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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中国－东盟产业合作状况分析

Analysis of China-ASEA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已经进入到应该重视产

业合作的发展阶段。在 1 月 18 日举行的“博鳌亚

洲论坛 2013 中小企业发展论坛”上，安邦集团的

智库学者在专门面向东盟问题的分论坛“中国－东

盟经贸论坛”中，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产业合作进

行了深入分析，并介绍了双方在产业对接方面的进

展 1。

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发展环境下，中国和东盟国

家都愿意将关注点和鼓励政策放在双方的经贸合作

方面。从最新发展来看，各方都已开始在产业层面

推进务实的合作。

一、东盟－中国产业合作的基础

1．基本框架

发展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关系，必然以产业合作

为基础，因此双方产业层面的合作应该成为桥梁。

主要的可合作领域包括：能源和矿产业、制造业、

农业、旅游、金融服务业、教育和咨询业等。中国

及东盟国家政府已经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形式为合作

企业提供基本对接条件。表 1 反映了几个重要产业

园区的规划发展面积以及主要的支持产业。

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双方已经尝试开展产

业合作。事实上，合作就是力量，而现在到了实际

开展东盟－中国产业合作的关键时候，错过和延迟

合作，都将错失发展的机会。产业合作的目标是共

同提高、共同促进，产业合作发展的效果则取决于

1　“博鳌亚洲论坛 2013 中小企业发展论坛”，安邦集团，2012-1-

18，http://www.boaoforum.org

竞争力。合作的竞争力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首先

是取决于产品的竞争力，第二是确定合适的合作伙

伴，第三是注重市场的实际需求。

关于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产业合作，有几项前

提：产业合作是就双方企业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工

作，并基于对产业合作能惠顾各方的理解和认识为

开端；产业合作中的任何争端都应在企业运营的框

架下解决，或者根据合作协议来解决；合作双方要

有良好的愿望和相互合作的精神。这些前提也是开

展企业合作的基础。

2．中国－东盟合作的资源互补性

·中国－东盟的资源有互补性，例如，油气资源、

可再生能源、矿产资源、农林牧副渔资源、制造业、

教育资源、技术资源、市场等。

·老挝、柬埔寨、越南、缅甸自然资源丰富；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投资、技术

交流方面可更多展开合作； 

·泰国的日照资源、印尼的地热资源也有更多

开发利用的机会； 

·多数东盟成员国拥有丰富的矿产和油气资源； 

·东盟国家自然气候条件优越，可开发利用的

农业和种植资源十分丰富；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 

·中国东部沿海开放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东盟

大多数国家制造业基础薄弱。 

3．中国－东盟发展阶段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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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发展报告认为，世界经济发展分为不

同阶段，第一阶段为要素驱动型，第二阶段为效率

驱动型，第三阶段为创新驱动型。中国的经济发展

水平处于第二阶段，即效率驱动型。安邦咨询首席

研究员陈功认为，中国的发展虽然已经处在效率驱

动的阶段，但是中国驱动经济发展的效率仍然很低，

仍需要持续地解决效率问题。而东盟很多国家是在

要素驱动的阶段，整体而言比较依靠输出资源。因

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发展阶段的互补性就形成了

经济上的互补性。例如，中国从越南、泰国输入大米，

但同时向他们输出农业生产的育种和栽培技术。

二、资源和风险分析	

1．资源分析 

东盟国家在很多资源领域存在优势。在能源方

面，合作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等方面，东

盟与中国在本世纪初已经在油气勘探和开发方面开

始合作。在目前阶段，油气开发合作需要较大企业

和较多部门参与，而双方中小企业尚未在此方面形

成参与能力。液化天然气运输方面，例如新加坡油

气资源虽然缺乏，但炼油能力和液化天然气储运能

力很强，在此各方的合作空间大。煤炭开采、金属

矿产及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资源则有待合作开发。

中国－东盟之间开展可再生能源合作的基础已

经具备：

东盟正在调整现有的传统能源结构，并积极研

发推广风能、太阳能、地热、潮汐、煤炭清洁及再

生能源等新能源技术；东盟国家正积极加强与其他

国家能源机构的合作。中国是东盟寻求能源合作的

重要国家。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3.013

2011 年中国提出新能源产业规划，在 2011 － 2020

年间，累计增加投资5万亿元人民币，重点在太阳能、

风能、生物质能和核电的新能源开发。

东盟可再生能源占世界总初级能源需求的

19%，在 2005 年和 2030 年预计将有 18% 的份额。

地热、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和海浪能增长最为明显，

预计在 2005 年至 2030 年期间平均增长 6.7%。《2010

至 2015 年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

2012 年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额同比增长

20%，达到 677 亿美元，再度成为全球最大投资国。

在相关方面可以与东盟形成合作。 

可再生和替代能源应用，如太阳能、风能、潮

汐能、生物质能等，都需要提高效率。

利用潮汐力发电可使灾害变为电力（潮汐发电

与水力发电原理基本相似，利用水涨、落的水位势

能发电）。例如，马六甲海峡潮汐、钦州潮汐都有

待于合作开发。

以如下几个国家对可再生能源发展为例：

文莱新能源发展信息表明，文莱正在积极将新

能源与传统能源结合。例如，将太阳能利用在油气

田的平台上，以新能源驱动传统能源 2。 

文莱还将建立垃圾转换能源设施。文莱能源部

与文莱经济发展局（BEDB）计划将外国公司引入

2　PV	systems	at	Oil	and	Gas	offshore	Platforms,	http://www.energy.

gov.bn/info/Pages/Renewable-Energ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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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废弃物转换成能源的行动中，外国公司将与文莱

企业建立合资企业。相关工厂的建立能减少 80% －

90% 的废弃物，最低化地减少垃圾处理场的占地，

并创造就业。文莱平均每天产生 500 吨垃圾和废弃

物品，如果以能产生 28 兆瓦的电力来计，大约将

解决能源的 5% － 6%，这对节省燃料非常有意义。 

马来西亚 SEADA（可持续能源发展局）提出，

2012 年 12 月起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准入补贴机制

（FIT）3，例如，补贴太阳能发电成本与常规上网

电价的差额，使成本较高的太阳能供电项目能够有

长期稳定发展。从而吸引各链条和系统的运营商

及投资人积极参与，进而推动整个行业的持续发

展。其他鼓励措施包括：2013 年全年光伏装机量

为 6MW；《可再生能源（准入审批和补贴税率）

条例 2011》；《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标准）条例

2011》；《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电力购买合同条

例 2011》；向可持续能源发展局申请可再生能源发

电配额等。

在新加坡举办的“2012 亚洲清洁能源博览会”

上，马来西亚能源、绿色科技和水务部长陈华贵表

示，马来西亚实施的全新的清洁能源上网补贴政策

是要全面推动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满足自身不断

攀升的能源需求。该机制重点扶持物质能、沼气以

及小型水电和太阳能项目，通过奖励投资可再生能

源的个人、企业及团体，全面推动马来西亚的清洁

能源发展 4。

根据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部信息，印尼仍有

25% 的人口没有用上任何现代能源 5；政府将按季度

推进电力税调节计划以鼓励新能源发展；将利用现

代的、有效地和环境友好型的技术使生物质和固体

废弃物转换成电力；企业将选择优秀的技术供应商

以满足处理相应废弃物的需要，即将废物利用水平

达到最大化，最终实现零废弃物目标；建设小规模

的水力发电厂。除了用生物质和固体垃圾、小规模

水力的发电外，印尼的地热资源也非常丰富，有利

用外资和产业合作的基本条件。

印度尼西亚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反映出印尼

新能源发展的空间巨大：

3　Feed-in	Tariff	(FiT),	http://seda.gov.my/

4　“马来西亚可再生能源迎来新契机”，2012-12-21，http://www.

escn.com.cn/2012/1221/733406.html

5　25%	of	 Indonesian	Have	 no	 Access	 to	 Energy,	 FRIDAY,	 21	

DECEMBER	2012,	

http://www.esdm.go.id/news-archives/general/49-general/6123-25-

of-indonesian-have-no-access-to-energy.html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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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水电潜能为 756.7 亿瓦，实际装机能力

43 亿瓦，利用率仅 5.6%； 

·地热资源大约 217 处，潜能约 270 亿瓦，实

际开发 8.07 亿瓦，利用率仅 2.99%； 

·小水电潜能 5 亿瓦，实际开发 0.84 亿瓦，利

用率仅 16.8%； 

· 生物质潜能 498.1 亿瓦，实际开发 4.45 亿瓦，

利用率仅 0.9%；

· 太阳能日辐射量 4.8 千瓦 / 平米 / 日，实际

开发仅 800 万瓦； 

· 风能风速约为 3 － 6 米 / 秒，东部地区风速

则超过 6 米 / 秒。

泰 国 可 再 生 能 源 情 况： 泰 国 能 源 部 预 计，

按 照“2012 年 － 2021 年 可 替 代 能 源 发 展 计 划

（AEDP2012 － 2021）”， 至 2021 年， 泰 国 能 源

需求增幅达 39.91%。泰国政府将推动可替代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发展，力求达到整个能源消费的 25%。

将利用农产品副品作为能源资源，包括生物质、

生物燃气、生物柴油和乙醇。

食品行业也产生大量副产品，这些废弃物可以

作为能源生产原料。

泰国的自然资源蕴含着发电的巨大潜力：泰国

平均日照能源为 18.2/MJ/m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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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泰国适合于可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

