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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从东盟竞争力看东盟经济发展前景

ASEAN Competitiveness: The Trends of ASEAN 
Development

博鳌亚洲论坛近期发布的《亚洲竞争力 2014 年

度报告》显示，新加坡挤下中国香港成为 2013 年亚

洲最具竞争力的国家，而柬埔寨则在 37 个被评估的

对象中连续三年位居末席 1。而去年 9 月份由世界经

济论坛所发布的《2013-2014 年度环球竞争力报告》

亦显示，在东盟 10 个成员国中，新加坡连续三年位

居老二的位置，其积分也逼近榜首的瑞士，而新入

榜的缅甸在接受评估的 148 个国家中位居 139 位 2。

无论是亚洲竞争力报告，还是环球竞争力报告，

东盟都可以说是令人瞩目的对象，引人注目的地方，

就在于东盟成员国之间出现的深层差异。这种差异

不仅来自于国土面积、人口比例、教育程度等，更

来自于经济发展、国家竞争力、政治体系等层面。

这种强烈的对比，都可在两份竞争力报告中看出一

斑。

随着 2015 年实现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期限迫在眉

睫，究竟这种深层差距对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发展

而言，是一个缺陷还是一个优势呢？值得注意的是，

在今年 2 月份召开的东盟经济部长级会议中披露，

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准备工作截至 2013 年底仅完成其

中的 72%3，这比去年中期发布完成约 80% 的准备工

1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 2014 年度报告》，北京：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出版社，2014 年 3月，第 16 页

2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3-2014,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	page	15

3　20th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Retreat	Meeting,	 2014-3-

17,	http://www.moit.gov.vn/en/News/515/20th-asean-economic-

ministers-retreat-meeting.aspx

作还要低 4。

尽管东盟部长们都确认 2015 年实现经济一体化

的决心，也出台多项措施加强准备工作，但在剩余

不足 2 年的时间内，任何的努力都将看似仓促。其中，

柬埔寨劳工部旗下的人力资源与就业部副董事纳拉

特（Chuop Narath）就坦诚，柬埔寨至少短期内都

无法达致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尤其在劳动力与

专才流动这板块上 5。

表 1：东盟成员国基本数据

注释：以 2012 年世界银行的数据为准。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13-2014 年环球竞争力报告》

虽然目前仍无法确认 2015 年的东盟是否能迈向

经济共同体的目标，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相

对和平的政治格局，将能提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4　ASEAN	to	Establish	AEC	by	2015,	2013-9-11,	http://archive-1.

mizzima.com/news/regional/10049-asean-to-establish-aec-by-2015

5　Official	Says	Cambodia	Not	Ready	for	Asean	Free	Trade,	2014-3-

29,	http://www.cambodiadaily.com/news/official-says-cambodia-not-

ready-for-asean-free-trade-5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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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竞争力的提升，则自然将带动整体经济取得增长。

竞争力与经济的相互提升，也自然而然能逐步减少

东盟成员国之间的深层差异，这与东盟成员国之间

的内部协调相比，则是一个间接走向经济一体化的

方式。

因此，深层差异究竟是缺陷还是优势，这也变

成相对次要的问题，关键就在于东盟成员国之间是

否能够从当前的深层差异中找到共同点与互补之处。

1、东盟各国竞争力的差异

表 1 所显示的是东盟各成员国的人口数量与经

济产值。无论从人口数量，国内生产总值，乃至于

人均收入而言，东盟成员国之间都有着巨大的鸿沟。

当然，这种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是由多种因素构成，

如经济起飞的先后顺序、经济发展的着重点、是否

拥有丰富资源、国内政治与社会格局的不同等等。

因此，在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力时，不

应该只是着眼其经济发展总值与人均收入等基本数

据，而是应该从更广泛的层面，即其实际的竞争能

力为准。也就是说，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的高低，

并不能单单用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与经济影响

力。唯有透过政府执行效率、基础设施发展状况、

卫生与教育水平、劳动市场、金融市场、科技发展

等等综合式检验，才能看出一个国家在市场上的竞

争力，以及其所能够发挥的实际影响与作用。

根据博鳌亚洲论坛与世界经济论坛的两份竞争

力报告，基本反映出，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力，

已出现显著的差异与分化。新加坡持续地高居世界

级地位，而柬埔寨、老挝与缅甸则长期位居下游位置；

中流位置上，马来西亚处在更高的水平，泰国、印尼、

菲律宾与越南则在力争上游中面临不少的阻力。

竞争力报告指出，这种分化的趋势，主要是受

到 2013 年亚洲经济机体减速的影响所致 6。其牵连

6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 2014 年度报告》，北京：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出版社，2014 年 3月，第 28 页

