不一定是竞争的”。在当今

世界中，制定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共同签署多边自

贸协定，组建经济共同体，相互开放市场，形式多

种多样，各国有自己的选择是否加入。

美国是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国，是东盟第三

大外资来源国；而东盟是美国的第五大货物贸易伙

伴。在今年 8 月 30 日首次召开东盟和自由贸易区

伙伴国经济部长会议的当天，东盟经济部长和美国

贸易代表召开了磋商会，会议就深化东盟同美国的

经贸关系进行了讨论。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指出，

东盟和美国就建立经贸和投资领域的紧密合作关系

进行探讨。东盟和美国强调双方的紧密合作对维护

世界和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如何建成 RCEP：1. 东盟要坚持不遗余力地着

力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RCEP 关系到东盟的未来。

RCEP 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盟推动其自身的

一体化，所以，在2015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AEC）

十分重要。至今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中已有 73% 左

右的合作协议得到各成员国的批准，目前最大的问

题是各国如何尽快落实这些协议。在今后两年间建

成经济共同体，离不开东盟国家自身的努力和各对

话伙伴国的帮助，东盟需要最大程度地争取与东盟

已建成自贸关系的 6 国的支持。

2. 制定合适的 RCEP 规则和进程，攻克难点。

在五个“10+1”FTA 基础上进行自贸协定的整合，

难点在于 RCEP 中没有建 FTA 国家的相互开放市

场，如：中国—印度，中国—日本，日本—韩国，

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RCEP 可以做出改变并

发挥最大潜在利益的领域是“服务贸易”。服务业

自由化是每个国家非常敏感的问题，如果 RCEP 采

用了更宽泛行业自由化的进程，开发具有巨大潜力

的行业，则可以产生更快的效果（例如，旅游业）。

另外，非关税壁垒（NTB）是贸易一体化需要解决

的重要问题。

3. 应将产业合作作为重点。加强产业合作是

RCEP 的活力所在，是各国开放市场达到共赢的基

础，是缩小 RCEP 内部经济差距的举措，是实现这

一更大范围 FTA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RCEP 各

国均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作为发展本国经济

的重大举措。对外开放市场，既会给本国产业发展

带来机遇，也会将给产业发展带来压力和挑战。借

助自贸区优惠政策，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在更广

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打造各国间优势互补

的产业链，大力提升 RCEP 内产业链价值并延伸产

业链，促进产业在开放中升级，应成为建成 RCEP

的重要内容。

4. 在组建 RCEP 的同时，当前应进一步完善 5

个“10+1”FTA。两者相互促进，不可偏颇。以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就有大量工作需要完善，

如产业合作，互联互通合作，投资合作，贸易便利

化合作，标准、知识产权合作，次区域经济合作，

以及进一步开放市场等。

5. 争取 RCEP 外部有关国家的支持，减少阻力。

应让局外人感受到，RCEP 的建成不仅有利于内部

各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增长。

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建成 RCEP 并非易事，需

要各成员国共同的战略大局意识，需要合作决心和

积极行动，需要共同努力来实现共赢。

东盟轮值主席国的立场受到美国的压力

ASEAN Rotation Chair Nation Feels the Pressure 
from the U.S.A

11 月 20 日在柬埔寨举行东亚峰会，会议主要

议题为海洋安全，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的立场备

受关注。据外媒 10 月 30 日报道，就东盟部分成员

国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之争，美国政府高官对本届东

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外交部长“发话”，敦促柬埔

寨改变“偏袒中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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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在柬埔寨举办东亚峰会，会被美国当成一

