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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马来西亚、柬埔寨和菲律宾选举观察（1）

Malaysia, Cambodia and Philippines: 
Observations on Election (1)

尽管东盟 10 个成员国所奉行的政治体制有所不

同，但除了奉行君主专制体制的文莱以外，其余 9

个成员国皆有个别形式与性质的选举模式，当中包

括奉行一党制度的老挝与越南，也分别在 2011 年举

行了个别的立法选举 1 与国会及地方代表选举 2。

《中国东盟观察》曾在第 14 期与第 15 期对东

盟各成员国的简史、政治状况、宪法内涵等层面进

行剖析，因此本文并不会再对东盟各成员国的选举

制度进行详细的解说与分析。尽管东盟成员国皆有

不同的选举制度与模式，但各个国家的选举制度与

模式，其选举后的结果与演变，也将会对其政治局

势与经济发展方向带来不同层面的影响。

回顾过往，若说 2011 年是东盟国家的“选举年”，

或许并不为过。毕竟除了老挝与越南外，新加坡与

泰国也在当年举行选举，其中新加坡最大政党人民

行动党的基业依然无法动摇 3，而泰国方面则出现政

治变天，由前首相他信胞妹英拉领导的为泰党击败

执政的民主党，重新“夺回”执政权 4。

1　Laos'	National	Assembly	election	ends，2011-5-1，http://english.
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7/90851/7366525.html

2　Vietnam	Communists	Hold	Election	for	National	Assembly	Involving	
One	Party，2011-5-22，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
05-22/vietnam-communists-hold-election-for-national-assembly-
involving-one-party.html

3　Singapore's	election:	A	win-win	election?	，2011-5-8，http://
www.economist.com/blogs/banyan/2011/05/singapores_election

4　Thaksin	party	wins	Thai	 election	by	 a	 landslide，2011-7-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07/03/us-thailand-election-
idUSTRE76013T20110703

就数量而言，2011 年有 4 个成员国进行选举，

确实可谓“东盟选举年”；但就质量来说，2013 年

才算是真正意义的“选举年”。今年举行选举的国家，

分别为马来西亚在 5 月份举行国会与州议会选举，

菲律宾同样在 5 月份举行中期选举，以及柬埔寨在

7 月结束前举行的国会选举。

这三个国家的选举，尤其马来西亚与柬埔寨的

国会选举，可谓空前激烈，朝野双方势均力敌，在

选前似乎皆有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而菲律宾尽管只

是进行中期选举，仅涉及约半数参议院与众议院的

议席代表，但中央与地方势力，地方与地方势力之

间的角力，也让选举形势变得激烈，尤其该中期选

举也被喻为 2016 年总统与国会选举的前哨战。

无论如何，当选举票箱全数揭开后，马来西亚

与柬埔寨的执政党仍以简单多数议席延续执政权，

而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的执政联盟也顺利在参众两院

取得半数以上的控制权。尽管三个国家的执政势力

依然维持现况，但事实上，无论是执政党内部，还

是在野势力，都对各国未来的政治与经济动向造成

不同程度的变化。

一、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选举前期的经济趋势

毫无疑问，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尤其在一个

奉行选举体制的国家，每逢选举前夕，执政党基本

上都会挟着其执政优势，在选举之前制造良好的经

济表现与氛围。这种情况更常会出现在那些两线制

成型的国家，主要在于争取执政权的延续，当中的

例子包括美国、澳洲、英国等。而马来西亚、柬埔

寨与菲律宾三个国家的选举趋势，实际上也可以看

到执政一方都会“巧合”地在选举之前制造上述的

经济良好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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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马来西亚的情况。今年 2 月份，马来西亚

国家银行（BNM）公布 2012 年第四季与全年的国

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其第四季的国内生产总

值按年增长 6.4%（后调整为 6.5%），为 2010 年第

二季以来的季度最高增长；这也带动 2012 年全年经

济取得 5.6% 增长，超越政府所设的 4.5% 至 5% 增长

目标 5。

同时，马来西亚交易所在年初也宣布了多家大

型企业有意在今年内挂牌上市的消息，如马来土

著富豪赛莫达持有的 MMC 机构（MMCCORP，

2194，主板贸服股）旗下马拉卡集团（Malakoff）、

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机构（1MDB）旗下的电力资产、

亚洲航空 X（AIRASIA X）、华人企业大亨林刚河

控制的依斯干达海滨控股（IWH）、香港首富李嘉

诚持有的马来西亚西港等 6。

超越预期的经济成长表现，以及多个重量级

公司上市的消息等，确实为执政的国阵（Barisan 

Nasional）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在

经济转型计划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多个大型工程，

如捷运（MRT）工程、大吉隆坡计划、依斯干达特

区发展计划等等的工程合约颁布，也让建筑领域的

活跃支撑马来西亚国内的投资与消费，带动整体经

济的提升。

如同马来西亚般，柬埔寨在大选前夕也相对出

现类似的经济良好氛围。由首相洪森领导的人民党

政府，在大选前夕的 3 月间宣布将 2012 年柬埔寨的

全年经济成长，从原先的 7.1% 调升至 7.3%，主要

受惠于复苏的服装业务 7。这也让柬埔寨成为老挝之

5　投资强劲开销持稳净出口增	去年经济增长达 5.6%，2013-2-21，

http://www.nanyang.com/node/512411

6　25 家 IPO 排 队 上 市	 制 造 荣 景 还 是 自 保？（ 上），2013-2-

25，http://innermalaysia.com/2013/02/25%E5%AE%B6ipo%E6

%8E%92%E9%98%9F%E4%B8%8A%E5%B8%82%E5%88

%B6%E9%80%A0%E8%8D%A3%E6%99%AF%E8%BF%98

%E6%98%AF%E8%87%AA%E4%BF%9D%EF%BC%9F%E-

F%BC%88%E4%B8%8A%EF%BC%89/

7　Cambodia：Economic	 Update，2013-4-23，http:/ /www.

emergingfrontiers.com/wp-content/uploads/2013/04/cambodia-

economic-update_23april2013.pdf

后，东盟国家中经济增速第二高的国家。同时，柬

埔寨政府表示，2013 与 2014 年的经济成长将维持

在 7% 的水平，除了服装制造业外，旅游业与农业

的强劲表现也是其经济的支柱。而柬埔寨截至 2012

年 12 月的通货膨胀率下滑至 2.5%，较预期的 4% 来

得更低。同时，该国的财政整合与改革的表现取得

重大的成果，其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已从 2011 年的 9.5%，收窄至 5.2%。

表 1：柬埔寨经济相关数据

 注释：* 柬埔寨政府在 4 月份的预估数据

资料来源：柬埔寨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而随后在大选前一个月，柬埔寨经济与财政部

发布预测报告称，柬埔寨 2013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预

计将增长 7.6%，较原先预测的 7% 来得高 8。事实上，

7.6% 的增长预测，其根据点还是在于农业、建筑、

服装与旅游业等的加速发展，与早前的预测并没有

太大的变化。除了更新预测较原先预测高以外，该

预测数据甚至高于亚洲开发银行（ADB）的 7.2% 增

长预测 9，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 6.7% 增

幅预估 10。

先是调高 2012 年的经济成长表现，后有调整

8　埔寨发布财政预测报道	预计今年经济增 7.6%，2013-7-25，http://

www.chinanews.com/gj/2013/07-25/5083685.shtml

9　亚行预计柬埔寨今年经济增长 7.2%，2013-4-9，http://www.

newchinesenet.com/node/13895?tid=4

10　IMF 预计柬埔寨经济今年增长 6.7%，2013-4-17，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3-04/17/c_115428769.htm

国内生产总值

（按年增长，%）

通货膨胀率（%）

财政赤字（%）

外债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重（%）

国内生产总值

（百万美元）

2010        2011      2012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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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的经济成长预测，再加上贸易、投资等数据

支撑，以及政府高官积极地喊出财政等多方面改革

以争取民意，这无疑都凸现出柬埔寨政府在大选前

夕制造良好氛围的意愿。

表 2：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对马菲柬的评级

资料来源：穆迪、惠誉、标准普尔

再者为菲律宾。自从总统阿奎诺在 2010 年上任

以来，就积极推动反贪腐、改革、加速投资等政策，

这确实为菲律宾的经济状况带来显著的改善。该国

在 3 月份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该国 2012 年全年的

国内生产总值上扬 6.6%，超过政府所预计的 5% 至

6% 增速，主要动力来自于国内消费提升，出口复苏

与国内建设工程的投资增加 11。

事实上，菲律宾在大选前夕的经济助力不仅

来自于国内的良好经济数据，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国

际评级机构的“间接”助力。其中，惠誉国际评级

（Fitch Ratings）在 3 月份将菲律宾的主权信贷评级

从 BBB- 提升至 BBB，展望为稳定 12。这是该机构

在 1999 年起关注菲律宾以来，首次给于该 BBB 的

投资评级。

而随后的 5 月初，也就是菲律宾中期选举前夕，

11　2012 年 菲 律 宾 经 济 增 长 表 现 超 过 预 期， 新 兴 投 资 目 的

地 潜 力 凸 显，2013-3-14，http://th.mofcom.gov.cn/article/

ztdy/201303/20130300054623.shtml

12　惠誉将菲律宾评级从 BBB- 上调至 BBB，2013-3-27，http://

finance.ifeng.com/gold/jskxqb/20130327/7832142.shtml

另一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P）也将菲律宾的主权

信贷评级从 BB+ 上调至 BBB-，同样进入了该机构

的投资级别中 13。该机构表示，提升菲律宾的评级是

因为该国的外部形象加强、政府降低外币债务依赖、

推动改革步伐强劲等。

这些内外的良好经济数据与氛围，都一再地为

阿奎诺的联盟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扶持，让该联盟政

府能在选举前能获取更多的选民信任与支持。

图 1：柬埔寨救国党领袖沈良西

资料来源：星洲日报

图 2：马来西亚民联领袖安华

资料来源：当今大马（MalaysiaKini）

13　菲律宾战胜印尼获得标普投资级评级，2013-5-2，http://finance.

sina.com.cn/world/yzjj/20130502/182415332440.shtml

维持A-/A

（展望下调至负面）

日期：2013-7-30

维持A3

（展望提升至正面）

日期：2013-11-20

维持A2

（展望维持稳定）

日期：2013-7-26

提升至BBB-

（展望维持稳定）

日期：2013-3-27

提升至Baa3

（展望提升至正面）

日期：2013-10-3

提升至A3

（展望维持稳定）

日期：2013-5-2

无评级

无评级

无评级

惠誉

穆迪

标准

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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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柬菲三国选举期间的政治趋势

从选前在经济表现上营造良好的氛围，这对于

执政党确实会存在着一些优势，至少也有为选情加

分的作用。但这些优势能否真正换取随后在选举上

的胜利，这或许另当别论。

除了菲律宾的选举是中期选举，不涉及总统与

政府更替的问题外，马来西亚与柬埔寨的全国选举，

则会产生出新一届的政府。巧合的是，马来西亚与

柬埔寨两国都面对着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选举，即

从市场观察的角度而言，朝野双方阵营基本上是旗

鼓相当的。整个选举期间，两国都出现了许多相似

之处，其中大致有三个主要方面。

表 3：马来西亚第 13 届全国大选成绩

资料来源：东方日报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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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13 年柬埔寨大选成绩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第一，两国的在野党领袖的背景相似。马来西

