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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中国可成为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催化剂

China Is the Catalyst to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东盟经济共同体所面临的挑战

东盟成立至今已有 46 年，尽管历年来取得不少

成就，但是距离实现 2015 年东盟经济共同体（AEC）

的目标到底有多大，却受到各界的质疑。虽然官

方发表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记分卡已达到了 2008 至

2011 年期间目标的 68.2%1， 而且 2013 年的东盟经

济共同体蓝图措施已落实了 80%。然而，东盟成员

国的发展不一，经济增长与政治差距均成为达标的

极大挑战。基本上，要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必须充

分掌握以下 4 大目标。

表 1：东盟经济共同体（AEC）记分卡 , 
2008-2011 年 

（达成目标的百分率）

资料来源：东盟经济共同体（AEC）记分卡，

2012 年东盟秘书处。

1			Is	Malaysia	prepared?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is	at	hand,		

2013-4-28,	http://penangmonthly.com/is-malaysia-prepared-the-

asean-economic-community-is-at-hand/

目标 1：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

这个目标的意义是改造东盟，使成为货物、服

务、投资、熟练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区域。然而，

东盟国家的区域内贸易并不理想，只占东盟对全球

贸易的 25%，而且 80% 的区域内贸易仅限于马来西

亚、新加坡、泰国和印尼之间。东盟国家还需要致

力减少贸易障碍，特别是非关税障碍。许多成员国

仍然极力保护各国敏感的行业，这对自由贸易有一

定程度的挑战以及制造了假象的竞争。

虽 然 东 盟 正 在 建 立 东 盟 单 一 窗 口（ASEAN 

Single Window），以简化文件和快速决策处理边境

清关货物，但各国发展的差异很大，柬埔寨、老挝

和缅甸的进展仅处于早期阶段。由此可见，统一和

简化各国贸易的文件流程、协调各海关和运输协议

也是一项挑战。

目标 2：高度竞争的经济区域

这个目标注重加强新领域合作，如竞争政策、

保护消费者、知识产权、基础设施建设、税收和电

子商务。东盟新成员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

以及群岛国家如印尼和菲律宾的基础设施建设依然

较为落后及碍于运输工作和降低贸易效率。东盟国

家的物流绩效差距很大 ，新加坡在 155 个国家当中

领先，而缅甸较逊色，排在第 129 位。

此外，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力指数差距较大，

新加坡的竞争力最高，在 144 个国家中排行第 2 名；

而柬埔寨的竞争力最低，排行在第 85 名 2 。整体而言，

东盟有必要通过基础设施、技术转移和信息分享拉

近国与国之间的发展距离及提高各国的竞争能力。

2	 	 	Reassessing	ASEAN’s	Economic	 ,	 2013-4-28,	 http://www.

thejakartapost.com/news/2013/04/28/reassessing-asean-s-

economic-commun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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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东盟国家 2012 年的物流绩效指数

国家	 	 排行	 积分	 最高表现的百分率

柬埔寨  101 2.56 50.0

印度尼西亚 59 2.94 62.2

老挝  109 2.50 48.0

马来西亚 29 3.49 79.8

缅甸  129 2.37 43.8

菲律宾  52 3.02 64.8

新加坡  1 4.13 100

泰国  38 3.18 69.6

越南  53 3.00 64.1

资料来源：东盟经济共同体（AEC），东盟秘书处。

目标 3：公平的经济发展区域

第三个目标主要是提高和加强中小企业的竞争

力，并缩小东盟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虽然中小企

业是亚洲经济发展的骨干，但在国际贸易和自由贸

易协定方面的发挥有限，通常从自由贸易协定中受

益的往往都是大公司或企业。经济规模小的新加坡

却拥有最高年度人均国民总收入，为 42930 美元。

相反的，经济规模庞大的印尼却拥有最低年度人均

国民总收入，仅 2940 美元 3。

目标 4：完全融入全球经济的区域

这个目标强调在东盟全球供应链中竞争，并保

持作为对外国直接投资者具有吸引力的基地。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是东盟十国与澳大利亚、

3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2013-5-3,

http://asiapacific.anu.edu.au/blogs/indonesiaproject/2013/05/03/asean-

economic-integration-challenges-and-strategies/

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协定

计划，预计将于 2015 年底结束谈判。估计 RCEP 的

总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 17 万亿美元以及占全球贸易

约 40% 左右。这意味着东盟融入全球经济跨出第一

步。然而，这个问题仍是横亘在东盟面前的挑战及

继续成为全球的焦点之一。

整体而言，东盟要达成 4 个关键目标的挑战在

于互联互通，而互联互通的主要挑战却在于资金和

技术问题。

互联互通对东盟而言，包括基础设施连接、协

调市场规则和条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互联互

通有助于提高竞争力、促进经济集聚和生产链一体

化、加强区域贸易、吸引投资以及加深东盟各国人

民之间的关系。此外，还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时间和运输成本。虽然政府预算是互联互通传统资

金的来源，但是东盟估计在 2006 至 2015 年之间的

每度基础设施投资需要至少 600 亿美元。这凸显了

东盟需要创新及求真务实的融资解决方案，特别是

在运输设施连接方面。

中国在东盟共同体所扮演的角色

中国连续四年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

2013 年上半年双边贸易大幅增长 2100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2.2%。据有关信息显示，去年中国和东盟之间

的贸易创新纪录高达 4000 亿美元。无可否认，东盟

的经济增长离不开中国的支持，而中国对东盟共同

体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相同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在 9 月 3 日第十届东

盟博览会和中国 -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所提出的

五项倡议 4，进一步显示了中国承认东盟的重要性。

东盟本身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市场，而且东盟经济

的崛起对中国也越来越有吸引力。

基本上，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的东盟国家如柬埔

4　“李克强在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上致辞”，2013-9-3，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9/03/c_1172143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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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老挝、缅甸以至于印度尼西亚依然持有等待依

赖国外建设资助的心态，所以中方所提倡的“硬件

及软件连接”以及提供建设资金，很受这些国家欢迎。

若互联互通合作可以尽快启动将有望缩小各国的发

展差距及促进东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间接地增强

中国成为东盟经济共同体催化剂的作用。

此外，中方提倡的中国 -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有

助于东盟成员国提高竞争能力，促进东盟国家积极

面对和协商消除各国的非关税壁垒。同时也提高货

物、服务、投资、熟练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性。

这对实现东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大有帮助。

金融市场一体化对东盟的经济发展很重要，但

是成员国之间的金融发展差距相当大。这意味着东

盟金融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需要在未来的几年内致

力于开拓和发展他们的金融领域。因此，中方所提

倡的鼓励跨境贸易和投资以人民币结算、推动双边

互换协议以及不断完善区域金融风险预警和求助机

制等，相信有助于保持经济和金融稳定。

小结

东南亚国家必须加倍努力缩小发展差距和应对

挑战，以减小建立单一市场的风险。东盟经济共同

体最终的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是发展基础设施的连通性。此外，东盟也需要吸引

更多的融资合作伙伴， 透过对话伙伴国如日本、中

国、韩国等等增加基金规模。

我们应该看到，尽管中国的崛起对东盟区域的

经济有利，同时也发挥东盟经济共同体催化剂的作

用，加上东盟目前缺乏一个具有代表性、区域作用

以及领导能力强的机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东盟

国家一向追求平衡及不愿意屈服于大国的影响力或

优势范围。虽然他们很欢迎中国 - 东盟的一切合作，

但是他们同时却不希望中国成为该区域势力强的主

导者。东盟国家一贯的作风和战略就是在任何领域

都保持平衡点，所以他们不仅与大国合作同时也与

其他主要的新兴国家合作。他们的策略是通过加强

区域一体化，鼓励与美国及其他国家保持持续的伙

伴对话和参与，并巩固东盟作为其地区安全与贸易

架构的核心地位。

图 1：中国政府对加强与东盟合作的五项倡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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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泰国成为东南亚汽车制造量最高之国

Thailand Becomes Top One Carmaker in 
Southeast Asia

据国际汽车制造商组织 9 月 9 日发表的信息，

泰国在 2012 年的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70% 至 248 万

辆 5。泰国由此也被称为“东方底特律”，成为东南

亚最大的汽车市场和出口枢纽。除此以外，泰国很

大可能会超越加拿大成为全球第九大汽车生产国。

加拿大在国内生产的汽车大部分出口，相反，60%

生产于泰国的汽车则供应于其国内需求 6，这主要归

功于今年 6 月截止的“第一辆车买主退税计划”。

事实上，在过去的 10 年里，中产阶级的崛起和经济

增长带动了亚洲汽车产业显著地增长。

泰国成为日本汽车制造商如丰田、五十铃和本

田以及美国福特的生产基地。泰国与马来西亚和印

度的不同之处在于，该国不要求外国公司与本地企

业合资，而且还将企业所得税从 30% 降低至 20%，

远低于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税率。泰国不仅是

外国汽车制造商组装汽车的地方，而且超过 80% 以

上的零配件都是由本地的制造商制造。泰国汽车业

的经济贡献占 GDP 的 12% 左右，也是泰国第三大

的产业。

尽管泰国 2011 年的大洪水灾害严重影响了外国

汽车制造商的收入，但是他们仍然看好泰国汽车业

5	 	 Thailand	Becomes	South-East	Asia's	Most	Prolific	Carmaker,	

2013-9-9,	 http:/ /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

News/2013/09/09/Thailand-becomes-SouthEast-Asias-most-

prolific-carmaker.aspx

6		Thailand	Passes	Canada	In	Car	Production,	2013-3-6,	http://www.

cbc.ca/news/business/story/2013/03/06/business-scotia-auto-car.html

的长期前景。丰田公司上个月在泰国 Chachoengsao

省开设了第四间车厂，其汽车厂（Gateway 2）的年

度产量是 8 万辆乘用车。与此同时，福特视泰国为

打入东南亚市场的管道，其公司大部分从泰国运输

到邻国的车辆都享有免税优惠 7。

图 2：泰国汽车制造厂

 资料来源：泰国芭堤雅邮报。

东南亚汽车市场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不断增长，

消费者的喜好也将转移到小排量汽车和环保汽车。

泰国政府所实行的环保汽车项目不仅免征企业所得

税以及机械和设备进口关税，而且还降低原料和成

品零件高达 90% 的进口税。该减税项目刺激了两厢

车型（hatchback）的需求，尤其是日产、本田、三菱、

丰田和铃木的两厢车型。泰国政府有意考虑延长在

2015 年结束的减税项目，以提高 2017 年 300 万辆产

量的目标。

泰国尽管是东南亚汽车制造量最高的国家，但

7			Ford	Sees	Thai	Eco	Vehicles	as	Gateway	to	Southeast	Asia,	2013-5-6,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5-05/ford-sees-thai-eco-

vehicles-as-gateway-to-southeast-as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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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劳工短缺问题也将成为泰国面临的重要挑战，

