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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推进东盟交易所连接步履艰难

Promoting ASEAN Trading Link Trudges Forward

配合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大蓝图的长远方

向，东盟交易所（ASEAN Exchanges）的合作主要在

于推动东盟在资产方面的发展，加速东盟资本市场

的成长，并增加交易所成员的市场流通量。2011 年

正式开始进行品牌推介的东盟交易所，目前的成员

主要来自东盟 6 个成员国的 7 大证券交易所，包括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与泰国各

一家交易所，以及越南境内的两家交易所 1 。

在东盟交易所的合作框架下，东盟交易连接

（ASEAN Trading Link）的设立，将提供一个能全

面接触东盟交易所内所有投资产品的完整平台。东

盟交易连接的平台在 2012 年 5 月时推出，原先预计

在同年 6 月至 8 月期间落实开通，最初连接的成员

为马来西亚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与泰国证券交易

所 2。

然而，基于连接平台的相关技术仍未完善，以

及涉及的交易所仍需修改其交易所的条例，因此，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两国的交易所推迟至 2012 年 9 月

18 日才正式进行连接 3 ，而泰国证券交易所则在随

1　	Bursa	Malaysia	Part	Of	Seven	Exchanges	To	Launch	ASEAN	Brand	

Identify,	ASEAN	Exchanges	Website,	and	ASEAN	Stars,	Bursa	Malaysia,	

2011-4-8,	http://bursa.listedcompany.com/newsroom/BURSA080411.

pdf

2　“ 马 新 泰 领 头 打 造 东 盟 交 易 所 连 结”，2012-5-30，

http : / /www.or ienta lda i l y .com.my/ index .php?opt ion=com_

k2&view=item&id=10785:asean-trading-link&Itemid=198

3　	“马新 15 经纪打头阵　东盟交易连结开跑”，2012-9-18，http://

www.orientaldaily.com.my/?option=com_k2&view=item&id=24218:15

&Itemid=198

后的 10 月 15 日加入 4 。目前由这 3 大交易所率先组

成的交易连接，其市值规模已达 1.4 万亿美元，为

东盟股市市值总合约 2 万亿美元的 2/3，也相当于

东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3。

若以 9 月 18 日作为东盟交易连接的开端，该连

接平台即将踏入一周岁。三大交易所落实连接后，

是否对东盟整体的资本市场带来协同效应？这无疑

是投资者所关注的焦点。还必须注意的是，自美国

有意推出量化宽松（QE）措施，以及东盟成员国财

政失衡等现象冲击下，东南亚股市面对着资金流出

的压力，这也同样为东盟交易所要共同推动其资本

市场的愿景造成压力。

发展各异的东盟交易所

在还未正式切入主题之前，不妨看看目前这 6

个东盟成员国中 7 大交易所的发展状况。表 1 中显

示的是东盟 7 大交易所的主要交易时段、上市公司

数量、交易所的股市市值，以及部分 2011 年的股票

交易总额。

表 1 的简况基本上反映出，东盟交易所各成员

的发展差异已经相当明显，其中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可以说已经拥有相对强稳而且发达的资本市场，而

越南仅为初具雏形的市场而已，其余交易所则仍在

发展当中。

尽管发展步伐存在差异，但这正是东盟交易所

进行合作的因素之一，即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既

拥有发达市场，也存在前沿市场的交易平台。这样

的资本市场交易平台，对于当前全球的发展趋势而

4　ASEAN	Exchanges	unveils	key	mileston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ean	Asset	Class，2012-10-15，http://www.aseanexchanges.

org/MediaCentr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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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东盟其他成员国的证券交易所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表 1：东盟交易所主要成员简介

注释：* 截至 2012 年 6 月份。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根据东盟交易所相关数据整理。

言，可说是从未有过的市场组合。更重要的是，东

盟交易所中的各成员也在特定的产品上存在着优势，

如马来西亚交易所的原棕油（CPO）期货与期权是

全球的基准市场、新加坡提供的美国存托凭证与全

球存托凭证也是亚洲地区的投资热点等等，都为东

盟交易所带来市场发展的看点。

      作为东盟经济共同体的部署之一，东盟交

易所的合作在于将东盟打造成“可投资的资产类别”，

并冀望同样在 2015 年经济共同体落实之际，也实现

东盟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东

盟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其难度会否堪比东盟经

济共同体的打造，也是市场所提出的疑虑。毕竟，

东盟交易所合作与东盟经济共同体有所不同，目前

仅涉及 6 个成员国，而成员国在资本市场的发展水

平也近乎天渊之别，这种选择“抱团”而非合并的

合作模式，其成效究竟有多高，至今仍无法得知。

无论如何，就当前的发展而言，东盟交易所在

迈向一体化的进程中，仍算是跨出了一小步。当中

跨出的步伐，包括由 7 大交易所率先创立东盟交易

所、新马泰三国交易所参与东盟交易连接，以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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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6 个成员国各自推出 30 大星级投资股票，形成拥

有 180 个星级股票，并进行“路演”等对外宣传活动。

同时，根据 8 月 16 日在泰国举行的第 19 届东

盟交易所首席执行员会议汇报，东盟交易所准备在

2014 年投入更多的市场宣传，以进一步推动该交易

所联盟的投资机遇，并达到成为“可投资的资产类别”

目标 5 。

尽管这一艰难的步伐已经迈出，就发展的进度

与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而言，东盟交易所确实仍需

要加速推进，尤其在于处理各国之间不同的法律体

制、税收体系以及监管能力等。

东盟交易所面对的挑战与困境

东盟交易所成员国的法律体制与税收体系各异，

仍是目前最大的挑战，虽然在设立东盟交易所之初，

类似的想法已经提出，但至今仍未有妥善的处理。

印尼证交所总裁瓦尔希托（Ito Warsito）就曾在今年

初表示，该国继承的是荷兰的法律体系，而马来西

亚则继承英国法律体系，其他成员国的法律体系也

各有所异，因此，如何处理协调一致的问题是当前

的关键 6。

瓦尔希托也指出，创立东盟交易所将迫使涉及

国家的监管机构抓紧处理协调的课题，但若相关的

交易所不积极建设其市场的软硬件设施，东盟的监

管机构就不会迫切地去解决该项问题。

上述谈话发生在今年初，也就是东盟交易连接

平台开通后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然而，如今该连接 

平台设立接近一年，依然只有新马泰三个交易所而已，

其他如印尼与菲律宾等都宣布延后加入该平台。

菲律宾证交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西卡特（Hans 

Sicat）就在第 19 届首席执行官会议后表态，菲律宾

5　ASEAN	Exchanges	CEOs	Meet	 to	Discuss	Strategies	For	2014,	

2013-8-16,	http://www.newswit.com/.fin/2013-08-16/c07fb07a93dfe

fee473bea6acd41e28e/

6　“东盟加快资本市场一体化步伐”，2013-1-7，http://www.

ftchinese.com/story/001048341/?print=y

证交所将会在未来 2-3 年才会加入东盟交易连接的

平台。西卡特也表示，该交易所仍需推出更多的投

资产品，才会全面评估加入交易连接的事项 7。

事实上，西卡特在 7 月份的菲律宾管理协会主

办的论坛上也曾提出过上述的看法，他当时认为菲

律宾证交所要在未来两年加入交易连接平台是相对

困难的事。同时，与会的菲律宾金融业者领导人也

认为，除了东盟交易连接外，菲律宾甚至需要更多

的时间准备去应对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落实。当中提

出的疑虑，无疑就包括了风险监管能力、金融条例

对外资银行的限制、国内金融及其它企业能否应对

外企的冲击等等 8。

至于印尼方面，印尼证交所调研主任波尔达克

（Poltak Hotradero）在 3 月间指出，争端机制的解

决方案、法律与规则的协调方针，与资本市场的职

业标准划一等三大问题若未能达成共识，将会阻碍

印尼证交所加入东盟交易连接的平台。他因而宣称，

该证交所未考虑在近期内加入连接平台。而印尼财

务业管理局（OJK）理事会会长诺海塔（Nurhaida）

则表示，该局仍在考虑加入东盟交易连接的事宜，

可能会在今年底做出决定 9 。

从菲律宾与印尼证交所高管的言论中可发现，

推迟加入东盟交易连接的原因，基本上都与管理体

制、法律体系等问题有关。但马来西亚安邦的智库

团队认为，印尼与菲律宾延后加入东盟交易连接的

最大因素，是考虑到本身的资本市场在加入交易连

7　“东盟加快资本市场一体化步伐”，2013-1-7，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341/?print=y

8　Philippine	financial	industry	not	ready	for	Asean	integration	by	2015,	

execs	say,	2013-7-23,	http://www.interaksyon.com/business/67041/

philippine-financial-industry-not-ready-for-asean-integration-by-

2015-execs-say

9　“加入东盟股市	印尼证券交易所仍面临三个问题”，2013-3-

13，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berita/%E5%8A

%A0%E5%85%A5%E4%B8%9C%E7%9B%9F%E8%82%A1%E5

%B8%82-%E5%8D%B0%E5%B0%BC%E8%AF%81%E5%88%B

8%E4%BA%A4%E6%98%93%E6%89%80%E4%BB%8D%E9%9D

%A2%E4%B8%B4%E4%B8%89%E4%B8%AA%E9%97%AE%E9

%A2%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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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后，可能会面对来自东盟同业的更激烈竞争。其一，

两国证交所提供的投资产品远较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逊色；其二，两国的投资环境与投资评级也处在相

对较低的水平。

这种疑虑可能是不必要的。毕竟，东盟交易所

设立的最初目的，就是要共同打造一个“可投资的

资产类别”，而投资的选择可多元化至前沿市场、

发展中市场与发达资本市场等。倘若东盟交易所成

员必须要等到自身条件都达到相对完善的标准，才

加入交易连接平台，那么东盟交易所也就失去了其

多元化的市场特色，并且会贻误发展的时机。

至于解决协调的问题，东盟交易所的概念早在

2007 年就已催生，并在 2011 年才正式推介其正式

的品牌。无论是 2011 年至今的两年多时间，还是自

2007 年迄今的六年多时间，都已有充足的时间去解

决交易所之间的协调问题。因此，这种现状还要归

咎于一个问题——成员国之间不积极处理问题，以

及不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宜的“东盟发展模式”。类

似的情况也反映在东盟经济共同体开始的期限，“技

术性地”从 2015 年从 1 月 1 日延后至 12 月 31 日。

图 1：东盟 7 大交易所首席执行官在泰国
加入连接平台后的合影

资料来源：东盟交易所网站。

总结：东盟“抱团”模式，效果大于合并？

自 2008 年美国爆发次级信贷危机而引发全球经

济危机后，全球资本市场受到严重的打击，尔后就

出现了证交所合并的新浪潮。其中的例子包括，新

加坡交易所向澳大利亚交易所发出并购要约、伦敦

证券交易所欲以 31 亿美元并购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TMX Group、纽约泛欧交易所和德意志证券交易所