亚在野阵营人民联盟（简称民联，Pakatan Rakyat）

的实权领袖安华依布拉欣与柬埔寨救国党的领袖沈

良西（Sam Rainsy）过去都曾在执政阵营中担任高职，

其中安华曾任副首相兼财政部长，而沈良西任国务

兼财政大臣。两者都被逐出执政阵营，随后的仕途

都不太顺利，安华被判入狱，而沈良西则逃亡法国。

也就是说，马柬两国的在野阵营领袖，基本上

都曾是执政阵营的重要成员，并对执政阵营的运作

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这些在野阵营的代表中，

也有许多是过去曾参与执政阵营，目前已转向支持

在野势力的人士。

第二，两国的执政阵营都透过经济或改革 / 转

型等大课题来争取民意，而在野阵营则同样透过挑

起贪腐、民生、社群等贴身课题来进行选举宣传战。

尽管政府公布的良好经济氛围对执政一方是有加分

的作用，但在野阵营却尝试以城市居民生活压力增

加，归咎于政府在贪腐、收支等结构性问题的无力，

以换取更多城市选民的认同与支持。这一点，皆可

从两国城市选民最终把选票投给在野阵营看出一斑。

第三，选举期间出现种种舞弊、造假、篡改等

负面传闻。从选举前夕的形势来看，有市场观察家

认为，这是民联最有希望夺得马来西亚执政权的一

次选举，而救国党也被赋予能直接挑战洪森现有

政权的强烈呼声。甚至马来西亚方面，在 5 月 5 日

开票之际，民联的实权领袖安华依布拉欣更在其推

特发布一则推文，表示民联已在全国大选中取得胜

利 14。

但最终结果却显示，国阵再度以 133 个国会议

席的简单多数优势延续其中央执政权，而民联则取

得 89 个议席 15。而柬埔寨方面，人民党亦以简单多

数保住政权，但议席数量下跌至 68 席，救国党则获

得 55 席。两国仍未能看到政权转移的情景 16。

但在选举期间，两国都出现选民资料被窜改，

不褪色墨汁会脱色，非公民进行投票，选举最终成

绩被篡改，选举委员会涉嫌舞弊等等的传闻，这都

对最终的选举成绩带来许多争议。

（更进一步的分析请见下一期《中国 - 东盟观

察》）

14　We’ve	 won, 	 c la ims	 Anwar，2013-5-5，http: / /www.

freemalaysiatoday.com/category/nation/2013/05/05/weve-won-

claims-anwar/

15　国阵 133 席执政中央	民联增 13 国席，2013-5-6，http://www.

ntv7.com.my/mandarin7/local-ch/133_13.html

16　2013 年 柬 埔 寨 大 选，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3%E5%

B9%B4%E6%9F%AC%E5%9F%94%E5%AF%A8%E5%A4%A7

%E9%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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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经济前景面临自然灾害挑战

Philippines’ Economy Faces Natural Disaster 
Challenges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总干事格拉齐亚诺近日

表示，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将尽一切努力，来支

持菲律宾政府在台风“海燕”破坏之后的重建和恢

复工作 17。据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报道，经菲律

宾农业部估算，超强台风“海燕”给菲农业造成的

损失已上升为 68.8 亿比索，农业受灾面积约 13.4 万

公顷 18。11 月 15 日菲律宾中部发生的 7.2 级大地震，

菲律宾官方国家减灾委灾情通报称，受灾家庭数量

多达 44 万个。

图 3：菲律宾“海燕”台风过后景象

 资料来源：中国日报网

由于受台风“海燕”和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菲律宾国内农产品供给减少，致使农产品价格普遍

17　台风海燕重创菲律宾渔业，2013-11-18，

http://news.40777.cn/info_1408182.html

18　台风“海燕”给菲律宾农业已造成 68.8 亿比索损失，2013-11-

14，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114/11083045_0.shtml

走高。此前菲律宾央行预测 11 月和 12 月的通胀将

放缓，但台风海燕和地震的突然袭击，料会增加菲

律宾的通胀压力。其实菲律宾的通胀率已从今年 8

月的 2.1% 增长到今年 10 月的 2.9%，食品价格的上

涨给菲律宾普通阶层带来不小的压力。

菲律宾人口比 15 年前增加了近三分之一，对粮

食的需求也随之逐年增加，加上受台风影响最严重

的地区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莱特岛和萨马岛，

这些区域被毁的甘蔗、玉米和大米约达 6000 公顷，

菲律宾粮食供给减少进一步推高了菲律宾的农产品

价格。

但汇丰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台风“海燕”不会

给整个国家的经济增势带来明显影响。菲律宾是今

年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亚洲国家之一，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率达到 7.6%，这样的增长势头依旧在延续。

美国某智库也发布报告称，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中，

2013 年菲律宾的经济增长率将仅次于中国，继续保

持高位运行。这一智库表示，2013 年，菲律宾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率将达到 6.8%。此外，国际金融协会

也表示，菲律宾未来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

保持在 6% 以上 19。

菲律宾经济未来 2 年虽然有所下滑，但是仍然

会保持较高增长，同时伴随通胀压力。据菲律宾央

行预测，2014 年菲律宾通胀率为 4%，2015 年通胀

率为 3.4%。通胀水平的走高会拉低菲律宾实际经济

增长水平。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局１５日发布声明，

称台风对菲律宾中部造成的破坏将使菲律宾今年国

内生产总值下降 0.3 至 0.8 个百分点，今年全年经济

增长率可能减缓至 6.5-7.3%，甚至有可能影响明年

19　美智库称菲律宾 2013 年经济增长率将在亚洲排第二	2012-12-26

http://roll.sohu.com/20121226/n3616222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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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 20。

泰国推行 2万亿铢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Thailand Boosts the Investment Plan on 
Infrastructure

近日，泰国财长吉迪叻出席题为“创建 2020 未

来泰国及 2 万亿基投计划”研讨会，再次为政府推

行的 2 万亿基投站台。吉迪叻表示本届政府所推行

的 2 万亿基投计划，除了顺应了世界乃至泰国城市

发展的需要外，更重要的是将为创建未来泰国的发

展，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国家竞争力和世界影响

力都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21。

图 4：泰国一条高危铁路

资料来源：四川在线

目前，泰国铁路总长近 4400 公里，其中 60％以

上的轨道都已运行 30 年以上。由于设备老化，线路

发展慢等原因，泰国火车运行速度均在每小时 60 公

里以下。以曼谷至清迈为例，两地相隔约 700 公里，

即使乘坐最快的火车，也要花上 12 个小时左右。近

年来，泰国政府持续发展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泰国内阁早已批准了泰国交通部递交的发展铁

20　台风“海燕”冲击菲律宾经济	2013-11-15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1/15/c_118164227.htm

21　泰国财长吉迪叻再次阐述政府 2万亿铢的投资计划，2013-11-17

http://asean.anbound.com/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

articleid/31889/

路和高速铁路的总体规划。其中，就包括 4 条打算

兴建的高铁线路，意图将曼谷同清迈、呵叻、华欣、

帕塔亚等地区连接起来，并最终连通老挝和马来西

亚等邻国。

表 5：泰国修建高铁的优劣势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然而，泰国的高速铁路投资存在资金的障碍，

由于泰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其整体经济实力不强。泰国是农业为主的国家，泰

国大米享誉世界，中国拥有 13 亿人口，对农产品的

消费需求日益增长，近期中国表示有兴趣用高铁换

泰国大米，这很好的解决泰国修建高铁的资金障碍。

2013 年 11 月 20 日，泰国副总理与中国签署大米和

木薯采购协议，中方提议购买泰国 120 万吨大米 22。

根据当前泰国大米每吨 7500 铢的价格，可为高铁建

设提供约 30 亿元人民币的建设资金。

泰国在投资高铁时因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妥善

选择中标企业。中国和泰国的关系近期正愈发稳定，

有良好的政治氛围作铺垫，这让高铁的建设避免了

地缘政治上的阻力；中国高铁技术先进，安全可靠，

22　泰中商部签署大米采购协议，2013-11-20，

http://asean.anbound.com/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

articleid/3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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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日本新干线、德国和法国的欧洲高铁技术，

中国高铁具有成本低的优势，且与欧日企业那样需

要现金不同，可以用大米抵换。而且在后期保养维

护方面，中国的高铁维护人工成本较低，且可以为

泰国培养维护高铁的技术工人。针对泰国当前的经

济情况与实际需求，泰国的部分高铁修建可以选择

中国的高铁技术。

总之，泰国修建高铁正当时，不管是在出行方面、

交通物流运输方面还是跨境商务交流方面，都将提

升泰国经济基础价值，为泰国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

越南积极扩大能源资源

The Expansion of Energy Resources in Vietnam

东南亚国家多年来已经开始关注建设核电站的

议题，但是越南将成为东南亚各国中第一个推进运

作核电站的国家。越南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访越期间，11 月 12 日达成协议将合作在中南部的

Ninh Thuan 省建设第一间核电站。越南有个雄心勃

勃的计划，希望在 2030 年可提供至少 6％从核电形

成的电力需求。随着 2023 年正式运作的第一间核电

站，该国设想在 2030 年建设 8 间核电站和 13 个核

反应堆 23。

越南的经济快速增长、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出

口市场的扩大刺激了国内的能源消耗。估计越南的

能源需求在 2025 年将提升 2.5 倍左右，而 2050 年则

将增长约 15 倍。这意味着该国在 2020 年将面临能

源供应和需求不平衡的问题。该国在 2030 年可能从

能源出口国变成能源进口国。因此，发展多样化的

能源资源特别是核电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战略 24。

23　Vietnam	pushing	ahead	with	nuclear	power	expansion	2013-11-

11，http://www.thanhniennews.com/index/pages/20131107-vietnam-

pushing-ahead-with-nuclear-power-expansion.aspx

24　Vietnam	warned	over	possible	imbalance	in	electricity	supply	2013-

10-28，http://hanoitimes.com.vn/economy/industry/2013/10/81E07272/

vietnam-warned-over-possible-imbalance-in-electricity-supply/

越南在 2011 年生产 2720 亿立方英尺的干天然

气，但全都限于国内消耗。虽然，其国目前的天然

气达到自给自足， 但越南国家石油公司预计该国在

2025 年将供不应求，面临每天 13 亿立方英尺天然

气的供应缺口。

图 5：越南的燃料消费（以 2010 年为例）

注释：非商业能源包括生物质能、生物燃料和太阳能

资料来源：越南能源概述，4 月 4-5 日 2013 在越南河

内举办的第三届国际研讨会：东盟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和生态韧性的综合前瞻。

越南是原油净出口国，但同时也是石油产品的

净进口国。该国从 2000 年每天消耗 176,000 桶石油

双倍提升至 2012 年每天 388,000 桶石油，所以该国

必须进口大部分的精致产品以满足需求 25。

越南出口大部分的煤炭的同时也进口少量煤炭。

越南政府今年提升煤炭出口税以降低煤炭出口和满

足国内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尤其是电力生产。根

政府的能源蓝图，煤炭预计在 2030 年将成为 56% 以

上电力产能的资源，使该国成为重要的煤炭进口国。

随着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危机事件，核电站的

安全已成为主要的关注，而东南亚国家的核电站计

25　Japan	slow	to	realize	nuclear	plant	export	to	Vietnam	2013-10-12

ht tp : / /www.g loba lpos t .com/d ispa tch /news/kyodo-news-

international/131012/japan-slow-realize-nuclear-plant-export-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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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也纷纷受到各界强烈的反对。然而，越南却没有