的因素还包括美国联邦储备局宣布退出宽松措施所

导致的外资大幅流出，投资疲软，以及对外贸易下

滑等。当中，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内部问题，如泰

国政治乱象、印尼的政府商业行政效率下滑、菲律

宾天灾人祸的疲于应对等等，都是各别国家竞争力

走软的因素之一。

无论如何，相较起其它类似的联盟，如南亚区

域合作联盟（SAARC）等，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内部

默契，如依靠区域内需增长、基础设施连接、企业

间相互合作等等与东盟经济一体化议程相关的合作

与发展，仍然让东盟整体的竞争力维持在相对平稳

的水平 7。

表 2：《亚洲竞争力 2014 年报告》
中的东盟国家排名

资料来源：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 2014 年度报告 8

可以说，东盟成员国的经济总值与竞争力虽然

出现显著的差异，并在迈向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面

临着巨大的挑战，但从整体角度而言，东盟成员国

所出现的分化，只是先后顺序的差异，所有的东盟

国家依旧是处在相对正面的增长阶段。换言之，除

7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3-2014,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	page	32

8　根据亚洲竞争力报告内容，文莱、老挝与缅甸不被包含在评估体系内，

主要因为这些国家经济规模很小，或很难获取其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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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季度性（烟霾、选举等）与突发性（外资流出、

骚乱、天灾等）的因素外，东盟国家依然维持着正

面的竞争力增长格局。

若注意表 2 与表 3，或许会发现到当中印尼在

两份报告的排名出现最为显著的反差。在亚洲竞争

力报告中，印尼位居第 30，并滑落了 6 个位置，仅

跑赢柬埔寨一国；但在环球竞争力报告中，印尼的

排名却大幅增长 12 个位置，位居在第 38，靠近排在

第 37 的泰国。两份报告的升跌与排名反差如此巨大，

实际上也反映出两份报告的着重点之不同。

根据环球竞争力报告，印尼取得大跃进的因素，

主要是基础设施部分排名大幅上升 17 个位置到第

61 名。该报告指印尼过去忽略基础设施多年后，近

期的积极发展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已逐步看出其

成效，而给予较高的分数 9。同时，环球竞争力报告

也将印尼列为效率导向的行列，因而排名也比较靠

前。

亚洲竞争力报告主要反映出去年亚洲经济集体

减速的层面，从而使印尼投资增速从 3 年平均增长

9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3-2014,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page	35

9% 下滑至 5.2%，以及印尼煤炭与棕榈油等初级产

品价格滑落导致出口表现不佳等等因素纳入考量，

因而在商业行政效率与社会发展等环节失分，面临

排名与积分下滑的趋势 10。因此，印尼在排名上的反

差，只是特殊个案，不至于影响东盟整体的竞争力

增长趋向。11 12 13

2、从东盟竞争力差异与困境中寻找机遇

上一环节基本透露两个重要讯息。第一，东盟

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与竞争力确实出现深层差异，但

10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 2014 年度报告》，北京：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出版社，2014 年 3月，第 6与 28 页

11　发展阶段共分为条件导向、效率导向与创新导向三类。所谓条件导向，

就是国家经济发展依然是以最基本的条件，如基础设施发展、初步的卫

生与教育、政府与机构运作等方面为大前提。而条件导向成熟后，一个

经济体就会转以效率为导向，如高等教育培训、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

场发展等等。当这些效率导向的条件满足后，则会再提升至最高的层面，

就是以创新为导向；属于这个阶段的，都是高度成熟与发展的先进国家。

至于那些满足了条件导向，或效率导向，但仍未完全步入另一阶段的，

就归纳在过渡期间的行列。世界经济论坛在报告中纳入这个评估环节，

主要在于让同类型的经济体进行竞争力比较，而后才以整体方式进行比

较。这能够免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竞争力比较上的缺失

12　虽然文莱的人均收入已达到先进国的水平，但它也仅被列为第一至

第二阶段的过渡期行列中。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说辞，虽然一些国家若

依靠丰富的天然资源取得较高的收入，但这些发展也只是被列为条件导

向的部分

13　环球竞争力报告于 2013 年首度将老挝和缅甸纳入评估行列，从而完

整了东盟成员国的全面评估

表 3：《2013-2014 年环球竞争力报告》中的东盟国家排名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2013-2014 年环球竞争力报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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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展顺序的差异，整体竞争力是朝正面发展的。