而且随着邻国如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的经济逐渐增

长，预计来自这些国家的劳工在不久的将来会返回

自己的国家工作。

印尼农产品自给自足政策面临诸多挑战（上）

Indonesia’s Food Self-Sufficiency Policy Faces 
Challenges (1)

印度尼西亚政府将在 2014 年拨出 8.3 万亿印尼

盾（约 7.4 亿美元）的预算给农业部，以期在 2014

年之际实现食品自给自足的目标。农业部部长苏斯

沃诺（Suswono）表示，自给自足计划的目标，是让

白米生产完全自给自足之余，亦拥有 1000 万公吨的

剩余量，并增加玉米、大豆、糖与牛肉的生产量到

自给自足的水平 8。

印尼的自给自足政策已在 2010 年出台，但近几

年的进展却相当缓慢，印尼仍需依靠大量的进口来

弥补需求缺口。截至 2012 年，印尼粮食进口总额高

达 63.9 万亿印尼盾（约 57 亿美元），其中大豆、糖

和牛肉的进口量仍分别占总消费量的 95%、54% 与

18%。同时，印尼统计局也预计，以今年的产量进度

来看，只有白米与玉米有可能在 2014 年达致目标而

已 9。

市场对于该政策能否达标的态度趋向于负面情

绪，就连苏斯沃诺本身在 7 月间的印尼议会上也透

露了悲观的看法。而印尼政府则将问题归咎于可种

植土地减少、需求上升与生产力下滑等因素 10。无

8	 	Government	Allocates	Rp	8,	3	Trillion	 for	Food	Self-Sufficiency	

Program	2014,	 2013-9-5,	 http://citraindonesia.com/pemerintah-

anggarkan-rp83-triliun-untuk-program-swasembada-pangan-

2014/?lang=en

9		“印尼须尽快推进粮食管理改革”，2013-9-6，http://id.mofcom.

gov.cn/article/ziranziyuan/huiyuan/201309/	20130900292647.shtml

10		Jakarta	falling	short	on	self-sufficiency，2013-7-23，http://www.

bangkokpost.com/news/asia/361151/indonesia-food-self-sufficiency-

programme-falling-short

论如何，印尼政府在 9 月初推出的拨款预算，亦显

示了政府在解决土地与生产力等问题的诚意，尤其

在大豆与牛肉供应这两大环节之上。根据农业部的

说辞，政府有意在干旱地、森林地与废置地段拓展

大豆种植项目，并向豆苗种植项目提供援助；也准

备增加牛群养殖数量与强化养殖管理。

图 3：印尼有许多地段出现大规模的转换活动
限制了种植领域的发展

资料来源：雅加达环球（Jakarta Globe）。

除了拓展国内的种植地段与强化生产力外，印尼

政府近期也批准了一项震惊市场的计划，即在澳大利

亚北部购买 100 万公顷的牧牛地段，以解决牛肉供应

不足的问题。印尼国家企业部长达兰伊斯坎（Dahlan 

Iskan）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澳洲养牛的成本较印

尼便宜三倍，而基于该牧牛场属于印尼的，因而不属

于进口牛肉，仍符合自给自足的条件 11。

无论是拓展国内的种植地段，还是收购他国地

段的“变相”符合条件等手法，这都显示着印尼政

府对于达致自给自足目标的迫切感。然而，在上述

众多政策的护航下，自己自足无法如期达标的可能

性依然存在，尤其仍需面对印尼盾贬值、国内利率

飙升、市场过度自由化等问题的干扰。

11		Indonesia	confirms	plan	to	buy	northern	land,	2013-9-12,	

http://www.abc.net.au/news/2013-09-12/indonesia-confirms-

northern-australia-station-plan/495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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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强化土著经济措施将弱化

国家经济改革？

Does Malaysia’s Bumiputra Economic 
Empowerment Weake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马来西亚首相兼财政部部长纳吉在 9 月 14 日宣

布成立以他为首的土著经济理事会（MEB），以取

代过去的土著议程行动理事会（MTAB），并采取 5

项主要措施，以强化土著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所扮

演的角色 12。

该 5 项主要措施分别为强化土著人文发展、改

善土著在私人领域或企业界的持股、加强土著非金

融产业拥有权、强化土著企业与商业，以及加强服

务传递系统。而成立土著经济理事会就属于加强服

务传递系统这一措施之下，主要在于如何落实与执

行上述的多项措施 13。

纳吉在该会议上表示，基于马来人在内的土著

在大选中给予国阵政府的支持，因而推出上述具体

的措施 14。在 5 月份的全国大选中，国阵政府以 133

席的简单多数议席获胜，尽管整体议席较 2008 年减

少，但其最大成员党巫统所获得的议席却从 79 席增

加至 88 席。

在政府推出上述土著经济强化措施后，马来西

亚华社与媒体普遍认为，该项措施基本上无异于过

去所推出的新经济政策，持续强化土著经济，而让

国家目前推行的经济转型计划面临更大的挑战。华

社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的，因上个世纪 70 年代所推

出的新经济政策，虽然成功让土著经济在国家扮演

12		“政府设土著经济理事会”，2013-9-14，

http://news.sinchew.com.my/node/322965

13		“强化土著经济 5大焦点与措施”，2013-9-19，

http://www.malaysiaeconomy.net/my_economy/gov_invest_corp/

tzjjjiqizhchcs/2013-09-19/25374.html

14		“政府强化土著经济	505大选支持	国阵感谢马来人”，2013-9-14，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

m&id=74182:505&Itemid=113

着重要的角色，但至少让少数的土著致富，而广大

的土著依然活在贫穷线上。

图 4：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推介仪式上发表
强化土著经济的措施

 资料来源：当今大马（MalaysiaKini）网站。

事实上，根据目前所提出的 5 大措施，马来西

亚安邦智库认为，只要符合一个大前提，纳吉本轮

所推出的强化土著经济措施与国家目前正积极推行

的经济转型计划并没有太大的冲突。该大前提是，

所谓的强化土著经济措施的国家经济转型计划的手

段，而全民经济转型必须是土著经济强化的目的。

以目前的趋势来看，很明显可以看到，马来西

亚的土著群体大部分仍活在贫穷线上，国家的经济

发展仍在依赖政府、官联机构与部分华资企业。倘

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持续推演，很可能会出现的结

果是，国内的土著群体并无法获得实际的提升。因此，

土著经济强化措施是有其必要性的，而其措施下的

内容其实也是在扶持全体土著的表现上升至相对平

均的趋势，让更多的土著能进入中等收入阶级，来

一起为国家经济转型出力。

但问题在于，纳吉在执行该措施时，能否得到

其领导班底的全力支持，这仍有待观察，尤其巫统

将在 10 月中旬迎来党选，纳吉所获得的委托将左右

其发展的力度。毕竟，政府过去多项措施无法得到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3.097

落实，最终的问题都落在执行力的层面上。

文莱APEC报告将重点推动贸易和

可持续发展

Brunei’s APEC Report Focuses on Free Tra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文莱 APEC 商业咨询局（ABAC）最近向政府

提交报告，推进贸易自由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报告强调在地区经济整合、可持续发展、中小

微型企业（SMMEs）、基础设施发展、财政和经济、

行动规划和宣传方面，要使相关活动具有优先性。

ABAC 已经发布了相关报道 15。

图 5：文莱强调的优先选择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整理。

报告由文莱外交和通商部长提交。在下月印尼

巴厘岛的 APEC 领导人峰会即将召开之际，ABAC

提交报告是用于会议考虑和讨论。

APEC 会议主题将是伙伴关系发展和构建经济

15	 	Brunei's	APEC	body	presents	 report	 focusing	on	 free	 tra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3-9-12，http://news.xinhuanet.com/

english/business/2013-09/12/c_132714460.htm

增长桥梁。报告突出了集体的观点和建议，特别是

在针对提交到APEC经济领袖们的多项优先项目中，

商务部门所要采取的优先选择。

外交和通商部长 Haslina 表示，文莱 ABAC 将

推进更多有实践意义的建议、政策和框架以便将

APEC 政策更向前推进一步。我们讨论了地区的一

些重要事情，例如，以 PPP 方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等。

我们也推进中小企业发展，期待这一地区所有的中

小企业都加强合作。我们也期待能有效利用能源，

能源利用问题也是我们的主要议题，相关的能源框

架将是我们要深入讨论的事项。

Haslina 说，ABAC 热心帮助中小企业，并通过

对话，签订协议以使企业获益。对文莱来说，真正

重要的是，我们在商业实践中要理解不同的协议，

从东盟，到 ABAC 等，这些对文莱的商业都有很实

际的影响 16。

下月召开的APEC，其主席将由苏西诺总统担任。

文莱也将强调不同的关键议题。此次 ABAC 报告还

敦促建立行动规划，包括贸易自由化、经济发展及

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等。

报告还包括如下方面，基础设施发展、中小企业、

国际市场准入原则，妇女权益、贸易和投资、金融

自由化、供应链、能源互联互通，确保可持续发展

并创造能源互联互通架构。

柬埔寨很可能加强金矿管理

Cambodia is to Tighten Gold Deposit Management

柬埔寨目前已有 20 个左右较大型金矿区。其中

数百个金矿点又在全国星罗棋布，大多数原生金矿

位于中部湄公河流域冲积平原和周围浅山地段的金

矿区还广泛发育有冲积、坡积型砂金矿。柬埔寨较

16		Thursday,	September	12,	2013		http://www.bt.com.bn/business-

national/2013/09/12/apec-business-advisory-council-hand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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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研究程度及有利的地质背景暗示着较大的探矿

潜力。目前，柬埔寨政治稳定，国家颁布许多矿产

资源管理法规，公路、电力、通讯等基础条件得到

很大改善，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外国矿业公司投资

金矿踊跃，逐步结束过去以民采为主的混乱局面。

除资源机遇之外，柬埔寨新兴金矿市场尚存在着引

进矿业设备等商机。

然而，最近一家澳大利亚公司推迟对柬埔寨

蒙多基里省（Mondulkiri 省）金矿的付款也引起人

们关注 17。这家名为澳大利亚复兴矿业有限公司的

企业已经同意 OZ 矿业公司的意见，取消一项价值

一千万澳元的付款，这项付款是针对位于柬埔寨蒙

多基里省的有 125 万盎司的金矿项目。一项协议中

确定，OZ 矿业拥有复兴矿业 16% 所谓股权。在一

项发布声明中，澳大利亚的复兴矿业公司表示，待

将开采才能对是否付款作出决定。

图 6：柬埔寨金矿开采事例

 资料来源：柬埔寨的 <Cambodia Herald> 报。

17		Australian	company	defers	payment	on	Mondulkiri	gold	deposit,	11-

Sep-2013,	http://www.thecambodiaherald.com/cambodia/detail/1?page

=13&token=YjkzMTI4NzkzNjJ

复兴矿业主任 Justin Tremain 说，相关交易允许

公司继续在 Okvau 和其周围开发金矿资源以支持快

速、大规模的运营需求。

目前，复兴矿业有大约五百万澳元现金用于继

续把重点放在探矿项目方面并重开钻井以增加在

Okvau 的资源基地，但尚不打算触发付款的可能性。

这家公司说随后两个月还将重开钻矿。

事 实 上，早 在 2007 年，继 刚 发 现 大 量 油 矿

后，柬埔寨发现值得世人关注的第二个大型资源储

藏——金矿和铝矿就开始招致许多外国公司前来加

紧勘探。当时，面对埋藏在面积数万公顷土地下的

矿产资源，柬埔寨官员指出，金矿和铝矿是柬埔寨

第二个大的发展潜力，将会对带动国家经济发展起

到很大作用 18。

多家澳大利亚公司已抢先在柬埔寨勘探和开采

金矿。面对许多担心矿产资源勘探工作将造成环境

严重破坏的环保担忧，柬埔寨官员曾表示说：“如

果发现埋藏在地下的矿产资源有上亿美元的价值，

我们会考虑到环保的损失和将得到的收入是否值

得？” 