个就南海问题对华施压、孤立中国的“良机”。

鉴于钓鱼岛之争引发了中日两国矛盾，而且根

据今年 7 月份的情况，美国意在提醒柬埔寨作为主

席国“不要再偏袒中国”。但是，柬埔寨方面则重

申了一贯主张，称“东盟不是裁决主权问题的法庭”。

据外交人士透露，在中国与几个东盟国家之间

在南海问题上出现难以解决的争端之际，美国要求

柬埔寨在 11 月中旬主办一系列地区峰会时“注意

到”有关方面对柬埔寨容易受到中国施压影响的担

忧。消息人士称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

国务卿帮办约瑟夫·云是于 9 月在金边与柬埔寨外

交大臣贺南洪会谈时提出这个建议的。约瑟夫·云

暗指的是国际社会对柬埔寨在 7 月份未能促成东盟

10 个成员国达成共识而对柬埔寨提出的批评。约瑟

夫·云说，美国不希望看到柬埔寨担任东盟主席国

的时候，再次上演 7 月的事情 28。

美国总统奥巴马代表美国出席 11 月份的峰会。

由于中日美俄等国首脑均出席 11 月 20 日在柬埔寨

举行的这次东亚峰会，所以各方的表态都开始更加

趋向明朗。

约瑟夫·云曾于 9 月访问金边并与柬埔寨副总

理兼外交部长何南丰举行了会谈。因 7 月召开的东

盟相关会议曾引发接近中国的柬埔寨与对中国强硬

的菲律宾、越南的激烈争执，导致东盟内部产生裂

痕。

日本共同社称，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曾就柬埔

寨作为主席国的做法致函抗议并要求其作出改正，

但柬埔寨方面拒绝了日方要求。

事实上，对于此次峰会来说，其基调也决定了

未来一段时间南海问题解决的走向和态势。2013 年，

文莱将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称

其为：“文莱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将会更少看重

28　“中国冷对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参考消息，2012-10-31

各种会议和活动的形式，而是更加注重结果”29。

而缅甸则将成为 2014 年东盟轮值主席国，鉴于缅

甸改革开放后急欲在西方与中国间寻找平衡，因此

其立场隐含更多未知。

因此，这次美国之所以提前放话，既表明了美

国的态度，也为各相关方做出提前警告。这对柬埔

寨、文莱、缅甸都将形成压力。即美国肯定就此会

加大干预力度，而中国必须高度注意，并应全程保

持关注，准备好各项预案！

东盟商务和投资峰会传达其加速发展的重

要信息

ASEAN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Summit 
Focuses on Development

东盟在加速自身发展的同时，正日益受到世界

范围的广泛关注。11 月 18 日在金边结束的第九届

东盟商务和投资峰会（ASEAN-BIS）反映了很多重

要情况（见表 4）。

在会议开始的数天前，即创下了 1000 多位重

要与会者报名参会的记录，以及 50 多位记者登记

报道这项地区的重要商务活动 30。东盟商务咨询理

事会（东盟 -BAC）主办会议，柬埔寨商会与其共

同主办。这是柬埔寨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所

主持的东盟领导人首脑会议和东亚峰会（EAS）的

部分活动。有 16 国家元首和政府机构在柬埔寨首

都参加这次东盟商务和投资峰会。

柬埔寨政府代表团高级政务部长、商务部长和

2012 年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主席 Cham Prasidh 表示，

29　“新加坡总理吁东盟各国对南海争端持中立态度”，2012-10-31，

http://news.china.com/focus/nhctsj/11101498/20121031/17503247.

html

30　9th	ASEAN	Business	&	 Investment	SUMMIT	 (ASEAN-BIS)	 in	

Phnom	Penh	Receives	a	Record	1000	Attendees,	12	November	2012,	

http://www.asean.org/news/asean-secretariat-news/item/9th-

asean-business-investment-summit-asean-bis-in-phnom-penh-

receives-a-record-1000-attend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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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年很高兴看到各方对东盟和其商业环境的

这种极大兴趣”。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总理温家

宝和世界许多其他领导人出席这项东盟领导人和

EAS 首脑的峰会证明了东盟已经确立了在世界舞台

上的地位。

这次会议有一千多位与会者也证明全球商业界

重视东盟这个市场，柬埔寨、老挝和缅甸这些世界

上较贫困的国家，正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资

目的地。各国代表都对将东盟置于前沿市场的机会

充满信心。

主席国柬埔寨表示能吸引这么多关键决策者

非常自豪。中国于会后还承诺向柬埔寨提供 5 千 3

百万美元的援助 31。柬埔寨已经成为东盟成员中最

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2012 年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继续担负着地区

商业社会和东盟领导人之间交换知识和合作网络平

台的作用。会议提供深入了解东盟领先企业、政府

首脑和学术专家的机会，事实上也成为了进一步发

展东盟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

这次会议的主要亮点之一是“东盟商业奖”

31　China	offers	Cambodia	US$53m	 to	develop	water	 resources,	

19-11-2012 , 	 h t t p : / /www.as i anewsne t . ne t / home /news .