合并、日本东京证交所与大阪证交所合并、香港交

易所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等等。

而最终成功合并的，就只有日本两大证交所，

以及香港交易所收购 LME，其他都因遭到大股东与

监管机构的反对而告吹。目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SEC）则已获准让美国洲际交易所集团（ICE）

以 82 亿美元收购纽约泛欧证券交易所集团（NYX）。

这些大型且势均力敌的证交所纷纷进行合并的举动，

主要在于合并后不仅能壮大市值与市场占有率，同

时也能进一步扩大交易所提供的投资与衍生产品。

这种全球交易所合并的浪潮，让大型证交所能

够更大规模地吸纳全球上市资源，并让欧美甚至日

本这些在经济危机上重创的区域，能再度打造其全

球重量级的金融中心梦。这对于东盟区域内的交易

所而言，无疑将带来一定的竞争与考验。

而这个由东盟 7 大交易所组成的东盟交易所，

这种“抱团”模式的效果是否将大于区域合并，甚

至能抵消全球合并浪潮的冲击，这或许是投资者关

注的焦点。事实上，这种“抱团”模式，尤其在东

盟交易所彼此间增强在产品上的合作，并藉由多元

化特色对外拓展并吸引投资，势必能达到扩大市场

规模，从而产生互补互惠的协同效应。

这种“抱团”模式，实际上相当符合安邦集团

所提出的“均衡竞争”概念，即东盟交易所在整体

上是合作模式，也不忘彼此的竞争，因为有共同的

竞争目标，才能换来彼此间的成长，从而达致更深

化的合作。

当然，这里的大前提是，东盟交易所的成员都

必须要在同一交易连接平台下，方能取得成效。以

目前“貌合神离”的发展模式而言，东盟交易所要

打造成为一个区域投资重点的梦想，恐怕还很遥远。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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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对马来西亚利益相关者的冲击

Impacts of TPP on Malaysian Stakeholders

     在官方举办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开放

日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在 8 月 15 日又展开第二轮

的公众对话。和上一次一样，内阁成员会见了反对

该协定的各路代表，包括来自国家控股（Khazanah 

Nasional）、马来团体与其它民间机构的代表 10 。正

如本地网络媒体《马来西亚局内人》所描述，这次

会见有可能是纳吉政府在年底签署 TPP 前的最后一

次与人民会谈 11。

根据马来西亚安邦研究人员的观察，利益相关

者的反 TPP 运动有升级的现象。通过安邦在 TPP

开放日的调研，反对人士对政府处理此事都表现出

很激烈的反应。而且，这样的反对声音来自于政府

采购项目的利益关联者、人权团体、医药公司等等。

从这个层面上看，TPP 对马来西亚各领域都有颠覆

性的影响。

以安邦所整理的资料，该协定对利益相关者的

冲击主要分成六个部分，即农业、国企、政府采购、

人权、医药业 12、中小型企业 13 。见表 3。

10　Cabinet	Meets	 Trade	 Pact	 Opponents	 Today	 to	 Decide	

Malaysia’s	Options,	The	Malaysian	Insider,	2013-8-15,	http://www.

themalaysianinsider.com/malaysia/article/cabinet-meets-trade-pact-

opponents-today-to-decide-malaysias-options

11　同上

12　Pharmaceutical	 Issue	Still	 Looming	after	TPP	Talks,	The	Star,	

2013-7-28,		http://www.asianewsnet.net/Pharmaceutical-issue-still-

looming-after-TPP-talks-49581.html

13　MITI	 Keeps	 TPP	 Detai ls	“Confidential”	 Despite	 Open	

Day	 on	 Pact,	 The	Malaysian	 Insider,	 2013-8-1,	 http://www.

themalaysianinsider.com/malaysia/article/miti-keeps-tpp-details-

confidential-despite-open-day-on-pact		

图 2：马来西亚贸工部 TPP 开放日的会展现场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参会人士提供。

然而，安邦也从贸工部的 TPP 开放日得知马来

西亚政府有意在敏感行业（如汽车，钢铁等）设立

保护国企与中小企业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包含资金

条例和特殊规定等。在我们看来，马来西亚政府的

这些措施是否能得到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同时顺利

通过 TPP 谈判过程都还是未知数。对马来西亚而言，

随后几个月就成为在年底签署 TPP 前的关键时期。

图 3：马来西亚示威者抗议纳吉政府加入 TPP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局内人》。

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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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创新液化石油气筒特点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表 3：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对部分领域的影响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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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将成为东盟创新液化石油气

制造中心

Making Philippines to be ASEAN Innovative LPG 
Manufacturing Hub

8 月 5 日， 东 方 石 油 集 团（Eastern Petroleum 

Group）和其欧洲合作伙伴表示有兴趣在菲律宾建

设液化石油气（LPG） 产品制造中心以迎接 2015 年

东盟经济一体化 14。估计在 2015 年，越南、印度尼

西亚和菲律宾的 LPG 市场将高达 5 亿用户。

亚洲国家每年平均消耗约 9 千万吨的 LPG，相

等于世界上三分之一的 LPG 消耗量。液化石油气在

亚洲的主要驱动力是作为烹饪燃料，此外汽车行业、

化工和炼油行业对这个洁净又高效的燃料需求也不

断的增加 15 。

随着液化石油气国际合约价格的提升，菲律宾

主要的液化石油气销售商在 8 月 1 日把每公斤 LPG

的价格调高 4 美分，该价格不包括增值税。目前，

菲律宾 11 公斤 LPG 的价格约 14.51 美元至 17.44 美

元。然而，若菲律宾在本地生产液化石油气产品，

那么该产品的价格有望降低，皆因本地的消费者不

必承担 Ragasco 液化石油气筒额外的 12% 增值税和

15% 进口关税。

东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费尔南多 •
马丁内斯表示，他们的液化石油气筒具有几项创新

特点，见表 4。

东方石油公司于 7 月底已确认投资 68.8 万美

元，在菲律宾展开新的 LPG 业务。该公司除了在菲

律宾建立制造厂以外还会在 9 月份推广 200 家东方

复合气体（Eastern Composite Gas）销售店。如果东

14　	Eastern	Petroleum,	partners	plan	 to	put	up	Asean	LPG	hub	 in	

Philippines，	2013-8-5，http://business.inquirer.net/136777/eastern-

petroleum-partners-plan-to-put-up-asean-lpg-hub-in-ph

15　Nation	 gear	 up	 for	 LPG	 boom，2013-7-8，http://asean-

business-news.com/vietnam/markets/nation-gears-up-for-lpg-

boom/

盟对 LPG 的需求日益增加或达到每年 50 万筒，那

么 Ragasco 公司也有兴趣跟随东方石油公司的脚步

在菲律宾建设新的气筒制造厂 16。

目前，菲律宾 1.5 千万家庭中只有 7 百万个家

庭使用液化石油气来做饭，由此可见这是等待被挖

掘的巨大商业机会。除此以外，菲律宾有望把这项

创新的 Ragasco 气筒出口到其他东盟国家，尤其是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毕竟这两个国家的 LPG 增长具

有潜力而且需求不断增加。越南对 LPG 的需求预测

在 2017 年将高达 2 百万吨， 但是当地的产量只能

满足国内需求的 40％。同时，印尼政府自 2007 年以

来积极地把烹饪燃料从煤油转换为液化石油气，使

LPG 的进口大大提高。印尼 2013 年必须进口大约 2

百万吨 LPG 以满足国内需求。

图 4：即将在菲律宾推出的 Ragasco 液化石油气筒

资料来源：EC Gas 官方网站。

16　“新加坡：信息业驱动智慧化国度”，2013-8-14，http://finance.

chinanews.com/cj/2013/08-14/51604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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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依靠信息技术建设智慧国家

Singapore Smart Country Construction Relies on IT

新加坡是全球通信技术应用普及程度最高和最

快的地区之一。2013 年 4 月 23 日，新加坡主要的电

信运营商新电信宣布，该公司 4G 网络已经覆盖新

加坡全岛 95% 的面积。至此，新加坡国内基本实现

了 4G 网络的全面覆盖。据了解，新电信在过去一年

里投入约 1.2 亿美元，用于铺设 4G 网络。为了加快

资讯通信投资发展的步伐，新加坡政府不断地加大

投资力度，专项投资 12 亿新元用于发展资讯通信项

目，其中约 80% 的项目金额在 300 万新元以下，专

为当地的中小型企业提供商机。另外，还投入 4600

万新元，以推动软件开发、系统整合及资讯科技咨

询从劳动密集型领域向以产品或云计算为主的商业

模式转型 17 。

图 5: 新加坡资讯通信产业的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目前，新加坡的“智慧国 2015”规划正稳步地

向前推进，成效显著。据统计，2011 年新加坡的资

讯通信行业产值比上年增长了 18.5%，达到 834 亿

新元；产业人才由 14.13 万人增至 14.29 万人；居民

17　“新加坡：信息业驱动智慧化国度”，2013-8-14，http://finance.

chinanews.com/cj/2013/08-14/5160451.shtml

家庭宽带网的普及率从 82% 升至 85%；手机的普及

率从 144% 增至 150%。截至目前，新加坡政府已经

推出了 6 代国家资讯通信整体规划，而这些国家级

的发展计划本质上是一个整体，包括公共和私营部

门的规划和建设，以此发展资讯通信基础设施、人

力资源和服务，确保及时有效地部署和应用资讯通

信技术。

新加坡移动数据使用率很高，并且一直在不断

地增加。据统计，2010 年其月均使用率达到 3.1PB

（1PB=1024TB），而预计到 2015 年该数字将会是

现有数量的 10 倍。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用户需求，

新加坡政府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联手电信运营商，

积极落实 4G 网络的建设。目前新加坡的手机普及

率已超过 150%。研究报告显示，新加坡人的智能手

机拥有率全球排名第一（74%），平板电脑拥有率全

球排名第二（31%）。所有这些都推动了这个城市国

家移动数据流量的增加，这也是促使新加坡电信决

定及早推出 4G/LTE 网络的主要原因。

印尼政府拟定比通地区和巴鲁地区为

经济特区

Indonesia is to Build Bitung & Palu SEZ

					印尼政府已拟定把位于北苏省的比通地区和中苏

省的巴鲁地区定为经济特区（KEK），因为该两个

地区已经符合基本条件。经济统筹部长哈达 • 拉查

沙（Hatta Radjasa）近日表示：“今年我们将把比通

和巴鲁地区定为经济特区，因为他们已经有完善准

备，甚至，万鸦老至比通的高速公路建设将在今年

动工”18 。哈达出席有关经济特区的协调会议之后，

称现在有一些公司准备在比通地区进行投资。

因为拥有发展农业和矿业的潜力，巴鲁地区

也被定为经济特区，哈达称，“巴鲁地区已经符合

所有的条件，为此，我们希望该地区将更快发展，

18　“印尼政府拟定两个新经济特区”，2013-8-1，http://www.