投资。

在矿产业合作方面，中国与东盟也存在不错的

条件。以铁矿为例：中国广西等地省区的铁矿含有

砷（As）、锑（Sb）、铋（Bi）、铅（Pb）等有害

元素，使冶炼的生铁极易碎裂，不能生产铸铁和钢。

加入稀土可以消除这些元素的危害。广西等南方地

区多为含有易提取的钇稀土矿（稀土：钪、钇、镧

系十七个元素）。越南、老挝隶属于欧亚岩石圈，

丰富而多样化的地质资源使其许多地方具有很大找

矿前景和开发价值，为东盟－中国的产业合作提供

机会。

制造业领域，重工业方面，东盟中国在钢铁冶

炼等领域可以合作；机械制造，中国、新加坡有相

对好的基础；电子产品，中国在此领域有较成熟的

技术；纺织、服装是东盟部分国家和中国较成熟的

领域；食品加工产业，东盟十国和中国有非常多的

特色食品，通过产业合作建立互通联系。

农业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最早

受惠的领域，是双方的基础产业，也是各自的国家

战略产业；东盟中多数国家都是农业国，农业自然

条件较优越，与中国很多地区的农业结构具有很强

互补性，双方具有开展农业合作的良好基础；在稻

米生产、果蔬、蚕业、渔业、蔗糖业、生态农业以

及经济类作物等方面均有较大合作空间；中国已与

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等东盟国家开展广泛的农业合作；主要合作领域：

农业育种、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肥料、生物多

样性、替代种植。

另外，在旅游业领域，主要合作方面包括风景

游、历史游、文化游、民俗游等；金融服务业和教

育产业领域也有较大的合作空间。

2．通过合作减小风险

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同样面对政治环境、法律

法规及政策、经营环境和社会等领域的风险。风险

的存在是客观的，如何面对风险及应对风险是更为

现实的问题。正如安邦咨询陈功先生提出的“新天

下观”学说，强调国际之间的均衡竞争，以“世界

函数”为基础，而不是“单个国家函数”。在“世

界函数”模式下，变量包括自国在内的所有国家，

各变量之间存在交互影响，互相作用，相对比较容

易实现均衡；而“单个国家函数”的变量是自国以

外的其他国家，这种函数很难实现均衡，竞争会此

起彼伏，成本很高，要大量消耗一国的自有资源。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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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中国和东盟国家而言，通过合作和自我加

强才能抵御风险。

三、主要问题	

中国东盟开展产业合作，仍存在如下方面的几

项问题：

1．从目前合作现状看，可以开展产业合作的

领域虽然很多，但尚未有明确目标；

2．合作层面不广泛，产业合作目前多在研讨会、

展销会、洽谈会层次，未形成有关领域全面合作；

3．对 10+1 可合作资源不清晰，各方信息互不

知晓，或者沟通不足；

4．对产业合作中的科学技术尚不重视；

5．与东盟的互联互通目标及中国的产业发展

目标尚未紧密结合；

6．生产、教育、研发、服务的链条尚未建立，

影响产业合作的全链条发展。

四、主要建议

通过对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合作状况、发展潜力

和存在问题的分析，我们希望强调如下几个方面：

1．东盟很多国家与中国的产业结构相似或是

相邻国家的地质和自然资源相近，具有广泛合作的

基础和条件。

2．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可以成为双方产业合

作的切入点之一。

3．农业合作迫切性很高，从双方的发展目标

来看均是如此。

4．金融服务业合作的重要性将随着多项事业

发展逐渐显现。

5．中国与东盟很多国家虽然存在发展阶段的

差异，但要注意对于互补性的运用，比如，马来

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开展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

FIT，而中国的新能源投资居世界首位，其中太阳

能发电产能过剩。以澳大利亚为例，其已大幅削减

FIT，减缓新能源发展步伐，原因是其目前除了光伏、

风电，还想发挥他们自有的天然气行业及煤炭矿业

的出口，这些燃料将在全世界占有很大市场。东盟

国家仍处在 FIT 鼓励新能源的阶段，但是很多国家

同样也有丰富的传统能源，将来也会有均衡发展的

需要。即充分利用传统能源。因此，中国的光伏公

司不能毫无目标地前往，双方必须根据实际规划确

定产业合作目标。 

6．应该将科学技术知识的应用提高在产业合

作中的重要位置，包括现代设备仪器、专业队伍和

当地经验的有效使用。

7．建议建立合作资源规划时间表：今后 1 年

内尽快组织双方开展产业参与的 10+1 可合作领域

资源调查；2 年内形成动态资源库，及时更新合作

资源的信息和情况；3 年内步入基于资源信息导向

的东盟－中国产业合作网络。

8．从已有问题可以看出，全面产业合作是中

国－东盟强化经贸关系的必由之路，而仅有贸易和

投资是远远不够的。目前距离东盟 2015 年实现一

体化还有三年，我们建议中国东盟双方尽早签订全

面产业合作协议，使中国东盟已经启动的自贸区各

项安排能够落实在产业合作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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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槟城设会展局加速投资与经济增长

Pena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Bureau Boos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开发会展经济与商务旅游，是一个经济体在广

招外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活动。马来西亚槟城州政

府于2013年1月5日成立槟城国际会展局（PICED），

着手在未来申办更多的国际性会议与展示活动，以

在带动商务旅游与消费活动之际，也能提升当地的

经济发展 6。

除了政府公开招标兴建的槟城地下国际会展

中心（SPICE）将会在 2015 年竣工外，由新加坡

Suntec 国际公司与马来西亚怡保置地（IJM Land）

公司合作开发的槟城海滨国际会展中心（PWCC）

6　“槟城没有会展中心就会落后”，2013-1-5，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也将在 2017 年完成，使槟城在未来 5 年内能拥有

两座具备高水准的国际会展中心。

隶属马来西亚北部经济走廊特区（NCER）的

槟城，过去在制造业与旅游业的发展与开拓方面皆

为该特区之最，这些成就可从表 3 的数据中看出（马

来西亚共有 5 大经济走廊特区，为经济转型计划下

的重要发展元素；北马特区包括槟城、玻璃市、吉

打与霹雳）。虽然槟城在 2012 年前 9 个月投资额

有所下滑 7，但根据槟城州政府机构 2013 年 1 月公

布的消息，该州在 2012 年最后一个季度成功取得

多家跨国机构的投资项目 8。

7　MALAYSIA	INVESTMENT	PERFORMANCE	2011,	http://www.mida.

gov.my/env3/uploads/PerformanceReport/2011/Report.pdf;	

http://www.mida.gov.my/env3/index.php?page=projects-approved-

by-major-location

8　Invest	Penang,	http://www.investpenang.gov.my/portal/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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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马来西亚第十个五年计划”预

测 9，槟城州在 2012 年的本地生产总值（GDP）比

重中，制造业占 50%，而服务业则占 47%，反映出

槟城相对较依赖制造业领域的投资。而根据该计划

与州政府的预估，槟城希望在 2015 年将制造与服

务领域的比重进一步拉近至 49% 与 48%。因此，设

立国际会展局与国际会展中心的目的就显而易见。

需要注意的是，开拓更多的国际会展业务，除

了能提升州内的消费活动外，也能间接促进槟城进

9　TENTH	MALAYSIA	PLAN,	http://www.epu.gov.my/html/themes/epu/

html/RMKE10/rmke10_english.html

一步成为海外投资者的潜在投资首选地点，以及成

为首都吉隆坡以及南部依斯干达地区以外，对马来

西亚相对关键的北部经济与商业重镇。因此，开拓

会展经济能将槟城塑造成不同的品牌形象，大幅提

升槟城在马来西亚北部的城市辐射力。因此，对于

国际投资者而言，这些信息非常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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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企业将延续“走出去”的趋势

Singapore’s Companies to Sustain the “Go Out” 
Momentum

由于受到经济规模的限制，新加坡的经济成长

高度依赖海外市场。对新加坡企业而言，寻找更多

的海外市场不仅能抵消国内的通胀和人力成本的压

力，还可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收益状况。

新加坡亚洲新闻 1 月 3 日报道，新加坡国际企

业机构（IE Singapore）预测，新加坡企业对外拓展

的趋势会在 2013 年延续下去。同时，该机构也意

识到，基础建设和消费零售将成为新加坡商业资本

流出的两个行业 10。

其中，中国大陆仍是新加坡投资的最主要市场，

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西部城市（例如成都和重庆）

商业发展机遇将继续成为新加坡企业在中国扩张计

划的因素。

如表 4 所示，中国目前是新加坡全球对外投资

的最大流入国。从 2007 年至 2011 年，新加坡在中

国大陆的投资资金流入增幅为 134%。此外，根据

中国商务部公布的 2012 年前 11 个月数据，新加坡

10　TENTH	MALAYSIA	PLAN,	http://www.epu.gov.my/html/themes/

epu/html/RMKE10/rmke10_englis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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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投资金额已达 60 亿 4400 万美元，仅次于

香港和日本在华的投资额 11。

而同时期，东盟仍是新加坡最热的投资点。就

国家而言，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和缅甸

持续吸纳最多来自新加坡的投资额。这表明，除中

国之外，新加坡企业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东盟成员

国作为它的重要投资对象。

正如安邦咨询所提出过的观点，新加坡企业的

全球化现象符合新加坡政府“走出去”的经济政策

和战略。配合这个方向，我们可预测到新加坡政府

将通过 IE Singapore 投入更多的资金协助本国中小

型企业拓展海外业务。

从长远来看，中国企业应该有效地利用上述良

机和背景，共同与新加坡企业建立更多的合作伙伴

关系，尤其在基础建设和消费零售方面开展合作。

泰铢汇率快速升值引发产业转型

Thai Baht Drastical Appreciates against U.S. 
Dollar Leads to Structural Change

泰国开泰银行的开泰研究中心 21 日提供的信

息显示，2013 年初以来，泰铢对美元的汇率已升值

了 2.8%，为亚洲国家汇率升值最高的货币。自 1 月

中旬升破 1 美元兑 30 泰铢后，目前其汇率维持在

29.7 泰铢兑 1 美元之间上下浮动，创下 2011 年 8

月以来之新高。泰国开泰银行资本市场业务部门负

责人提迪认为，预计 2013 年年中泰铢汇率有可能

升至 29.50 泰铢兑 1 美元，到年底有可能进一步升

值至 1 美元兑 29.00 泰铢。

泰铢升值对泰国出口的影响也要按行业来分

析。泰国工业协会主席帕扬萨就担心泰铢的快速升

值，会影响泰国缺乏核心技术的制造商、特别是出

口商的竞争力。尤其在越南、印尼等主要竞争对手

11　Singapore	companies	likely	to	continue	investing	overseas,	Channel	

News	Asia,	 2013-1-3,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stories/

singaporebusinessnews/view/1245775/1/.html

因泰国调升劳工日薪标准而拥有更大的优势，此类

经营商更有必要加强调整升级，以不断提高产品的

附加值；与此同时，产业链条较长和进口原料占比

较高的行业受影响程度将较为有限，甚至可从进口

成本降低中受惠。

相较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泰国货币升值对金

融市场的稳定也有较大的干扰。有信息显示，2013

年年初以来，泰国联合交易所平均每天成交金额已

超过了 500 亿泰铢，较 2012 年平均每天的 320 亿

泰铢左右大幅提高，当中就有 20% 为外国资本。泰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吉迪腊说，泰国央行需密切关注