因福岛的危机事件受到很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越南虽然可以依靠核电确保未来可持续的能源资源，

但它也意味着该国将高度依赖于发达国家对核电相

关的技术、熟练人力、材料和部件。

新加坡将在 2030 年前成为自行车城市

Singapore Aims to be a Cycling City-State by 2030

根据 2013 年 11 月 11 日的报道，为了进一步打

造新加坡成为自行车城市，该国府计划在 2030 年前

建造 700 公里的自行车车道。其计划，如果顺利完成，

将连接整个新加坡，这包括所有建屋局城镇 （HDB 

towns），新加坡接运站等等 26。换句话说，未来的

新加坡将被整个自行车车道网络笼罩着。 

以国际的情况来看，新加坡是个后来者。欧洲

城市早在 90 年代都已经落实了自行车政策，并且变

成今天亚洲城市的典范。而在世界 500 个自行车城

市当中，新加坡不包括在内 27。 在东南亚来说，该

国也是落后于邻国马来西亚。北马的槟城都在 2011

年年尾开始在槟岛沿岸计划和建造自行车车道。虽

然整个工程所涉及到的面积相对地少（在 2020 年前

建造 210 公里的自行车车道）28，但槟州政府的先例

足够把新加坡“抛在后面”了。作为国际金融和服

务业中心，也是世界顶级城市国的新加坡，这等局

面无疑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目前，我们看到新国政府决心要把新加坡打造

26　Singapore	still	lacks	the	ride	stuff,	The	Straits	Times,	2013-11-11,	

http://news.asiaone.com/news/ride/s%E2%80%99pore-still-lacks-

ride-stuff

27　同上

28　Penang	wants	to	become	a	bicycle	state,	The	Sun	Daily,	2011-11-

26,	http://www.thesundaily.my/news/220582;	Penang	may	turn	several	

roads	 into	pedestrian	and	bicycle	avenues,	The	Star	Property,	2013-

8-5,	http://www.starproperty.my/index.php/articles/property-news/

penang-may-turn-several-roads-into-pedestrian-and-bicycle-

avenues/

成一个类似于欧洲著名的自行车城市，如哥本哈根，

阿姆斯特丹，柏林，伦敦，巴塞尔，巴黎，巴塞罗那，

特隆赫姆等等。而建造规模庞大的自行车车道就是

最重要，也是最该先做的。

根据安邦咨询对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分析，一个

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如要全面性成为自行车城市需

要其它配备。除了提供有关的公共设施，如自行车

车道，自行车停车架，多从路标，马路和红绿灯系统，

地方交通政策的配合，公共交通系统的综合，交通

教育和培训以及交通法律修改 / 颁布也应该考虑在

内。

图 6：靠近新加坡捷运站的自行车停车架

 资料来源：TODAYonline（新加坡）

因为丹麦，德国和荷兰都具有非常成功的例子，

估计新加坡政府会采取它们的自行车政策。把住宅

区的公路设定“家园区”（“Home Zones”）和限

制汽车的速度极限 29 都是新加坡在地方单位所能采

取的措施。此外，设立屏障也有利于防止汽车进入

自行车车道。为了更好的综合自行车与其它交通工

具（捷运和巴士），当局可以落实德国的“Call a 

Bike”系统 30 和在捷运和公车站附近提供自行车租用

服务。

29　John	Pucher	&	Ralph	Buehler,	Making	Cycling	Irresistible:	Lessons	

from	the	Netherlands,	Denmark	and	Germany,	Transport	Reviews,	vol.	

28,	no.	4	(2008)

30　使用者只需要在自行车的中转站用手机来租借自行车。用完过后，

使用者可以把自行车留在繁忙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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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两个“配套”，新国政府也需要在教育，

培训和法律上大作文章。在学校或地方政府单位设

立自行车培训计划和测试都会帮助年轻一代更好的

使用该交通工具。在法律上，新加坡政府必定会修

改或颁布对自行车使用者的优先待遇 31。作为一个法

治国家，我们预料新加坡一定会把执法哪一方面（尤

其是执法单位）也纳入它的考虑之内。

所以，要成为世界一流的自行车城市并不那么

简单。由于新加坡还是在很多方面都缺少有关的“支

撑配套”，该国是需要在多方面做起。当然，作为

一个政策执行的成功例子，安邦认为新加坡将达到

它所设立的目标。

马来西亚沙巴海域安全问题的关键

The Key Point for Sabah Marine Safety Issue

马来西亚沙巴州仙本那（Semporna）岸外的蓬

蓬岛（Pom Pom Island）在 11 月 15 日凌晨发生的枪

杀与俘虏事件 32，再度引起国内外媒体关注，除了沙

巴东海岸线的治安问题外，沙巴的旅游业与经济发

展前景亦成为焦点。

自今年 2 月沙巴拿笃（Lahad Datu）发生入侵事

件以来 33，马来西亚政府已在 3 月 7 日宣布成立沙巴

东部特别保安指挥区（ESSCOM）34，并在同月 25

日设立沙巴东部特别保安区（ESSZONE）35，以强

31　使用者只需要在自行车的中转站用手机来租借自行车。用完过后，

使用者可以把自行车留在繁忙的十字路口。

32　武装分子再袭沙巴度假岛	台游客男死女遭掳，2013-11-15，http://

www.seehua.com/node/96452

33　包围菲武装分子	大马寻求和平谈判，2013-2-14，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42784:

&Itemid=113

34　Lahad	Datu:	Phase	one	of	security	area	named	ESS	Com”，

2013-3-12，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3/03/12/

Lahad-Datu-Phase-one-of-security-area-named-ESS-Com.aspx

35　Security	 area	widened	 in	 east	 Sabah，2013-3-26，http://

www.nst.com.my/nation/general/security-area-widened-in-east-

sabah-1.241972

化该海岸线的防卫；而政府首阶段拨款为 2 亿令吉

（约合 6290 万美元），作为软硬体设备的增设 36。

同时，在 10 月份公布的 2014 年财政预算案中，首

相纳吉也宣布拨款 7500 万令吉作为强化该保安区的

运作 37。

图 7：沙巴东部特别保安区（ESSZONE）涉及范围
与新设警局地点

资料来源：新海峡时报

尽管政府相当看重沙巴东海岸线的防御，但发

生枪杀与俘虏事件的蓬蓬岛，却也是该保安区下 7

所新警局的设立点之一，亦即主要的防御看守点。

这不禁引起市场关注，当中包括认为保安区防御工

作形同虚设 38，质疑执勤警员的能力等。

事实上，沙巴海域安全课题乃“冰冻三尺，非

36　RM200m	for	ESSZONE”，2013-3-28，http://www.nst.com.my/

latest/rm200m-for-esszone-1.243465

37　2014	Budget	:	Armed	Forces	get	RM13.2	billion	to	tighten	border	

security，2013-10-25，http://www.nst.com.my/latest/font-color-

red-2014-budget-font-armed-forces-get-rm13-2-billion-to-

tighten-border-security-1.385084

38　Pom	Pom	tragedy:	 Is	ESSCOM	a	 failure?	2013-11-18，http://

www.theedgemalaysia.com/political-news/263375-pom-pom-

tragedy-is-esscom-a-fail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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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之寒”，往上追溯仍有 2000 年的西巴丹岛俘虏

人质事件 39。这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保安区的成立与

其实际效应，而是在于软硬体设施的调配，硬体设

备自然是涉及的巡逻船只与飞机等，而软体方面则

是人员的调派。

根据 ESSCOM 总监拿督莫哈末孟德的说辞，该

保安区的执行人员仅为 48 人，该部门已向公共服务

局要求增加 510 个职位，包括军警人员在内 40。尽管

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指在沙巴执勤的海军已增至 500

人，巡逻船只从 3 艘提升至 10 艘 41，而沙巴警察部

队也表示在沙巴东海岸线增驻 1000 名警员 42；但这

似乎仍不足以应付全长约 1400 公里的沙巴东海岸线

防御工作。

马来西亚内政部在 7 月份指出，全国警队总人

数为 11 万 2583 人 43，警员与人口比率相等于 1 对

258，较国际刑警组织建议的 1 对 250 相去不远。尽

管政府仍有意增加警员人数，但就数据而言，全国

警员人数并不存在匮乏的课题。因此，就目前的趋

势而言，要解决沙巴东海岸线的治安问题，并不在

于增加警队的人数，或增设更多的执法部门，而是

如何适当地分配在职警员的职务，以及提升警队的

执行效率。

39　2000	Sipadan	kidnappings，http://en.wikipedia.org/wiki/2000_

Sipadan_kidnappings

40　Esscom	on	the	right	track	to	protect	Sabah:	Esscom	D-G，2013-

10-25，http://kinabalutoday.com/index.php/component/content/

article/18-latest-news/7873-esscom-on-the-right-track-to-

protect-sabah-esscom-d-g

41　“TLDM	akan	terus	ronda	perairan	Sabah”，2013-5-12，http://

bayausbh.blogspot.com/2013/05/tldm-akan-terus-ronda-perairan-

sabah.html

42　东海岸设普警任务部队	增逾千警员，2013-3-26，http://www.

seehua.com/node/71633

43　警队官员 11 万 2583 人，2013-7-10，http://news.sinchew.com.

my/node/309657?tid=73

柬埔寨服装出口贸易的机遇与挑战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ambodia 
Clothing Export

服装工业是柬埔寨最大的外汇收入部门，服装

部门的出口占柬埔寨总出口收入的 80%。在今年的

前 9 个月，柬埔寨出口了大约 42 亿美元的服装产品，

同比增长了 22%44。

图 8：柬埔寨在国家贫困线上的贫困人口比率
（2004，2007-2011）

 资料来源：Catalog Sources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orld Bank

柬埔寨服装业的发展给柬埔寨带来了新的机遇。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加工厂的中国，如今已经在转移

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2013 年初，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率领来自北京、山东、江苏、浙江、上海、新

疆和广东等地的 13 家企业代表，先后对孟加拉和柬

埔寨进行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考察活动 45。随着中国

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中国服装加工工业的重新洗牌，

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会转移到柬埔寨等劳动

力成本廉价的国家。

柬埔寨的服装业不仅拉动的柬埔寨的经济增长，

而且还改善了柬埔寨人民的生活。柬埔寨虽然仍是

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柬埔寨的贫困率

44　中国服装工业网，2013-10-15，

http://www.fzengine.com/info/guoji/2013-10-25/1019265.aspx

45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考察孟加拉和柬埔寨进行产业转移，2013-01-15

http://info.1688.com/detail/1095088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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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7 年的 50% 左右减少到 2012 年的 20.5%，仅

2010 年，柬埔寨的服装和纺织工业就为工人支付了

4.08 亿美元的工资，人均工资近 800 美元，而同期

柬埔寨人均国民收入只有 760 美元 46。目前，柬埔寨

的服装工业有 500 个工程，大约有 51.06 万名工人。

工资的月最低工资为 80 美元 47。

虽然柬埔寨劳动力成本较低，但是由于柬埔寨

的服装纺织工艺比较落后，工人熟练度不高，中国

的加工企业只把一部分简单的服装加工部分放到柬

埔寨。伴随着柬埔寨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柬埔寨对

外资服装加工企业的吸引力也在慢慢减弱，柬埔寨

人均最低月工资从 2008 年的 50 美元上涨到 2013 年

的 80 美元。

柬埔寨虽然迎来了中国转型的机遇，但是同样面

临着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瓶颈。柬埔寨应该继续提高本

国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人口素质，培养熟练的产

业工人，拣选和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为

未来的服装产业转型打下人才基础，提供智力保障。

同时继续利用好本国的出口欧美免税等优惠政策，加

大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打牢工业基础，健全法制，

营造安全的社会环境，以进一步提高对外资吸引力，

让外资更好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印尼政府在主要农业省份加大投资

Indonesia Gov. Promotes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印度尼西亚共有 30 个省份、2 个特别行政区、