值得注意的是，有几家澳大利亚公司和日本公

司正在柬埔寨实施勘探和采掘工作，但政府尚未明

确限定勘探的时间年限、重新申请批准规则等。因此，

外国公司如果声称不能确定到底有多少含量，或何

时能够适合开采以及向柬埔寨政府申请建工厂和进

入开采阶段，那么开采柬埔寨金矿的主动权就落在

外国投资者手中，使柬埔寨自身难于对金矿有效管

理。

18　“柬埔寨金矿和铝矿被称为第二大发展潜力”，2007-6-12，

http://ft.alu.cn/aluNews/NewsDisplay_187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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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营养不良成为老挝社会发展突破口

Laos Persists on Fighting against Child 
Malnutrition

老挝经济增长正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并力争

在 2020 年取得中等收入水平，同时要在五年内消除

儿童营养不良状况以及全力面对挑战。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老挝代表 Uma Palappian 表

示，老挝有高比率的营养不良率，特别是在农村地

区，这种情况正影响儿童的健康和面对生活的学习

能力。同时这也阻碍成年人的生产力和对 GDP 增长

的贡献 19。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来，

稳定的经济增长——2012 年为 8%——已经对降低

贫困水平做出贡献。1992 年时老挝人口的 46% 是在

每天不足 1.25 美元的水平，而今年，这样生活水平

的人口数量已降至 27.6%。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老挝仍是第二高的营养

不良率国家。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个国家经历了内

战和不安宁。

图 7：老挝主要依赖稻米

资料来源：Irinnews。

19　Analysis:	As	Laos	prospers,	child	malnutrition	persists,	29	August	

2013,	 http://www.irinnews.org/report/98659/analysis-as-laos-

prospers-child-malnutrition-persists

世界粮食署（WFP）数据显示，老挝全国范围

内的矮小症在五岁以下儿童中平均为 44%，而在北

部高地省份则高达 58%。

世界粮食署老挝营养部门负责人说，老挝在应

对饥饿方面面临挑战的环境，关键障碍包括地理上

的隔离、饮食多样性的需要更大以及对营养健康的

了解很少。

但是，自从 2010 年，老挝政府已经参加了营养

增加计划（SUN），把目标瞄准在处理饥饿和食物

不安全方面，通过多部门合作解决健康、卫生、发

展和妇女教育等问题。由此，老挝开始了“全国营

养战略核行动规划五年计划”。事实上，解决营养

不良问题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到了这个国家介入

优化营养配比的大好时机。在这方面的进步需要在

发展和行为变化两方面入手。而且，人们行为的改

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政府的干预行动需要时间、

对于母亲和儿童来说，饮食多样性也同样需要时间。

因此，我们认为，老挝政府的努力和世界相关

机构的支持，都将加速老挝与营养不良斗争的进步

速度，进而使社会取得更大发展。

缅甸日渐成为日本企业加速布局场所

Japanese Investment Focuses on Myanmar as 
Better Location

缅甸于 9 月 3 日批准日本电装（DENSO）株式

会社在缅甸开展汽车零配件的生产经营 20。日本电

装是日本丰田集团下属企业，目前已在 35 个国家开

展业务，仅 2012 － 2013 财年公司营业额即高达 380

亿美元。

这次缅甸国家投资委员会批准日本企业在此经

营的项目也反映了近年日本在缅甸投资速度正在加

20　“日本电装获准在缅甸经营”，2013-9-12，http://china.huanqiu.

com/News/mofcom/2013-09/43519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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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情况。

去年开始，缅甸政府加紧建设该国最大规模的、

约 2400 公顷的大型工业园区。同时还计划建设可供

大型运输船和集装箱船使用的港口，并将工厂和仓

库加以集中，以建成大型出口基地。尽管中国、新

加坡以及印度等国都在研究参加上述项目，但日本

外务省称日本可以通过重启日元贷款达到掌控项目

主导权的目的 21。而且，在欧美解除对缅甸部分经济

制裁的背景下，日本的民间企业早已加紧接近缅甸，

商业目的前往缅甸的日本人增加速度极快。投资、

市场开拓等活动都愈来愈活跃。

据日经中文网信息，日本企业自中日关系对立

以来，正在加快推进将生产基地分散到中国以外亚

洲国家的“中国 +1”战略。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统计显示，1-7 月，日本对东南亚国家

联盟（ASEAN）投资为 113 亿美元，达到对华投资

的约 2 倍。

图 8：日本对东盟（ASEAN）的投资正在加速

 资料来源：日经中文网。

最典型的是汽车行业。日系车 2012 年在东南亚

的新车销量约为 273 万辆，基本与中国市场相同。

而从占当地市场的份额来看，中国市场已经低于

21		“ 日 本 加 快 缅 甸 步 伐”，2012-3-16，http://cn.nikkei.com/

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1576-20120316.html

20%，而东南亚则高达 79%。

索尼社长兼首席执行官平井一夫今年春季曾赴

缅甸考察。相关人士表示，鉴于台湾电子产品代工

制造企业讨论进驻缅甸，平井一夫对当地的物流等

情况进行考查。

上述信息表明，日本企业对缅甸的投资是其东

南亚战略的一部分。靠其成熟的汽车业、电子和信

息技术，以及 ODA 援助等，日本的缅甸布局步伐

正在加速。中国企业应该加强关注。

菲律宾基础设施亟待加速开发以保增长

Philippines’ Growth Relies on the Infrastructure

最近，澳新银行报告显示，菲律宾政府若要维

持目前的经济增长势头，就需要加快发展基础设施

和增加公共开支。澳新银行表示尽管菲律宾资本继

续流出本地股市，菲律宾仍有望在经济增长方面继

续超过其他本地区国家。澳新银行预测今年菲律宾

经济增长 7.1% 22。

事实上，菲律宾的基础设施建设及项目形式一

直在有关方面的关注之中。今年 1 月，菲律宾出口

商曾敦促政府加快 PPP 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 23。其

主要意义在于，菲律宾出口商通过要求政府加快落

实公私合营合作伙伴关系（PPP）计划的基础设施

项目，以便能有助于减少成本，促进贸易。菲律宾

出口商协会曾表示，尽快落实 PPP 计划的优先项目，

对出口部门有积极作用。很多道路、港口修建及通

讯设施建设有利于改善菲律宾出口企业的困境。因

此，菲律宾政府本计划在 2013 年要推出 8 个 PPP 计

划项目，预计使出口增长目标达到 9%-10%，不过

22　“菲律宾政府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开发以保持经济增长势头”，

2013-9-11，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911/10658230_0.shtml

23　“ 菲 律 宾 出 口 商 敦 促 政 府 加 快 PPP 项 目 的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2013-1-8，http:/ /www.mofcom.gov.cn/aart icle/ i / jy j l /

j/201301/201301085156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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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目前为止，落实情况尚不理想。

菲律宾发展基础设施的机会早已被日本看好。

今年 8 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与菲律宾

经济贸易和产业部（METI）、国家经济发展局（NEDA）

一起，举行了“菲律宾基础设施发展论坛”；而今

年 2 月，“举办了日本对菲律宾基础设施发展的贡献”

会议 24。

图 9：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与菲律宾共同举办
基础设施研讨会

    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官网。

而在菲律宾的基础设施发展中，不论是外国投

资者参与还是私人部门参与，其政府方的表态非常

重要，其中包括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局，也包括菲

律宾能源部、交通和通讯部等，所有人提交的都是

菲律宾基础设施发展的议题。由此可见，菲律宾基

24　Philippine	Infrastructure	Seminar,	August	14,	2013,	

http://www.jetro.go.jp/philippines/topics/20130814212-topics

础设施建设对出口、社会发展非常重要，并最终贡

献到经济增长。

新加坡商业发展目标和地下拓展蓝图

Singapore Sets Great and Broad Business Goals

新加坡美国商会、美国商会关于国际事务的部

门调查了企业对新加坡商业气氛的评价，90% 的受

访者认为 2013 年并不面临显著的融资限制；63% 的

回答者认为除了新加坡自身外，东盟的市场有日益

增加的重要性。78% 的受访者认为东盟共同体建设

将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有益帮助 25。

对于商业拓展计划，57% 的回答者期待在 2013

年和 2014 年他们能在新加坡有商业发展。

图 10：新加坡商业扩展目标国排名

 资料来源：新加坡美国商会 

<2014 ASEAN Business Outlook Survey>。

在拓展新加坡自身的发展机会方面，新加坡也

正做出巨大努力。9 月 3 日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

许文远发表文章，介绍新加坡目前地下发展的巨大

潜能。

他表示，政府正在草拟每 5 年检讨一次的最新

发展总蓝图。即将公开展出制定的方案并进行公共

25　2014	ASEAN	Business	Outlook	Survey,	Singapore	AmCham,	U.S.	