caexpo.com/news/info/invest/2013/08/01/35994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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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拥有兴建冶炼厂的潜力”。与此同时，经济

统筹部基础设施和区域规划副经理鲁基（Luky Eko 

Wuryanto）声称，有 4 家投资者对在巴鲁地区进行

投资感兴趣，该地区的投资额将达到 40 兆盾。中

国企业将在巴鲁经济特区进行投资，其中是从事物

流业和电子工业，还有制造重型机械的机动车制造

商 ―― 沃尔沃。

图 6：比通地区与巴鲁地区位置图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部分网络图片整理。

比通经济特区的建设是印尼“加速与扩大全国

经济建设蓝图”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刺激印尼东

部的经济增长。比通经济特区建设成后，特区将会

有工业区、商业区，以及例如国际港口等辅助设施。

这个价值 4000 万亿印尼盾的计划目标之一，就是把

印尼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到 4.5 万亿美元，这将

把印尼推入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另一个长期目标，

就是将比通发展为一个以东亚、美国和澳大利亚为

目的地的国际出口中心。

在比通经济特区，来自国内和国外的许多企业

有兴趣进行合作，投资总额或达 13 兆盾。上述投资

尚未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如道路、清洁水，以及电

力。政府计划，在巴鲁经济特区拨出 1.7 兆盾的资金，

而在比通地区拨 2.3 兆盾资金。鲁基说：“他们（投

资者）都已持坚定投资计划，只等待政府颁布关于

比通和巴鲁经济特区的条例。其实根据经统部长哈

达的决定，希望政府在颁布关于经济特区奖励的条

例后，该两个城市作为经济特区的政府条例能同时

颁布”19 。

根据印尼 2009 年通过的经济特区新法律，在特

别经济特区进行投资的投资者可以享受税收（包括

增值税、销售税及进口税等）、土地使用等方面的

优惠政策。同时政府还将简化投资人申请设立公司

或申办其他事项的手续。

老挝试图将金三角经济特区打造成

中国深圳	

Laos Develops the Golden Triangle Economic 
Zone as China’s Shenzhen 

金三角地区曾因毒品臭名昭著，而如今的老挝

金三角地区，已成经济特区。美丽的老挝金三角经

济特区位于老挝波乔省东鹏县境内，总面积 103 平

方公里，人口3万左右。它紧邻湄公河，与泰国的清盛、

缅甸的大其力隔河相望，是名副其实的金三角。

图 7：金三角地理位置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19　“印尼政府拟定两个新经济特区”，2013-8-1，http://www.

caexpo.com/news/info/invest/2013/08/01/35994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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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驻南宁领事馆总领事潘坎 7 月 26 日表示，

老挝政府有意把这个面向中国开放的经济特区打造

成当年的中国深圳，带动老挝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

展。潘坎说“老挝政府有意将金三角经济特区打造

成为老挝改革开放的试验田”20 。经济特区设立后，

已有企业投资 50 亿元人民币完成了湄公河友谊长

堤、特区码头建设和木棉岛的初步开发等项目。经

过几年开发，如今的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基础设施

日趋完善，商机诱人，他欢迎中国企业前往该地区

投资。“目前，有许多云南投资商都前去考察”21 。

图 9：老挝金三角地区经济特区

资料来源：云南信息港。

20　“老挝金三角成经济特区	驻邕总领事卖力推介”，2013-7-26，

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7-26/5090816.shtml

21　“老挝金三角成经济特区	驻邕总领事卖力推介”，2013-7-26，

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7-26/5090816.shtml

据香港金木棉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伟介绍，

目前，特区的基础建设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承载功能。

特区内道路、管网基本建成，湄公河护坡及沿河公

路已经竣工，市政建设的供电，自来水厂，排污管线，

路灯，各类绿化、景观等已经满足特区的需要。生

活区与商业区主体建设及配套功能基本完备；综合

商店与农贸市场已开张营业。特区木棉岛演艺大厅

与广场及特色商品店已经成为特区的亮点项目之一，

老挝、泰国、中国的无线通讯网络畅通无阻 22。

从中国鞋业成本来看，中国鞋业成本的升高助

力越南鞋类出口迅速增加，在成本日益升高的情况

下，中国鞋业 30% 的国外订单已被东南亚工厂抢走。

越南就是中国制鞋业的一大竞争对手，由于原本属

于中国工厂的订单纷纷转移到越南，使得该国今年

前 7 个月的鞋类产品出口大幅增长 。

越南制鞋业发展迎来多项重大机遇

Opportunities Flock to Vietnam Shoes Industry

越南工贸部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鞋类出

口总额约 4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6%。目前大部

分鞋企已经获得了三季度和全年的订单，平均增幅

在 10-15%。7 月份，越南全国鞋产量 2690 万双，环

22　“全联农业产业商会牵手老挝金三角特区”，2013-4-26，http://

cppcc.people.com.cn/n/2013/0426/c34948-212875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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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成立的过程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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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17.4%。今年前 7 个月累计生产鞋 1.48 亿双，

同比增长 11.9%。

各项分析表明，越南鞋类行业正面临许多重大

机遇，一是从中国转移的订单增多；二是越南正参

与 TPP 的最后一轮谈判，同时已启动与欧盟的新一

轮自贸区协定谈判。这些机遇不仅会在越南制鞋领

域形成新的投资热潮，还能帮助越南企业接触到世

界著名鞋类、箱包品牌的先进技术 23。

从中国鞋业成本来看，中国鞋业成本的升高助

力越南鞋类出口迅速增加，在成本日益升高的情况

下，中国鞋业 30% 的国外订单已被东南亚工厂抢走。

越南就是中国制鞋业的一大竞争对手，由于原本属

于中国工厂的订单纷纷转移到越南，使得该国今年

前 7 个月的鞋类产品出口大幅增长 24 。

目前，越南已成为耐克运动鞋的主要生产基地，

在越南出口鞋类中几乎一半都是耐克鞋。从 2010 年

开始，越南生产的耐克运动鞋数量就超过了中国，

跃居世界第一。

越南鞋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图 10：越南制鞋成本低的优势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23　“越南鞋类出口近 48 亿美元”，2013-8-20，http://www.cnvnlo.

com/ReadArt.aspx?Article_id=37756

24　“中国鞋业成本升高助力越南鞋类出口大增”，2013-8-20，	

http://info.shoes.hc360.com/2013/08/200835534258.shtml

一是工人工资成本。中国各项成本迅速上升，

而越南成本依然低廉。

二是东南亚地区的产业链日趋完善。例如，最

初耐克公司在越南生产一双耐克鞋，约 98% 的原

材料都需要进口，而目前需进口的原材料已降至约

56%。

三是自从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后，

99% 的商品可以享受免进口关税，包括越南在内的

东南亚各国从中国进口原材料成本明显减少。

四是东南亚国家为吸引外资出台很多优惠政策。

越南准备加入 TPP，所以，各项扶持出口的政策都

在抓紧落实。

越南还面临一项重要优势，就是 2015 年东盟即

将实现经济共同体，6 亿人口的大市场也为东盟内

部的低成本产品消费带来重要机会。

这些信息给我们很多重要启示，越南在东盟一

体化、加入 TPP、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大国 - 中国

的生产成本升高等因素的共同促进下，制鞋业的发

展机遇非常好。这必将为越南自身的全面发展带来

更多实惠。

旅游业和纺织业带动柬埔寨经济发展

Tourism and Textile Industry Drive Cambodia 
Economy

柬埔寨国家的经济发展在 2013 年上半年依旧保

持了良好的势头。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开发银行均

对柬埔寨 2013 年经济增长给予了高达 7% 的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稍有保守，但也给出 6.7% 的较高

预期。柬埔寨经济和财政部门却在最近发布的预测

报告中说，2013 年柬埔寨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

计可以达到 7.6%。

这份报告说，柬埔寨经济的高增长得益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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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以及建筑、服装和旅游等产业的快速发展。预计

2013 年柬埔寨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 151.9 亿美元 25 

，人均 GDP 将成功突破一千美元达到 1036 美元。

图 11：柬埔寨经济增长和各部门增长对比（%）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数据整理。

图 12：部门经济相互促进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在柬埔寨所有产业中，农业保持了增长，虽然

仅有 4.2%，农产品在已经满足国内需求的情况下，

在未来的时间里将大幅度出口。拉动柬埔寨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是建筑业（增长 17.2%），酒店与餐饮

业（13.7%）和房地产业（10.9%）。这些产业都是受

到旅游业的带动而大幅度增长的。例如，在 2013 年

25　“柬埔寨上半年中国游客增长 55%”，《联合早报》，2013-7-26

前四个月里，赴柬埔寨的中国游客增长了 55%。随

着柬埔寨境内的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以及旅游资源

的开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这些产业仍然会是柬

埔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柬埔寨的服装制造业。虽然

增长和 GDP 增长一致，但制衣与制鞋业现在仍居柬

埔寨工业主导地位，这也是柬埔寨的出口创汇龙头。

柬埔寨政府 2012 年批准 103 项纺织投资，金额达 6.6

亿美元，较 2011 年的数量增加两倍。如今，柬埔寨

全国共有 630 多家制衣厂，加上制鞋业的 97 家工厂，

总计 727 家工厂，雇用约 60 万工人。柬埔寨纺织成

衣主要出口市场为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韩

国和中国大陆，2012 年出口值 46 亿美元，进口纺织

原辅料达 31 亿美元。

文莱与马来西亚合作大力发展东盟电网

Brunei and Malaysia Improve ASEAN Power Grid 
Together

根据文莱首相署能源部预测，在未来的十年里，

人口及工业的需求将使得文莱国内的用电量倍增。

文莱当局调查显示，家庭及政府部门用电占全国用

电量 67%，工业用电占全国用电量 33%。尽管目前

电力供应充足，但考虑到工业用电量将会大幅度增

长，文莱首相署能源部已成立一个电力设施扩展委

员会，负责评估电力供应扩充计划。

目前，文莱全国供电设施分为三大网络，当中，

电力局掌管第一供电网络及第二供电网络，2 个供

电网络生产 449 兆瓦电力，私营的拉卡斯发电厂掌

管第三供电网络，该供电网络生产 259 兆瓦电力。

由于国土面积有限，很难建立大型的水电站等

电力设施，文莱只好将目光投向唯一的邻国：马来

西亚。应马来西亚之邀，文莱将参与其境内的能源

开发计划，目前，双方初步鉴定一些合作项目，包

括在砂拉越州推行水力发电计划。预期水力发电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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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将为文莱、砂拉越及沙巴带来充足及稳定的电供，