和 1 个首都地区 48。其国广阔和肥沃的土壤是生产各

种热带农产品的主要因素，但是各省的农业发展差

异大。印度尼西亚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该国主要

的农业领域分为畜牧业、渔业、粮食作物、林业、园艺、

46　世界银行WDI 数据库，

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11/t20120711_402817265.htm

47　今年前 9个月柬埔寨的服装出口同比增 22%，2013-11-25，

http://www.fzengine.com/info/guoji/2013-10-25/1019265.aspx

48　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商务处资料

种植园类。

2013 年 10 月 30 日， 中 国 - 东 盟 中 心

（ASEAN-China Centre）主办印尼农业推介会，印

尼农业部组织了印尼 8 个省的农业机构官员，共 31

人的农业推介团参会。

印尼农业机构希望通过此次推介会，欢迎中国

企业前去投资，领域是种植业、棕榈油、可可粉、咖啡、

畜牧业、渔业、橡胶业等。既有大型种植园项目，

又有产品加工项目。中国 - 东盟中心（ASEAN-China 

Centre）马明强秘书长强调，中国企业希望走出去，

同时印尼政府欢迎中国投资，双方通过这次交流能

够建立起沟通和合作关系，即有助于双方的共同发

展 49。

印尼农业部为这次推介会带来的主要项目如表

中所示。

表 6：印尼各地方政府农业投资项目简介

49　中国 -东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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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国 - 东盟中心（ASEAN-China Centre）

其中种植业主要是发展杂交玉米及其深加工等；

畜牧业主要是肉牛养殖和畜牧业设施、畜产品加工

等；棕榈、咖啡和可可粉加工产品和产业发展等；

渔业为鲤鱼养殖。另外也有相关行业的下游产品，

如脂肪酸、肥皂、生物质发电、生物柴油等等。

上述八个省的项目信息反映出，印尼政府在这

些省份有明确的鼓励投资的领域和非常具体的项目。

建议中国政府和企业重视相关信息，对企业给予支

持，同时企业自身要充分利用好这些合作的机会。

文莱需要在培养技术型劳动力方面

增加投资

Brunei Urged: Invest in Skilled Labour

据文莱时报的信息，加拿大驻文莱的高级官员

希望文莱政府在培养有技巧的劳动力方面增加投资，

以满足建设对高标准劳动力的需求 50。

这位加拿大高级官员在一次重要的访谈中强调，

50　Brunei	urged:	 invest	 in	skilled	 labour,	Wednesday,	November	20,	

2013,http://www.bt.com.bn/business-national/2013/11/20/19112013-

brunei-needs-give-attention-keeping-skilled-labour

机构

投资项目

/产品

投资项目

预算

东南苏拉威西农业和畜牧业机构

该项目为杂交玉米种植发展项目。玉米作为

一种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经济作物，它是除大

米以外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也是口粮的重要部分和乙醇的主要来源，以

及它所产生的废弃物可作为副产品转化为牲

畜的饲料。

发展杂交玉米产业预计投资额为200-300亿

印尼盾。

（人民币11,100,000 -16,700,000元）

8、东南苏拉威西省：农业和畜牧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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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石油和天燃气为主要生产 / 出口的国家，雇佣

有技巧的劳动力非常重要，以文莱、加拿大为例，

都面临这方面的巨大挑战。

事实上，在文莱和加拿大，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

即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中，很难吸引和留住较高素

质的雇员。这些领域对国家经济是重要的，但问题

都普遍存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石油生产地

区，如迪拜。因此，在劳动力的水平和技术的提高

方面，培训这些人就很重要。这需要增加投资。这

位官员认为，加拿大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表 7：文莱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和销售
（2003-2011 年）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加拿大等一些成熟的油气产品生产 / 加工的西

方国家在培训服务方面具有优势。而文莱则在多样

化经济发展目标和吸引技术水平高的劳动力方面面

临巨大挑战。

文莱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情况表明，石油生产

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特别是原油生产减少。天然

气生产有所增加，但并不明显。然而，原油和液化

天然气的出口价格却大幅提升 51。不过，仅靠价格的

提升不能解决经济多样化的问题。

51　Statistics,	by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www.

imf.org

因此，挑战在于文莱虽然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但产量和开采下降，面对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如何充分地利用好，如何面对挑战，就必须认真考虑。

同时，还有各项新兴产业部门需要扶持和发展。

由此，这位加拿大官员建议文莱经济发展局（BEDB）

跨出框框来思考。

在未来的 5、10 或 20 年内，面对挑战，文莱将

做什么？怎样达到目标？有什么战略和计划？如何

发挥资源方面的优势？怎样得到有技术的人才？文

莱很多部门都需要发展，例如一些新兴部门。

在“2013年创新论坛”上，各方都强调创新，因此，

需要支持这些新兴的部门。

相关信息表明，文莱既需要石油和天然气产业

的革新和发展，同时，经济多样化发展的需要又使

文莱面对多方面挑战，在文莱一段时间里，文莱迫

切需要培养多样化发展需要的人才。这对相关国家

和企业来说，都是共同合作和发展的机会。

日本加速与老挝经济合作和安全对话

Japan-Laos Accelerat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Dialogue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老挝的访问结束。至此完

成了一年内遍访东盟十国的计划 52。安倍表示将向老

挝国际机场扩建工程提供贷款，并加强和老挝在医

疗领域的合作。为促进日本民营企业对老挝的投资，

日本贸易促进机构将在老挝设立办事处，还计划开

通日老两国间直航线路。

向海外拓展医疗业务是安倍政府经济发展战略

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安倍在访问柬埔寨和老挝时，

都极力推销日本的医疗保健业，日本希望把医疗保

52　 安 倍 完 成 对 东 盟“ 轮 访”，2013-11-17	http://news.ycwb.

com/2013-11/17/content_5393811.htm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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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技术、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人才培养项目打包出

口到东南亚 53。

事实上，在 2012 年，日本与老挝对基础设施的

合作就已经开始准备。当时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即

向老挝总理通邢·塔马冯表示日本将向该国提供约

55 亿日元（约合 4.3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54。双方一

致同意加强在老挝基础设施建设领的合作。通邢则

表示：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对老挝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图 9：老挝总理与日本首相举行会谈

 资料来源：国际在线 

日本共同社分析称，安倍今年的访问是意在加

强与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东盟间的关系，以推动日

本基建技术出口。日本在技术上占有优势。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认为，

日本面临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国内劳动

力不足，消费需求也不足，急需拓展海外市场。东

南亚和日本距离近，日本企业进入东南亚也比较早，

有一定根基。安倍重视东盟是为了进一步开拓东南

亚市场，拉动日本经济增长。

另外，安倍访问老挝时再次强调日本的“积极

和平主义”，希望加强与老挝外交和国防部门的专

沟通。

53　安倍访问柬埔寨老挝	日本欲借力东南亚拉动经济增长，2013-11-

18，http://news.sina.com.cn/o/2013-11-18/093728739386.shtml

54　日本将向老挝提供 55 亿日元贷款 2012-11-05		http://gb.cri.cn/278

24/2012/11/05/6071s3912966.htm

安倍首相与老挝总理通辛会谈中，双方同意由

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探讨建立安全对话框架，并就

扶贫优惠贷款、万象瓦岱国际机场候机楼扩建项目、

遗留集束炸弹清除工作、色公大桥的设计等方面达

成协议 55。 

老方还宣布将对日本实行公务护照免签政策，

以及同意日本国际贸易机构近期在万象设立办事处。 

安倍称，日本“增加了对地区乃至对全球和平

与稳定的贡献”。借此他再次邀请东盟国家领导人

在今年 12 月到东京参加“东盟－日本纪念峰会”。 

因此，日本首相此次访问老挝，表面议题是经

济领域，但是在安全合作领域的对话则隐含了更多

用意。通过相关议题，强调日本“对地区乃至对全

球和平与稳定的贡献”，各项有针对性的用意非常

明显。

缅甸政府尝试突破电力问题制约瓶颈

Myanmar Tries to Breakthrough Electric 
Development Bottleneck

缅甸电力部门 10 月底宣布提高居民和企业用电

价格，该信息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这是一项由议

员提议的议案，要求政府重新审查提高用电价格的

决定。缅甸电力部长吴钦貌梭在仰光会见各党派代

表时称将就提价事宜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最终

向议会提交新的电价标准。

该问题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主要在于缅甸电

力的制约状况非常明显。缅甸目前仍有 70% 的人口

无电力供应，同时政府财政为补贴电价已支出 1850

亿缅元（约 1.9 亿美元）56。

55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老挝	探讨建立安全对话框架，2013-11-

18，	http://gb.cri.cn/42071/2013/11/18/6851s4325711.htm

56　缅甸电力部将重新制定电价，2013-11-18，

http : / /news.ch ina .com.cn/ ro l lnews/news/ l ive /2013-11/18/

content_23459357.htm



 / CHINA-ASEAN WATCH /  2013.1116

而今年 10 月，缅甸电力部水电建设司针对在萨

尔温江沿岸的6处地点修建水电站进行可行性研究，

研究重点在于评价项目对当地环境和民众的影响，

但目前仍未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缅甸目前在建的

太平江、上邦郎等水电项目也在进展中 57。

缅甸的电力项目之所以紧锣密鼓，是由于其用

电量逐年攀升，缅甸计划在仰光新建两座燃煤发电

厂。

图 10：相关数据显示的缅甸新增用电计划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目前缅甸能源部已与 Virtue Land 公司签署备忘

录，计划在仰光宫强贡建燃煤电厂，装机 30 万千瓦，

预计 2015-2016 财年可供电 30 万千瓦；此外，能源

部另与 Diamond Palace Service Co.Ltd 公司协商，计

划在仰光羌瓦村建一座装机 50 万千瓦燃煤电厂，该

项目有望于 2015-2016 财年供电 25 万千瓦 58。

2013 年 11 月初，缅甸电力部长吴钦貌梭表示，

亚洲开发银行将向缅甸电力行业提供 6 千万美元低

息贷款，用于改善缅甸偏远地区电力供应 59。此项贷

57　缅甸开展萨尔温江水电项目可行性研究，2013-10-11，http://

www.chinapower.com.cn/newsarticle/1195/new1195331.asp

58　缅甸计划在仰光建两座燃煤发电厂，2013-10-29

http://www.chinapower.com.cn/newsarticle/1196/new1196750.asp

59　亚洲开发银行将向缅甸电力行业提供 6 千万美元低息贷款，2013-

11-5，http://www.chinapower.com.cn/newsarticle/1197/new1197290.

asp

款年利息 1.5%，偿还期为 24 年。缅甸政府希望通过

本国电力公司与海外跨国公司的合作，提高缅甸乡

村和落后地区的供电水平。缅甸现在的电力输送损

耗率为 18%，缅甸政府也希望通过新变电站的建设，

力争把电力耗损率降低至 14%。

而缅甸也正希望利用外国技术加速发展电力。

日本已于今年 5 月即确认将在电力开发方面与缅甸

进行合作。吴登盛曾在今年 8 月表示将抓紧建设配

备环保设备的燃煤电站，并希望能活用日本技术。

因缅甸电力供应缺口明显，停电频发，成为制约外

资流入的一大桎梏。日本强调了稳定供电的重要性。

为了让日本企业顺利参与缅甸电力建设等项目，日

本要求缅甸方面加快外资准入的审批速度。

今年 11 月，日本三菱商事决定将在缅甸南部的

土瓦经济区参与大型发电站项目，计划与泰国企业

共同出资，建设和运营最大输出功率达 700 万千瓦

的火力发电站，相当于核电站 7 座反应堆的发电量，

总投入估计高达 1 万亿日元。缅甸和泰国两国政府

计划在土瓦开发建立全球领先的临海工业地带。

上述信息表明，无论是贷款、调整电价还是增

设电站等措施，面对缅甸电力紧缺、影响国家建设

发展的情况，缅甸政府正采取各项可能的办法解决

问题，这进一步表明了缅甸的改革在进入快速前行

的时期，其制约因素非常明显，着力有效地解决是

缅甸的重大课题。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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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安邦实地考察报告续：房产降温措施

来临或将限制依斯干达投资（2）

Will Property Cooling Measure Dampen the 
Investment in Iskandar Region?