Chamber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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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与此同时，政府也在探讨推出一个可与地面

发展相辅相成的新加坡地下总蓝图。

继 2010 年新加坡经济战略委员会制定了商业目

标向地下拓展以来，各项规划都在顺利进行。

目前，新加坡政府正在进行第二阶段的研究，

主要着眼于技术方面的落实，例如，继续深入调查

具体地点的地质环境，确认合适的地下空间，并探

讨具有创意的设计与工程方案以便降低发展费用等。

有关研究预计 2014 年第二季度之前完成。这将与前

述调查中有 85% 的企业期待在 2014 年利润能够增

加相呼应，而对 2013 年的利润增长则只有 64% 的企

业报此信心。

事实上，新加坡经济战略委员会在 2010 年建议

政府尽早有规划地扩大地下空间后，新加坡国家发

展部 2012 年 11 月公布首阶段的地下发展可行性研

究。其研究的 10 个地下空间发展用途分别为发电厂、

焚化厂、水供应回收厂、垃圾埋置厂、蓄水池、货仓、

港口和机场后勤设施、数据中心和晶圆制造厂。研

究显示，除晶圆制造厂外其他设施在技术上都证实

可往地下发展 26。

图 11：新加坡发展地下空间商业的九个
技术可行项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

 <2014 ASEAN Business Outlook Survey> 信息整理。

26　“新加坡政府探讨制定地下发展总蓝图”，2013-9-9，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309/20130900292177.

shtml

越南 -新加坡加强国家间及多边合作

Vietnam-Singapore Ties on Stronger Collaboration

9 月上旬，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在河内欢迎新

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越南。李显龙此访是庆祝越南 -

新加坡建交 40 周年的一次重要活动 27。

阮晋勇总理和李显龙总理一致认为，经贸与

投资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亮点。阮晋勇总

理说，新加坡一直以来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之一，

2012 年双边贸易金额达 90 多亿美元，目前新加坡

企业在越南投资项目近 1200 个，投资总额达 280 亿

美元。李显龙总理表示，新加坡政府将鼓励新加坡

企业赴越南投资，同时为越南农产品、纺织品等商

品进入新加坡市场提供便利，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发

展。

以近日协议为例，越工贸部能源总局与新加坡

Sembcorp 公司 9 月 11 日签订了《容桔电厂 BOT 项

目发展谅解备忘录》。项目地点位于越南广南省平

山县，按 BOT 模式建设，总投资约 20 亿美元，发

电总功率 120 万千瓦（2 台 60 万千瓦机组），使用

进口煤炭作为燃料。该项目已于 2013 年 5 月获得

越南政府批准，补充列入第七个电力规划并由新加

坡 Sembcorp 公司作为项目业主。该协议表明，1 号

机组将于 2020 年 9 月投入商业运营，整个工厂将于

2021 年 3 月投入商业运营 28。

一项值得关注的重点是，越南 - 新加坡两国在

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发展势头迅猛，双方签署了防

务合作协定（2009 年）、打击跨国罪犯合作协议、

有关潜艇救援合作协议以及非军事航海相关活动信

息交换备忘录等，积极奠定两国防务安全合作的良

好基础。

27　“越南 -新加坡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3-9-12，

http://asean.zwbk.org/newsdetail/31842.html

28　“越与新加坡企业签订容桔电厂BOT项目意向协议”，2013-9-12，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309/20130900300578.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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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国在教育、能源、农业、建筑、交通运输、

劳动、金融、电信与信息技术等领域也将加强合作。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方面，越新两国同意与东盟

其他国家一起努力，致力于实现 2015 年东盟共同

体建成目标，加强团结，充分发挥东盟在本地区的

主导作用，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做出贡

献。李显龙强调，新加坡继续支持越南参与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TPP），愿在谈判进程中与

越方保持密切合作。阮晋勇总理感谢新加坡支持越

南竞选 2014 -2016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和

2020-2021 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同时希

望新加坡支持越南竞选 2013-2017 年世界遗产委

员会成员国。

图 12：越南总理阮晋勇（右）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资料来源：越南政府网。

双方还就南海问题交换意见，强调要加强东盟

各国团结，使东盟在解决南海问题发挥积极作用，

充分落实东盟各国外长达成的“东盟关于解决南海

问题的 6 点原则”，强调要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

定与航行自由，有关各方应遵守 1982 年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等相关国际法律，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

端，认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尽早制

定南海各方行为准则（COC）。

此次越新总理会晤最值得关注的结果是，越南 -

新加坡隆重宣布将双方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正式提

升为越南 - 新加坡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成越新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五个支柱包括，深化政治互信，

加强经济合作，提升防务安全合作水平，推动教育、

法律、卫生、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合作，加强在国

际与地区多边舞台上的合作。

由此可见，越南作为东南亚国家中较为落后但

发展迅速的国家，正把在该地区作为先进国家的新

加坡看成榜样和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双边关系加强

的基础上，希望得到新加坡的广泛而全面的支持。

例如，对于 TPP，越南和新加坡都成为美国主导的

TPP 现有 12 个谈判国的成员国，又都有国有经济占

据重要位置的特点，因此，相互协商和帮助对于两

国而言都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将进一步关注越南和

新加坡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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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特区商机依然无限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Malaysia’s Iskandar 
Region

自马来西亚政府推出依斯干达特区项目以来，

房地产发展与投资项目已成为该特区的主要焦点，

除了马来西亚国内的房地产发展商纷纷南下“淘金”

外，也吸引了海外的房地产商涌入市场，当中包括

新加坡政府投资臂膀淡马锡旗下的产业公司，也包

括了首次进军海外市场就选择依斯干达特区的中国

著名房地产商碧桂园。

被市场誉为“独具慧眼”的碧桂园，确实对依

斯干达特区的房地产发展计划掀起一波全新的浪潮。

该集团在依斯干达特区的发展项目—碧桂园金海湾，

除了在开盘推介当天售出一半以上的房产单位以外，

其展销中心的开拓速度，以及该中心的富丽堂皇更

是市场的讨论焦点。

根据安邦智库团队南下柔佛的考察发现，即便

在工作日，也有至少上百人前往该销售中心洽询购

买房产的细节。同时，根据当地的销售人员的介绍，

由于金海湾销售中心的整体感观更像是一个开发中

的度假村，周末时间更是吸引了许多家庭前来休闲

观光 29。

该销售模式确实对国内的产业发展商在推出楼

盘上面对不少的冲击。但安邦智库认为，这种冲击

实际上是正面的，即让国内房地产商在推出产业项

目时，不再拘泥于传统的销售模式，发挥出更多的

创意来吸引投资者。

无论如何，在房地产投资热潮迅速开展的趋势

29　马来西亚安邦智库研究团队：南下柔佛州后的考察总结。

下，依斯干达特区的发展其实略有出现一些“失焦”

的现象，就是依斯干达特区内应有的发展项目，已

被房地产投资的资讯与消息给淹没掉了。虽然现在

海内外媒体都称依斯干达特区为“马来西亚版的深

圳”，但目前的焦点却过于放大在房地产发展之上，

而基础设施、制造业与服务领域的发展都已甚少被

市场关注。

图 13：碧桂园金海湾销售中心景观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智库。

安邦智库与依斯干达特区发展机构（IRDA）的

官员对话时获知，房地产发展项目并不在该机构的

监管范围之内，而是交由私人领域去发展。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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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负责管辖该特区内的经济项目投资，并以 3 大

制造领域与 6 大服务领域作为主要的投资范围。这

3 大制造领域分别为科技导向而非劳动密集型的电

子与电器制造领域、油气与石化制造领域，以及食

品与农业相关制造领域；而 6 大服务领域则为物流

与相关服务领域、旅游业、医疗服务领域、教育服

务领域、金融服务领域，以及资讯科技与创意工业。

图 14：依斯干达特区仍有大片土地等候发展的机遇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智库。

图 15：依斯干达特区的区域范围

注释：图中的 A、B、C、D、E 分别是柔佛州的地区名：

A- 新山市，B- 努沙再也，C- 西部门户，D- 东部门户，

E- 士乃与士姑来。

资料来源：依斯干达特区发展机构（IRDA）网站。

目前，依斯干达特区内的制造与服务领域投资，

主要还是局限在旅游业，如乐高乐园（LegoLand）、

吉蒂猫主题乐园、国际品牌商城（JPO）、松木影城

（PineWood Studios）等；以及少数的教育服务领域，

如马尔博罗学院（Marlborough College）与纽卡索大

学（Newcastle University）等。

同时，该机构的官员也表示，只要不是劳动密

集型的工业，而是能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高端科技

产业等相关项目投资，依斯干达特区发展机构都非

常欢迎前来投资。尽管该机构并不负责房地产领域

的发展与监管，但如果上述的制造与服务领域是以

综合型发展的方式进行，如开拓教育城镇、医疗保

健城镇、工业园等拥有房地产在内的项目，该机构

也欢迎类似的投资项目。

因此，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与其仅仅考虑在

依斯干达特区发展房地产项目，实际上也应该考虑

以工业园等综合发展的大型项目前来投资。这实际

上将对依斯干达特区的发展带来永续性的效应，毕

竟仅销售房地产，依斯干达特区最终或会沦为一座

“只有房产，没有生活”的城市化项目。所以，重

要的契机在于，前来投资带动马来西亚国家经济发

展的高端科技产业等相关项目，依斯干达特区发展

机构都会非常欢迎。

文莱投资水产养殖事业有良好前景

Brunei Aquiculture Investment Shows Greater 
Potential

近年来，文莱政府力图改变单一依赖油气出口

的经济结构，积极加速实施经济多元化战略，以减

少对石油、天然气的深度依赖。文莱工业与初级资

源部已提出在未来 10-15 年内将非石油、天然气行

业占 GDP 的比重从目前的 43% 增加到 50% 以上 30。

30		“哈力迪：欢迎更多的投资者到文莱投资水产养殖事业”，2013-9-

12，

http://www.shuichan.cc/news_view-151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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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渔业是文莱政府推行经济多元化的主要领域

之一，也是文莱最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之一，从政

策上看，是文莱实施经济多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 

从需求前景上看，自文莱将 200 海里的水域设

定为专属经济区后，渔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2011

年渔业总产量为 15058 吨。据文莱渔业局统计，文

莱人口 42 万，人均海产品年消费量为 47 公斤，位

居区域内诸国之首。目前文莱水产品需求缺口较大，

需要通过进口解决，2011 年进口了 957 吨鱼产品。

图 16：中国 - 文莱渔业合作基地

文莱渔业局长哈力迪

        资料来源：中国水产养殖网 -《海洋与渔业》。

从基本条件上看，文莱地处东南亚中心位置，

海洋渔业区内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文莱海岸线沿岸

覆盖有 18418 公顷的在东南亚保存最好的红树林，

有大量的虾苗和鱼苗繁殖。文莱海域没有污染，又

无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袭击，非常适宜开展海洋

捕捞和鱼虾养殖。

文莱工业与初级资源部渔业局代理局长哈力迪

认为，在文莱，水产养殖是一个新产业。目前，海

洋渔业捕捞产量在下降，而消费者需求在上升，因此，

必须发展水产养殖以弥补捕捞的不足。我们现在正

大力鼓励包括本地和国外的投资者，在文莱投资渔

业养殖。

在发展水产养殖方面，文莱有很多优势：这里

气候条件好，没有台风，水质洁净，气温常年稳定

在 25-36 摄氏度之间，而且，政府一贯支持，鼓励

寻找、选定合适的养殖点，测试是否适于水产养殖，

并为养殖企业提供劳动力、出口方面的便利，以及

饲料、苗种进口方面的许可支持和便利。这些都是

政府的无偿服务，不用交纳税费，每家企业每年只

象征性收取管理费约 50 文莱币（约合 250 元人民币）。

中文渔业合作深海网箱养殖基地是一个试点项

目，养殖取得了成功，成为了文莱对外合作的一个

典范。后面的人都可以先来参观考察后，再决定是

否来投资。目前的中国 - 文莱合作企业金航（文莱）

海洋生物有限公司（现名为国泰（文莱）海洋生物

有限公司）已经逐渐做大 31，文莱政府计划批 200 公

顷海陆面积给金航扩大生产，同时，支持金航在未

来三年内建设起自己的鱼苗繁育场和水产品深加工

厂。

文莱水产养殖的目标产值是到 2023 年年产值达

到 2 亿文莱币，渔业年产量总目标为 4 亿文莱币。

已有的养殖选址方面，也正在看养殖者的效率高低，

帮助低产者提高产量，同时物色新的适合养殖的地

方。上述企业金航已经建成 100 多只网箱 ，希望未

来能够建设到 1000 只大小不同规格的网箱。

31　“中文渔业合作项目喜获丰收	45吨石斑鱼出口香港”，2012-10-26，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10/20121008403832.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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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投资洽谈会加强与广东的合作 32，包