与此同时，文马也联手推行跨境电力输送计划。文

马合作推行跨境电力输送计划，旨在为文莱及砂拉

越两地电源供应建立互补机制，一旦任何一个地区

需要更多电源，另一个地区将可以及时输送。

图 13：东盟电网关系地图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文马的电力合作也是东盟电力网计划的一部分。

根据东盟电力网计划，东盟各国将兴建互联电缆基

建，这是东盟各国同意落实电力联通计划而实施的

部分措施。根据相关协议，到了 2015 年，东盟毗邻

国之间的双边联通电力必须落实，至于非邻国间的

多边联通电力，将在 2015 年以后加以讨论。目前已

联通电力的毗邻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半岛、

马来西亚半岛—泰国、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

及柬埔寨—泰国。文莱和马来西亚的电力互通将更

一步完善东盟电力网。

从泰国光伏产业现状展望其发展机会

Prospects of Thailand’s Photovoltaic Industry

近期，作为全球领先的光伏太阳能品牌公司，

中国保威新能源继去年顺利完成泰国 18MW 地面

电站后，再度携手法国知名 EPC 公司，成功获得

30MW 项目。该项目在 2013 年 5 月份正式启动，计

划在今年年底完成，将安装 10 万块太阳能光伏板，

占地超过 60 亩，完成后其发电量可供 90,000 人使用 
26。而同年 7 月，中国昱辉阳光宣布将向泰国 Energy 

Absolute PCL 公司提供 63MWVirtusII 光伏组件 27 。

泰国地处东南亚的心脏，南与马来西亚接壤，

西临缅甸，东临柬埔寨，北邻老挝。近年来，该国

经济逐步增长，能源等相关生产要素需求也相应呈

增长态势。目前，东南亚各国意识到能源问题对于

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均力求突破，制

定各自的能源发展战略，以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

要。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

与前景，泰国能源需求颇为旺盛。因此近年来，泰

国政府推出了相关措施，对节能和可替代能源、环

保材料和产品以及天然或合成纤维等高技术行业给

予投资优惠。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高文

宽就曾建议中国企业更多地投资泰国政府优先发展

的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业以及清洁能源等产业，

更多地关注泰国未来将推广的产业。泰国投资促进

委员会副秘书长措迪 • 高咸近期表示，泰国尤其欢

迎中国企业投资汽车、电子、光伏等制造业 28 。

目前，为保证能源供应平衡，一方面，泰国加

大投资力度大力发展电力项目；另一方面与东盟各

国合作，从电力丰富的地区输进电力能源。太阳能

发电也开始在泰国出现全面普及的趋势，它原来主

要是在无电村落采用独立型系统，但目前也开始实

行向并网的太阳能发电系统收购电力的制度，售电

申请蜂拥而至远远超过政府的预想 29。随着对能源

26　“东南亚光伏市场大晴天	中企百战百胜”，2013-8-19，

http://tech.hexun.com/2013-08-19/157225744.html

27　“昱辉阳光向泰国公司提供 63MW光伏组件”，2013-7-23，

http://solar.ofweek.com/2013-07/ART-260008-8460-28704387.html

28　“中企投资泰国迎来新机遇--汽车、电子、光伏等产业青睐中国投

资”，2013-7-17，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717/c1004-22220156.html

29　“【深度解读】2013 年主要光伏市场”，2013-7-10，

http://ee.ofweek.com/2013-07/ART-8420-2802-28701236_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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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断的增长，泰国是亚洲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具

潜力的市场之一。该国政府对于太阳能产业非常重

视，是亚洲首批实施 FIT 项目的国家之一，并计划

在 2022 年前实现 2GW 光伏电站的目标。

泰国的 FIT 项目（也被称为 adder 项目），类似

于“度电补贴”。电力生产商将电力销售给电力公

共设施时，将收到政府给予的额外补贴费用 30 。具

体内容见表 5。

表 5：泰国 FIT 具体内容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2012 年泰国已成为仅次于中国、日本、印度

和澳大利亚的亚洲（含大洋洲）第五大市场。据预

测，至 2016 年东南亚市场累计光伏装机容量将达

30　“泰国政府宣布对光伏系统 FIT 补贴政策”，2013-7-23，

http://www.cbskc.com/news/xny/84357.html

5GW，今后 5 年，东南亚地区有望以年平均 50% 速

度增长，而泰国市场发展潜力尤其巨大。因此，中

国光伏企业可将目光从欧盟转移至东南亚，尤其是

泰国的市场值得重视。

缅甸开始大力促进电信业发展

Myanmar is to Do More to Stimulate Telecom 
Industry

今年 6 月，缅甸宣布向卡塔尔电信和挪威电信

发放电信运营牌照，这是缅甸改革以来首次引入外

国电信运营商。据了解，卡塔尔电信公司将在缅甸

投资 150 亿美元，给缅甸人提供“用得起”的移动

通讯服务。卡塔尔电信将在接下来的 6 个月内向缅

甸的手机用户提供包括手机银行和天气预报等多

种服务 31。此外，中国联通已与缅甸邮政电信公司

(MPT) 签署了用于链接缅甸、中国以及国际海底通

讯网络的新光纤电缆部署协议。双方将携手建设一

条从中缅边境 Muse 至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维桑海滩

（Ngwe Saung Beach）、跨度达 1500 千米的电缆，

未来将对连至安达曼海底计划新建的海底电缆网络

“东南亚中东西欧 5”。该项目预计将耗资 4000 万

美元，建成后约一半的电缆容量将由 MPT 使用 32。

缅甸长期与世隔绝，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近

年来，缅甸当局进行经济、政治改革，取得了一系

列成效。不可忽视的是，缅甸是沟通东南亚、印度

与中国的重要通道，由于缅甸所处的地理位置优势

及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未来缅甸可能成为东

南亚经济发展的领跑者。目前，缅甸正处于人口红

利的高峰期，劳动力价格低，同时劳动者受教育水

平高。因此，缅甸市场潜力巨大，近年来许多外资

企业纷纷入驻，欲在该市场分得一杯美羹。从投资

总额和规模来看，在诸多投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

31　		“卡塔尔电信宣布投资缅甸计划	能否有效实施尚待观察”，2013-

8-17，

http://news.163.com/13/0817/11/96FNUACV00014JB5.html

32　“中国联通将与缅甸MPT共建光纤链路”，2013-7-30，

http://www.cnii.com.cn/broadband/2013-07/30/content_11938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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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独占鳌头，其次为泰国和中国香港。

有分析认为，除金融改革外，移动网络、电气

化建设也已逐步在缅甸展开。缅甸被认为是全球

手机普及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基本情况见图 14 和

图 15。为此，缅甸通信与信息技术部为电话覆盖率

设定目标，在 2013 至 2014 财年达到 27%，2014 至

2015 财年达到 50%，2015 至 2016 财年达到 75% 至

80%。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缅新政府从 2012 年开始

实行电信改革，除销售廉价手机 SIM 卡外，还首次

举行国际招标吸引外资开办电信业务。来自挪威的

TELENOR 电信公司和来自卡塔尔的 OOREDOO

电信公司便是这样进入缅甸市场的。此前缅甸共有

两家国内电信运营商，无法满足公众需要。政府计

划将电信牌照数量从两张增加到四张，大规模推行

移动业务，全面提升网络质量和服务质量，加速缅

甸社会经济发展。新授予的电信牌照将允许获得者

在 15 年内在缅甸建设及运营全国性电信网络。按照

官方报纸《缅甸新光报》发布的声明，中标者须在

牌照生效后 5 年内保证通话服务覆盖到全国 75% 的

地区。两家运营商将同时致力于在城市和乡村向公

众提供价格合理的电信服务。

图 14：缅甸移动通信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图 15：东盟国家移动电话覆盖率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华为全球扩张的西进路线

遇到障碍，但幸运的是作为新兴市场的缅甸正迅速

成长并向这家电信设备巨头招手。据国外媒体报道，

缅甸电信设备市场实际已被华为掌控，三家运营商

缅甸邮电公司（MPT）、Yatanarpon Teleport（YTP）

和近期获得运营牌照的挪威 Telenor 都选择了华为

作为主要供应商。而卡塔尔 Ooredoo 虽然尚未公布

供应商名单，也与华为展开了磋商。其实电信设备

并非华为在缅甸的全部，其廉价手机早已流行。在

Ooredoo 和 Telenor 获得牌照前，华为手机的平均成

本价约为 125 美元，或许伴随两家运营商的网络建

成价格会有变化 33 。

综上所述，开发缅甸电信业既有挑战，也蕴含

着巨大商机——其将为缅甸带来如小额信贷、农作

物保险及天气信息之类的移动信息服务，进而转变

缅甸传统农业模式。除此之外，电气化和移动连接

可大大改善下一代缅甸人医保系统。而华为和联通

这样的中国企业首先在缅甸试水成功，更是证明了

投资缅甸电信业的巨大潜力。

33　“华为实际掌控缅甸电信设备市场”，2013-8-14，

http://roll.sohu.com/20130814/n3841624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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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新旅游战略创造潜力商机

Thailand’s Tourism Strategy Promise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近月来，泰国面向更广泛的游客来源开始施行

新旅游计划，并藉此提高国内旅游收入。这包括吸

引穆斯林游客及被邻国拒绝的以色列人和同性恋游

客 34 。泰国旅游局（TAT）主任 Wisoot Buachoom 说，

“泰国是一个开放和自由的国家，因此没有任何市

场或游客是不受欢迎的”。

泰国旅游业的表现一向良好，2012 年泰国旅游

业情况见表 635 。按照 TAT 设定 2014 年和 2015 年

的旅游收入目标分别为 6.3 千万美元和 7 千万美元。

最终，泰国希望能够成为东盟的旅游枢纽。

表 6：2012 年泰国旅游业情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34　Thais	Cast	a	Wide	Net	 for	Diverse	Tourists,	2013-8-3,	http://

www.nytimes.com/2013/08/04/world/asia/thais-cast-a-wide-net-

for-diverse-tourists.html?pagewanted=all

35　Thais	Cast	a	Wide	Net	for	Diverse	Tourists,	2013-8-3,http://www.

nytimes.com/2013/08/04/world/asia/thais-cast-a-wide-net-for-

diverse-tourists.html?pagewanted=all

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但同时也尝试与东盟穆

斯林国家 , 如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 , 竞争开

拓利润丰厚的穆斯林市场。泰国把自己塑造成穆斯

林的友善国家 , 并促进清真食品和清真水疗（Spa），

以及女性和男性分开不同的设施等方面的发展。除

此之外，泰国国内著名的购物中心和海滩度假村都

具有完善的祈祷设施。Crescentrating 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曼谷 Suvarnabumi 机场是被视为非穆斯林