在上一期文章推出之际，马来西亚政府在 2014

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宣布，将外国人投资房屋的价格

底限提升至 100 万令吉，并将房地产盈利税（RPGT）

提升至 30%60。但根据马来西亚房地产发展商柔佛州

分会所掌握到的数据，外国人在依斯干达特区的整

体房地产交易比例仅占 10% 左右，并局限在特定的

发展地段。也就是说，目前外国人在柔佛州的房地

产交易趋势，并不足以影响当地房地产的销售价格

全面上升。该发展商分会也指出，当地的房地产价

格飙涨，更多在于当地人在追高该地区的二手房屋

价格。

此外，马来西亚的房地产分析师也认为，这些

限制外国人购买房地产的措施，无异于弄巧反拙，

不仅会阻扰部分外资前进，最终也会害苦马来西亚

房地产市场，以及有意在未来购屋的国人 61。确实，

当外国人当前必须耗费更多的资金购买房地产时，

未来这些产业若脱售给当地人，后者将需负担更重

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一个仅有约两三年的发展计划，

就需面对诸多限制，这对于马来西亚，尤其依斯干

达特区的国际化进程，无疑给了沉重的打击。

必须坦诚的是，以东盟整体的房地产价格相比，

马来西亚仍是属于整体价格最低的国家之一，甚至

60　2014 财政预算案重点摘要，2013-10-26，http://www.nanyang.

com/node/574266

61　 柔 州 打 房 行 动	 本 地 人 受 影 响，2013-10-8，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78309:

&Itemid=242

特定地区的价格还较越南、缅甸等新兴开发市场还

低。尽管近年来马来西亚的房地产价格持续增长，

但增幅仍相对处在中和的区间。真正的问题并不出

现在产业价格，而是马来西亚贫富差异的增长，以

及来自于中低收入群体对房屋价格的抱怨而已。

图 11：依斯干达教育城镇（EduCity）计划

资料来源：依斯干达投资网页

（www.iskandarinvestment.com）

因此，应该关注的并非如何采取更多的打房措

施，而是针对国人的收入水平，进行房地产建设与

发展的改变，如在特定地区建设符合需求的可负担

房屋，提升国人的收入与知识水平等等。换言之，

依斯干达特区的整体发展，也应该朝向如何让其成

为一个“值得让外资进来、适合让所有人居住、拥

有多元与高科技工作环境，以及工作之余能拥有休

闲生活”的大型特区。

事实上，这也是依斯干达特区发展机构与相关

机构近期致力于处理的大方向。根据马来西亚专才

机构（TalentCorp）外国人才协调主管西华古美仁的

见解，不少国内外企业重组迎合发展趋势，加上外

资涌入，依斯干达特区未来两年将突飞猛进，成为

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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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求职磁场。同时，他也指出，依斯干达特区

将成为吉隆坡以外的另一中心点，该区将有很多大

学设立，除了引进外国教授，也将刺激教育界就职

需求，并提升知识型社会 62。

图 12：依斯干达教育城所在地

资料来源：谷歌地图（Google Map）

一旦依斯干达特区成为吉隆坡以外的另一求职

中心点，同时在高等学府林立的护航下，相信依斯

干达特区依旧将迈开其火热的投资趋势。也就是说，

在就业市场的前景持续明朗下，房地产的需求也将

获得保障与提升，这不必担忧供应过剩，或者房产

价格高企，特区陷入空城窘境等担忧。就业前景明朗，

这无疑将对海外投资者同样派出了投资与发展的定

心丸。

62　 企 业 征 聘 减 少	 今 年 职 场 波 动 小，2013-10-17，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79908:

&Itemid=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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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拥有良好鳗鱼品种	生产基地逐步形成

Indonesia Establishes Eels Production Bases

印尼具有优良的鳗鱼品种和生产条件，因此正

在加速发挥这一优势。目前，印尼鳗鱼生产基地已

逐步建立起来。据日经中文网的信息，丸红等日本

商社已开始在印尼爪哇岛采集、养殖鳗鱼鱼苗，加

工烤鳗鱼，然后出口到日本 63。目前，日本人特别喜

欢吃的日本鳗鱼近年来捕获量大幅减少，所以价格

快速上涨。印尼产品的供应增加有望缓和供需情况，

估计鳗鱼料理的价格也将下滑。

表 8：印尼不同养殖类型渔业企业数量
（个，2000-2010 年）

 注释：* 是初步数据

资料来源：印度尼西亚统计局（Statistics Indonesia）

丸红出资 40%，印尼当地水产饲料公司出资

60% 的合资公司已开始在爪哇岛东部的外南梦地区

（Banyuwangi）养殖鳗鱼和加工烤鳗鱼。2013 年度

可实现供货 120 吨，是试生产的 2012 年度的 4 倍。

2014 年 度 将 进 一 步 提 高 至 2013 年 度 的 2-3 倍。

2013 年加工的鳗鱼有三分之二出口到日本，其余在

印尼当地销售。合资公司还获得了欧美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的认可，因此还计划年内向欧美出口。

在 印 尼 爪 哇 岛 西 南 部 的 公 主 港（Pelabuhan 

63　印尼正成为新的鳗鱼产地，2013-10-15，http://www.mofcom.

gov.cn/article/i/jshz/new/201310/201310003486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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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u），来自日本熊本县的水产公司等设立的爪哇

水产公司（雅加达）已开始养殖和加工鳗鱼。2013

年度的预计供货量为 100 吨，是试生产阶段的 2012

年度的 3 倍。其中 70% 出口日本，30% 出口美国。

2014 年度将继续增产。

前述两家公司养殖的是不同于日本鳗鱼的双色

鳗鲡，俗称爪哇鳗鱼。体长比日本鳗鱼短。鱼苗的

交易价格还不到日本鳗鱼的 10%，可以在公主港等

爪哇岛南岸的河口采购到。丸红的合资公司还在附

近的岛屿采购爪哇鳗。

两家公司烤鳗鱼的加工能力均为每年 1000 吨左

右，和日本每年数万吨的消费量相比供货量还很小，

不过爪哇水产公司表示“主要市场日本的需求旺盛，

供货量还会增长”。为扩大业务，该公司正在寻找

合作伙伴，探讨实施增资。

中国商务部转引日经中文网的报道认为，“除

了日本厂商外，韩国的水产巨头也已经进驻爪哇岛。

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也考虑进入当地。外国厂商

似乎已开始争夺这块新的鳗鱼资源‘宝地’64，追赶

日本企业”。“总部设在釜山市的韩国水产厂商与

爪哇水产公司一样，正在公主港建设养殖场。韩国

政府也参与了设备投资，鳗鱼年加工能力可达 2000

吨。预计大部分产品将出口韩国。此外，中国大陆

和台湾等的相关人士也开始考察爪哇岛，有的厂商

已经开始启动试生产等”。

64　印尼正成为新的鳗鱼产地，2013-10-15，http://www.mofcom.

gov.cn/article/i/jshz/new/201310/20131000348658.shtml

东盟电信业正处于开拓和发展时期

ASEAN Communication Industry is Opening and 
Development

东盟电信领域正在快速发展。从信息网络向宽

带、融合和广泛存在方向加速演进，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正在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65。

信息通信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新世纪初确立的

五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2012 年，中国 - 东盟电信部长会议通过了《关

于深化中国 - 东盟面向共同发展的信息通信领域伙

伴关系的行动计划（2012-2016）》。中国政府与东

盟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信

息通信合作谅解备忘录》，这将为双方进一步合作

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表 9：中国 - 东盟通信领域合作六点建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以泰国为例。目前，泰国的主要移动运营商有

AIS、DTAC 和 True Move。2010 年，泰国进行电信

制度改革，于当年9月发放了3G牌照。有关资料指出，

由于历史原因，泰国中小企业进入电信市场的准入

制度主要采用合同特许制。在电信管理主体缺失的

情况下，国有电信运营商 TOT 和 CAT 在经营电信

业务的同时，还行使了一部分管理市场准入的职能，

65　苗圩出席中国—东盟电信部长会提六点合作建议，2013-11-18，

http://finance.chinanews.com/it/2013/11-18/55168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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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通过与电信经营企业签订 BTO（建设、转让、

经营）合同，允许其投资和经营电信网络提供电信

服务，同时征收合同特许费。这两大运营商以政企

合一的形式经营电信业务，在泰国电信运营市场中

占据支配性的市场地位 66。

例如，2013 年 6 月，泰国移动通信公司 Dtac 为

了推广“移动 WiFi”（Moving WiFi）服务，还将宠

物变成免费 WiFi 热点 67。2012 年 12 月，，泰国移动

运营商 DTAC 开始在其总部进行 4G LTE 技术的测

试，并展示高达 150Mbps 的数据下载速度 68。

国电信公司已在泰国成立了代表处，扩大其在

东南亚的影响力。中国电信称，为获得更多全球机

遇、发展双边业务，中国电信和泰国运营商有必要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69。中国电信正密切关注海外并购

机会。

再以新加坡电信为例，新加坡国土面积仅有

700 平方公里，人口 400 万。但是却生存着 40 多家

电信设备供应商和超过 1000 家电信服务提供商。这

一成就与新加坡政府一系列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

政策密不可分，其自由竞争的电信监管政策，使中

小厂商有机会参与公平发展，从而使新加坡电信市

场保持长久活力。而自 2006 年开始实践的“智慧国

2015 计划”更是致力于将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到新加

坡社会的各个领域。

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在促进资

讯通信产业及技术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IDA 代表新加坡政府履行四大核心功能：第一，发

展资讯通信业。IDA 致力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

境，鼓励电信行业参与高效、公平的竞争。第二，

66　泰国进行电信制度改革	9 月发放 3G牌照，2010-6-23，http://labs.

chinamobile.com/news/37938

67　泰国电信公司将宠物变成免费WiFi 热点，2013-6-3，

	http://labs.chinamobile.com/news/95078

68　泰国 DTAC 进行 4G	LTE 试验	年底完成基站升级，2012-11-12，

http://labs.chinamobile.com/news/lte/83612

69　中国电信在泰国设立代表处 2011-05http://network.chinabyte.