短期内快速流入、流出泰国的外国资本对泰铢汇率

以及对泰国经济的影响。

由于泰铢汇率仍呈波动中升值的趋势，加上面

临经营成本挑战呈持续加重走势，泰国经营商今后

除了拓宽出口市场、寻找价格更低进口原料来源、

利用多种风险规避工具、加强生产成本和生产流程

管理、持续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提升产品附加值等

进行短期调整外，有实力和准备就绪的经营商还可

利用即将建成的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寻找前往

邻国投资经营的机会，则不失为可长期维持竞争优

势的另一对策 12。

12　“泰铢汇率快速升值引起泰经济界关注”，2013-1-21，http://

finance.sina.com.cn/world/ggjj/20130121/135614354008.shtml



 / CHINA-ASEAN WATCH /  2013.0112

缅甸政府将加强能源收益和税收的透明度

Myanmar Will Be More Transparent in Energy 
Income and Tax 

随着缅甸民主改革的发展，日本、欧美等国及

相关国际机构加速对缅支援，在这一背景下，旨在

探讨各国对缅支援框架的“第一届开发合作论坛”，

1 月 19 日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来自日本、美国、

欧盟等约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及联合国相关机

构、非政府组织等 30 个团体的约 200 人参加了会谈。

论坛由缅甸总统吴登盛主持，会上他介绍了一个内

容广泛的缅甸“经济与社会改革框架”，不仅包含

有至 2030 年的远期目标，也有未来三年内完成的

短期目标。其中，缅甸政府在“框架”中承诺，将

加大资源开发领域的透明度，政府将公布从石油、

天然气与煤矿中获得的收益，在缅运营的矿产公司

也要向社会公开其中标金额。

其中，增加能源方面投资的透明度是一个亮点。

吴登盛宣布，缅甸将进一步采取措施扩大其能源部

门的透明度。政府将会公开从石油、天然气以及煤

矿中获得的收益，同时，从事该相关行业的企业也

需要向社会公布其向政府缴纳的所有税收。此前一

天，缅甸能源部称，开放 18 个岸外油气区块供招标，

邀请所有有意向的公司参与，并于两个月内提交标

书。中标公司须与缅甸国有能源公司合作开发。这

是缅甸政府 2011 年以来公布的第二轮岸外资源招

标计划。缅甸拥有大约 50 个岸外油气区块，此次

招标的油气区块占总数的 1/3 以上。2011 年缅甸对

岸外资源进行首轮招标时，大部分竞标公司来自亚

洲。随着西方国家逐步解除对缅甸的经济制裁，此

轮油气区块招标可能会引起西方企业的兴趣。

与此同时，中国在缅甸的油气管道也将在今年

投产。据 1 月 21 日消息称，连接缅甸和中国的天

然气管线将在 5 月底以前投入使用，将天然气从缅

甸近海输送到中国西南部。中国石油母公司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已经完成项目的较艰难部分，包

括穿越群山等。该管线年运输能力为 120 亿立方米，

缅甸境内长 793 公里，中国境内长度为 1727 公里。

与之平行的输油管线预计将在 2014 年投产，晚于

之前预计的投产时间。值得一提的是，今后中国进

口自中东的原油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而可以直接

从面向印度洋安达曼海的缅甸若开邦马德岛上岸，

并经该管线输送到中国西南地区。然而缅甸将每年

可在境内下载不超过 200 万吨原油和 20 亿立方米

天然气，这将对满足其能源需求起到积极的补充作

用。据官方数据显示，在截至 2012 年 3 月的财年里，

缅甸出口了价值 35 亿美元的天然气，主要买家为

邻国泰国，之前一年天然气出口额为 25 亿美元。

虽然缅甸的一些民众对中缅石油管道颇有微

词，但政府坚持石油管道能给缅甸带来利益。缅甸

能源部一名官员说：“缅甸每年会收到 610 万美元

管道沿线土地租金，该管道每输送一桶石油，缅甸

就有 1 美元的收益。据估计，该管道每年的输油量

为 2200 万桶，这样一来，我国每年就会获得 2200

万美元”。由此可见，能源投资确确实实会给缅甸

带来利益，但是如何把这些利益分配到民众手里是

个大问题。现在缅甸正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

革，政府在能源税收和收益方面的开放透明仅仅是

第一步，如何把这些收益落实到民生投入是一个更

重要也更棘手的课题 13。

13　“ 缅 甸 出 台 经 济 社 会 改 革 框 架”，2013-1-20,	http://finance.

qq.com/a/20130120/0003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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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摆脱经济低迷仍需克服多重困难

Vietnam Has to Overcome Multiple Difficulties to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在刚刚过去的 2012 年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经济体美国利用政策驱动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

复苏：就业和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已经开

始进入了复苏轨道。对于将绝大多数产品出口给美

国市场的越南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但同时

越南经济也受到了欧洲和日本市场低迷的影响，在

一定程度上也使得经济增长的根基并不是十分稳

固。在 2013 年里越南的经济增长仍然十分脆弱，

甚至有衰退的可能。

越南所面对的经济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点 14：

14　An	update	on	Vietnam’s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3-

01-10,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012/12/17068879/

taking-stock-update-vietnams-recent-economic-developments

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在除去食品燃料等波动

性较大的因素后，越南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依然高达

11%，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率对经济的负作用难以估

量。在新的一年里对通胀控制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越南最近的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但是按照

国际标准来说，仍然偏低，尤其对于越南这样一个

国家：其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 M2 储备比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都是最高的。

越南仍然有着放松政策而导致通货膨胀死灰复

燃的可能。

越南国内的信贷机构的资产质量严重恶化。保

守估计，如果越南的银行业实施更严格的审计措施

的话，其国内的公共债务水平将会急剧上升。

银行、国有企业和公共投资的重组或结构性改

革不利已经开始影响到投资这的信心，从而导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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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投资的不足，进而波及到宏观经济。

2012 年越南的 GPD 增长率已经是自从 1999

年来的最低值。越南在 2013 年的经济增长能否借

助经济已经触底反弹的中国市场摆脱经济低增长的

阴霾。

菲律宾农业发展效果显著

Great Achievement in Agriculture of Philippines

根据菲律宾农业统计局的最新发布数据估计，

2012 年菲律宾的稻谷作物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 1010

万吨，高于 2011 年同期约 10.7%。而所有谷类产出

达到了 1800 万吨，比 2011 年增长了约 6%。如此显

著的粮食作物产出的增长应归功于 2012 年绝大多

数时间都是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天气状况，尤其是

拉妮娜现象在农作物生长季节的长时间延续以及粮

食产区的大幅度增加。中央吕颂卡加延河谷、依罗

格地区和西边的米沙焉群岛的种植面积都在大幅度

的增加，还伴随着番茄、洋葱、花生、甘蔗等经济

作物从棉兰老岛北部南伊罗戈、拉乌尼翁、邦阿西

等地区的转移 15。

由于粮食产量的增加，以及对 2013 年产量继

续增长的预期，菲律宾 2013 年谷物进口预期将会

比 2012 年下降约 1/5，达到 420 万吨。

由于国内的粮食产量稳定增长，菲律宾国内的

粮食平均零售价格将趋于稳定，在最近的几个月，

菲律宾国家粮食局通过的水稻采购计划保证了充足

的供应，同样，玉米价格也从 2011 年中旬起持续

保持稳定。在此期间，大米和玉米的价格分别增长

了约 1.6% 和 2%，而同一时期的菲律宾的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增长了约 2.9%。

总体来说，菲律宾的食品安全问题还是令人满

意的，但由于农业基础设施依旧薄弱，在 2012 年

15　“GIEWS	Country	Briefs”，2013-01-14，http://www.fao.org/

giews/countrybrief/country.jsp?code=PHL

年中以及年底发生的台风等自然灾害使得约 660 万

人受到影响，受灾最严重的棉兰老岛绝大部分地区

都有基础设施，道路和房屋受到损害的报道。如何

在预防自然灾害的基础上增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这

是在新的一年里，菲律宾政府的农业工作重心所在。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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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涨严重抑制印度尼西亚纺织业复兴

Rising Costs Severely Inhibited The Revival of 
Indonesian Textile Industry

在刚刚过去的 2012 年里，受到欧美经济的低

迷而造成的需求不足，印度尼西亚的纺织和纺织相

关的产品出口受冷，从 2011 年的 132 亿美元下降

到了 126 亿美元，降幅高达 6%。纺织业是印度尼

西亚的国家支柱制造业之一，是东盟中最好的工业

制造业。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渐复苏，对印度尼西亚

的纺织产品需求也将增加，而且，东盟各国市场前

景也相对明朗乐观，印度尼西亚今年的纺织业出口

预计将增长 6%。

印度尼西亚的纺织业也并非只有好消息，电费

的上升和最低工资的提高增加了纺织业的成本，很

多业内人士认为 6% 的增长目标几乎无法完成，能

有维持住 126 亿美元的出口额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印度尼西亚纺织协会曾提及，由于电力价格在 2013