国家中最敏锐满足穆斯林游客需求的机场。此外，

该调查显示，泰国是穆斯林旅客尤其是海湾地区的

阿拉伯人热门的旅游胜地。

图 16：屿苏梅岛度假村清真食品的广告标志

资料来源：Al-Arabiya 网站。

泰国是亚洲国家中唯一一个获得政府赞助主办

针对同性恋旅客的国家。最近的活动命名为“到泰国，

轻松自如”（Go Thai. Be Free）。无论本地或外国

同性恋人在泰国公共场所手牵手已是很普遍的事情。

相反，在一些东盟国家，如马来西亚、文莱、缅甸

和新加坡，同性之间的接触是违反法律的。

泰国旅游局热衷于吸引因政治因素而不受东盟

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	ASEAN-chiNA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3.0817

国家欢迎的以色列游客。马来西亚和印尼都一律拒

绝以色列游客。相反，泰国却早已成为以色列人热

门的旅游景点，单是去年泰国就接待了 12 万以色列

游客。

图 17：2012-2015 年泰国跨国旅游战略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因此，泰国旅游业或旅游相关的业务对中国投

资者来说是有潜力的商业机会，尤其是一旦中国和

泰国在今年9月顺利施行两国公民豁免签证计划 36，

那么其后的商机将更加明显。据预测，这项免签证

计划平均每年将吸引大约 500 万的中国游客。根据

泰国旅游局的信息，中国游客在泰国的前五处旅游

目的地分别为曼谷、芭堤雅、普吉岛、罗勇和清迈。

新加坡：如何打造最佳国际会议国家

和城市 ?

Singapore: How to Build the Be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untry or City?

作为一个私人休闲度假的海外目的地，新加坡

36　Thailand,	China	Plan	Bilateral	Tourist	Visa	Waiver，2013-8-10，

http://investvine.com/thailand-china-plan-bilateral-tourist-visa-

waiver/

在游客当中已深入人心。现在，它正积极展示自己

在高端峰会组织上的魅力和吸引力。新加坡蝉联

2012 年国际协会联合会颁布的“最佳国际会议国际

及城市”，这也是新加坡连续两年获得“最佳国际

会议国家”，连续六年获得“最佳国际会议城市”

的称号。作为一个私人休闲度假的海外目的地，新

加坡在游客当中已深入人心。现在，它正积极展示

自己在高端峰会组织上的魅力和吸引力。新加坡蝉

联 2012 年国际协会联合会颁布的“最佳国际会议国

际及城市”，这也是新加坡连续两年获得“最佳国

际会议国家”，连续六年获得“最佳国际会议城市”

的称号。

图 18：2012 年新加坡举办会议情况

注释：ICCA 协会会议的标准是参与人数至少 50 人，

定期并至少在 3 个国家间轮流举办。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老挝除了在 AEC 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外，未来由

所有东盟国家与 6 个对话伙伴国一同构成的区域内

经济合作（RCEP）也将成为东盟各国合作典范。届时，

老挝在服务业领域开放方面将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新加坡拥有高度的国际吸引力、优越的地理位

置和通往亚洲市场的重要渠道，这些优势推动了组

织者在新加坡举办活动，无论是会议举办方还是与

会者都相信，只要抓住了新加坡的脉络，实际上就

可以抓紧整个亚洲市场。这个东西交汇的小红点以

辐射的方式影响着整个亚洲市场，是世界进入亚洲

的一个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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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乐于将成功的经验与其他国家一起分享，

新加坡旅游局展览与会议署署长潘政志说，“新加

坡本国举办的活动以产业为主，比如世界城市峰会，

谈的是城市的规划。现在，亚洲有蛮多地方都在开

放和发展自己的城市，中国在发展二三线城市，印

度也在发展二线城市，这涉及到交通、过滤的水源、

建筑、网络，而新加坡在城市规划方面有很多专业

知识可以提供给亚洲国家参考，为发展中国家或亚

洲新型城市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提供解决方

案。”“我们还有专门针对能源和水的会议，新加

坡国际能源周和新加坡国家水资源周，另外，有设

计周。我们希望通过议题、展览把方方面面联系起来，

希望更多的游客来新加坡学习、交流和交易” 37。

图 19：在建的滨海湾新区新加坡体育城

资料来源：微标模型设计有限公司。

新加坡善于将体育盛事与会议联合起来。新加

坡站的 F1 是全球唯一一个夜间城市赛道，每年都吸

引了众多车迷远道而来。以前，在比赛期间，新加

坡会举办丰富多彩的娱乐节目——明星演唱会、F1

时尚节、美食节。而从今年开始，众多与体育相关

的论坛也将在 F1 之前举办，其中包括讨论体育赞助

和联盟的峰会，也有美国主办的一个体育论坛，云

集专家、品牌和商家，届时将盛况空前。“在 2015 年，

37　“新加坡：最佳国际会议国家及城市的秘诀”，2013-7-31，http://

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307/0027362.shtml

滨海湾新区的新加坡体育城竣工，新加坡将有能力

承接更多更大的体育赛事，目前已经确定的有 2015

年的世界网球女子锦标赛，我们相信，盛大的体育

赛事将会带动其他消费”38 。

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产业结构深刻调整，

新兴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将成为中国经济和贸易增长

的又一重要路径。会展经济，是很多国家城市建设

与发展的热门话题。会展不但给主办城市带来巨大

经济社会效益，而且还会赢得较高国际关注度。新

加坡非单纯地推动会展这一单一产业，而是以旅游

带会展，借助电视、网络、电子出版物等多种手段

进行联合营销。新加坡旅游局展览会议署每年都有

计划地向世界各地介绍新加坡会展和旅游方面的情

况，并在世界各地举办新加坡会展经济研讨会，积

极宣传和推介新加坡在会展和旅游方面的优势会展

经营之道。新加坡会展经济发展中不乏值得我们学

习和借鉴的经验。中国如何给城市发展和建设注入

动力？对中国政府和会展企业来说，加强与新加坡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管理经验和案例的交流与合作，

绝对是值得尝试和行动的事情。

越南制造业呈现巨大发展潜力

Great Potential for Vietnam’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据越南统计总局统计资料显示，截止 2013 年 7

月 1 日制造业、加工业库存指数较 2012 年同期增加

8.8%，其中许多工业库存指数增高，包括饮料生产

增加 33.3%，香菸生产 22.2%，药材及药品 20.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等 14.3%，电力设备 12.2%，纸

及纸类产品 12.1%39 。

越南是制造业比较薄弱的国家，整个工业早期

是靠中国和苏联的援助开始积累起来的。从上世纪

38　“新加坡：最佳国际会议国家及城市的秘诀”，2013-7-31，http://

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307/0027362.shtml

39　“越南上半年纺织业库存增加 2.9%”，2013-8-19，

http://info.texnet.com.cn/content/2013-08-19/452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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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开始，陆续有中国、中国台湾、韩国、日本

企业来越南投资。日本在越南主要投资摩托车行业；

中国台湾在塑料机械和包装机械方面比较多；韩国

在房地产业投入的多一些，再后来才有一些制造业

进入。特别是在越南南方，所有的制造设备都是靠

国外进口。 

据了解，根据越南政府的计划，未来 10 年越南

市场将有 1600 亿美元的项目可待开发，包括 5000

公里的高速公路，300~400 公里的铁路和许多港口。

将会有大量的来源于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投资流

向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越南国家建设部表示，

海外投资者在胡志明市也开始寻找更多的房地产开

发项目，政府已经对这些类似房地产项目发放许可

证。越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兴起，经济发展水

平与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近似，工程机械方面急切

需求挖掘机、推土机、平地机、压路机、升降机、

塔式起重机、混凝土搅拌设备、钢结构件、汽车起

重机、桩工机械等产品。

图 20：越南目前规划中的超大项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目前，越南对机械与技术的需求十分旺盛，而

越南本土的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能满足社会发

展的需求，90% 以上的机械设备依赖国外进口。而

越南当地的工程机械公司鉴于该国消费者对本土机

械认购信心不足，因此宁愿与外国企业签订机械采

购合同或进口合同。越南工程机械行业目前的发展

瓶颈不易被突破，内销低迷，而外国机械年进口额

占越南整体进口额的 50%。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放缓 , 基础项目建设减少，

工程机械行业发展日趋艰难。以挖掘机为代表的工

程机械产品去库存化是国内工程机械企业面临的重

大难题。然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无计可施。放眼

中国周边国家，大量基建设施建设已经陆续展开。

这些发展中国家，在未来 3~5 年都有“大兴土木”

的规划。它们对工程机械产品的需求量正日益加大。

而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凭借优良性价比也将成为它们

的最优选择之一。对于中国工程机械企业而言，放

眼亚洲市场，无疑可令库存难题迎刃而解。越南便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发展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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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扶绥面向东盟快速建设产业园区

Guangxi FuSui Speeds up Constructing Industrial 
Park

扶绥县位于广西西南部，东部及东北部接南宁

市江南区，南与防城港市毗邻，西连崇左市，北靠

南宁市隆安县。扶绥县工农业生产近年都有重要发

展，尤其开始重视发展面向东盟的产业园区。2013

年以来，扶绥县重点推进中国东盟南宁空港扶绥经

济区，广西 - 中国东盟青年产业园等园区建设，努

力形成产业特色，实现园区错位发展和产业城镇融

合。今年，全县实施重点项目 131 个，签约项目 11 个，

总投资 41.42 亿元；达成意向项目 13 个，计划总投

资 67.46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8.3 亿元，

同比增长 27.7%40 。

扶绥政府以产业园区为平台，加强对外开放、

合作与交流，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充分发挥已在该

县投资客商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形成以一带十、以

十带百的“连锁”效应；组织专业招商小分队带项

目、带政策，进企业、找商会进行招商；把握好自

治区招商工作重点方向，突出抓好面向粤、港、澳、

台招商引资工作的落实，规划建设港澳台产业园，

先后组团赴广东、香港、上海、澳门等地区开展招

商引资工作，并签约引进了一批项目。

绿豆糕生产项目是青年产业园引进的第一个中

国与东盟国家合作项目，由越南海阳市万禄有限公

司与广西凭祥市玉龙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合资建

成，项目总投资 1000 万元，主要生产绿豆糕、咖啡、

40　“扶绥：重点推进面向东盟产业园区建设”，2013-8-13，

http:/ /www.cic.mofcom.gov.cn/ciweb/cic/ info/Art ic le. jsp?a_

no=332275&col_no=456

芝麻饼等食品 41。 

表 7：扶绥近年面向东盟的产业园区项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还有选矿机生产项目和铝合金门窗加工项目。