com/445/12082945.shtml

成为政府的“首席信息官”。即帮助政府开展资讯

通信方面的总体规划、项目管理、系统执行与应用。

第三，改造经济领域。IDA 通过更先进、更创新的

资讯通信系统，引领主要的经济部门、政府部门乃

至整个社会实现改革。第四，造福国民。IDA 的第

四个角色是通过重要社区部门提升市民熟练使用

资讯通信的能力。与此同时，IDA 还担负构建国家

资讯通信基础设施，人力资源调配以及制定行业规

范等职责。新加坡政府与行业的紧密合作创造出约

2000 项可供新加坡公民和企业全天候访问在线政府

服务，从而节省了他们同政府进行互动的时间与资

源，同时还有新一代全国性宽带网络属于政府与企

业的合作。

因此，在电信社会化服务方面，中国与其合作

有一定的发展机会。不过，电信业事实上也是高度

信息化的敏感行业。有很多风险需要考虑。例如，

1995 年新加坡电信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而 2000 年又

宣布结束在苏州的全球流动通讯网络项目，之后就

进入印度。2013 年 11 月，苏州又与新加坡 IDA 讨

论合作，落实建造智慧城市。2013 年 11 月 25 日有

信息指出，新加坡利用海底电缆帮助美国监听中国。

泰国、新加坡在东盟属于电信产业较发达的

国家，尚有大量的发展机会，而对于整个东盟地区

的电信合作而言，机会将非常巨大。中国已计划在

2014 年到 2018 年五年内，中方将为东盟国家培训

500 人次的信息通信领域管理和技术人员。中国已

经与泰国信息与通信技术部、新加坡通信信息部、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图埃、东盟秘书长黎良明交流

了电信合作事项。包括建立中泰、中新以及中国与

国际电联和东盟信息通信领域的广泛合作机会等事

项。

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	ASEAN-CHINA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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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新加坡“智慧城市结对”倡议：

东盟各国的典范

China-Singapore ‘Smart City Twinning’ Initiative: 
A Model for Other ASEAN Countries

2013 年 11 月 4 日，中国与新加坡签署的“智慧

城市结对”备忘录开始在国际网站 e-Gov Innovation

刊登。根据该协议，中国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将与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和新加坡

国际企业发展局（IE） 共同探索两国的潜在地点，

并进一步落实智慧城市的建造 70。

图 13：中国和新加坡代表团进行磋商

 资料来源：新华社

由于这个合作项目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先例，

两国将起用先导性试验方式来开拓该项目。但因它

将综合实物资本（硬件基础设施），智力资本（电

子知识）和社会资本（社交网络）以便达到智慧城

市的三大目标，智能操作，绿色发展与高效管理，

这个高端项目也使两国合作框架达到了新的层面。

70　Singapore-China	 launch	‘Smart	City	 Twinning’	 initiative,	

e-Gov	Innovation,	2013-11-4,	 	http://enterpriseinnovation.net/article/

singapore-china-launch-smart-city-twinning-initiative-26115575

值得关注的是两方也借这个机会进行新的交流。

通过该项目，中国和新加坡都可以测试彼此的创新

解决方案（innovative solutions）。就因两国含有不

同的地形，环境，人们和文化，中新政府甚者参与

该项目的企业都可以借这一次计划填补它们的不足。

再说，两国可以用该合作项目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当然，其项目有利于双边建立信息通信与管理人才

的共同目标 71。

图 14：新加坡的“擎天大树”具有雨水收集
和温度节制作用

 资料来源：法新社（Wong Maye）

随着这个项目的推动，其它东盟国家应该抓住

这个机会和新趋势，推动相等于中新“智慧城市”

的计划。如该计划那样，其它较为发达的东盟国家，

如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理应开始

71　同上 ;	Opening	up	new	smart	city	opportunities	for	ICT	firms,	IDA	

Singapore,	2013-11-7,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

esrc=s&source=web&cd=1&ved=0CCoQFjAA&url=http%3A%2F%2

Fwww.ida.gov.sg%2Fblog%2Finsg%2Fict-enterprises%2Fopening-

up-new-smart-city-opportunities-for-ict-firms%2F&ei=9p

KLUomvOYSSrgfGg4HQCQ&usg=AFQjCNGlC7ghM9QbyUyj1-

jueAyYyFxIYZg&bvm=bv.56643336,d.bmk

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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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参考中新“智慧城市”的合作模式，以便利用其发

展机遇推动各国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尤其是在信

息和通信技术的运用方面）。

在这一点，安邦建议中国与马来西亚探索两国

可以建造智慧城市的地点，而一旦定下来，中马政

府采用先导试验方式落实有关项目。因马来西亚

已有了多媒体超级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MSC) Malaysia），两国政府可利用现有的信息和通

信技术设施，进一步把该地点发展成一个全面的智

慧城市。而北京未来科技城是马来西亚 MSC 的潜

在结对对象 72。

此外，中马两国也可以对智慧城市的概念进行

创新。位于北马的槟城具有潜力成为东盟地区的 “创

意性智慧城市”（creative smart city）。因该州都，

乔治市 73 拥有非常发达的各创意行业，如表演艺术，

音乐，文学，艺术，草根书店，建筑和设计等等，

这个模式将把这些行业数码化，以便进一步提升创

意经济对该岛的贡献。而在附近地点进行智慧城先

导试验将综合硬件基础设施，电子知识，社交网络

和当地的创意资本，成为一个大“创意集群”（creative 

cluster）。这也有利于打造槟城成为像欧洲那样的“创

意性智慧城市”。中国工艺与民间艺术之城的杭州

和音乐之城的哈尔滨都可以成为槟城的结对对象 74。

总体而言，当中国在东盟的经济参与越来越深

入，以往以经济或商业利益为主的政策需要有新的

含义。这样协助东盟各国成为发达国家将是中国未

来会面对的问题。与东南亚国家建造“智慧城市”

是其中一个选择。

72　Smart	 cities	 in	China,	SGT	 Insights,	2013-2-11,	http://www.

sgtresearch.com/insights/2013/0212/144.html

73　乔治市在 2008 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74　China’s	six	creative	cities,	The	Star,	2012-10-8,	 	http://www.

thestar.com.my/Lifestyle/Features/2012/10/08/Chinas-six-creative-

cities.aspx

首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在老挝正式开业

The First Joint Venture Security Company 
Officially Opened in Laos

中国与老挝两国合资的老 - 中证券有限公司

2013 年 11月16日在老挝首都万象市正式挂牌成立，

老挝国家副总理宋沙瓦·凌沙瓦和中国驻老挝大使

关华兵出席了开业庆典。老 - 中证券有限公司是我

国在境外设立的第一家合资证券公司 75。

图 15：老 - 中证券有限公司开业庆典

资料来源：证券日报

老 - 中证券有限公司由中国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与老挝农业促进银行及老挝信息产业有限公

司共同发起并设立。同时资料说明，老 - 中证券有

限公司是老挝证券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首家中资

参与的合资证券公司，同时也是中国证监会批准在

境外设立的第一家合资证券公司。太平洋证券 7 月

发布公告显示，老—中证券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6 月，

注册资本 1000 亿老挝基普（约合人民币 8000 万元）。

其中，太平洋证券出资 390 亿基普 ( 折合人民

币约 3120 万元 )，出资比例占 39%；其余两家股东

老挝农业促进银行、老挝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分别占

41% 和 20%。总经理由太平洋证券委派的中方人员

担任。据悉，合资公司已获准经营证券经纪和承销

75　首家中国在外国设立的证券公司在老挝开业，2013-11-16，http://

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11-16/551083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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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业务、财务咨询等由老挝《证券法》规定的所

有证券类业务，将于 11 月 18 日正式营业 76。

图 16：太平洋证券上市后净利润走势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太平洋证券此次在老挝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将

是中国与东盟在资本市场合作的一个重要开始，也

是中国证券公司跨出国门国家化经营的首次尝试。

老挝证券市场目前是世界上规模最小的资本市场之

一，但是发展潜力巨大。消息表明，老挝政府计划

在 2015 年之前通过资本市场融资 80 亿美元至 100

亿美元，为融入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创造条件 77。

表 10：太平洋证券三季报表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老挝方面表示，老 - 中证券有限公司的成立给

老挝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开拓了我们的视野。

此次中老双方的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老挝资本市

场的健康发展，更为老挝国营和民营企业的股份制

76　首家中国在外国设立的证券公司在老挝开业，2013-11-16，http://

news.jxnews.com.cn/system/2013/11/16/012800389.shtml

77　首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在老挝正式开业，2013-11-18，http://

stock.hexun.com/2013-11-18/159765701.html?from=rss

转型提供了平台，为双方市场的拓展带来了机遇 78。

根据上图，明显可以看出太平洋证券近年来的

亏损情况。2009 年，太平洋证券终于实现净利润 4.1

亿元，扭亏为宁。然而，接下来的三年中，其业绩

一路下滑至 0.7 亿元。同时，中国证监会将太平洋

证券连降三级，从“BBB”到“CCC”级，也是唯

一一家评级为 C 类上市券商并且排名垫底 79。

从上述各项信息表明，太平洋证券此次走出国

门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将会成为中国与东盟在资本

市场合作的一个重要开始，这是一次大胆的实践和

创新。然而，此次设立合资证券公司的象征意义确

大过了实际意义，毕竟老挝万象的金融经济发展比

较之后，很难能够取得实质意义。太平洋证券总部

位于云南，此番举动，意在扭转颓势，寻求新的发

展机遇。

中国与泰国签订高铁合作协议

China-Thailand Sign the High-Speed Rail 
Agreement

有消息称，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带队赴泰国，

已签订高铁合作签议。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国家发改

委正在进行相关运作。有专家表示，对于泰国打算

招标的高铁项目，中国不是没有优势。一方面，中

国和泰国的关系近期正愈发稳定，有良好的政治氛

围做铺垫，这让高铁的建设避免了地缘政治上的阻

力；另一方面，相对于日本新干线、德国和法国的

欧洲高铁技术，中国高铁具有成本低的优势 80。

泰国目前的轨道交通相当落后，铁轨狭窄、火

车破旧、速度缓慢，铁路状况和技术水平与泰国整

78　太平洋证券牵手老挝资本市场	创券商国际化先河，2013-11-18，

http://finance.qq.com/a/20131118/013083.htm

79　太平洋证券评级垫底，2013-7-17，http://paper.dzwww.com/jjdb/

data/20130717/html/6/content_4.html

80　消息称发改委副主任带队赴泰国签高铁合作协议，2013-11-19，

http://jingji.cntv.cn/2013/11/19/ARTI1384867412236488.shtml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95亿元  13.60%

7918万元  869.43%

数    额                         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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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发展水平不符，更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出行

需求。英拉自 2011 年上台后，决心并且积极改善泰

国轨道交通的落后状况，并且开始规划现代化高速

铁路发展。泰国运输部的第一期高铁建设规划显示，

七年内，泰国将会完成 4 条高速铁路的建设。到那时，

泰国首都曼谷与北部清迈府、东北部呵叻府、西部

华欣和东部帕塔亚将会连接成高速铁路网。同时，

泰国也会成为东盟第一个拥有高铁的国家 81。

图 17：泛亚铁路规划图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将合作建设“泛亚铁路网”，

包括中越铁路、中缅铁路中老泰铁路等。中缅高铁

已经开工，将经过泰国、马来西亚，最终与新加坡

相连。中老铁路也已经开工，全长 421 公里。泛亚

铁路网的

81　“中泰战略合作新契机或在高铁合建”，2013-11-19，http://jingji.