年初增长了 4.3%，会造成纺织业产品的销售价格

提高 16%。而且由于纺织企业的雇员都是属于收入

较低的阶层，受惠于印尼上调最低工资的优惠政

策最大，这却很大程度增加了纺织企业的成本。根

据印度尼西亚纺织协会的估计，最低工资的提高，

会使得部分纺织和纺织产品的价格上涨约 10.3% －

16.7%。

内部成本上升，而外部却依然面临着进口产品

的强硬竞争。在过去几年，印度尼西亚的纺织品进

口快速增长，特别是从中国的进口。数据显示，从

2007 年到 2011 年，印度尼西亚的面料进口骤增了

82.3%，达到了 44.5 亿美元，成品服装的进口也上

升了 34.4%。

在即将到来的 2013 年里，印度尼西亚的纺织

产业将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文莱光伏发电仍存在很大的开发空间

Brunei Sees Huge Potential for Solar Power 
Generation

文莱拥有可能超过 16，000 兆瓦（MW）的太

阳能资源，这给了光伏发电很大的发展空间，根据

文莱官方统计，截止到 2012 年底，文莱境内光伏

发电的总装机容量约为 700 兆瓦，其中 400 兆瓦已

经成功并网发电。这个数字随着时间推移有可能继

续增加 16。

在上个月举行的一个能源战略和政策论坛上，

来自 Powertech 公司太阳能开发组的 Ryan Pletk 曾

说道，文莱是有能力继续利用更多的太阳能资源

的。经过考察，文莱境内有至少 7 个区域是可以大

规模利用光伏发电的。比如，其中之一的淡布隆拥

有充裕的土地和光照可供光伏发电开发。经过他计

算，如果能利用屋顶和停车场等地区，至少能开发

约 780MW 的装机容量。但是，由于现阶段的光伏

发电成本依然很高，所以光伏发电的推进计划并不

是很顺利。但 Ryan Pletk 依然有理由保持乐观，因

16　Brunei	has	bright	solar	potential,	2012-12-20，http://www.bt.com.

bn/business-national/2012/11/29/brunei-has-bright-solar-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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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他看来，光伏发电的产能每年约提高 30%，而

成本却逐年下降约 20%。“人们往往希望使用更加

绿色的能源，不是因为他经济，而是因为它对环境

更加友好，但很明显，成本依旧是头号制约因素”。

但是他也注意到了很多文莱人开始为自己的房屋加

装光伏发电板。

另据文莱能源部长雅思敏透露，文莱政府目前

正考虑建设职能电网并推出入网电价补贴以促进本

地的太阳能产业发展。根据计划，文莱政府将鼓励

居民在屋顶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并将电力并入国

家电网，文莱政府将提供补贴入网电价，投资者预

计 10 年能够收回成本。

对于中国光伏发电企业来说，这是个好消息，

因为现阶段文莱装配的光伏发电装置一半是由中国

生产的。政府的促进计划很可能会让更多的中国企

业受益。

柬埔寨成功控制国内通货膨胀

Cambodia Successfully Controlled Domestic 
Inflation

在 2012 年全球普遍通过量化宽松刺激经济增

长而造成了普遍性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中，柬埔寨却

成功的将本国 2012 年度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3%17，

在 2011 年，这个数据达到了 4.9%，高于 2010 年的 4%

（1994 年－ 2010 年的情况见图 11）。柬埔寨副首

相兼经济和财政大臣吉春曾在 2012 年初表示，柬

埔寨 2011 年的通货膨胀处于可控状态，而 2012 年

柬埔寨政府的主要经济目标就是压低通货膨胀率。

现在看来柬埔寨 2012 年的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显

著。根据柬埔寨中央银行官员 Chea Chanto 在中央

银行年会上的一次讲话，柬埔寨在 2012 年的通货

膨胀率成功下降到 3%，而在此一年的 2011 年，该

数字高达 4.9%。

17　Cambodia’s	inflation	stands	at	3%	last	year,	2013-01-21,	http://

www.livetradingnews.com/cambodias-inflation-stands-at-3-last-

year-101761.htm#.UP9QBx2X-So

由于美国的几次量化宽松，柬埔寨货币（瑞尔）

对美元升值约 1.7%。与此同时，柬埔寨的官方外汇

储备也达到了 37 亿美元。这对于柬埔寨这样经济

容量不大的经济体已经十分不易。根据相关分析，

2012 年低通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柬埔寨国内的食品

价格稳定所造成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国内

的燃料价格，尤其是成品汽油价格仍然居高不下，

2013 年初的油价高达 1.36 美元每升。这也成为新

的一年柬埔寨经济发展的隐患。其次，对于柬埔寨

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外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之一，低通胀率在全球量宽的大环境里很可能会

受到游资在资本账户上的冲击，但对实体经济贡献

不大，反而会因为货币增值阻碍了外国直接投资。

老挝服装制造业面临用工不足

Lao Fashion Industry is Facing Labor Shortage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丧失，世界上的纺织服装

业开始关注东南亚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以便将纺织

服装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老挝纺织服装界主动

抓机遇求发展，期望到 2015 年成衣产品年出口额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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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 5 亿美元。但是纺织服装从业人员缺失是阻碍

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老挝成衣制造业日前计划通过广泛宣传活动，

吸引更多求职者，以达到 2015 年成衣业劳动力增

长至 6 万名的目标。老挝成衣产业协会指出，成衣

业长期面临着劳工短缺的问题。虽然订单满满，但

由于交货时间的强制规定，要保证按时完成订单，

成衣业需要更多从业人员。老挝成衣技能发展中心

将于近期发布详尽的信息，倡导从事制衣业的福利

和优势。世界银行 2011 年的数据显示，老挝国民

总人均收入为 1130 美元，以国际标准而言，收入

相对较低。老挝成衣产业协会管理顾问威廉表示，

自 2012 年 1 月起，老挝每月最低工资由 43.5 美元

调涨为 77 美元，而且工厂也支付奖金及加班费。

成衣工人每月可赚得 100 － 250 美元，其中包括膳

宿。其他产业如建筑业及矿业可能薪资较优，但工

作负担相对较重，风险也较高。老挝业界期望，到

2015 年成衣产品年出口额可达 5 亿美元。

老挝服装业协会会长翁西·布西冯萨表示，老

挝服装业将利用入世契机加快产业升级，“老挝的

服装业，98% 的产品是输入国际市场，我可以很自

豪地说，老挝服装业的产品，在质量上是不输于国

际水准的，甚至有些厂家的产品要高于国际水准。

由于老挝还属于欠发达国家，因此加入世贸组织之

后，很多发达国家将给予优惠政策，我们的产品不

会受到市场配额方面的限制”。

翁西分析，在面临发展良机的同时，老挝的服

装业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商品的种类和数量

严重不足，工厂设备较为落后，工人技能水平有限

等，针对这些不足，必须加快产业升级以满足国际

市场的需要。老挝在 2020 年摆脱欠发达状态之后，

将在同一水平上与其他国家竞争。老挝此后将享受

不到任何特权，因此老挝的服装制造业必须要不断

提高生产水平，促进现代化。即淘汰老式的、低效率、

低质量的生产方式，采用先进的自动化的生产线。

此外，还需对工厂工人进行长期系统的培训，使其

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同时，在保证商品质量的

前提下，增加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以保证供应国际

市场的需求 18。

18　“老挝成衣业期望吸纳更多劳动力”，2013-1-9，http://www.efu.

com.cn/data/2013/2013-01-09/490926.shtml?fr=hao1008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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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泰国大米出口受到外界低需求的阻力

Thai & Vietnam Rice Export is Cumbered with Low 
Demand

根据泰国大米出口商行会的消息，泰国 2012

年大米出口量大幅度下降，丢掉了自 1980 年起世

界头号大米出口国的交椅。数据显示，泰国 2012

年度大米出口 690 万吨，比 2001 年下降了约 35%，

低于印度和越南，名列世界第三。泰国大米年产量

约 2000 万吨，其中近半数出口。2012 年出口额的

大幅下滑主要是由于英拉政府以高于市场价格 50%

的价格收购大米，该项政策是泰国贫苦的农民受惠，

但却降低了泰国大米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东盟成员国越南也是国际大米出口市场的另一

股重要力量，但最近也受到了高库存的压力。目前，

越南大米库存量为 80 万吨，加上 2013 年春季产量

的 380 万吨，一季度大米的存量可能会高达 460 万

吨，但目前越南还没有接到稳定的大米出口订单，

出口压力较大。而越南计划 2013 年度出口大米至

少 750 万吨，现在的情况恐怕不容乐观。

从国际市场来看，据国际谷物理事会估计，由

于中国和非洲的进口量大幅下降以及越南和泰国等

大米生产国的高库存量，2013 年全球的大米贸易可

能下降到 3600 万吨左右，低于 2012 年的 3810 万

吨。传统的大米进口国的产量均出现增长，两年之

前，印度尼西亚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当

时的进口量达到了 300 万吨，而今年印度尼西亚的

大米产量预计高达 3700 万吨增长约 60 万吨，中国

的稻米产量也增长了 200 万吨。虽然在 2012 年内，

中国的大米进口曾经出现大幅增长，但这种“大幅”

也仅仅只有 240 万吨的总量，仅占全球贸易的 6.4%。

而且据统计，中国的大米库存量已经达到了 9370

万吨。所以，对大米出口国越南和泰国来说，2013

年的大米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云南中国东盟保税物流港面临信息化和国

际化挑战

Digital Globe Challenges China-ASEAN Bonded 
Logistics Port 

1 月 18 日，云南省首届东盟保税物流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在昆明举行。近年来，随着云南面向西南

开放重要桥头堡战略的实施，国际大通道建设的推

进，对外经济贸易不断增多，口岸通道服务功能不

断增强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政策和环境的不断完善。

这些都将加快推进云南省建成以昆明高新区中国东

盟保税物流港项目，并打造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高效

便捷“通道”。

日前，从高新区中国东盟保税物流港项目运营

商云南信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获悉，该项目已经

有国内知名物流企业入驻，并有望在 2017 年全面

完成建设。按照规划，中国东盟保税物流港总投资

约 99 亿元，规划用地 2800 亩，项目分为 3 期进行

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将启动保税物流园区、海关大

楼、公共保税仓库、出口监督仓库等基础设施建设，

奠定物流园区基础。项目二期将完成铁路货运站场、

加工区及配套居住区建设，完善园区的基础配套，

提高综合服务能力。项目三期完成保税商城、会展

会务办公区建设，实现园区各功能板块间的协同发

展，整体形成综合性物流园区。

项目选址就位于昆明东城东南方向的马金铺片

区现代新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内。处于昆明主城、

呈贡新城区、晋城新城区、海口新城区等共同构建

III．中国东盟经贸往来
CHINA-ASEAN ECONOMIC & TRAD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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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新昆明一湖四片大都市核心区，是滇中城市