选矿机生产项目总投资 26418 万元，由扶绥县鑫地

41　“广西中国 -东盟青年产业园项目建设捷报频传”，2013-8-13，

http://www.fusui.gov.cn/web/2013-08/4871.htm

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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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设备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公司利用国内外较先

进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进行生产。

上述信息表明，广西扶绥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找

到了面向东盟的产业园区建设发展模式，为中国 -

东盟双方的中小企业合作铺路，也为广西其他县市

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中国电建在老挝首个BOT电站发电量

突破 3亿度

POWERCHINA’s Breakthrough on Laos Electrical 
Station

由中国电建集团所属中国水电在老挝投资建设

的首个 BOT 项目 - 老挝南俄 5 水电站累计发电量

突破 3 亿度，达到 3.02479 亿千瓦时，其中 1 月至 7

月上网净输出电量超过 2.5 亿千瓦时，7 月份完成净

上网电量达到 71810342 千瓦时 42。

表 8：老挝南俄 5 水电站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南俄河是老挝最早进行梯级水电开发的河流，

42　“中国电建投资的老挝南俄5电站发电量突破三亿度”，2013-8-9，

http://www.sasac.gov.cn/n1180/n1226/n2410/n314289/15464376.html

目前一共规划了 5 个梯级水电站，分别为南俄 1 水

电站、南俄 2 水电站、南俄 3 水电站、南俄 4 水电

站和南俄 5 水电站。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曾于 2004 年 3 月

16 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与老挝政府代表正式签订老挝

南俄 5 水电站项目开发备忘录。水电建设集团采用

中国政府的出口信贷，以 BOT 方式进行项目开发，

特许经营期为 25 年（不包括施工工期），施工期 4

年 43。

此项目不仅是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第一个以 BOT

方式在境外承建并开发的水电站项目，也是中国公

司在境外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以 BOT 方式开发

的水电站项目，标志着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继竞争性

投标、出口信贷之后，在实施国际化战略方面的成绩。

图 21：中国电建承建的老挝南俄 5 水电站

资料来源：中国电建集团。

自 2012 年 12 月电站正式投产发电以来，项目

坚持做到一切为生产服务，努力做好安全生产、设

43　“水电建设签订老挝南俄 5 水电站 BOT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2007-4-20，

http://www.sasac.gov.cn/n1180/n1226/n2410/n314304/15019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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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管理、技术改造等各项工作的基础上，多管齐下

增发电量，确保电站正常运行，为完成发电任务奠

定基础。因此，在发电量 5 亿千瓦时的计划目标下，

目前已达到 3 亿千瓦时，超过总任务的一半多，因

此为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特别是老挝等缺电国家

的投资合作树立了良好榜样， 也为这种在水电站建

设中采用“建设 - 运营 - 移交”（BOT）的投资模

式并已取得运营良好成绩增加了成功的案例。

山东济南与印尼、新加坡、泰国华商

进行多领域合作

Shandong Jinan Cooperates with Indonesia/
Singapore/Thailand

山东济南加速向东盟国家招商引资，尤其希望

借华商的经营渠道拓展业务，开始与东盟重要华商

加强合作。最近，应印度尼西亚金锋集团、新加坡

金鹰集团、泰国正大集团的邀请，济南市侨办赴印

尼、新加坡、泰国访问。并在雅加达、泗水、新加坡、

曼谷等地拜访华商、侨社，举行推介会 44 。

主要是在四个方面取得交流进展。

首先是招商引资洽谈会：联合印度尼西亚中华

总商会、印度尼西亚华裔总会等 7 家侨团，邀请 33

位印尼知名华商企业家、侨领参加济南 ( 雅加达 ) 招

商引资市情推介会。济南市相关部门重点推介了济

南市招商产业和优惠政策以及生物医药产业、新材

料、新能源产业、汽车装备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产业

等重点产业。参加座谈会的嘉宾先后就医药包装、

中医药产品开发、工业地产、太阳能产品进出口、

清洁能源、现代物流、食品包装等项目与济南达成

合作意向。

第二是与重点华商企业交流：拜访企业，助推

中方重点在谈项目合作进展。访问团拜访了印尼金

44　“济南市侨办组团出访印尼新加坡泰国助推招商引资”，2013-8-

14，http://world.cnr.cn/list/201308/t20130813_513307463.shtml

锋集团、三林印多保利工业集团、迈大集团、泰国

正大集团、新加坡金鹰集团等华商企业，通过面对

面交流，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济南市有关部门负

责人与华商企业沟通了在谈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和矛

盾，为今后项目的深入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表 9：山东济南与印尼、泰国、新加坡华商
交流合作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第三是宣传引资项目和介绍政策环境：扩大泉

城济南的影响力。面向机构主要有，印尼中华总商会、

印尼华裔总会、印中商务理事会、新加坡广东会馆、

新加坡红卐字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泰国华人青

年商会、泰国中华总商会、中国驻印尼泗水总领馆

等主要华人社团、商会、驻外机构和华商企业家。

通过传递经贸信息，寻求投资与贸易合作的商机。

同时邀请华文主流媒体宣传推介济南市情、投资环

境、外经贸政策和第七届华商企业科技创新合作交

流会、第十届艺术节等。

第四是邀请重要侨团和华商参会：包括邀请出

席即将在济南举办的第七届“华交会”。已向印尼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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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总商会、印尼华裔总会、印中商务理事会、新

加坡广东会馆、新加坡红卐字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泰国华人青年商会等社团的 86 位华商发出“华交会”

邀请。

上述信息给我们的启发是，中国地方政府在向

东盟国家宣传招商引资的工作中，可以借鉴山东济

南市的做法，即先面向华商、华人、华侨介绍产业、

介绍可合作项目、介绍政策、邀请互访等。这样的

方法和途径为交流合作铺好了相互了解和增进信任

之路。

中国纺织企业在开拓东南亚市场中

积累经验

China Textile Enterprises Expand Southeast Asia 
Market

在“中国纺织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交流大

会”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表示，目前，

中国纺织行业用工成本比东南亚国家高出 1-3 倍，

用棉成本高 30% 以上，加上东南亚国家在发达国家

享有的低关税优惠，即便充分发挥产业体系与生产

效率优势，中低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明显下降。

中国纺织业面临发展瓶颈，工资不断上涨、原料越

来越贵，因此最佳应变手段是“走出去”，在海外

投资，寻找更优的资源配置方式，建立更高效的跨

国供应链 45 。

以红豆集团的柬埔寨投资为例，红豆集团是柬

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西港特区）的股东之一，

这个园区占地 11.13 平方公里，是当地政府专门为中

国的纺织服装、五金机械和轻工家电中小企业所打

造的出口加工基地。红豆集团副总裁陈坚刚说，红

豆在该园区的月基本工资是 100 美元左右，对比中

国上海，在柬埔寨确实便宜不少，节省下来的钱可

45　“中国纺织企业海外拓疆	手握当地十几个部长电话”，2013-8-

13，http://business.sohu.com/20130813/n384015398.shtml

以转化为企业的利润。相比之下，上海的操作工每

个月工资是 439 美金。

入驻西港特区的企业，可以拿到价格优惠的标

准厂房及土地，还能享受柬埔寨政府“无土地使用税”

等一系列税收优惠。

表 10：中国纺织企业在东南亚的相关情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天虹纺织集团董事局主席洪天祝很早就开始为

企业谋划全球布局，2007 年他在越南同奈省投资 4

亿美元建设纺纱厂。根据中国的棉花收储政策，中

国对棉花制定了统一的收购价，但这一价格高于国

际市场的棉花价格。去年当国内同行还在为高棉价

成本烦恼时，天虹的利润却在增加。

2011 年起欧盟对最不发达的国家实行普惠制，

一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服装进入欧洲市场可以免收关

税，而产自中国的服装要收 12% 的关税。因此，通

过投资东南亚，可以同样减少产品出口欧洲的关税。

然而，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投资仍存在一些关键

问题。申洲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申洲国际 ) 在柬

埔寨投资设厂，其执行董事王存波表示，柬埔寨的

基础设施比较差，交通、通讯明显落后于中国国内，

而且费用比较高；劳动效率低，劳工经验不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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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多；此外，柬埔寨整个产业链配套也比较差，尽

管工资成本低，但综合计算下来，成本优势并不是

特别明显。

面对某些问题，申洲国际力争解决处理好。例如，

当地工会组织比较多，罢工、示威活动频繁，一旦

处理不当，会影响到企业正常经营。为此，申洲国

际注意培养当地员工，重视管理层本地化。该公司

对员工同工同酬，不论国家、民族，只要岗位职责

相同，薪酬待遇就一致，获得了当地员工的认同感，

申洲国际柬埔寨项目目前还没有遭遇过罢工、停产

等状况。

上述信息表明，中国纺织企业在东南亚国家能

够充分利用当地成本较低、待遇优惠的条件。同时，

它们应注意分析当地基础设施差、员工经验不足、

劳资关系等问题。即，分析当地的问题和有利条件，

选择相应对策开展经营合作。

云南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

加速全方位合作

Yunnan-GMS Accelerate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云南与其邻近的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

一直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随着东盟即将于 2015 年

实现一体化，云南与其各方在贸易、投资、产业合

作等领域合作范围扩大，速度加快 46。

据商务部信息，由于地缘等优势，云南省与

GMS 国家有着长期的合作基础，2013 年上半年云南

省与东盟合作仍以缅甸、泰国、老挝等 GMS 国家为

主。随着与泰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互联互

通不断增强，云南与泰国的贸易投资领域也不断拓

46　“云南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贸易与投资合作快速发展”，

2013-8-14，ht tp : / /www.mofcom.gov .cn /a r t i c l e / resume/

n/201308/20130800244723.shtml

宽。云南省投资泰国的旅游业、物流业项目越来越多，

目前已有企业在泰国建立了物流园区，享受泰国保

税物流的政策，通过昆曼公路不断加强云南与泰国

物流业的发展，同时大大降低了云南省对外开放中

的物流成本，而保税物流的发展也能带动保税加工、

仓储方面的发展。与老挝的合作主要在基础设施领

域。在万象经济合作区，通过发展农业，带动农产

品加工业，进而发展旅游业、物流业，乃至房地产业，

加快老挝的城市化进程 47 。

表 11：云南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
贸易与投资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所研究员陈铁军认为，过