cntv.cn/2013/11/19/ARTI1384846162001386.shtml

建设使得东南亚互联互通，对中国获取资源及

货物出口、巩固与东南亚国家经济联系，更具有战

略意义

图 18：2012 年末全球高速铁路运营里程
排名前 15 位国家和地区

 资料来源：央视网

表 11：中国高铁打入东盟逐年提高市场份额的
重要因素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中国高铁的出口，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里程

碑，具有重要意义。这既能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

同时也要注意并且控制一定的市场风险。通过“高

铁外交”以及中国领导人在 APEC 峰会和东亚峰会

期间的各项举动，都可以看出中国正在以一种更加

自信、开放的姿态来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这样，

中国的高速发展也会带给周边国家一个重大的机遇。

因此，通过加强双方、多方之间的合作，使中国与

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都可以带动各国

经济的发展，并且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3.1125

图 19：世界各国高速铁路相关规划

 资料来源：央视网

云南省出口东盟地区连续大幅增长

Yunnan Keeps the Rapid Export Growth in ASEAN

根据相关信息，2013 年 1 月至 10 月，云南省外

贸进出口 1094.3 亿元人民币（折合 176.1 亿美元），

扣除汇率因素较上年同期增长 10.9%。全省外贸额

居全国各省市第 22 位，贸易增速较全国总体水平高

出 3.3 个百分点 82。

图 20：云南省 1-10 月外贸出口对比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82　“1至 10 月对东盟贸易大幅增长”，云南网，2013-11-20，http://

www.asean-china-center.org/2013-11/20/c_132902586.htm

就今年 10 月而言，云南省进出口额达到 25.2 亿

美元，较 9 月环比下降 4.2%，其中进口 6.2 亿美元，

环比下降 14%；出口 18.9 亿美元，与九月基本持平。

图 21：云南省 1 至 10 月进出口额及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搜狐资讯 83

图 22：云南省分类出口额及增长对比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随着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步伐地加快，云南与东

盟贸易不断攀升。据昆明海关数据统计显示，前 3 季

度全省对东盟出口 3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4%；进

83　“成为我省增长最快贸易市场”，2013-10-31，http://roll.sohu.

com/20131031/n3892850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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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2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8%。贸易顺差 9.6 亿美元，

同比扩大 2.1 倍 84。1 至 10 月，云南省对欧盟贸易额

达 12.7 亿美元，增长 33.4%，对美国贸易额达 8.9 亿

美元，增长 1.2 倍。昆明市进出口 118.7 亿美元，增

长 8.1%，占全省外贸额比重的 67.4%85。

由此可见，云南对东盟出口的增长趋势高于该

省外贸出口的增长趋势。对东盟进口也处于增长状

态，而云南总体外贸进口则是下降趋势。

云南省海关分析出了云南与东盟贸易的主要特

点，第三季度逐月出口增速不断加快，进口回落明显。

数据分析得出，7 月以来，全省与东盟贸易出口逐月

加速增长，月度同比增幅不断扩大，然而，进口则

逐月下滑。9 月，云南省出口东盟 7.9 亿美元达到出

口额历史新高；进口 2.3 亿美元，接近年内低点。

图 23：云南省与东盟经济较发达国家前 3 季度
贸易份额及增长百分比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以云南水果出口东盟为例，在东盟水果大量呈

现于云南市场的同时，云南产水果也已经成为出口

东盟的畅销品。中国 - 东盟自贸区零关税政策的实

84　“东盟成为云南省增长最快贸易市场”，2013-10-31，http://

www.yn.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3-10/31/c_132846264.htm

85　“云南省1至10月外贸进出口176.1亿美元	对东盟贸易大幅增长”，

2013-11-19，http://news.hexun.com/2013-11-19/159832159.html

施，加快了云南水果出口东盟市场的步伐。云南省

商务厅的数据显示，云南水果贸易在与东盟贸易中

表现良好，仅 2012 年 1-5 月，与东盟水果贸易值就

已经突破 1 亿美元，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是云南出

口水果最大消费国和进口水果最大来源地，进出口

活跃，东盟已成为云南水果贸易最大市场。

有关信息表明，云南与东盟水果具有很强的互

补性，双方处于不同气候带，水果品种、收获季节

具有差异性。云南盛产苹果、梨、柑橘等温带水果，

东盟国家盛产山竹、榴莲、火龙果等热带水果。另外，

云南温带水果品种多、品质优良，而且这些水果上

市时间长，上市节令可早可晚，正好可与东盟水果

季节互补。

云南近年来建立了数十个水果生产基地县，水

果种植面积上百万亩，水果基地县的建立初步改变

了云南水果生产零星分布和品种多、乱、杂的状况，

水果的良种化率大大提高，新发展的果园 90% 以上

都采用了新品种。

目前，云南水果生产已经初步形成区域化格局，

如滇东北、滇西北的苹果产区，滇东的早熟梨、苹

果产区，红河流域的香蕉、菠萝产区，红河蒙自的

石榴产区，滇中的桃、草莓产区等，这些都为云南

省水果生产持续健康发展，与东盟实现优势互补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云南区位优势明显，水果

产业可以利用与老挝、越南、缅甸三国接壤的地缘

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水果市场的网络布置。

缅甸是云南省在东盟地区的最大出口贸易对

象，前 3 季度贸易额达到 23.5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46.8%。其次是马来西亚，前 3 季度贸易额达到 10.3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45.8%。云南出口泰国的前 3 季

度贸易额达到 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9%。老挝、越

南和印尼三国占了云南省前 3 季度出口贸易额比重

的 12.1%。由此可以看出，东盟已经成为中国云南省

最大出口贸易地区。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双方的进

出口贸易带来大量的经济利润和发展机遇，从而促

进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及各方面的发展。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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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的经商环境有所改善

Southeast Asia’s Business Climate Has Improved

根据世界银行 10 月 29 日发表的年度经商环境

报告，新加坡连续八年领先于 189 个国家，成为做

生意最方便或友好的目的地。马来西亚则从第 12 位

提升至第六位，也是第一次登上 10 强的宝座。菲律

宾是东南亚国家之中进步最多的国家，从去年的第

138 位飙升至第 108 位 。文莱则是改善程度第二高

的国家，从第 79 位改善至第 59 位。

泰国和越南的排行没变动，依然保持在第 18

和 99 位。柬埔寨则是唯一退步的东南亚国家，从第

133 位下降至第 137 位。另一方面，尽管缅甸在经济

和政治方面有巨大的改革但做生意仍然是相当困难

的国家之一，该国是世界银行所总研究的 189 个国

家中排名第 182 位。

世界银行经商环境调查主要是针对各个国家的

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创业、操作和结束生意的容易

程度。这包括登记业务、取得业务许可证和施工许

可证、土地登记、获得信贷、获得电力连接、解决

破产等等。这份报告是外国投资者值得参考的报告。

平均而言，在一个国家创业需要 7 个程序、25 天以

及成本费用是人均收入的 32％ 86。

新加坡是全球营业最友好的目的地，归功于其

国开放型的经济、亲商政策和世界级的港口系统。

据新加坡公司注册专家 Rikvin，新加坡的政策鼓励

创业和促进营业，因而吸引更多投资者设立公司。

86　Worst	Countries	To	Do	Business	In	Southeast	Asia:	Myanmar	And	

Cambodia	Lagging	Far	Behind	ASEAN	Neighbors		2013-11-30

http://www.ibtimes.com/worst-countries-do-business-southeast-

asia-myanmar-cambodia-lagging-far-behind-asean-neighbors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经济转型也改善了过去一年

某些领域的弱点，甚至拿下最容易获得信贷的宝座，

而且在保护投资者方面连续 6 年排行第四位。马来

西亚也是唯一成功进入 10 强的穆斯林国家。

菲律宾在一年内攀升 30 个位置，是历史上最大

的改进。其国也超越了排行在第 120 位的印度尼西

亚。菲律宾政府积极的改善营业环境，而且定下目

标在 2016 年成为第 60 位营业环境友好的国家。菲

律宾总统阿基诺甚至建立一个内部机构的工作队，

进行改革促使更容易在菲律宾做生意。

表 12：按照经商易度的经济排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集团

相反的，柬埔寨把创业的手续复杂化了，其政

府规定新申请营商的公司必须经过知识产权部门的

审查及批准才能使用其公司的名称，这延长了不少

营业申请、审批和登记的时间。此外，金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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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高了审批登记文件并加盖的手续费 87。

世界银行的经商环境报告具有推动力的作用，

激发东南亚国家不断的改善其国营商的方便程度、

监管以及政策。政府的条规影响一家公司生命的开

始与结束，所以亲商的条规对健康的商业环境至关

重要。减少繁文缛节以及简化设立和营业过程十分

重要，因为时间对企业家来说就是金钱。

无可否认，东南亚国家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与

条规不仅鼓励更多外国投资者，同时也加强东南亚

区域的商业竞争力。此外，营商条规的改革有助于

提高透明度和打击腐败。整体而言，良好的经商环

境不仅提升各个机构的工作效率，也提高国家的企

业税收，甚至促进东盟经济共同体其中一个主要的

目标，达到高度竞争的经济区域。

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

加快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下）

Asian Infrastructure Bank is to Speed Up Regional 
Integration (2)

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

落实将有望解决亚洲国家基础建设的资金问题以及

加快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泛亚铁路的延续建设将

促进中国 - 亚洲以及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并刺激

各国的经济经济增长。皆因中国与东盟半岛连为一

体不仅提高货物自由流动性，还可以提高成本效应、

整合供应链和区域资源采购，这绝对有助于加快经

济一体化的进程。

中国被视为通过亚投行积极的进行着“金融外

交”。基本上，中国现在是经济和政治强国，所以

从事金融外交是自然的现象，皆因美国也做了几十

年的金融外交。而且，中国在国际机构中的话语权

87　Malaysia	Catches	Up	With	Singapore	 in	Ease	of	Doing	Business		

2013-10-30，http://blogs.wsj.com/searealtime/2013/10/30/malaysia-

catches-up-with-singapore-in-ease-of-doing-business/

和投票权都不符合其经济和金融的力量 88。毕竟，世

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是由欧洲和美国所

主导，而日本则继续发挥在亚行的主导作用。所以，

亚投行的落实不仅可以减弱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金

融依赖度，同时也是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尚佳

的管道。而且有利于扩大人民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

这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的话语权和决策力量也将随

着提升。

截至 2013 年 10 月，中国央行已和 22 个国家和

地区签署总额高达 2.2 万亿元（3611 亿美元）的货

币互换协议 89。在 2013 年 2 月，随着新加坡成为中

国货币的第三个离岸中心之后，中国和新加坡的货

币互换协议也提高了一倍至 3000 亿元（483 亿美元）。

另外在 2012 年，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双边货币互

换协议延长 3 年至 2015 年，而规模增加至 1800 亿

元 （295 亿美元）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也在 2013 年

10 月签署了为期 3 年的 100 亿元（163 亿美元）的

货币互换协议。中国和泰国央行早在 2011 年，签署

了一项 70 亿元（111 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然而，东南亚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发展、资源和

资金需求超越任何单一机构能够负担，包括亚洲开

发银行（简称“亚行”）90。亚行成立于 1966 年，

在 47 年以来一直是亚太地区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

亚行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资源用于亚洲庞大的基础

建设投资需求，设立了东盟基础建设基金（ASEAN 

Infrastructure Fund）、东盟基础设施融资机制 (ASEAN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Mechanism) 、亚洲基础设施