php?id=39074&sec=1

（2012 ABA），包括“最受尊重的东盟企业家”，

例如，BBC 亚洲记者和东盟问题专家 Rico Hizon

主持颁奖。

另外，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目标还在于促进

东盟经济共同体（AEC）的进一步发展；工商界领

导人将启动“扩大东亚市场的机遇和挑战” 的对话等。

会议讨论的重点还有，如何以现有的“东盟 + 

1 自由贸易协定和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为基础，尽

快渗透到东盟以外的市场 32；如何“建设相互联通

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包括开展“东盟发展可更新

能源的潜力”和“完善东盟互联互通”这两项单独

的讨论。

从上述信息可见，东盟商务和投资峰会的重要

意义有以下几方面：1. 通过此次会议进一步扩大影

响，提升东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并起到引起世

界更大关注、为地区吸引更多投资和商业机会的效

果。2. 政治家、企业家、专家和学者的参与共同推

助了东盟在国际舞台发挥作用和繁荣商务和投资的

声音。3. 反映了在目前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连续

几年不振的大环境下，东盟保持经济较好发展和有

更多国际资本的倾注。

32　ASEAN	business	 summit	 kicks	off,	 17-11-2012,	 http://www.

asianewsnet.net/home/news.php?id=39003&sec=2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东盟官网的信息整理。

表4：第九届商务投资峰会主要议题

主要议题 主要内容

商务投资峰会

讨论

中小企业

投资协定

互联互通

公司治理

突出东盟经济共同体 (AEC) 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东盟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潜力。

为中小型企业和企业家创建更多的机会。

推动东盟全面投资协定（ACIA）社会化。

促进东盟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发展。

在东盟中进一步推动良好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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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加大介入将使东盟区域局势更加复杂

U.S. and Japan’s Greater Involvement in ASEAN 
Regional Issue Will Complicate the Situation

随着美国外交重心的转移到亚洲，东盟各国成

为中美在东南亚争夺影响力的主战场。美国总统奥

巴马的东南亚三国之行已经展开，日前已经奔赴柬

埔寨金边出席东亚峰会。有评论称，奥巴马此行是

出于美国意图同东南亚国家构建新伙伴关系的战略

举措，用以扩大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从而从

某种程度上削弱中国。

在此之前，随着中国软实力的增强，除了依靠

巨大的经济实力对东南亚的辐射，中国政府很早就

花费心思在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投入，为中国在

东南亚塑造良好的形象。虽然在此前出现过中资企

业在缅甸投资密松水电项目而引发当地人民争议等

事，导致了中国形象受损。但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通

过非经济手段诸如，广泛的设立孔子学院，输出汉

语教师，规划交换生等项目来打造中国新形象。以

柬埔寨为例，首都金边的孔子学院有 31 位汉语教师，

学员一千多名。中国政府还为该国学生赴华深造提

供了 500 多种奖学金，并在两国学者、记者中推行

大规模的交换互访项目。此外，中国民间组织资助

的中文学校就有 57 所，学生超过四万人。在东南

亚国家中，除越南外的其它国家至少开办有一所孔

子学院。

地理优势和文化相似使得中国在东盟影响力的

拉锯战中占得先机，但由于东盟众多国家民族构成

复杂，以及东盟国家间的矛盾，使得美国仍然有机

可乘。

由于南海争议，使得菲律宾和越南很自然的投

向美国。这种敌对情绪使得美国不费吹灰之力的就

可以插手东盟事务。而且，日本也开始通过南海争

议插手东盟事务。

在 11 月 19 日举行的东盟和东亚系列峰会上，

会议最后阶段，当柬埔寨首相洪森开始总结陈词时，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突然举手插话，否认东盟内

部曾达成所谓共识：即要一致与中国尽快展开关于

《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排除域外国家的干扰。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称“昨天对东盟团结有几种