括清真水产品方面养殖、加工、流通，还可以在农业、

旅游业方面加强合作。文莱十分重视食品卫生安全，

建有鱼类实验室，检验鱼病、测试水质等，软硬件

设施条件较好。同时，哈力迪也强调，欢迎更多的

国外投资者来文莱投资水产养殖事业。

表 3：文莱与中国企业渔业合作的机会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中国水产养殖网 -

《海洋与渔业》相关信息整理。

东盟关注禁毒	为区域合作创造契机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 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on Drug Matters

东盟各国社会发展部长和反毒品机构以及东盟

秘书处共同参加 9 月 3 日的东盟禁毒发展会议。会

议目标是审核东盟 2009-2015 禁毒工作规划的实施

成果。各方同意在与跨国犯罪斗争方面加强合作。

东盟集中关注点在于期望在 2015 年能达到“无

32　“广东省与文莱签署渔业合作备忘录”，2008-9-10，

http://bn.china-embassy.org/chn/sgxw/t512063.htm

毒品东盟”目标 33，也一致认为毒品对公众健康和安

全构成威胁 34。重要的途径是东盟各国加强区域合

作，与毒品问题作斗争。包括扩大海洋和陆地边境

的相互合作。

因此，东盟各国除了从地区合作角度重视开展

禁毒合作，从政策方面给予支持，也必将在产业合

作领域加强努力。

首先是有关东盟国家自身采取行动。例如，（1）

在 2006 年 2 月，老挝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全国实现罂

粟禁种，从此结束了 200 年的罂粟种植历史。（2）

缅甸迄今已与中国、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签

署了地区禁毒计划谅解备忘录，并先后与印度、越南、

俄罗斯，老挝、菲律宾和中国签署了双边禁毒合作

协定。从 1993 年以来，缅甸已同美国禁毒中心对缅

甸掸邦的罂粟种植进行了８次联合实地考察。 缅甸

与日本正在缅甸掸邦北部地区联合实施一项罂粟替

代作物种植计划，该计划覆盖的耕地面积为 35962

公顷。（3）泰国于 1976 年成立了中央肃毒委员会成 ,

委员会，最高领导人由国家副总理出任。泰国主要

禁毒法律是 1976 年、1979 年、1985 年的《麻醉品法》。

对于中国与有关东南亚国家产业方面的禁毒合

作，如上述所及的日本与缅甸开展的罂粟替代种植

计划，目前中国也是倡议“替代种植”。以云南为

例，云南省境外的“金三角”是世界三大毒源地之

一，长期以来的产毒、贩毒严重影响中国的发展和

国家安全。为从源头上铲除毒品，中国国务院曾出

台国函 22 号文件支持云南省及各地有实力的企业到

缅甸、老挝北部开展替代种植产业。从上世纪 90 年

代起，中国政府在资金、技术、市场、关税等方面

33　ASEAN	Leaders’	Declaration	on	Drug-Free	ASEAN	2015,	3	April	

2012,	

http://www.asean.org/archive/documents/Declaratin%20on%20

Drug%20Free%20ASEAN_Endorsed%20by%20Summit_FINAL.pdf

34　Chairman's	Statement	on	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on	Drug	

Matters,	09	September	2013,	

http://www.asean.org/news/asean-statement-communiques/item/

chairman-s-statement-on-asean-ministerial-meeting-on-drug-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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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优惠条件，通过多种形式帮助老挝北部罂粟种

植区开展替代发展工作，迄今替代作物面积已达约

20 万亩 35。

图 17：“金三角”地区示意图

 资料来源：互动百科。

另据 9 月 27 日国际在线专稿文章的信息，东盟

和中国禁毒协调会议 26 日在缅甸仰光举行。中国和

东盟禁毒官员表示要不断加强禁毒方面的协调与合

作。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秘书长魏晓军在会上发

表讲话表示，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0 年来，

在禁毒执法领域的合作不仅促进了双方各自打击毒

品犯罪的深度和广度，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

作出了积极贡献。中方一贯重视、支持并积极参与

和东盟的禁毒合作。2012 年，中国继续高态势保持

与缅甸、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国的禁毒合

作关系。中国政府与老缅泰三国还共同推进湄公河

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发展，摧毁了糯康武装贩毒

集团，倡议开展了针对湄公河流域的“平安航道”

联合扫毒行动，有力打击了跨境毒品犯罪分子的嚣

张气焰。 

这位中国禁毒委员会负责人在同日举行的东盟

35　“中国将加大支持老挝禁毒工作力度”，2006-2-17，

http://www.mps.gov.cn/n16/n1237/n1342/1244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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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日韩打击毒品犯罪工作组会议上又再次强调，

中国历来重视对制毒前体的管控工作，严格落实各

项行政监管措施，力争从源头上防止易制毒化学品

流入非法渠道。他表示，中方愿意与东盟各国及韩国、

日本加强禁毒执法合作。

有关国家呼吁在禁毒方面给予实质性帮助，巩

固罂粟禁种的成果，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在资金、技

术方面继续加大对缅甸、泰国和老挝禁毒工作的支

持力度。安邦咨询曾在之前的《中国 - 东盟观察》

中分析讨论了有关“替代种植”的问题。但伴随着

东盟国家部长级会议讨论“2015 无毒东盟”目标，

我们认为，到了东盟与合作伙伴国开展全面禁毒合

作的时候了。开展禁毒合作对东盟2015年实现政治-

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 - 文化共同体三大

目标都有重要意义。在投资、培训、农业、商业、

海关等领域都面临良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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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中国 -东盟教育交流成为合作新基点

China-ASEAN Promote Education Cooperation

2013 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

年。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马明强在第六届“中国－

东盟教育交流周”期间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推进与

东盟国家在教育领域开展全面、务实的合作，落实“双

十万学生流动计划”，加强职业教育合作，推进中

国与东盟国家高等教育一体化，实现高校间的学分

转移和互认等。下一步将面向中国和东盟各国政府

教育部门、面向教育战线和面向双方留学生，加强

宣传中国和东盟的教育机会，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

高等教育一体化，切实服务中国与东盟的教育交流

合作 36。

中国 - 东盟中心、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省教

育厅、马来西亚世纪大学、北京华城科基教育有限

责任公司等 30 余家机构集中进行签约，所签约的项

目 16 个，分别涉及留学生互换、校企深度合作、教

育资源共享、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 37。贵州民族大学

与菲律宾、泰国、老挝、马来西亚等国的四所高校

签署了合作协议，今后，贵州民族大学的在校生可

以通过假期交流、本科硕士连读留学等方式，到东

盟国家学习深造 38。

从 2008 年至今年，中国外交部、教育部、贵州

省政府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

36　“第六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推进双方务实合作”，

2013-9-17，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2013-09/17/

c_132726383.htm

37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一批教育合作项目集中签约”，2013-9-18，

http://gzrb.gog.com.cn/system/2013/09/18/012688132.shtml

38　“贵州民大与菲律宾等四国合作	学生可赴东盟深造”，2013-9-19，

http://www.gywb.cn/content/2013-09/19/content_291851.html

周”。2010 年，中国在第三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

周“首届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上提出“双

十万计划”，即到 2020 年，中国与东盟双向留学生

都达到 10 万人。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大幅提

高了为东盟国家提供的奖学金名额。截止到 2012 年

底，东盟在华留学生总数已突破 6 万人，而中国在

东盟各类留学人员已超过 11 万人。

图 18：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马明强致辞

    资料来源：人民网 - 教育频道。

中国已经开设了所有东盟成员国的语言专业，

并积极推动东盟国家的汉语教学。目前东盟十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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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有 29 所孔子学院和 15 所孔子课堂。中国积极推

进针对东盟国家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深化中国和东

盟的相互了解。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还在教育领

域开展了许多务实的合作：双方确立了教育交流与

合作的基本框架，签署了 270 多份交流合作协议，

把很多思路和动议落到实处；扩大赴彼此国家的留

学生规模；举办教育部长圆桌会议，对各种重大教

育政策进行研讨；举办了大学校长论坛，对如何办

好高等教育进行交流；同时还有各种形式的教育展、

研讨会、研修班、夏令营、艺术节和专业论坛 39。

同时，教育交流周期间还举行了“东盟国家在

华留学生多彩贵州行”活动，国内多所大学的东盟

国家在华留学生交流学习 40。

图 19：“东盟国家在华留学生多彩贵州行”活动

 资料来源： 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秘书长刘京辉说，“现在

中国 - 东盟双方认识到，教育一体化需要从小学、

中学、大学等各个层级进行交流。中国 - 东盟教育

交流周最大的意义在于汇聚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39　“中国 - 东盟教育合作再上新台阶	促交流增了解意义深远”，

2013-9-17，

http://gb.cri.cn/42071/2013/09/17/6871s4256853.htm

40　“第六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东盟国家在华留学生多彩贵州行’

活动在贵州民族大学举行”，2013-9-17，

http://edu.gog.com.cn/system/2013/09/17/012685517.shtml

通过交流而了解，进而实现合作与发展”41。因此，

对双方来说，中国 - 东盟教育交流将成为开展具体、

切实合作的新机遇。

图 20：东盟教育考察团考察贵阳市甲秀小学

 资料来源： 贵阳晚报。

中国 -新加坡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

东盟各国的典范

China-Singapore Joint Council for Bilateral 
Cooperation (JCBC): A Model for ASEAN 
Countries

2013 年 9 月 5 日，在参加位于南宁的中国 - 东

盟博览会的同时，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也对中国总

理李克强进行国事拜访。在交谈当中，两国领导人

也提到进一步地利用中新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Joint 

Council for Bilateral Cooperation，简称 JCBC）的机

制商议 2013 年的双边合作议程 42。 作为双方监管经

济与政治的最高决策机制，JCBC 其实是中国与新

加坡较为独特的一个机制。整体来看，有三个方面

41　“专家：中国东盟各层级双向交流促进教育‘一体化’”，2013-9-

16，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916/10697325_0.shtml

42　PM	Lee’s	China	visit	‘offers	good	guide	for	bilateral	meet’,	

Asia	One,	2013-9-5,	

http://news.asiaone.com/news/singapore/pm-lees-china-visit-offers-

good-guide-bilateral-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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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值得其他东盟国家重视。