融资倡议（Asian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Initiative）等

等。

因为单靠公共部门和多边开发银行的融资是不

能满足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基础

88　Beijing	works	to	spur	global	development	2013-10-21

http://english.eastday.com/e/131021/u1a7724714.html

89　China	and	ECB	sign	$57bn	currency	swap	deal	2013-10-11

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24486685

90　Asian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Initiative,	Board	 Information	Paper	

from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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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投资。在 2010 年至 2020 年之间，单是东盟的

年度基础设施就已高达 600 亿美元，而亚洲区域的

年度基础建设投资需求高达 7500 亿美元 91。所以亚

行甚至改变心态和转移焦点从主权项目转为公私伙

伴关系（PPPs）。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是个有利于调

动私营部门的金融、管理和技术资源的方式，以提

供高效和现代化的公共服务。由此可见，筹集庞大

的资金是一项极大的挑战，所以亚投行于亚行更应

该建立互补而不是对冲的关系，以确保亚洲经济和

基础建设的稳定发展。

整体而言，亚投行具体的机制、合作方式、入

股方式和监管方式都成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包括

中国会占多大的比重以及资金贡献会多大？如何分

配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比重以及如何设定资金贡献的

比例？毕竟，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倡亚投行之后，中

方至今都未发表详细的内容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第 13届东盟电信和信息技术

部长会议（TELMIN）三大亮点

Highlights of the 13th ASEA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T Ministers Meeting (TELMIN)

2013 年 11 月 15 日，第 13 届东盟电信和信息技

术部长会议（TELMIN）在新加坡正式结束 92。 除

了东盟各国进行彼此的会谈，中国，日本与韩国部

长们也参加了另外一场的相关会议，东盟 +3 电信

和信息技术会议。从这两个会议的成果来看，有几

个亮点是值得重视的。

一、东盟部长们将开始计划后 2015 年的信息和

通讯技术总体规划（ICT Masterplan）。因现有的总

体规划将在 2015 结束而该计划的工作和措施已完成

91　ASEAN	 Infrastructure	 Fund	Readies	 $1	Billion	 Pipeline	 for	

Lending	Operations	2013-5-1，http://www.adb.org/news/asean-

infrastructure-fund-readies-1-billion-pipeline-lending-operations

92　Call	 for	 immediate	start	of	post-2015	 ICT	masterplan,	The	Sun	

Daily,	2013-11-15,	http://www.thesundaily.my/news/882363

了三分之二，计划新的 ICT 总体规划可以确保整个

议程得到进一步的延续性。为此，东盟部长们呼吁

有关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单位始磋商，并在 2015 年

前拟定一个新的总体规划。而以东盟的一贯计划设

置，这个后 2015 年 ICT 总体规划将从 2016 年开始，

直到 2020 年为止。此等鉴定之举也对外界人士表明

了立场，那就是东盟的一体化计划依然是稳固的。

图 24：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参加
第十三届 TELMIN 的部长们合照

 资料来源：Borneo Bulletin

二、中国的积极参与东盟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建

设也是一个亮点。从东盟 +3 电信和信息技术会议

的共识来看，东盟将以中国所建议的 2014 年工作计

划，推动它们与中方的合作项目。这包括政策和经

验交流，新科技实用，运用通信技术在社会经济发

展的项目，应用物联网（IoT）技术作为“智慧城市”

的解决方案，网络和数据保护，网络融合和互联互通，

以及促进中国专家参与有关合作活动 93， 这一系列

的具体合作项目也证明了中国与东盟有意把双边的

信息和通讯技术合作制度化。

三、韩国也从它与东盟的信息和通讯技术能力

93　Joint	Media	Statement	of	 the	13th	ASEA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T	Ministers	Meeting	 (TELMIN)	 and	 its	 Related	Meetings,	

IDA	Singapore,	 2013-11-15,	 https://www.ida.gov.sg/About-Us/

Newsroom/Media-Releases/2013/Joint-Media-Statement-of-the-

13th-ASEAN-Telecommunications-and-IT-Ministers-Meeting-

TELMIN-and-its-Related-M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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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框架里份发挥它的本能。身为一个高度实用电

子服务（e-services）的国家，也是其中一个国家进

行较多的手提应用程序（mobile apps）研发，韩国的

经验是东盟国家非常需要的。也因此，韩国将协助

东盟国家建立和发展一系列公共服务手提应用程序，

这包括医疗保健，交通等等。再者，韩国政府也会

对东盟官员进行培训和知识教育 94， 尽快建立东盟

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人才网”。估计 , 这些措施将

促进东盟所要达到的目标，增加国内资讯和通讯科

技的应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创造以信息和通

讯技术为主的劳动力与缩小东盟国家之间的技术差

异。

四、东盟 10+3 国家的通信部长们对日本在众多

合作领域所提供的协助表示感谢，包括日本对信息

安全、人才发展以及对以 2013-2014 年日本 - 东盟

ICT 工作计划为框架的 ICT 服务的发展所作出的贡

献。部长们还采纳了日本所提出的“东盟智能网络

倡议”，提议内容是日本与东盟在 ICT 领域进行相

互合作。另外，东盟部长对日本为日本 - 东盟 ICT

合作基金提供 300,000 美元的额外协助表示诚挚的

感谢。

东盟各部长和日本都认可“东盟 - 日本信息安

全协作框架”的顺利实施，并同意执行于 2013 年 9

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盟 - 日本网络安全合作部

长级政策会议”的决议，包括共同创造安全的商务

环境，建立安全的信息和通信网络，以及提高网络

安全能力等方面。

另外，此次部长会议还指出 ,“欧盟 - 东盟区域

对话机制 (READI)”已步上正轨，并有望加强欧盟

和东盟之间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互动合作。此外，

部长还指出，将优先实施 2015 重点项目，并辅助东

盟信息通讯技术建立透明、连贯、协调的 ICT 规章

制度，尤其是在频谱管理和宽带发展两个方面。

94　S.	Korea	set	to	help	ASEAN	develop	mobile	apps	for	govt	services,	

Channel	News	Asia,	2013-11-15,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

news/asiapacific/s-korea-set-to-help-asean/887960.html

会议也感谢国际电信联盟的积极协助，因为国

际电信联盟帮助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三国建立通讯

/ 信息通信政策、法律和监管环境。在东盟，国际电

信联盟积极倡议保护海底电缆，建立全国性统计门

户和政策，并以“义务服务民众，向每个学校提供

宽带”为战略框架。而且，在以东盟和国际电信联

盟之间达成的合作备忘录为基础的合作领域，有几

个东盟成员国积极开展活动、项目、培训以及国家

之间的直接互动。各国部长们全力支持亚太电信峰

会的成功举办。为此，国际电信联盟重申将持续支

持东盟及部分成员国，并将展开合作。 

在此次会议期间，东盟不仅对各类政策和监管

对话表现了开放态度 , 而且将与合作伙伴展开更多

的互动，并呼吁通过建立优质的信息通讯技术基础

设施和有技能基础的劳动力，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发

展，共同发挥东盟的竞争优势，致力于 2015 年东盟

共同体的实现。

在未来几年，安邦预计东盟国家将继续纳入信

息和通讯技术的基础设施的供应，相关技术人才培

养和地区信息和通讯技术统一，作为新总体规划的

三大目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目标都不可能只靠东

盟各国所能达到的。为此，外界协助具有关键性作用。

而作为东盟的紧密合作伙伴，中国，日本与韩国都

可以发挥它们的所长，进一步协助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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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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yanma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9)

（上接第 020 期）

五、赢家还是输家 ?	

       3. USDP 和保守派

过去经济权力的第三个核心是一些身家颇丰的

部长，他们掌握着利润可观的投资组合。其中几位

部长成为了 USDP 的关键人物。这个政党是由丹瑞

大将创立的，用来作为统治集团的政治平台。该政

党在 2010 年有缺陷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尽管如此，

之后它还是靠边站了。在新的宪法中不存在执政党

一说，而是由获选代表组成一个选举团，投票选出

一位总统和两位副总统，总统再挑选其内阁——内

阁成员既不必非得是获选代表，也无需是获胜党的

成员。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和内阁成员在任期

间不得参加任何党内活动。这就成为把政党和政府

划分开的一个正式的——哪怕是最小程度的——区

别。

从 2011 年 3 月开始，USDP 发现自身几乎不

再具备什么影响力或地位，因为在一个改良主义的

环境中，对目前的掌权者而言，影响力或地位只是

一种政治责任。这在过去是一种有力的象征——独

裁统治和军事统治的象征，但是现在，人们越来越

觉得这种想法落伍了。在 2012 年 4 月举行的补举

中，USDP 被 ULD 击败，只赢得了 45% 的席位，从

此陷入更大的危机当中 95。如果 2015 年举行的选举

是自由而公平的话，USDP 赢得选举的可能性非常

低，甚至要想获得比较可观的少数席位都很难。既

然 USDP 自身的领导成员都在推动改革进程，那么

USDP 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转变其政治和经济命

运不得而知。据称一些对现状不满的党内高官已几

次尝试鼓动丹瑞接管领导职位。这些尝试都以失败

告终，另外该党的忠心追随者向旧政权的重量级人

物伸出橄榄枝的尝试也都失败了 96。

从经济角度而言，该党不再能够从国家获得利

益，虽然它控制了很多固定资产如土地和办公室，

但是它几乎没有流动性资产。一些高层官员，包括

第一秘书吴昂当都拥有巨额的个人财富和重要的经

济利益，但是尚不清楚这些官员准备让 USDP 在多

大程度上来支配他们的财产。尽管这些个人在议会

中表现活跃，并游说其他议员支持一个保守的议程，

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倾向于用他们自己的金钱来

建立一个政治帝国或者来对改革进程发起挑战。一

位人脉甚广的人士说：“如果问题在于放弃党还是

放弃个人财富，他们会选择放弃党”97。

协调各方的最大问题（除了数量众多以外）是

它们中大多数原本是为实施对内政策而建立的，但

现在却在扮演外交角色。它们对外交局势几乎一

无所知，而且对促进国家外交政策目标几乎毫无兴

趣 98。

95　补举的讨论，见国际危机组织简报：《缅甸的改革》，引用如前，

第四章（Section	IV）。

96　同上。

97　危机组织采访，北京，2010	年 10	月。

98　同上。

V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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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味专注狭隘的机构或行业利益的心态常

常意味着它们的行为对外交政策会产生破坏性影

响 99。例如，国家旅游局和地方政府在有争议地区推

进旅游业的做法引发了其它声索国政府的投诉从而

升级为国际事件 100。

执法部门也带来了同样的问题。渔政局虽然并

非传统的外交政策机构，但近几年该局的船只频繁

用于在有争议地区进行巡逻及解救被外国海军逮捕

的中国渔民 101。中国政府也许认为用渔业巡逻船来

展示实力和建立主权不如海军那么咄咄逼人，但其

它声索国的政府和人民仍然视之为不断膨胀的中国

威胁的一个体现 102。并且，每个此类执法机构的巡

逻都让中国军队的参与显得比事实更为显著 103。不

言而喻，这些机构处理外交政策事件的方式远不如

受训的外交事务官员有外交手腕，因此为邻国对中

国的惧怕和对中国军方意图的怀疑火上加油 104。

99　危机组织采访，北京，2010	年 10	月。

100　同上。

101　同上。

102　危机组织采访，河内，2010	年 12	月及 2011	年 7	月，马尼拉，

2011	年10	月及2012	年1	月，吉隆坡，2011	年5月，雅加达，2010	年1	月。

103　同上。

104　同上。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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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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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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