观点，我们认为不会转化为东盟共识。在此声明，

这不是我们的观点。东盟对我们来说不是唯一的途

径。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有权捍卫我们的国家

利益”。菲律宾显然不是一时冲动才有此言论的，

这背后不仅有美国的身影，更有日本的鼓动。11 月

19 日，在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会见东盟十国领导人之

后，日本政府发表一份声明说，“野田首相提起南

海问题，指出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这可能直

接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路透社认为，野田佳彦“卷入亚洲最分裂、最

令人烦恼的安全问题”，“挑战东道国柬埔寨限制

讨论南海问题的努力”。早在 2011 年菲律宾总统

阿基诺三世访日期间，两国发表有关加强南海安全

保障合作的联合声明就成为了这次访问的一大“看

点”。而且，当时日本驻菲律宾大使大谈日本在南

海的“利益”，并呼吁建立强有力的南海行为准则

约束各主权声索国。有此铺垫，菲律宾在这次会议

上更直接的充当了日本在南海事务上的代言人。

在美日插手东盟事务后，东盟各成员国之间关

系骤为紧张，甚至出现了裂痕，这也为给中国制造

了一个紧张的外部环境，使得东盟影响力的争夺彻

底进入了漫长的拉锯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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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粮食安全一体化框架和东盟粮食安全

战略规划行动

ASEAN Integrated Food Security and Strategic 
Plan of Action on ASEAN Food Security

粮食安全一直以来是东盟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为了应对受 2008 以来持续发酵的金融危机而大幅

波动的粮食价格，东盟需要采取一个战略上全面的

方式以保证区域内的长期粮食安全。

为了保证长期食品安全和提升东盟地区农民的

民生，东盟领导人采纳了东盟食品安全一体化框

架（AIFS: ASEAN Integrated Food Security) 和 在 第

十四次东盟峰会提出的东盟食品安全战略规划行

动 (SPA-FS: Strategic Plan of Action on ASEAN Food 

Security)。AIFS 和 SPA-FS 是一个为期五年的规划，

提供方式，活动和时间线去促进实施和监控过程中

各国的合作。

加强粮食安全和紧急／短缺补给是应对区域内

粮食安全的核心措施。该措施主要是通过加强各国

自身的粮食安全项目和活动，并发展区域食品安全

储备倡议和机制来落实。

可持续性的粮食生产是确保粮食安全的一个重

要方面。该方面包括改进农业基础设施、最小化丰

收季之后的损失、减少交易损失、推动对于农业发

展潜在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农业创新、对农业生

产效率的研发，以及加速新兴技术的转移和采纳。

此外，粮食安全相关的倡议将会被确定和推广。

这些倡议可包括提供一个有利于可持续性粮食交易

和发展的粮食市场，鼓励政府和民间用更多的资金

投资于农业相关的工业发展，并提升粮食安全信息

的一体化，（例：早期预警机制，信息观察与监控

体系）。近期关于粮食安全出现的一些变化，例如

生物燃料和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将成为

AIFS 框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东盟农业和林业部长们将与其他东盟相关团体

协调，并负责实施和监控 AIFS 框架和 SPA-FS。与

此同时，与相关机构和利益攸关体在区域和国家层

面的协商将会被推动，以得到相关资源的导入与合

作，最终促进参与者对 AIFS 和 SPA-FS 有更强烈

的所有感和责任。此外，与国际组织和捐款机构的

合作关系与合作安排，比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

界银行、国际大米研究院、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亚

洲发展银行的合作将会被继续鼓励和推广 33。

33　ASEAN:	Food，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2012-11-20,	http://118.

26.57.12:81/1Q2W3E4R5T6Y7U8I9O0P1Z2X3C4V5B/www.asean.org/

images/2012/publications/FactSheet/Food,%20Agriculture%20and%20

Forest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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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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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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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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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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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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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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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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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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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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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	APPENDIX B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2.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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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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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ENDIX C    ABOUT ASEAN-CHINA CENTRE (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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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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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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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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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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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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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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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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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务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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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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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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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共同为中心揭牌。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心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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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旅游、文化和教育的综合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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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入，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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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显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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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盟的教育机会，促进文化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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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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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六）开展市场调查活动，确定潜在市场和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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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理中心框架内设立的永久性东盟贸易、投资和旅游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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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寻找当地的商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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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

（十）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便利；

（十一）提供中国和东盟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有关的机构和政府官员名录；

（十二）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活动；

（十三）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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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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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互了解；

（十六）研究开展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相关的人员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十七）支持关于缩小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的项目；

（十八）开展中心实现其目标所需其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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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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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INA-ASEAN WATCH /  2012.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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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LA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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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盟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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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