1、JCBC 的成员是来自中国与新加坡的领导层。

除了新加坡副总理作为该机制的主席之外，中国国

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也是 JCBC 的另一位主席。这样

的“传统”是该机制从 2003 年以来都没变过的（前

副总理吴仪和新加坡副总理黄根成也曾担任过同样

的职位）。这也使得 JCBC 能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与普通双边框架相比来看，JCBC 是一个两方领导

人商议、探索和决定事情的直接管道，所以这样的

机制有效地排除了很多不必要的官僚障碍和政策矛

盾。这一点是普通双边框架所不能做到的。再者，

参加的高级官员也可以把首脑所达成的协议执行下

去，并确定该协议真正成为实际项目。

图 21：中国总理李克强迎接来访的
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

 资料来源：新华社。

2、JCBC 的议程是根据年度确定的。通过这样

的方式，中国和新加坡领导都可以按两国动态和实

际情况来修改或改变每年的合作方向。这使得两国

关系可以保持应用性。再从更远角度看，它不但促

进双方拥有更加集中的合作议程，而且 JCBC 的频

繁会议也有利于提升两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这也

是在这么多东盟国家当中，只有新加坡与中国拥有

这么成熟的双边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3、在细节性的考虑方面，两国所同意的合作方

向将成为各领域和实际项目的“指南”。以目前中

国与新加坡的合作发展的阶段来说，李显龙政府已

开始把两国，甚至“两区”，的发展中心移到中国北部、

西部省份。以李显龙 8 月份的中国之旅来看，新疆

已变成新加坡政府发展项目的下一站。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苏州工业园区到 2007 年的天津生态城，再到

2010 年后的新加坡 - 福建医药计划和吉林食品区的

种种项目，新加坡在中国的发展对象都在东边和沿

海省份。在未来的几年，我们估计这个局面会改变。

新加坡政府必定利用 JCBC 的管道来实施它在新疆

的合作项目，其中包括该自治区所缺乏的高端行业：

社会和人才管理，金融与研究 43。

图 22：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夫人何晶
在新疆的红山花园

资料来源：海峡时报。

在其他东盟国家与中国深化经济伙伴关系的过

程中，中新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JCBC）是很好的

典范，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因为其他东盟国都

没建立一个完善，长期和策略性的高级机制。某一

些国家，如马来西亚，文莱（某种程度上，也包括

菲律宾）都缺乏有效制度推进它们与中国的经济伙

伴关系。所以，在马来安邦的角度看，JCBC 就是这

些东盟国家与中国建立相互经济“桥梁”的切入点。

43　Singapore,	Xinjiang	to	seek	out	more	collaborations,	Channel	News	

Asia,	2013-8-29,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asiapacific/

singapore-xinjiang-to/7935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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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与东盟国家本币结算规模

迅速扩大

China-ASEAN Monetary Settlement Size is 
Enlarged

中国人民银行近年已经与多个东盟国家签署了

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达 14000 多亿元人民币。

中国与越南、老挝两国签署了双边结算合作协

议，并授权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提供人民币清

算服务。2009 年至 2013 年 6 月末，中国与东盟跨境

人民币结算量 11200 多亿元，数量逐年增加。此外，

人民币与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泰铢实现直接交易。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加强与东盟地区金融合作，积

极参与东盟＋中日韩（10 ＋ 3）框架下的区域货币

合作，提高清迈倡议多边协议的可操作性，清迈倡

议多边协议总规模扩大至 2400 亿美元 44。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将继续积极推

进与东盟地区成员的货币合作，鼓励在双边贸易和

投资中使用本币进行结算，推动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的签署和实际使用，为双边贸易投资提供便利，并

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深化区域金融合作，促进

金融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加强区域内债券市场

发展和开放，推动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为东盟国

家货币当局和其他机构投资于中国债券市场及资本

市场提供便利。

而从贸易角度，在东盟的人民币业务正在扩大。

中国 - 东盟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范祚军教授表示，贸

易逆差利于人民币“走进”东盟。除了 2012 年之

外，自 2001 年至 2011 年，中国对东盟贸易呈现逆

差不断扩大的趋势，从 48.4 亿美元扩大至 226.9 亿

美元。在贸易逆差中，中国企业处于进口主导地位，

这就使得企业在进行对外支付的时候有很大的自主

权利选择结算货币。人民币跨境结算将使人民币成

44　“央行与东盟国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金额达 14000 亿”，

2013-9-5，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gx.xinhuanet.

com/newscenter/2013-09/05/c_117237805.htm,

为中国与东盟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重要载体，而不

断放大的贸易与投资将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在东盟的

地位 45 。

表 4：促使人民币“走进”东盟的有利因素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基于上述信息，我们认为中国在东盟人民币业

务的扩大是随着双边贸易、投资和各方面交往的增

加而加强的。这就意味着，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作

用和发展必然包括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合作之中。

中国 -东盟在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中

布局产业

China-ASEAN Boost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最近，广西南宁召开的“首届中国 - 东盟技术

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由中国、柬埔寨、印尼、老

挝、缅甸、泰国、越南等国科技部部长出席并演讲。

中国和东盟各国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技术转

移服务机构等代表也参加会议。会议是中国和东盟

国家开展技术转移的重要合作平台，共达成中国 - 东

盟技术转移中心协作网络建设、中国 - 东盟遥感卫

星数据共享与服务平台建设、中老可再生能源开发与

利用联合实验室建设、基于北斗位置服务的示范应用

45　“专家：人民币或在东盟区域经济中充当关键货币”，2013-9-18，

http://finance.chinanews.com/fortune/2013/09-18/53012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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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 个合作项目的签约 46。 

图 23：首届中国 - 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

 资料来源：新华网。

表 5：中国 - 东盟技术创新会议参会企业实例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对于双方产业合作，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董事长李耀博士表示，东盟成员国以发展中国家居

多，社会、经济发展缺少资金支持，仅为实现中国 -

东盟互联互通所要完成的港口、铁路、电力等设施

46　“首届中国 - 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在南宁顺利举办”，

2013-9-16，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 ics/2013-09/16/

c_125392162.htm

的建设，东盟国家就需要多达 1 万亿美元的投资 47。

表 6：会议提出的深化中国与东盟各国
科技合作倡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然而，据新加坡新美商会对一些企业的调查结

果显示，公司计划从中国到东盟开展多样化业务的

选择也不尽相同 48。

图 24：从中国到东盟的公司计划多样化投资的选择
（2011-2013）

资料来源：<ASEAN Business Outlook 2014>, “Am Cham 

Singapore and U.S. Chamber Commerce”.

47　“中国企业加速布局东盟	风险与机遇并存”，2013-9-11，http://

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30911/022416724233.shtml

48　ASEAN	Business	Outlook	 2014,	Am	Cham	Singapore;	U.S.	

Chamber	Commerce,	2013,	http://asean.anbound.com/uploadfiles/

eu20130827170131139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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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中国 - 东盟企业在合作中也会有风险和

困难。在 9 月初的中国 - 东盟博览会上，至少有包

括广西大禹节水、江西久盛国际电力、宁波风神风

电集团在内的 31 家地方企业及央企明确表示在投资

东盟时遇到了困难。例如，在柬埔寨，无论什么项

目都可能遇到基础设施落后、一切从零建设开始的

问题；老挝投资矿产税收高问题；中国电企大举进

入东盟，一旦某些国家电力过剩，中国企业将不得

不自行消化亏损等问题。

因此，在中国 - 东盟企业和产业布局中，充分

运用技术创新、掌握必要信息、预估市场、分析风

险和加强协同合作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中国 -老挝在农村发展与减贫领域共享经验

China-Laos Share Rur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Experiences

2013 老挝农村发展与减贫官员研修班 9 月 11

日在广西南宁市开班，来自老挝多个相关部门的 15

名学员进行为期一周的学习，并与中国减贫工作者

交流经验和做法。 

此次研修班主题是发展与减贫，目的是促进中

老在农村发展与减贫领域的政策共享和经验交流，

进一步分析中老减贫合作的需求，为推进两国减贫

合作打下基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

经理张琰表示，在老挝的很多地区，贫困问题仍然

严重，老挝和中国可以在减贫领域交流彼此的做法

和经验 49。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介绍，2011 年

中国与老挝签署了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备忘录，其中

扶贫合作是重要内容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

济社会迅速发展，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其中很多经

验可以与老挝共享。

49　“中国与老挝举办官员研修班交流减贫经验”，2013-9-12，

http://gb.cri.cn/42071/2013/09/12/6871s4251306.htm

研习成员之一的老挝公共安全部基层发展司司

长吉格·瑙瓦拉表示，他相信以后中国与老挝会有

更多机会来在减贫领域进行交流，希望这样的研修

班也可以到老挝去举办。 

图 25：2013 年老挝农村发展与减贫官员研修班

 资料来源：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网站。

2012 年时老挝政府加强了对减贫的财政拨款，

确定在 2012-2013 财年（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

将 7339 亿基普（约 9100 万美元）用于实施 1168 个

基础建设、农村发展和减贫项目，以便在 2015 年实

现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 

老挝政府计划在今年（2013 年）末全国贫困人

口比例应从 22% 降至 20% 以下，贫困家庭比例从

17% 降至 14% 以下，不发达村将降至 30% 以下 50。

现在已近 2013 年最后季度，但是减贫形势依然严峻。

因此，中国 - 老挝各个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正待加

速。

50　“2013 财年老挝政府将拨款约 9100 万美元用于减贫”，2012-

12-5，http://l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212/20121208466928.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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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013 年中国 - 老挝减贫交流研修班简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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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中国 -东盟海上合作基金 :	东盟能力建设的

潜在贡献

China-ASEAN Maritime Cooperation Fund for 
Capacity-Building

2013 年 9 月 3 日，中国总理李克强首次提出中

国与东盟的未来发展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在他所

提出的五项倡议当中，有一项建议涉及到双方共同

打造海上合作机制，以便推进双边伙伴关系。用李

克强的话来说，中国领导层有意建立中国与东盟的

“海洋伙伴关系”51。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习近平

/ 李克强班子不但要延续前期政府的东盟政策，而

且他们也把原来的海上连接作为合作目标，提升到

一个共同追求的合作大框架。

在实际的运作上，中国已迈出了重要一步。早

在 2011 年，通过前总理温家宝的提议，中国政府已

开始着手成立以海洋事务为重点的基金。直到 2012

年，该基金，名为中国 - 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已成

功成立，并与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CAF）和

中国 - 东盟合作基金，成为协助东盟经济发展的三

大基金 52。 

而这一次李克强的重要演讲已证明中国当局要

抓紧时间尽快把这个海上基金派上用场。如外长王

毅所表明，中方已经开始对该基金的实际用处进行

了探索，海上合作项目预计将围绕着渔业基础设施

发展、海洋产品的工业和贸易、港口城市合作网络、

51　“李克强就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合作提出五项倡议”，2013-9-

3，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9/03/c_117214202.htm

52　“温家宝：中国坚持由东盟主导东亚合作进程”，2011-11-20，

http://news.sina.com.cn/c/2011-11-20/222623496047.shtml;	Hand	 in	

hand	for	Better	Future,	China	Daily,	2012-8-7,	http://www.chinadaily.

com.cn/business/2012-08/07/content_15649888.html

海洋卫星资料运用、海洋科学和技术、航行安全、

搜索和救援、人力资源培训等等方面 53。在这一点上，

安邦认为中国新领导班底已看到该国落后于其他大

国（如日本与美国）对东盟的海洋合作。

那么，中国政府应该把哪几个方向作为它与东

盟各国的海上合作发展重点呢？经过马来安邦的研

究，所有中国所提出的项目其实可以分成两大类，

海上贸易与海洋安全。同时，我们也看到中方认识

到各东盟国家仍然缺乏经济和安全能力建设，并有

意通过项目的方式来提升东南亚诸国的相关能力。

以中国 - 马来西亚关丹港口的扩建作为成功的例子，

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应该把这种模式运用到其他东盟

国家去。

图 26：马来西亚关丹港口

 资料来源：StarProperty.my.