群的中心地带。同时，项目毗邻昆玉高速、昆嵩高

速、马澄高速以及环湖公路交通网，紧邻昆河铁路，

距离新市政府 15 分钟车程，距离王家营铁路集装

箱枢纽 30 分钟车程，距离昆明主城区和昆明空港

物流园区约 40 分钟车程，周边交通便利，基础设

施齐全。

针对目前中国保税物流发展中面对的问题，中

国仓储协会保税仓储分会执行会长安庆民指出，“目

前国际贸易中的保税、免税、缓税产品需求量正在

增加，但由于我国涉足的产业时间比较短，标准化、

信息化、区域信息化整合等方面还相对薄弱。行业

也计划和海关信息中心开展相关的合作，建立以互

联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平台，来加快特殊监管区域

和监管场所信息化的发展。其中有一个项目已经在

福建平台综合实验区开展，这是以主要进出口为主

的平台”。

综上所述，云南省昆明市建设的中国东盟保税

物流港虽然地理位置优厚，政策扶持很多，不过还

面临着信息化和国际化的挑战 19。

东盟资本市场整合对中国投资者是个机会

ASEAN Capital Market Integration is an 
Opportunity to Chinese Investors

在 2015 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背景下，东

盟国家在资本市场一体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新

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

宾等 6 个东盟国家的 7 个证券交易所将连接起来，

建立起一个名为东盟证券交易所的区域性股票市

场。东盟证券交易所将覆盖 5.2 亿人口，拥有 3000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将达到 2 万亿美元。东盟 6 国

的交易所将推出东盟明星指数，包括每个国家最有

吸引力的 30 支明星股票，共有 180 支股票。值得

19　“云南将在 5 年内建成中国东盟保税物流港”，2013-1-23，http://

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1/23/21508665_0.shtml

一提的是，投资产品“东盟之星”（Asean Stars）

将由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Bursa Malaysia）、泰国

证交所和新加坡交易所（SGX）最优异的 30 支股

票组成，预计将会近期到中国“路演”。

该项目的第一阶段始于 4 个月前，新、马、泰

三方的交易所已经连接起来，使用了电子化“指令

路由”系统，使得其中任意一国的经纪商能够更加

便捷地将客户的交易指令传递至另外两国的交易

所。东盟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已就一个路线图达成协

议，到 2015 年时将实现该地区资本市场的一体化。

创立东盟国家交易所的想法旨在增加成员国公民的

投资机会，让在该地区上市的企业能够涉足更广阔

的资本池。部分东盟国家的储蓄率位居全球前列。

新加坡交易所表示，最终目标是把东盟打造成“可

投资的资产类别”。

一方面，泛东盟交易所面临诸多挑战。尽管东

盟国家一直在大力讨论创立无国界资本市场的宏大

愿景，使一国投资者能够买卖另一国的蓝筹股，但

尚无明确迹象显示投资者对跨国交易所感兴趣。东

盟各国在公司治理和上市标准方面差异很大，地区

内既有新加坡这样发达的市场，也有越南这样仅仅

初具雏形的市场。

另一方面，泛东盟交易所具备一些有利条件。

该地区的大银行和大经纪商早已拥有代表客户进行

无缝跨境交易的技术。东南亚逐渐崛起并成为一个

强大的经济体，对投资者构成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该地区人口超过 6 亿，合计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巴西、

印度。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一些跨国企业被

迫迁移，东南亚作为制造业基地的重要性将与日俱

增。花旗银行称，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的新兴

城市中产阶级在电信、银行和航空方面的需求上升，

该地区应该会受益于人口红利。以前东盟的大企业

很少，几乎谈不上跨境投资，但这种情况已开始改

变。2011 年，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在东盟地区挑选出 50 家“东南亚挑战者”

企业，它们正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扩张，年销售额

均超过 5 亿美元。该咨询集团表示，东南亚很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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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业内广为人知，其中不少企业准备在全球舞台

上发挥领导作用。2011 年，全球最大的两宗首次公

开发行（IPO）均来自东盟国家。

优秀的上市公司是稀缺资源，吸引优质上市公

司和国际投资者是证券交易所的生存之本。证券交

易所合并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亚洲的证券交易所中，

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和大阪证券交易所为增加流动

性、降低交易成本于今年 1 月 1 日合并为日本交易

所集团，成为市值全球排名第四的大型交易所。香

港证券交易所为丰富金融产品于 2012 年收购伦敦

金属交易所。东盟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将使亚洲国家

证交所的竞争更加白热化。但相关专家表示，中国

和东盟的交易所有各自的优势。一家公司最初可能

是在本国上市，但随着公司的发展可能会在两地或

三地上市。目前，泰国证交所与上海证交所已经就

开发跨境投资产品签订了谅解备忘录，2010年11月，

一款基于沪深 300 指数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产

品在泰国证交所上市。泰国证交所将与中国合作开

发更多的金融产品。

综上所述，中国也应该以更加积极地姿态参与

到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来。对中国投资者

来说，东盟资本市场将成为一个富有多样性、集合

各国市场特点的共同市场。新加坡拥有发达的、

国际化的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品丰富。而按照英

国富时指数的划分，马来西亚和泰国属于“先进新

兴市场国家”，上市公司数量多，法律法规相对完

善 20。

20　“东盟整合股市提升竞争力	期望吸引更多中国投资”，2013-1-

13，http://news.china.com/news100/11038989/20130113/17628849.

html

企业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优惠政策还远

远不够

Companies Have Not Fully Utilized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of China-ASEAN FTA

1 月 16 － 18 日举行的首届博鳌亚洲中小企业

论坛透露，虽然中国东盟自贸区已在两年前建成，

但中国很多企业并未充分利用自贸区的优惠政策，

海关总署关税司原产地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平表

示，目前中国企业对自贸区优惠的利用率大概只有

20%。

以棉纺布为例，对于该类产品自由贸易区政策

给予 10% 的最惠税率，如果中国企业进口东盟价值

1 万美元原产棉布，利用好政策就可节省 1000 美元

的关税。同时以关税为基础的增值税也相应降低，

可节省 170 美元，总共可以节省税款 1170 美元。

刘平介绍，“90% 以上的货物都可减税，像蔬菜水果、

木制品、电子产品等正常货物已经在 2010 年实行

了零关税，少数敏感货物如咖啡等减税比例每年递

增，也就是优惠越来越多。要想了解这些信息，商

务部专门建立了中国自由贸易服务网，还有海关的

门户网站，企业都能登录查询”。

这些优惠协定都是根据原产地规则判定。原产

地规则主要有两种，一是完全获得，主要是生长作

物，包括水果蔬菜、动物等。一是实质性改变，进

口原料在中国或者东盟生产成为成品之后，在某国

的部分达到 40%。比如，某公司 1100 美元价格从

美国进口苦橙皮，经过加工制成了橙油，拟以 2000

美元离岸价格出口，经换算在中国的增值是 45%，

超过 40%，因此满足标准，从中国出口到新加坡可

享受零关税。

此外，加工工序标准也可能影响到原产地的划

分。比如，深圳雷诺将瑞士进口的机芯组装成表出

口，原产地怎么定？刘平分析，可以根据实际贸易

和关税政策从严或者从宽，从宽的话只要打上雷诺

标识就可算中国原产，从严则要求机芯必须是中国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	/	CHINA-ASEAN ECONOMIC & TRAD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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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工组装必须是中国的、或者只要求某一阶段

的工序在中国完成即可。另外还有税则改变标准等。

企业须申报，并提交原产地证明或者原产地申

明，以及提供运输单证等。据了解，办理原产地证

书并不复杂，一个工作日可办好，仅需 40 元。

2012 年东盟国家对华实际投资 70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2%，东盟对华投资总额已经超过 770 亿美

元，占我国吸引外资规模的 6%。截至 2012 年中国

企业累计在东盟国家签署承包工程合同总金额达

1478 亿美元，已完成营业额 790 亿美元。

随着近年来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调整其

普惠制方案，中国大部分工业产品已被列入“毕业”

范围，无法再享受普惠制优惠待遇，因此出口商品

到相关国家的企业对普惠制原产地证书的需求逐步

减小，上半年普惠制证书和一般原产地证签证金额

同比分别下降了 8.8% 和 8.26%。然而，相对于普惠

制优惠原产地证而言，中国－东盟自贸区优惠原产

地证优势更为明显。由于自贸区贸易协定的关税优

惠是对等互惠的，受到的贸易壁垒影响非常少，自

贸区优惠原产地证带来的关税优惠幅度更大，因此

区域性优惠原产地证书越来越受欢迎，近年来签证

量持续高速上涨。仅 2012 年上半年，各类区域性

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数量和金额分别增长了 26.9%

和 8.5%。位处中国与东盟贸易前沿的广西签发中

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签证量和金额更是增长

了 27.2% 和 17.7%。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应充分了解增强认知，了

解如何申办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以及该

证书带来的种种优惠 21。

21　“中国 -东盟自贸区优惠政策利用率仅 20%”，2013-1-22，http://

www.ebrun.com/20130122/664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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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强：中国企业走进东南亚进入最适宜

时期

Ma Mingqiang: It is the Best Time for China’s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ASEAN

在 1 月 18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中小企业

发展论坛”的“中国东盟经贸论坛”上，中国－东

盟中心马明强秘书长在致辞中强调，东盟是世界上

发展最快的区域，中国企业走进东南亚也面临一个

非常好的时机 22。

马明强秘书长在致辞中说，根据东盟的发展计

划，2015 年 12 月 31 日东盟将正式成立东盟共同体，

就是到 2015 年东盟国家就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为此东盟制定了互联互通发展规划，根据互联互通