去，中缅合作以中国央企为主，如大型水电开发、

油气管道合作等，现在云南省在缅甸投资以民营企

业为主，转向有利于改善当地民生的领域。针对最

近缅甸投资中比较热的糖厂项目，陈铁军表示，缅

甸的土地资源非常丰富，气候条件也很适合种甘蔗，

产量非常高，建糖厂最大的好处是能带动当地收入

水平的提高，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比如建一个产

量一万吨的糖厂，需要 20 万亩土地，可以带动 20

万人口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样就能使缅甸民众通过

中缅经济合作分享到利益。

47　“2013 年 上 半 年 东 盟 仍 为 云 南 第 一 大 贸 易 市 场”，

2013-8-15，ht t p : / /www.mo fcom.gov . cn / a r t i c l e / d i f a ng /

yunnan/201308/201308002485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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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也积极与当地国家开展农业、养殖旅游等

合作，实现大规模替代种植，解决了当地群众的发

展问题 48，并成为了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

国家间最便捷的旅游通道和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图 22：云南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
国家开展农业合作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云南在交通基础设施等大通道建设方面取得重

要进展。目前，该省已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

基本建成东、中、西 3 个方向连接 GMS 国家的公路、

铁路、航空、水运立体通道综合运输体系。从昆明

通达缅甸、老挝和越南的干线公路云南境内段已全

部实现高等级化，云南省国际道路运输合作范围已

扩展到越南 10 省（市）和老挝 5 省（市），已开通

中越、中老国际运输线路 24 条。泛亚铁路东、中、

西线云南境内路段建设积极推进。澜沧江—湄公河

国际航运货运量从试航时的 500 吨增加到目前的 50

万吨，实现全年通航。云南通往 GMS 国家的信息高

48　“云南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的	产业合作，解决了当地群众的

发展问题”，

2013-8-13，ht tp : / /www.mofcom.gov .cn /a r t i c l e / resume/

n/201308/20130800243084.shtml

速公路基本建成，建成一批面向东南亚等地有国际

影响力的电子商务跨境交易平台，中缅、中老两条

跨境国际光缆落成 49 。

上述云南 -GMS 国家的广泛合作的信息表明，

随着双方认识到加强合作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发展，

多项领域的深入合作已经带来重要成果，例如，贸

易、投资、农业、旅游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

这必将成为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东盟的重

要参考。

49　“云南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大通道建

设取得重要进展”，2013-8-16，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

resume/n/201308/201308002503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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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机遇

The Opportunity of China-ASEAN “New Strategic 
Partnership”

从 8 月 1 日到 6 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出席了

位于泰国的中国 - 东盟高层论坛并同时进行他对马

来西亚、老挝与越南这三个东盟国家的正式访问 50 。

值得注意的是，王毅也会见了与中国在南海有争议

的东盟国家领导人，其中也包括大马首相纳吉与外

长阿尼法、越南总理阮晋勇与外长范平明，等等。

以目前美日在东亚对中国采取一系列举措来看，

此访问不仅仅是一般的国事访问。除了通过曼谷高

级论坛的平台安抚东盟南海争议国外，这位中国外

长也借这一次机会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

图 23：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

 资料来源：新华网。

50　“王毅将出席中国 - 东盟高层论坛并访东南亚三国”，2013-

7-30，http://www.chinadaily.com.cn/hqpl/zggc/2013-07-30/

content_9715957.html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首先，王毅的访问旅程没有包括菲律宾。与他

上一次的东南亚访问行程类似，我们可以看到，菲

律宾是唯一近年中国代表还没有进行过访问的国家。

在南海争议国当中，菲律宾领袖也是王毅还没会见

过的一方。通过这样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

采取对冲政策的南海争议国（马来西亚，越南与文莱）

还是继续保持它的包容姿态 51。

中国对于南海问题上的一些对冲国家采取了相

应的适当态度。见图 24。

图 24：中国对于南海问题对冲国家的相应态度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对于做平衡游戏的菲律宾，中国也给出了一个

很清晰的信息，那就是暂停两国高层政治对话。比

51　China,	Malaysia	Hail	Cooperation,	Pledge	Deeper	Ties,	Xinhua,	

2013-8-1,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800912.shtml;	

Vietnamese	PM	Meets	with	Chinese	FM	on	Ties,	Xinhua,	2013-8-6,	

http://english.cri.cn/6909/2013/08/06/53s7801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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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以往稍为谨慎和低调的态度，中国这一次对南海

争议国的态度再也清楚不过了。在这个观点上，安

邦东盟团队认为，与中国含有争端的东盟国家应该

认识到这个变化，避免走向平衡中国的道路，并开

始与中国政府探索或深化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边谈判。

另一方面，中国外长此行也表示中国有意“激

活”多年来相对不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虽然

中国与东盟在 2003 年签署了战略伙伴协议，两方合

作关系的重点还是处于经济领域，而相比起来，政治，

安全和社会文化交流已显得较为落后。从该协议的

意向来理解，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还没有真正地

“达标”。

从王毅外长在不足半年里访问了九个东盟国家

来看，中国更加重视它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在河

内访问时，他已公开表明，因考虑到南海的复杂局

面，中国希望以逐步的方式总结南海行为准则（CoC）

的一系列谈判 52。在这点上，安邦东盟团队推断中

国将大幅度地推动更多合作项目，尤其在经济与政

治 / 安全的两大板块，并通过这个管道建立有利于

解决南海争端的环境或条件。比以往不同，安邦认

为这一次中国在心理上已做好了与东盟各国建立深

入互信和互动关系的准备。所以，我们可以预料，

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与南海争议国如马来西亚、

文莱与越南将推出新合作项目，也可能创出另一个

“高峰”期。

总体而言，中方所发出的两个信息有利于中国

与东盟各国新型战略关系的建造。以我们所提倡的

“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思路，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

中最有可能与中国建立此关系的国家。经济上，双

边合作应扩展到旅游、清真食品、医药、再生能源

和高端制造业等，而在政治安全领域，双边必须提

升目前的政党与高官防卫交流并加紧现有的南海谈

判。通过这样的框架，马中关系不但可以得到全面

52　Beijing	Tells	ASEAN	to	be	Realistic	 in	Hopes	for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2013-8-6,	 http://www.scmp.com/news/china/

article/1294453/foreign-minister-wang-yi-says-china-no-hurry-

sign-south-china-sea-accord

性的发展，也可以成为其他南海争议国（文莱和越南）

所效仿的对象。

对悄然诞生的“东盟梦”的思考

Thinking about a New “ASEAN Dream”

最近，美国著名学者新美国基金会和新加坡

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帕拉格 • 康纳（Parag 

Khana）发表了一篇广受关注的文章，题为东盟是“亚

洲世纪”的关键 53 。

帕拉格 • 康纳表示，重游了许多十年前曾初游

过的东南亚国家，无论是从经济的总体增长还是开

放程度上说，该地区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属于东

南亚国家联盟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我们积极关注

习近平主席阐述的“中国梦”之时，“东盟梦”也

在悄然诞生。现在该是东盟凝聚起来的时候了。

帕拉格 • 康纳提出“东盟梦”概念后，又提出

几项重要观点。

1、东盟国家的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东南亚

地区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形成了一条十字路口，数条

纵深的基础设施链接正在逐步贯穿缅甸。此外，依

托马六甲海峡，该地区还是全球在近东与远东之间

石油运输的主要通道。

2、形势稳定。过去 50 年来，东南亚历经殖民

解放运动、令人痛苦不堪的越南战争、印度尼西亚

与马来西亚的内斗、各种形式的铁腕统治以及不结

盟外交导致的自我孤立。如今，除了不断升温的南

海争端，东南亚被认为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3、一体化任重道远。继续准进经济一体化也是

一项战略要务。预计东盟将在 2015 年前建立一个经

济共同体，无论是经济强国还是弱国，这一举动要

53　“CNN：东盟是‘亚洲世纪’的关键”，2013-8-16，

http://news.xinhuanet.com/cankao/2013-08/16/c_1326364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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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将促进东南亚潜在的经济增长，要么将强化各国

的保护主义壁垒。

4、基础设施。推动东盟一体化和帮助东盟中的

弱国发展，当务之急就是投资基础设施。除了已经

成为国际都市国家的新加坡，只有越南和马来西亚

在全国范围内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大力投资。加之重

大的政治和管理制度改革，两国的第二波建设已经

展开。东盟其他主要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泰国和

菲律宾最终也提高了财政预算对基础设施的支出比

例。印尼专注于公路建设，泰国是铁路，而菲律宾

则是港口。

5、灾害障碍和解决。过于频繁的洪涝等灾害给

东盟国家的关键领域造成了破坏。如果有关国家能

完成基本而且关键的工程项目，今后几年，这些国

家经济增长的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显着提高。

表 12：东盟各国快速推进跨境投资、商业
一体化和域内贸易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帕拉格•康纳文章信息整理。

帕拉格 •康纳强调，应该记住，从根本上说，

东盟的一体化发展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

济和政治问题。纵观全球，城镇化每年给 5000 多

万市民化人口带来了难以想像的机会，但这也加剧

了不公平程度，引发了多地的骚乱。为了实现包容

性增长，必须将城镇化视为一种战略工具，为数以

千万计的年轻人在建筑、医疗、保健、教育等服务

领域提供就业和培训。

帕拉格 •康纳说，几十年来，东盟一直被视为

一个二级区域组织。但如今，它有机会成为各强势

地区间至关重要的门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际网

和一个亚洲世纪繁荣的支柱。

在分析帕拉格 •康纳的文章观点时我们注意到

几个方面。首先，“东盟梦”的提法是在提及了“中

国梦”之后，作为比较而强调的。其意为，与其说

“中国梦”重要，不如说“东盟梦”对于“亚洲世纪”

的形成更为重要——因为东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整

体。第二，从战略意义而言，东盟国家现在的战略

地位比以往更加突出。第三，东盟多数国家面临的

挑战主要包括自然灾害，而解决的主要途径是强化

基础设施建设。总之，“东盟是‘亚洲世纪’的关键”

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和认真思考的最大注脚。

东盟跨境人口拐卖问题依旧严重

ASEAN Cross-border Trafficking is Still Startling

马来西亚媒体最近报道了一起马来西亚儿童失

踪的新闻，一个工厂工人下班之后发现自己的三个

孩子都以失踪，在多方努力搜寻后仍无下落。马来

西亚的法制与治安在东盟国家中属于上乘，但仍然

无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虽然案件尚未定性，但

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东南亚的人口拐卖问题依旧

严重 54。

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大湄公河次区域（包括

柬埔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和中国的云南、广西）

是世界上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多发地带。据联合国

估计，这里每年都有数十万妇女和儿童被拐卖。另

有调查显示，在东南亚，尤其是湄公河次区域各国

54　Mum	anxious	for	news	on	missing	kids,	The	Star,	201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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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边境地区，是拐卖人口的重要流出、流入和中