正如关丹港口将带给马来西亚作为亚太海运中

心的机遇，中国也可以运用类似的方式协助印度尼

53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China	and	ASEAN	Should	Promote	

Maritime	Cooperation,	2013-7-1,	http://www.fmprc.gov.cn/eng/zxxx/

t10632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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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和泰国的海洋基础设施建设，以便各自双方发

挥它们的海上贸易潜力。当然，其他领域如渔业，

也可能成为中国对东盟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方向。

通过双方作为相互经济“桥梁”的模式，中国与东

盟可以推进安邦所提倡的“新型市场伙伴关系”。

此外，中国也应该开始探索怎么样在安全和海

洋研究方面开发重要项目。由于各个东盟国家（除

了新加坡）仍然面临资金缺乏所造成的设施无法建

立的问题，中国有很多空间或机会开展有利于两方

海洋企业合作的项目，如雷达与其他执法船件技术

采购或人才培养计划。以航行安全为例，马来西亚

与印度尼西亚就因基金不足的关系（尤其是日本减

少或不增加它对两国的海洋安全资金之后）已无法

在马六甲海峡进行很有效的沿海监视与海上执法工

作，并造成海盗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因为美国开始在海洋安全方面大做文章，而日

本增加它对菲律宾的海洋执法协助，中国未来必须

对海上安全问题确立应对方案。而海上合作基金就

是中国发挥它对各东盟国，甚至东南亚地区作用的

最佳切入点。正像经济“桥梁”一样，马来安邦认

为中国也可以在与东盟海洋安全能力建设上扮演“防

火墙”的角色。

如何打造中国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

How to Upgrade CAFTA?

2013 年 9 月 3 日，在第十届中国 - 东盟博览

会演讲中，中国总理李克强把建立双边自贸区的升

级版作为他的第一项建议。根据各方的报道，他声

明中国 - 东盟应该再深入实施目前的措施，当中包

括积极开展新一批服务贸易承诺谈判，降低更多关

税，废除阻挠服务贸易的非关税障碍，以便推动投

资领域的全面开放。同时，李克强也提出了中方的

目标，那就是在未来的八年，中国 - 东盟双边贸易

额提升到 1 万亿美元，而双向投资额提升到 1500 亿

美元 54。

图 27：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第十届
中国 - 东盟博览会上

 资料来源：环球时报。

在这一点上，马来安邦认为如果中国 - 东盟要

达到以上的目标，中国与东盟各国必须正视目前在

CAFTA 存在的保护条款。

在货物贸易的领域，最大的障碍仍是高度敏感

产品的关税与各非关税障碍。由于 93% 普通产品

关税已达到 0% 而敏感产品关税将在 2018 年减到

20%，我们估计继续减低这两类的产品关税不会带

给双方很大的自由贸易空间。反而，最大的障碍来

自于高度敏感的产品。就因为双方只同意把这些产

品在 2015 年前减 50% 的关税，马来安邦建议中国与

东盟国继续展开谈判以把高度敏感产品的关税再进

一步减低，以便增加货物流量。

再者，双边仍存在很多非贸易壁垒。国企的特

别待遇、复杂海关手续、出口限制，以及保护知识

产权的操作，都没有随着自贸区启动后而减少或废

除。相反，它们依然保存下来。其实，中国与东盟

诸国可以从海关手续的问题上迈出第一步，那就是

推广马来西亚和几个东盟国所实施的“自我认证”

54　“李克强就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提出五项倡议”，	2013-

9-3，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03/c_1172142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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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点方案。通过这个措施，各国可以相互承认对

方出口货物的法律凭证 55， 以便统一中国与东盟国

家，甚至东盟国家之间的不同产品标准。其结果必

定会推动海关手续的简化过程。

在服务贸易的领域，我们提议双方参考中国大

陆与香港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的条款，

并通过这方面的探索，做出更多利于双向投资的安

排。当然，这也不是说双方必须达成 CEPA 那样的

条款，而是利用该协议的条款作为中国与东盟开放

金融、旅游、建设、高等教育和交通行业等等的长

期追求目标。

图 28：中国、柬埔寨和泰国领导人
在第十届中国 - 东盟博览会上

 资料来源：南中国早报。

其中，中国政府可以修改该国的国企与中小企

业的对外投资额或海外上市（以方便筹集资金的用

途），推动与东盟某一些国家建立共同期货市场体系，

减低或简化东盟诸国银行申请内地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QFII）的条例。同样的，东盟国家也可以颁

布类似的措施，以便该国家业者在中国投资，上市

与经营；而中国企业也可以利用相对的东盟国 QFII

条例，到东南亚地区运作和投资。当然，双边还可

55　Malaysia	Looks	 to	Expand	Trade	with	More	Trade	Agreements,	

MIDA	News,	August	12,	2011,		http://www.mida.gov.my/env3/index.ph

p?mact=News,cntnt01,detail,0&cntnt01articleid=1343&cntnt01origid=1

07&cntnt01returnid=107

以在旅游、建设、高等教育和交通行业等领域落实

类似的开放措施。

所以，中国与东盟将在随后几年内着手自贸区

的新一轮谈判，则极有可能把原有的协议框架进一

步升级。由于中国已经成为多数东盟国的最大贸易

伙伴，升级版的中国 - 东盟自贸易区必定成为亚洲

各国所要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的有利基础。

东盟各方加紧探讨经济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ASEAN Parties Press on with AEC Challenges

近一段时间来，东盟开展多项讨论，关注东盟

经济共同体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新闻媒体界为例，据文莱时报报道，9 月 11 日东

盟国家的媒体记者和评论界负责人聚会讨论东盟经

济共同体（AEC）面临的讨论。70 位参加者将与外

交事务和贸易部常务秘书 Lim Jock Hoi 拿督以及马

来西亚贸工部秘书长 Rebecca Fatima Sta Maria 博士

一起，对 AEC 进行评估。AEC 的截止日期是 2015

年 12 月 13 日。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的代表也参加

了讨论 56。

由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ERIA）和文莱首相

办公室联合组织的高级别圆桌对话将目标定于增强

对东盟媒体界的认知和理解。

各方共同讨论东盟未来的经济合作合整合问题，

包括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东盟共同体

进度报告。ERIA 执行主任 Hidetoshi Nishimura 教授

说，媒体界是东盟全面整合的驱动力量。他也将参

加喜爱文莱讨论的三个议题：东盟经济共同体、东

盟商务和投资峰会以及东亚经济部长会议。此次会

议还讨论东盟互联互通的协合作用和 TPP 等议题。

56　ASEAN	Journalists	 to	meet	to	talk	AEC	challenges,	2013-9-11,	

http://www.thecambodiaherald.com/cambodia/detail/1?page=15&token

=ZjNhZjg3MjQxY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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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盟经济共同体所能发挥的其他作用，专

家称它有助于缓解海洋领土争端，也对有关方来说

有助化解南海争端 57。

而在经济部长层级，8 月 20-21 日东盟经济部

长即与所有对话伙伴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

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的部长

举行年度磋商。在 2015 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目标

进程上，部长们讨论了东盟成员国在深化一体化进

程上取得的进展，尤其是在货物贸易、服务和投资

等方面 58。

表 8：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准备情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第 45 届东盟经济部长

会议信息整理。

在与对话伙伴国的会谈中，东盟的经济部长们

将检讨与个别经济体合作的现状，并探讨加强合作

以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57　“专家称东盟经济共同体有助缓解海洋领土争端”，2013-9-16，

http://v.ifeng.com/news/world/201309/01b7417d-fdf8-466d-9500-

ed416dfd9cb9.shtml

58　“东盟经济部长会议重点讨论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议题”，2013-

8-20，	http://gb.cri.cn/42071/2013/08/20/6651s4224725.html

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RCEP）

问题上，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等共 16 个国家参

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部长会议讨论了在更广

泛的区域协议谈判上取得的进展，以及东盟共同体

和六个伙伴国通过单一承诺的方式来解决差异问题。

目前东盟就经济共同体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涉及

广阔领域，既包括区域内贸易、投资等方面，也包

括 RCEP 等涉及更多伙伴关系国家等的议题。可见，

东盟国家向 2015 年经济一体化迈进的脚步正在加

速。

东盟 10+3加强合作实现社会发展目标

ASEAN Plus Three Cooperate for Social Welfare 
and Development Goals

在柬埔寨暹粒这座著名旅游城市 9 月 7 日举行

了东盟 10+3（中日韩）社会福利与发展部长会议。

各国部长呼吁加强合作，共同提高区域内国家人民

的福祉 59。 柬埔寨社会事务、退伍军人和青年安置

大臣伊桑亨在会上表示，东盟 10+3 国家的人口占全

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各国政府应在处理社会福利

上加强合作。

柬埔寨总理洪森呼吁东盟国家发展社会福利领

域，并制定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实现 2015 年东

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主管社会福利的东盟 10 国部

长，应该通过三年一届的会议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和

计划，探讨推动东盟的社会福利制度发展。部长们

将在会议上就发展社会福利领域广泛交流意见，深

入探讨从政治、安全、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合作，

推动福利制度发展。东盟国家应研究解决对一体化

进程形成挑战的贫困、弱势群体等影响人民生活的

潜在社会问题。东盟国家需要通过良好的合作机制，

协调解决区域面临的问题，以负责任的态度探讨制

59　“东盟 10 ＋ 3社会福利与发展部长会议呼吁提高人民福祉”，

2013-9-7，ttp://news.xinhuanet.com/2013-09/07/c_1172726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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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效的政策，推动福利事业发展 60。