总体规划，共确定了七百个大的项目，总投资几千

亿美元，大约是七千亿至八千亿美元，投资的可能

空间非常大。这些项目大部分都是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公路、港口、机场，以及一些资源开发项目。

这些项目对中国企业来说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在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大环境之下，应该说中国东盟之

间经贸发展的互补优势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很多行

业在东南亚具有非常好的竞争力，甚至是中国有些

产能过剩的企业，在东南亚都是一些重点扶持的企

业。2012 年，中国东盟中心组织了一批中国企业家

到东南亚考察，柬埔寨国务秘书希望我们帮助他们

引进企业到柬埔寨设立玻璃厂和水泥厂；在印尼，

印尼工商部副部长让我们介绍中国一些劳动密集型

的企业到印尼投资，由此希望帮助印尼增加就业的

机会。

22　博鳌亚洲论坛，2013-1-18，http://www.boaoforum.org/hytp/6112.

jhtml

可以说，中国企业走进东南亚面临一个非常好

的时机。不仅之前我们组织民营企业成立了一个东

盟投资联合体，第一个项目是确定在马来西亚，也

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欢迎，我们也和马

来西亚多个部委进行了沟通。这些都是建立在目前

中国－东盟关系的一个大环境中。在座的各位可能

已经从事参与了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有些可能正准

备参与，我想你们都在关注这个大的气候。对于中

国的企业家来说，应该对于这个大的环境有所了解，

能够把握住当前的时机，可以尽快的走进东盟，在

东盟那里去开扩一个大市场。

中国东盟中心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成立，是

11 个国家政府共同成立的这个唯一的政府间国际

组织，作为中国东盟之间唯一的国际组织，它的目

的是成为一个一站式的信息中心和活动服务中心，

就是为我们企业和民间政府的交流搭建一个平台，

做投资促进工作，成为一个经贸和人员往来的促进

机构。去年以来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在浙江

义乌国际商贸城建立东盟产品产销中心、组织企业

赴东盟考察团、成立东盟投资合作联合体，另一

方面还举办了一系列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全国宣讲活

动。至今年已经走了 5 站宣讲活动，并发挥了作用，

有些制造业领域企业家已探讨去东南亚国家投资

了。在旅游促进方面，我们为柬埔寨拍了旅游宣传

片以及中国到东南亚的相关旅游宣传片。这些活动

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国东盟之间务实合作，同时为

中国企业与东盟企业合作做好服务，促进双方增进

了解。今天的论坛就是我们这一系列努力的之一，

希望它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希望这个论坛能够有助

于中国企业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进程中实现再一

次腾飞。

IV. 中国海外投资与东盟
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I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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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投资老挝可关注环保和制造业

Chinese Companies could Focus on Lao’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随着老挝入世和进一步开放市场，老挝已经成

为中国企业投资热点。这些投资大部分集中在资源

和农业。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略的是老挝也有

意展开自己的工业化转型。老挝是一个正在由农业

国向工业国转型的工业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前几年

老挝的产业结构中，农业占到 GDP 的 50% 以上，

这些年由于外资的迅速投入和本身经济总量狭小，

才导致了它的 GDP 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所占

GDP 的结构大概维持在 35% 左右。而工业化的同时，

老挝政府也不忘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保护自然

环境上先行一步。

环保无国境，在这方面，云南省依靠其地理优势，

已经作出实际行动。1 月 1 日起，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与老挝丰沙里省签署的中老联合保护区域协议

正式实施，标志着西双版纳与老挝北部南塔、乌都

姆赛和丰沙里三省的 3 片“中老跨边境联合保护区

域”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总面积 19.37 万公顷（290.55

万亩）无空隙的联合保护区域，构架起了“中老边

境绿色生态安全屏障”和“中老边境生物多样性走

廊带”建设的新格局。西双版纳州与老挝丰沙里省

于 2012 年 12 月签署中（西双版纳）老（丰沙里省）

保护区域协议，面积 110453 公顷，与西双版纳和南

塔、乌都姆赛省先前联合实施的两片联合保护区域

对接连成一片。2009 年，中老双方老挝南塔省建立

了面积为 5.4 万公顷的中老联合保护区域。2011 年，

双方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和老挝丰沙里建立了第二片

联合保护区域，保护区域扩展到 10.9 万公顷。

此外，老挝为了更好地保护当地的森林资源，

2013 年将实施更为严格的木材出口控制措施，因此

老挝政府方面在木材采伐指标的分配上较往年要少

很多，产材量有所减少。值得注意的是，这或许也

和老挝政府一直有意的经济结构转型有关。有商家

反映，老挝政府为了提高本地的就业率，自 2013

年开始，老挝将在国内兴建家具厂，有意将木材原

料加工成家具再出口到全世界各地。

中国是老挝最大投资国之一，也是老挝的第二

大贸易伙伴。2012 年 1 至 9 月，中国在老挝投资总

金额超过 33 亿美元，投资项目达 742 个。放眼望去，

近期中国企业投资老挝还是大多数集中在资源和农

业方面，比如近期渝企在老挝投资养猪。中国企业

在老挝投资也需要注意迎合老挝自身的发展方向，

这样才能双赢。因此，环保节能的制造业很可能是

老挝目前需要也欢迎的投资项目 23。

东盟国家整合股市吸引中国资金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SEAN Stock Market is to 
Attract Chinese Capital 

1 月 12 日，“投资东盟 2013”路演活动在泰

国证券交易所举行。来自东盟国家证券交易所的高

管们向泰国投资者介绍“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的

概念，被称作“东盟之星”的 8 家优秀上市公司负

责人向泰国投资者推荐了自家股票。

在 2015 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背景下，东

盟国家在资本市场一体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新

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

宾等 6 个东盟国家的 7 个证券交易所将连接起来，

建立起一个名为东盟证券交易所的区域性股票市

场。东盟证券交易所将覆盖 5.2 亿人口，拥有 3000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将达到 2 万亿美元。

作为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计划的一部分，2012

年 10 月，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证券交易所

连接成功，这意味着三国投资者不仅可以买卖本国

股票，而且可以投资新、马、泰三国约 2100 家上

市公司。越南、菲律宾和印尼的证交所也将陆续加

入这个交易平台。

随着资本投资平台的建设逐渐完善，东盟成员

国开始向中国投资者抛出了橄榄枝。泰国证券交易

所总裁乍霖蓬表示，东盟交易网络今年计划到中国

进行路演，推荐东盟股票指数，欢迎中国投资者进

23　“ 老 挝 材 货 源 后 市 看 紧”，2013-1-14，http://news.jc001.

cn/13/0114/7082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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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投资。希望中国的券商也能到泰国来发展，帮助

中国投资者投资东盟股票。泰国可以成为中国投资

东盟股票的窗口。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市场运营主

管蔡洪凯也表示，马来西亚希望中国的机构投资者

能够来马来西亚投资。而作为亚太股市第三极的新

加坡股市有着更加特别的优势吸引中国投资者：可

以让国际投资者在北京时间通过新加坡股市交易在

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

在今年的 1 月 1 日，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和大

阪证券交易所合并为全球第四市值的日本交易所，

香港证券交易所在 2012 年收购了伦敦金属交易所，

而东盟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和逐渐完善使得中国的投

资者有了更多的选择。

柬埔寨的基建需求将给中国企业带来无限

商机

Cambodian Demand in Infrastructure will Benefit 
Chinese Companies with Business Opportunity 

根据柬埔寨商务部新近发布的报告预计，去年，

柬经济增速为 7.0%，而通货膨胀率则在 4% 以下。

该报告称，去年末至 2013 年初，虽然受欧盟债务

危机和美国经济低迷的影响，全球经济将持续遭遇

高风险，但是，柬埔寨经济却依然保持强劲增长，

并向预计的增速 7% 迈进。2012 年柬埔寨经济整体

运行态势良好，2013 年中企在柬埔寨投资 112 亿美

元建铁路和钢，再加上柬埔寨期待更多中国机械产

品进入当地市场，这些情况利好消息，会很大促进

柬埔寨工程机械市场繁荣。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于 1 月 4 日公告表示，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与柬埔寨钢铁矿业集团签署《柬

埔寨柏威夏矿山铁路及沙密港港口项目 EPC 合同

协议书》，约定由公司按照 EPC 合同模式承建柬

埔寨柏威夏矿山铁路及沙密港港口两项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据悉，该项目总投资额达 96 亿美元，约

占公司 2011 年营业收入的 12.73%。该项目是柬埔

寨历史上投资金额最大的铁路项目。据公告，柬埔

寨柏威夏矿山铁路及沙密港港口是柬埔寨王国两项

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柏威夏矿山铁路线路全

长 404.481 公里，北起柏威夏铁矿矿区，向南依次

经磅通省、磅清扬省、磅士卑省，终至国公省沙密港，

将构成柬埔寨王国东北至西南的一条国家主干线。

沙密港位于柬埔寨西南海岸的菠萝岛，作为能源、

资源、货物和服务业的通道。据报道，中国中铁与

柬埔寨钢铁矿业集团经过 1 年多协商及实地勘察后

达成了此项协议。该铁路项目还得到了柬埔寨总理

洪森的支持。

柬埔寨国务兼商业大臣占蒲拉西表示，柬埔寨

希望从中国进口路桥维修、建筑、灌溉等机械产品。

占蒲拉西说，柬埔寨希望向中国出口更多产品，同

时希望来自中国的农产品、机械产品进入柬埔寨。

柬埔寨对中国生产的机械类产品表现出浓厚兴趣。

占蒲拉西说，中国生产的路桥维修、建筑等重型机

械和灌溉机械在柬埔寨“非常有市场”，同时中国

生产的水泵、拖拉机也“非常受欢迎”。综上所述，

在目前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柬埔寨的基建需求

将给中国企业带来无限商机 24。

24　“中国中铁签 600 亿基建合同	占 2011 年营收 13%”，2013-1-5，

http://finance.qq.com/a/20130105/0007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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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信心牵引着东南亚股市发展