转地，据估计该地区拐卖人口数量约占全球拐卖人

口的三分之一。由于拐卖犯罪可以带来巨额利润，

使拐卖人口犯罪十分复杂，涉及地域十分广泛，并

且人口拐卖发生地区对此类犯罪处置不力。

被拐卖的人口成为了非法劳工或色情服务业人

员的重要来源。而最近，也有媒体披露，被拐卖的

儿童也成为了“黑市”器官的主要来源。印度尼西

亚曾是人体器官贩卖活动猖狂区。自上世纪 80 年代

末开始，印尼人就到马来西亚物色目标，专以诱骗

和掳拐手段贩卖人口。有些贩卖人口集团选择小孩

部分原因是为了从他们身上取得器官变卖。而且，

马来西亚孩童营养充足，体质好，受到细菌感染风

险低，若与越南、印尼人相比，马来西亚人器官更

受欢迎，需要器官移植的人士首选马来西亚人。一

般来说，遭拐小童年龄介于 6 岁至 10 余岁之间。

如此严峻的人口贩卖形式使得各个国家都出台

了相应的政策对此进行打击。泰国曾采取疏堵并重

的措施：针对有组织的非法打工，泰国制订了严格

的用工制度，规定外国人必须取得工作许可，否则

打工者和雇主都要受到刑事处罚。但打击跨国境拐

卖人口不是一个国家的事。自 2000 年 6 月起，国际

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等国际组织设立了大湄公河次区域预防拐卖妇女儿

童专项办公室。但这项工作还任重道远。

对东南亚政党的基本分析及思考（1）

Analysis of Southeast Asian Political Parties (1)

东南亚国家的独立和建国基本都发生在 1945 年

之后。在各自建国之后，东南亚各国的政体可以划

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放弃殖民时期的国家政府架

构，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国家政府架构，比如印度尼

西亚和缅甸。另外一种则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之

前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政府和国家架

构，并在这种旧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自己建立政党延

续着民族国家的寿命，比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

加坡 55 。

55　《比较的幽灵》，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著，译林出版社

图 25：东盟国家有记录的被拐人员统计

 资料来源：U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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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各国独立之后，活跃在各国政治舞台

上大都是新成立的政治党派，在这些国家政坛上主

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形态。第一种是政党之间

完全不信任，对绝对权力的渴望使得党派之间斗争

不断，这些斗争不仅停留在政治层面，例如某一时

期的泰国“红衫”和“黄衫”的对峙，以及缅甸军

人主政。第二种是主张革命的共产党获得了主导，

例如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这些国家政坛上只存在

着共产党。第三种情况出现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

新加坡。在这些国家里，思想多元化普及，对民主

政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都有着较强烈的民主诉求。

这些国家中，一个或者多个政党以及政党联盟都存

在政坛之上。

在相继独立之后，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国家都能

够意识到，他们所继承的仅仅是西方的国家和政府

组成形式，离经典的民主模式还相距很远。但值得

肯定的是，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成立了政党或政党组

织，每一个政党领导者都希望自己的政党成为治理

国家的工具或主导力量，虽然在领导政党通往权力

的过程中出现过与民主本质相悖的现象，但至少在

表象上，东南亚国家都有了政党民主的体系和思想。

大大小小近百个东南亚政党基本可以分成以下

三类：革命党；军队主导的政党；少数民族在追求

民主时成立的政党。

比较著名的革命党有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革命

党。它们学习了欧洲政党民主模式，在反抗殖民和

独立运动中诞生。中国和日本在这些政党的成立过

程中有着较大的影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

印度尼西亚的占领对苏加诺的政党在 1945 年之后反

抗荷兰殖民者重返的军事行动起了很大作用。在当

时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一个革命性质的政党成功的

带领印度尼西亚走向了独立。越南的革命党先后反

抗法国和美国的殖民统治，在整个过程中 得到的了

中国的很多帮助。

上述信息给我们一些启示，即这类在与殖民主

义斗争中逐渐壮大的政党在建立初期都得到了群众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的广泛支持，但由于在随后的经济建设中普遍存在

着脱离群众的问题，以至于后来都面临了执政困难。

成功转型并普及民主的越南共产党得以继续在越南

执政，而与群众脱离且转型不成功的印尼共产党则

被民众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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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经济改革的政治学

——	国际危机组织	亚洲报告No.231（6）

Myanma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6)

                                           （上接第 017 期）

五、赢家还是输家 ?

已经提出的这些重大改革——或者正在实施或

者在计划实施当中，都将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格局。

改革的目标是，通过消除复汇率制带来的扭曲局面、

打破垄断、终止取得执照和进口许可证的特权以及

为政府合同引入招标程序，建立起一个更公平的商

业竞争环境。

那些被高度管制的经济排除在外的人们将从中

获益，但是谁会成为输家？他们会作何反应？他们

会对整个改革进程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前的三个

主要经济权力中心是军事政权的商业同伴（裙带商

人），军队本身，以及执政党 USDP。这三大集团

在经济转型中都会损失惨重，但是他们有意愿或能

力抵制改革吗？

1. 裙带商人

经济自由化未必会使资源配置更公平，它会为

已经根深蒂固的商业集团提供机会，来巩固他们对

经济的掌控。在军事政权统治下，极少数商人享有

获得商业机会的特权。

虽然通常把他们叫做裙带商人，但是称为军事

政权的代理人可能更准确。他们享有特权是因为他

们对军事政权有用，而不是对军事政权施加了任何

特别的影响力。这些裙带商人的数量有 15 到 20 个，

他们控制了大部分的国民经济 56。

正着手进行的改革对这些商业集团的统治地位

是一种挑战。他们失去了收入的关键来源，包括对

垄断行业的控制以及获得许可证、执照和重要政府

合同的特权。他们意识到在新的经济现实中会失去

很多东西。出于一系列原因，他们似乎会接受一个

重要性被削弱的现实而不会尝试去挑战或终止这些

改变。

首先，既然人们普遍认为总统很廉洁并且同大

的商业利益集团没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些利益集

团的政治权力就很有限。总统和其他的改革设计师

公开反对腐败，表达了他们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竞争

环境、废除旧的经济特权体制的决心 57。

其次，改革者认为裙带商人“拿得太多，做得太

少”58 。这使得裙带商人没有机会把财富转化为政治

影响力，也就不可能对改革发起挑战。最后，作为改

革者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他们似乎不可能有与改

革者紧密合作、寻求一个共同议程的立场 59 。

吴丁昂敏乌副总统的辞职（后文将会进行讨论）

也产生了影响。人们认为他与一些关键的企业集团

尤其是大型公司亚洲世界集团（Asia World）的关系

56　关于西方国家政府认为从上届缅甸政府获得了特殊经济利益的人员

名单，参见历年的《欧盟关于缅甸的共同立场》（EU	Common	Positions	

on	Myanmar），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和机构编制的类似名单，如《欧

洲理事会共同立场 2009/615/CSFP	号》（European	Council	Common	

Position	2009/615/CSFP	of	13	August	2009），2009年8月13日，附录2，

J章。

57　例如，赛茂康副总统在对决策者的一个关于改革策略的演讲中说，

投资和贸易必须“符合全体而不是少数人民的利益”（《缅甸新光报》，

2012 年 5月 14 日）。

58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长居缅甸的外国商人，仰光，2012 年 5月。

59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缅甸学者，仰光，2012 年 5月。

VI. 东盟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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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并且是这些公司的利益促进者。随着他的离开，

政府能更果断地废除旧的贸易方式 60。

即使这些裙带商人能够联合起来，他们也不清

楚发起对改革的挑战能否让他们受益。他们面临的

风险是，挑战改革可能会激起当权者以及更积极、

更有觉悟的公民社会的反弹，政府可能会对他们过

去的商业行为展开调查，结果很可能是没收他们的

财产甚至起诉他们。看来裙带商人中的多数人都采

取了另一种方式，即保持低调，保护他们的财产，

并试着重塑自身形象 61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有望

从一个更具活力和快速增长的经济中获利，虽然这

些利益比起过去有所减少，但仍旧数量可观。裙带

商人也意识到，虽然从旧体制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但是旧体制具有极度的不可预见性。清晰而可预见

的规则能让他们获得商业利益。

60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与总统办公室关系密切人士，仰光，2012年 5月。

61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缅甸学者，仰光，2012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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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东盟中心

APPENDIX A    ABOUT ASEAN-CHINA CENTRE (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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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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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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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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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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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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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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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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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务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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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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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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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共同为中心揭牌。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心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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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旅游、文化和教育的综合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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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入，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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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显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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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盟的教育机会，促进文化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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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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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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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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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寻找当地的商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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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

（十）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便利；

（十一）提供中国和东盟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有关的机构和政府官员名录；

（十二）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活动；

（十三）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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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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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互了解；

（十六）研究开展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相关的人员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十七）支持关于缩小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的项目；

（十八）开展中心实现其目标所需其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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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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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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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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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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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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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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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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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及金融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东盟地区有着多年成功的投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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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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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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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中国海外投资不断实现优化、升级和持续成长。

主要特点

- 是目前少数致力于投资东盟地区的大型私募股权基金；

- 专注于支持基础设施、能源以及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优秀企业和项目；

- 可投资于不同阶段的项目，实现商业成功和最佳社会效应的双重目标；

- 资金募集的目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其中一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

- 拥有一支国际化的专业团队，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以及相关行业经验。

投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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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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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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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笔投资额通常介于 5 千万至 1.5 亿美元之间；

- 希望与其他战略投资者实现共同投资；

- 采用多元化的投资形式，包括股权、准股权及其他相关形式；

- 不谋企业控股权，持股比例小于 50%；

- 可投资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

- 既可单独投资企业或项目，也可同时投资企业和项目层面；

- 推动资产和运营的整合、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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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力较强且可靠的项目发起人；

- 已见成效且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 经验丰富、有抱负且稳定的管理层；

- 可靠稳定的未来现金流或可预见的盈利能力；

- 具有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china-asean-fund.com

附录二	/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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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安邦咨询简介

APPENDIX C    ABOUT ANBOUND CONSULTING (AN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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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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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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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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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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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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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实用建议和项目评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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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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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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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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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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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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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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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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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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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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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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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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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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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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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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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数以上的营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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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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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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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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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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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的主要大学展开研究合作，专门用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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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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