图 29：东盟 10＋3 社会福利与发展部长会议

    资料来源：东盟官方网站 - 东盟秘书处。

我们注意到，会议声明中分别感谢中日韩在社

会福利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感谢中国积极实施社

会福利和发展政策、为居民提供社会服务、构建各

方受益的温和社会、支持东盟 10+3 国家通过比较

研究推进社会福利政策的工作。会议感谢日本继续

承诺举办年度高水平官方会议，分享有效的信息提

高社会发展能力，构建社会福利、健康和劳工部门

的伙伴关系。在灾害应对和管理上，2012 年 10 月在

东京曾举行了对话会议；2013 年 12 月 3-5 日，将

在东京举办“积极的老龄化社会”为主题的会议。

声明说，也注意到日本 - 泰国关于“基于社区水平

60　“柬吁东盟国发展社会福利”，2013-9-9，	http://asean.zwbk.org/

newsdetail/31738.html

上对泰国老龄人口保健和服务模式的整合开发” 项

目、“对老人和其他弱势群体长期健康服务的开发”

项目 61。

图 30：东盟国家的主要关注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会议也感谢韩国在公民福利方面的成就，例如

促进老人社区服务以确保他们能得到适当的照料。

也感谢韩国实施“基于社区服务的老人照料”项目

的倡议，通过参加家庭和社区的应对方案及活动提

供老龄社会的机会和学习实践。会议也感谢东盟成

员国联合努力加强对弱势人群的服务和照料，东盟

成员国也继续积极与中、日、韩合作，探讨新的倡

议以支持 2015 年东盟形成共同体。

中国民政部长李立国将中国的社会发展经验介

绍给与会者 62。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角度不同，东盟国

家重点放在尽快解决内部问题以迎接 2015 年共同体

建设完成。

因此，我们认为，尽管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在社

61　Joint	Statement	Fourth	ASEAN	Plus	Three	Ministerial	Meeting	on	

Social	Welfare	and	Development	 (4th	AMMSWD+3),	on	Monday,	09	

September	2013,	

http://www.asean.org/news/asean-statement-communiques/item/

joint-statement-fourth-asean-plus-three-ministerial-meeting-on-

social-welfare-and-development-4th-ammswd3

62　“李立国部长在第四届东盟 10+3 社会福利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上的

致 辞 ”，2013-9-7，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

gundong/detail_2013_09/07/29407764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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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福利与发展方面有各自的特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通过相互合作才能共同推进社会进步。日本与

东盟具体在老龄化及保健、卫生领域合作及开展细

致化项目的做法有其非常值得关注的方方面面。东

盟国家在应对弱势人群问题方面面临的挑战等也需

要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图 31：对应东盟关注的中国情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中国民政部李立国部长在第四届东盟 10+3 社会福利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上致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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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南亚政党的基本分析及思考	（2）

Analysis of Southeast Asian Political Parties (2)

柬埔寨人民党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 9 月 23 日上午出席第五届

国会首次会议开幕仪式，宣布新一届国会正式诞生。

反对党当选议员集体缺席开幕仪式。西哈莫尼在开

幕式上呼吁全体国会议员以国家利益为重，努力建

设国家，实现繁荣昌盛。他号召全体国会议员和国

民本着民族团结的精神，以 1993 年建立的民主、法

治精神为基础，推动建设社会和司法公正，推动廉

政建设，加大司法改革 63。 

在今年 7 月 28 日，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发言人

乔卡纳里说，在当天的国会选举中，首相洪森领导

的人民党获得过半议席，赢得大选。这意味着洪森

将开始他的第四个连任任期，带领新一届政府再干

5 年 64。

在国王主持的会议上，反对党救国党全体 55 名

当选议员在救国党主席桑兰西的带领下于 22 日在柬

埔寨西北部的暹粒聚集，向已逝太皇西哈努克宣誓：

绝不参加 9 月 23 日召开的新一届国会首次会议。救

国党在 7 月 29 日曾发表声明说，因选举过程中存在

严重违规，他们拒绝接受人民党胜选这一统计结果。

柬埔寨人民党（Cambodia People’s Party）前身

为成立于 1951 年 6 月 28 日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党。

1991 年 10 月改为现名。现有党员 500 多万。1991

年宣布实行自由民主多党制和自由市场经济。1993

年大选后，人民党顺应形势，同意恢复君主立宪制，

与奉辛比克党联合执政。1998 年大选获胜，洪森出

任首相。在 2002 年初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人民党获

得绝大多数乡（区）长职位。2003 年大选人民党再

次获胜，获 73 个国会议席，洪森续任首相。

63　“柬埔寨国王宣布新国会诞生	反对党议员缺席开幕仪式”，2013-

9-23，http://gb.cri.cn/42071/2013/09/23/7211s4263075.html

64　“柬埔寨执政党赢得大选	洪森连任”，2013-7-30，

http://news.163.com/13/0730/14/951PENCQ00014Q4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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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党主张对内维护政局稳定，致力于经济发

展和脱贫，建立民主法制国家。对外奉行独立、和平、

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支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主张加强南南合作、缩小贫富差距及加强区域合作，

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重视同周边邻国的友好合作

以及与中、日等大国发展友好关系，积极改善同美

及西方的关系，以争取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 65。

事实上，与往届选举相比，人民党的势力有所

减弱。2008 年 8 月，人民党在第四届国会选举中赢

得 90 个议席。2013 年 7 月，人民党赢得 123 个议席

中的 68 个。虽然人民党仍将延续 28 年来的执政地位，

但是反对党救国党则赢得 55 个议席，比上届大选的

29 个议席几乎多一倍。这必然引发我们的思考，即

执政近 30 年的柬埔寨人民党虽然在国内和国际政治

中都取得了成绩，近 10 年来国家经济取得发展，但

在整体社会进步方面的步伐仍然较慢，同时在对外

事务中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大国的角力中。

65　柬埔寨人民党，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_wPdP8HmJObexin-eTCXS_AzGYJD

uFk0ZQTnW89WomFKMI47Km1BYuz0nljk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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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缅甸：经济改革的政治学

——	国际危机组织	亚洲报告No.231（7）

Myanma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7)

（上接第 018 期 - 五、赢家还是输家 ?）

就裙带商人中的一些个人而言，显然他们已经

尝试重塑自身形象或对自身重新定位。作为建立新

的公众形象的一种努力，他们表现出新的开放态度，

接受了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的采访 66。他们也以各种

方式向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伸出了橄榄枝——表示

支持她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NLD），并尝试与她本人建立密切的私

人关系 67。他们似乎认识到国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他们自身也必须改变。2011 年昂山素季首次

访问内比都时，参加了一个由总统召集的经济改革

全国研讨会，会上几个知名商人列队迎接她 68。2011

年 9 月她还应足联主席邀请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

这位主席本身也是一名商人。

NLD 参加补选时也获得一些商界人士的支

持 69。另外还有关于商界人士慈善行为的新故事 70。

这个故事部分与 2008 年纳尔吉斯热带风暴有关，当

时一些商业团体在救助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66　杰森·斯普（Jason	Szep）和安德鲁·R.C·马歇尔（Andrew	

R.C.	Marshall）：《缅甸财阀巨贾顺势求变，打造新形象》（An	image	

makeover	for	Myanmar	Inc），路透社，2012 年 4月 12 日。

67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反对党积极分子，仰光，2012 年 5月。

68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当时在场的人士，仰光，2011 年 10 月。

69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反对党积极分子，仰光，2012 年 5月。

70　《缅甸财阀巨贾顺势求变，打造新形象》，引用如前。

显然这也是打造新形象的一种努力。这些占统治地

位的商人在新经济中能获得多大程度的成功，取决

于好几个因素。即使目前他们可能会面临强有力的

竞争，他们在许多市场上的统治地位使他们抢占了

先机。他们所积累的财富使他们能够获得稀缺的营

运资本。到目前为止，他们也能够吸引本国为数不

多的熟练人才中最优秀的雇员。然而，他们也面临

着重大挑战。最大的挑战可能是经营模式的转变，

从一个以特权为基础的模式转变为面向公开竞争的

模式。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有经验的企业家，但其他一

些人一直以来主要从事的是寻租行为，这些人有可

能并不具备在一个越来越自由的场中成功经营企业

的能力 71。即使那些具备这项能力的商人可能也需要

从根本上重组公司，从那些纯粹因为他们获得了政

府许可证而进入的领域撤出，转向他们真正具有竞

争优势的领域。迄今为止，新政府还未批准过任何

重要的公共部门合同。所有正在进行中的重大项目

都是在权力移交之前签下的。新政府叫停了规模更

大、问题更多的一些项目：克钦邦的密松水电站，

一个价值 45 亿美元的政府巨型工厂项目——该项目

位于敏建市（曼德勒省）、由一个专门部委管理，

以及由亚洲世界公司承建的、距仰光 70 公里远的一

个巨型新港口 72。

未来要签订的重大政府合同将通过招标形式来

进行 73。外国公司将会进入这个领域，他们如果想要

投标成功，可能需要同缅甸本土公司进行战略性合

作。这些跨国公司能带来技术和专家，但他们会寻

求与拥有最好的员工和最强大的市场地位的本土公

司成为合作伙伴。许多外国公司，特别是西方国家

的公司，他们的主要考量之一是法规风险和声誉风

险，这可能会使他们避免同与军事政权有密切关系

的本土公司进行合作。只要一些个人仍然在西方国

71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长居缅甸的外国商人，仰光，2012 年 5月。

72　巨型工厂项目是被议会叫停的，议会未能同意其预算拨款。政府仍

照常考虑港口项目，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会同意该项目（国际危机组织

采访有一手资料的人士，仰光，2012 年 5月）。

73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政府经济决策者，仰光，2012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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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制裁名单上榜上有名，那么一种残留的法规风

险就无可避免 74。

过去的一些商业精英现在也的确掌握着正式的

政治权力。在 2010 年举行选举之前，军事政权鼓励

几个与之关系密切的知名企业家参选，他们中的一

些人目前是议会议员。虽然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有

不当行为，但是观察家仍然质疑这些议员在新的土

地法起草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新的土地法取消了

对注册控股公司占地不超过 5000 亩的限制。与这些

议员有关的一些公司获得了大面积土地的控制权，

而在以前这些公司是不可能注册得到如此大面积土

地的所有权的。其中一些议员还投票反对新的环境

法，或是提出与矿业开采发展有关的立法建议和提

案 75。缅甸还是无法对这个地区的金钱政治免疫。

74　国际危机组织采访长居缅甸的外国商人，仰光，2012 年 5月。

75　民族院（上院）第二次会议，2011 年 8月 22 日至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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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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