Growth Confidence Leads ASEAN Stock Rising

东盟几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近年来总体股市

情况比较好。2013 年 1 月以来的股票交易数据显示，

至 1 月 18 日结束，外国投资者继续购买马来西亚、

印尼、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股票，并推动了

股市繁荣 25。

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

这五个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吸引了外国投资者 26。

至 18 日这一周马来西亚的此周外资流入 3.14 亿美

元，印尼的此周外资流入是 2.01 亿美元，但是至马

来西亚的投资者放缓了一些脚步，由于担心即将到

来的选举。

25　Foreign	 investors	continued	buying	Southeast	Asian	stocks	 in	the	

week	ended	Jan.	18,	 led	by	Malaysia,	according	to	Thomson	Reuters	

and	stock	exchange	data，2013-1-21，http://www.reuters.com/

article/2013/01/21/markets-southeastasia-stocksnews-fundflo-idUSL

4N0AQ2J620130121?feedType=RSS&feedName=financialsSector

26　“东协五国GDP	快赢亚洲四小龙”，2013-1-19，经济日报

而印尼的股指则有明显攀升，例如投资者购买

消费品股票，因 2012 年显示了其国内消费继续推

动经济增长 27。汽车销量的增加带动了整个消费部

门。印尼的银行部门也对销售者扩大需求发挥作用。

印尼国家通信公司业绩也有 2.6% 的增长。

不过，2013 年以来的洪水，并未影响股票市场，

花旗银行分析说，洪水未影响到工业区。也未影响

食品供给。但是，大雨虽未危害主要农作物的生长，

也尚未影响到橄榄油生产，但印尼有通胀的风险。

目前，外资仍愿意布局东盟中的上述几个国家。

例如，新加坡星展银行为首的三大银行，主要布局

在这些东盟国家的金融市场。

事实上，东盟发展的动力在于中产阶级的崛起

和政局稳定，例如印尼的人口有 2.4 亿，而符合中产

阶级标准的人口到 2015 年将达到 3000 万人。中产

阶级的定义是：年均家庭可支配所得为 1.5 － 3.5 万

27　Indonesia	stocks	hit	 record,	Astra	 jumps	on	auto	sales,	Jan	18,	

201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1/18/markets-indonesia-

index-idUSL4N0AN3S52013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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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快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

则因为人口结构问题，例如出生率降低和老龄化使

得经济增长的活力减弱，以及内需不足等因素，则

发展的动力日益被东盟几个主要发展快的国家超过。

因此，无论是马来西亚政府换届的可能性引起

的投资者担忧还是菲律宾、印尼的洪水等都未能阻

隔国际资本的流入，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政治稳

定、中产阶级队伍的持续壮大。所以，稳步提高的

国民可支配收入是这些快速发展国家的良好经济形

势和股市上升的主要原因。

东盟十国与中日韩合作发展旅游业开始提速

ASEAN Plus Three Promote Tourism Cooperation

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和韩国正在推进旅游领

域的全面合作。在第 12 届东盟 10+3 会议上，各方

旅游部长参会。在 1 月 21 日于老挝举行的 2013 东

盟旅游论坛和东盟旅游部长级会议上，举办国老挝，

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负责旅游的官员成为联合

主席国 28。

28　The	 twelfth	meeting	 of	ASEAN	plus	 three	 (China,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	 Tourism	Ministers,	 2013-1-21,	 http://www.

asean.org/news/asean-statement-communiques/item/the-twelfth-

meeting-of-asean-plus-three-china-japan-and-republic-of-korea-

tourism-ministers-12th-m-atm3

2012 年是东盟 10+3 旅游业发挥变化的一年。

国际游客到达人数的增长非常显著。提高互联互

通特别是航空出行的东盟 10+3 的游客数量比 2011

年有 11.9% 的增长。2012 年，10+3 国家共接受国

际游客 9.8 千万人。10+3 国家之间的游客是这一

旅游市场的主要来源。占了国际游客到达人数的

64.8%。

2012 年 11 月时，东盟曾分别与中日韩举行了

峰会，共同支持东盟 10+3 合作工作规划（2007 －

2017）的实施。

其中包括东盟 10+3 旅游合作工作规划（2013 －

2017），包括高质量的旅游开发，技能培训，联合

旅游促销和推进，巡游旅游和旅游危机交流。东盟

10+3 旅游合作工作规划会促进各国家旅游组织的

合作，各国将建立 10+3 旅游工作组共同实施旅游

工作计划。

为了提升东盟 10+3 旅游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各国也强调在运输部门的合作，并倡导在东盟分别

与中、日、韩的互联互通，例如在东盟与中国航空

运输协议之下的双方自由航空权利，以便在东盟和

中国的更多城市间建立更多的航空通行。旅游部长

们还对日本与每个东盟国家扩展航空互联互通非常

感谢。各国对东盟与韩国之间尽早签署航空运输协

议也非常期待。

事实上，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东盟 10 国分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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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与中国、日本和韩国建立的政府间机构，日本－

东盟中心、韩国－东盟中心和中国－东盟中心对促

进东盟 10+3 国家的旅游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机构从政府层面和技术层面给予支持，例如，

举办旅游博览会、推进旅游设施建设等。

上述分析可见，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均把

旅游业的繁荣和发展放在一个很高的战略地位。包

括与东盟互联互通目标结合起来，包括航空运输管

理，以及对旅游设施的建设、技能培训、技术方面

的提高，等等。这三国作为东亚国家也在推进与东

盟的旅游业发展方面有不同的侧重点。

因此，无论从国家层面和旅游业的产业层面，

这些日益加强的合作都反映了 10+3 国家有非常广

泛的合作需求。为各国在其他各个领域的合作提供

了良好的人员交往和出行交流的便利。

东盟－欧盟建立合作新机制令人关注

Function about ASEAN-EU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

东盟－欧盟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已经有 40 年。

2013 年 1 月 17 日东盟－欧盟联合合作委员会（JCC）

的会议纪念了这一关系的发展。2012 年 4 月，双方

以东盟－欧盟外长会议的形式开展一项行动计划，

强调加强东盟－欧盟伙伴关系五年规划（2013 －

2017）29。欧盟与东盟在 2012 年 7 月签署了友好合作

条约，越南作为东盟－欧盟对话伙伴关系的协调国。

对于具体能发挥作用的职能，双方都非常重视

东盟－欧盟合作确实已经取得的很多明显成果。在

实施新行动规划时，双方有优先选择的领域，通过

一些操作步骤，加强合作，以应对危机和预防灾害；

移民和人口移动问题；科技；高等教育；人权，并

29　20th	ASEAN-EU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	 (JCC)	Meeting	

Convenes	 in	Jakarta,	2013-1-17,	http://www.asean.org/news/asean-

secretariat-news/item/20th-asean-eu-joint-cooperation-committee-

jcc-meeting-convenes-in-jakarta

提高协同能力。欧盟则强调期待与东盟政府间人权

委员会的合作，以及与东盟促进和保护妇女和儿童

权益领域的合作，各个成员国将在 2013 年 2 月访

问欧盟。

对于东盟整合、互联互通、一体化建设，欧盟

会一直支持东盟的相关行动，以及地区建设。东盟

与欧盟也将以积极的视角，增加紧密的贸易投资关

系。东盟－欧盟联合合作委员会也讨论准备高官访

问、经济部长会议和商务峰会。欧盟持续支持东盟

争取实现一体化，例如，建立各种合作机制、经济

整合、机构重建、东盟的自贸区谈判能力、知识产

权和航空运输等方面。另外，双方也准备在高等教

育、边境管理方面合作。欧盟－东盟区域性对话倡

议，欧盟支持的东盟区域整合建设项目。

东盟－欧盟还签署了 3 百万欧元的赠与协议，

用于提高东盟秘书处的运作能力。双方讨论互联互

通总体规划。欧盟也将与东盟建立互联互通协调委

员会，欧盟与东盟分享独特的机构互联互通领域的

经验。

从东盟－欧盟委员会组织双方开展的活动可以

看出，双方的合作除了传统的经贸领域之外，也围

绕东盟将在 2015 年实现一体化和各项互联互通为主

题，开展领域非常广泛的合作，有些领域带有欧盟

很强的地区组织经验，比如移民问题、边境管理问题、

高等教育问题等等，这对带动东盟的高质量快速发

展非常有益。因此，东盟－欧盟联合合作委员会能

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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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开发成为东盟四国的敏感话题

Sensitive Topic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kong 
River between Laos, Thailand, Vietnam and 
Cambodia

越南政府最近向老挝政府提出了要求老挝停止

建设一座位于湄公河上的水利设施要求，该水利设

施投资约 35 亿美元。不仅是越南政府，同位于湄

公河下游的柬埔寨政府也对该项计划提出了质疑，

认为老挝政府没有做好大坝对周围环境影响的评估

工作 30。

为此，由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组成的湄

公河委员会近日在老挝北部紧急召开了为期三天的

会议商讨协调湄公河的开发计划。

该水利设施名为 Xayaburi 大坝，位于老挝北部。

有水生生物资源方面的专家认为，如果 Xayaburi 大

坝建成，会威胁到整个湄公河的水文条件进而使得

部分水生生物灭绝影响到整个湄公河上下游流域的

居民。

30　Vietnam	and	Cambodia	tell	Laos	to	Stop	$3.5bn	Mekong	River	dam	

project,	2013-01-18,	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13/

jan/18/vietnam-cambodia-laos-mekong-dam

虽然越南和柬埔寨都对老挝的水利计划提出了

质疑，但从现在看来，湄公河委员会没有叫停该项

计划。因为虽然在 2011 年 12 月的一次会议上，湄

公河委员会的四个成员国都同意在开发利用湄公河

之前要进行环境评估工作，但是在 2012 年 8 月，

由泰国公司 Karnchang 建设的 Xayaburi 水坝在开工

建设时并没有收到来自外界的异议。值得注意的是，

Xayaburi 电力公司从老挝政府获得了该大坝 29 年的

管理权，其中 95% 的电力将出口泰国，所以泰国方

面对此事没有做出回应。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3.0129

有环境机构认为，Xayaburi 水坝并不会对湄公

河产生生态灾难。因为更大隐患是在柬埔寨境内。

2012 年 11 月，柬埔寨政府批准了其境内 Sesan

大坝建设工程，该工程位于上丁省北部湄公河的一

个主要支流上，是由柬埔寨，中国和越南三国联合

建造。有环境保护人士认为，Sesan 大坝有可能将

阻断湄公河内一个主要鱼类的洄游系统，从而使得

湄公河的渔业受到很大影响。

老挝，泰国，越南和柬埔寨分享了约 4000 公

里的湄公河下游部分。随着这四个国家对湄公河水

利开发计划的相继出台，类似于环境评估的借口很

可能在未来成为国家之间主要争论的引发点。

东盟－日本友好与合作的重点是什么？

What is the Focus of ASEAN-Japan Friendship & 
Cooperation?

东盟与日本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已经有 40 年。

1 月 18 日东盟秘书处以“思想相通、未来相通：庆

祝东盟－日本友谊与合作 40 周年”为题，介绍了

双方的关系发展 31。东盟正朝向 2015 年实现单一一

体化的目标迈进，而日本强调正寻求与东盟人民建

立更稳固的关系，因此，在双方庆祝友好关系 40

周年之际，我们将关注其经贸合作的重点。

双方合作的议题非常广泛，从反恐、海洋安全

合作，到促进防灾管理、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

东盟和日本在过去 40 年来一直都是很好的伙伴。

作为东盟的最早的对话伙伴，日本已经分享了

与东盟共同面对广泛的发展潜力和挑战。日本认为

东盟是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关键伙伴。东盟秘

书长 H.E. Le Luong Minh 表示，东盟和日本的友谊

31　Thoughts	Connected,	Future	Connected,	Celebrating	40	Years	of	

ASEAN-2013-1-18,	http://www.asean.org/news/asean-secretariat-

news/item/thoughts-connected-future-connected-celebrating-40-

years-of-asean-japan-friendship-cooperation

随着时间的发展已经被锻造得更加牢固，不仅在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也在面对危机和挑战

等方面，双方为地区发展和有益于人民等方面建立

了合作伙伴关系。

对于未来，Minh 说，“东盟非常欢迎日本更

进一步参与到地区中来，这将惠顾于东盟－日本的

经济以及双边联系的扩展”。东盟已经成为日本的

战略伙伴，东盟提供了广阔的市场，2011 年日本继

续保持东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位置，总贸易额为，

2733.5 亿美元。

1973 年，由建立合成橡胶论坛开始，东盟和日

本关系逐步增长和深化。1977 年，时任日本首相的

福田表示，日本承诺与东盟发展平等的伙伴关系。

过去这些年中，这种友谊在不同部门发展，1981 年，

日本－东盟中心也建立起来。日本于 2010 年，向

东盟派驻了常驻大使，之后，日本驻东盟使节团于

2011 年建立。

之后，一系列活动以及周年纪念等展开，包括

东盟－日本友谊和合作 40 周年开幕和东盟－日本将

于 2013 年 12 月在日本举行纪念峰会。2013 年，东

盟各成员国与日本共同计划更宽领域的交流计划，

包括政治对话、经济、文化、青年和旅游。东盟秘

书处和日本外交部邀请活动将展示东盟成员国和日

本之间的交流。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将可以应用官方

图标和宣传用语展现东盟－日本交流 40 周年 32。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东盟与日本友好与合作

关系，随着时间的发展，从普通的行业论坛开始，发

展为涵盖了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文化关系的各

个领域，直至细化如宣传、图标、口号互用许可等这

些形式方面。因此，可以说双方友谊与合作的重点正

在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互相认同和高度涵盖。

32　Invitation	to	Application	for	Events	for	40th	Anniversary	of	ASEAN-

Japan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2012-11-12,	http://www.asean.

org/news/asean-secretariat-news/item/invitation-to-application-

for-events-for-40th-anniversary-of-asean-japan-friendship-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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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能源部长级会议

The ASEAN Ministers on Energy Meeting (AMEM)

东盟能源部长级会议（AMEM），开始于 2003

年 7 月，东盟部长们呼吁加强合作开发和利用东盟

地区的巨大能源资源潜力，以及吸引私营部门参与

东盟能源部门共同投资。部长们同意共同努力推进

跨东盟天然气管道（TAGP）和东盟电力网格项目

以在东盟地区提供更大稳定性的能源供应安全。部

长们还同意加强东盟能源业务论坛（AEBF）作为

促进业务交流、技术交流和项目融资以及东盟能源

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合作机会的重要平台。

已经成立的东盟天然气协商理事会（AGCC）

是作为东盟石油理事会（ASCOPE）的咨询机构。

ASCOPE 燃气中心（AGC）将由马来西亚主办，以

作为战略的技术和信息资源和能力建设中心，为东

盟的天然气发展提供便利化服务。东盟已经修订了

1986 年东盟石油安全协定（APSA）并确保在短缺

或过剩的情况下，加强石油安全。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研究报告中，会议出台

了指导实施电力联网项目，有 11 个潜在的电力互

联互通项目将在 2020 年实施，预计将产生约 6.62

亿美元（按照 2000 年价格）的石油储量。这些潜

在的新投资将产生更大的相互联系。东盟目前有八

个互联互通项目处在不同的实施阶段。

东盟能源部长们同意与中国、日本和韩国加强

伙伴关系，在能源安全、天然气开发、石油市场研

究、石油储存和可再生能源领域解决共同的问题和

关注。设立了东盟高级能源官员会议（SOME）以

及加三国的能源政策执行集团（EPGG）。

在东盟加三框架内，召集有四个专家论坛，服

务于信息和实施方案，成为实现全球和区域间能源

安全、天然气、石油市场和石油储存分享的平台。

这些论坛已同意开发东盟加三能源安全通信系统和

加强油气基础设施发展，促进投资、贸易安排和新

技术应用领域合作。

东盟－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规定在能源

部门，特别是在石油储存、天然气利用和提高能源

效率方面的合作。东盟和日本的领导人，在 2003

年 12 月首脑会议上呼吁加强合作，以“巩固经济

发展和繁荣”为总主题确定为能源安全采取下列行

动：（a）制定能源政策对话机制，支持正在进行的

能力建设方案，如能源供应安全规划合作（ESSPA），

促进能源效率提高（PROMEEC），在东亚地区加

强能源安全；（b）合作开发基础设施，包括能源

设施如发电厂、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网络、优惠贷款、

调动私人资金等。

东盟能源中心为（ACE）在继续促进区域能源

发展中将发挥关键作用。ACE 也将继续促进东盟和

其伙伴国家（如欧盟、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和瑞

士）和国际组织（如亚太经社会、国际能源机构等）

的合作。

《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APAEC）开始于

1999 － 2004 年。该计划加强了区域能源基础设施

一体化、促进能源安全、创建适宜政策、逐步提高

市场化改革和自由化等方面的工作，以便创造可持

续发展的环境。该计划包含部门行动计划、路线图、

东盟电力网络、能源效率和节能、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以及能源的区域政策和规划等。

在 2004 年 5 月举行的第 20 次东盟电力公用事

业 / 当局（HAPUA）会议上，确定了东盟能源的

主要发展领域：可再生能源、电力联网、研究开发、

人力资源管理和发展、地热能源、农村和城市电气

化、电力信息中心、联合循环发电厂使用、对电力

公用事业放松管制和进行改革。

V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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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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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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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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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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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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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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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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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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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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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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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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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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	APPENDI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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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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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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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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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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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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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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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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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及金融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东盟地区有着多年成功的投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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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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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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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中国海外投资不断实现优化、升级和持续成长。

主要特点

- 是目前少数致力于投资东盟地区的大型私募股权基金；

- 专注于支持基础设施、能源以及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优秀企业和项目；

- 可投资于不同阶段的项目，实现商业成功和最佳社会效应的双重目标；

- 资金募集的目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其中一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

- 拥有一支国际化的专业团队，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以及相关行业经验。

投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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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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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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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笔投资额通常介于 5 千万至 1.5 亿美元之间；

- 希望与其他战略投资者实现共同投资；

- 采用多元化的投资形式，包括股权、准股权及其他相关形式；

- 不谋企业控股权，持股比例小于 50%；

- 可投资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

- 既可单独投资企业或项目，也可同时投资企业和项目层面；

- 推动资产和运营的整合、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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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力较强且可靠的项目发起人；

- 已见成效且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 经验丰富、有抱负且稳定的管理层；

- 可靠稳定的未来现金流或可预见的盈利能力；

- 具有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china-asean-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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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安邦咨询简介

APPENDIX E    ABOUT ANBOUND CONSULTING (AN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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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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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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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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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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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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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实用建议和项目评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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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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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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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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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每周以邮件形式出版的战略分析报告《战略观察》；每个月以印刷形式定期出版的《策略研究》以及

系统产品《全球核心金融报告》等。具有建设性价值、丰富的研究成果，对应灵活的产品结构体系，使得

安邦咨询在各个行业、企业和政府决策层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所有这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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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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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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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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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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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头 MICROSOFT、APPLE、IBM、GE、德国大众、丰田、壳牌、NEC、东京三菱银行、汇丰银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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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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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数以上的营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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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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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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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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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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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的主要大学展开研究合作，专门用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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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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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信息均来源于联合主办方认为可信的市场公开资料，但联合主办方对所引用信息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明示或

暗示的承诺或保证。本报告的内容、观点、分析和结论仅供参考，不代表任何政治倾向，联合主办方不承担任何第三方因使用本报

告及信息时之作为或不作为某项行动而产生的（无论是直接、间接或随之而来的其他事项）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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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 中国 - 东盟中心、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安邦咨询。版权所有。

吉隆坡建立了安邦集团东盟研究中心，未来还有可能在非洲、英国和美国派驻研究团队或研究小组。

安邦管理决策层的主要负责人是创始合伙人陈功，安邦所有的研究团队实行合伙人体制，法人实体实行全

员共享体制，20% 的净收益由全体员工共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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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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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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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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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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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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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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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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