第二，全球经济环境虽会对东盟经济带来影响，但

通过区域内部的协调与互补，所谓季度与突发性因

素，并不会造成东盟竞争力处在长期的低迷状态。

同时，正如本文开篇所提出的，深层差异究竟

带来发展与合作上的缺陷还是优势，取决于东盟成

员国之间的态度，以及是否能从差异与困境中寻找

机遇。马来西亚安邦咨询相信，尽管以目前进度而言，

东盟经济共同体要在2015年落实仍存有一定的难度，

但经济一体化的方向确实正确，以及必须要往前迈

进。对于经济一体化，应抱持乐观态度。

除了经济发展差异是当中阻力外，近期关注东

盟的媒体还提出了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其他关键阻力，

包括东盟缺乏主要领导角色，以及东盟成员国之间

的政治意愿与能力不一 14。前者，是希望印尼能担起

领导角色，但印尼将举行大选，新任总统短期内或

无暇兼顾国内与东盟事务；而后者，除了政治意愿

不一致外，东盟成员国在技术、科技、经济发展与

14　2015 年大限将至	 东协经济一体化成空谈，2014-4-14，http://

www.nanyang.com/node/613869?tid=696

优先项目等课题上，都存在差异。

事实上，东盟需要的不是一个领导角色，政治

意愿与各国能力不一，也不是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关

键阻力。问题在于，在经济共同体发展过程中，东

盟成员国之间是否发现了问题所在，以及是否愿意

就这些问题进行解决与互补呢？

因此，东盟面临的首要选择是，从当前东盟的

深层差异中寻找突破点，了解各东盟成员国的实际

问题所在。马来西亚安邦咨询根据环球竞争力报告

中东盟各成员国在经商环境中最感头痛的 5 大因素

进行归纳与类比。

从该归纳出来的图表中，可以发现，贪污腐败

以及政府官僚体系导致的效率低下，是东盟成员国

中主要困境，尤其是贪污腐败问题，共有 3 个国家

列其为首要困境。而在对抗贪污问题上，新加坡恰

恰就是全球打击贪污最具效率的国家之一 15。尽管

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也将贪污列为主要的经商困境，

15　新加坡对腐败“零容忍”，2014-1-13，http://news.ynxxb.com/

content/2014-1/13/N12723322080.aspx

表 4：东盟十国经商环境中最困难 5 大因素（1 为最关注，依序排列）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2013-2014 年环球竞争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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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国政府自 2010 年来致力于打击贪污的措施，也

逐步有了一定成效。因此，只要这些被认为贪污腐

败是经商困境的成员国，愿意向新加坡取经，并致

力于改善国内的政策环境，该问题必然能得到有效

舒缓，降低经商困境。

图 1：吴作栋出席博鳌亚洲经济展望 2014 年会

资料来源：腾讯财经

换言之，面对相关困境的国家，如果能够向应

对该问题表现较好的国家学习与取经，即成员国之

间以互补的心态提升各国的竞争能力，东盟经济共

同体的实现，将无惧于任何的阻力与挑战。然而，

相信当前的最大困局还是，东盟已经被如何解决剩

余 20% 筹备进度的框架困住，而无从跳脱出来，从

客观的角度去发现与解决一些看似“外在”却又是“关

键”的问题 16。

3、小结

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今年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上表示，发展高度竞争力是东盟的未来蓝图，

并与中国和其他区域市场竞争 17。同时，他指出，东

盟也将致力于增加各国的互联性，并解决非关税壁

16　2015 年大限将至	东协经济一体化成空谈，2014-4-14，http://

www.nanyang.com/node/613869?tid=696

17　新加坡荣誉国务咨政：东盟要和中国竞争，2014-4-9，http://

finance.sina.com.cn/hy/20140409/201618749387.shtml

垒，实现商品自由交流与提升投资透明度。而吴作

栋的致词中也提及，要提供公平的发展机遇，实现

东盟范围内的平等，才能真正意义上形成经济一体

化。

而中国有评论李克强总理在论坛上的演讲时认

为，“亚洲各国的发展，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不是

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只要继续维系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互利合作，就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

的效应”18。

无论是吴作栋提出的“公平”与“平等”，还

是李克强释放出来的互补互利，都可反映出，东盟

各国在提升各别竞争力上拥有良好前景，但必须建

立共同平台，共同努力打造一个经济共同体。这种

平等，是机会与条件上的平等，而不是实体经济发

展上的平均。东盟经济一体化，是在高度竞争的环

境中，各国都能以互补的方式取得增长。这才是东

盟当前最迫切需要正视的环节。

18　李克强总理博鳌讲话释放了什么信号？，2014-4-10，http://

opinion.cntv.cn/2014/04/10/ARTI13971331607329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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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糖业发展面临走私问题困扰

Vietnam’s Sugar Industry Is Troubled by 
Smuggling Issue

4 月 3 日，越南糖和甘蔗协会（VSSA）要求监

管放宽出口规则，施行灵活性的食糖出口系统以促

进国内出口业务。起因是目前的规定要求企业必须

在出口前显示销售合同和银行付款单 19，令食糖进出

口相关的企业感到十分不便。据 VSSA 信息，越南

的食糖库存在二月底已经达到 51 万吨，其储量同比

高出了 10 万吨。然而，今年的存量预计将随着甘蔗

收成增加而继续攀升。

图 2：越南国内、出口以及泰国边境省份
每公斤食糖价格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此外，VSSA 更大的关注是从泰国经柬埔寨的西

南边境的走私糖活动，该非法活动占据湄公河三角

区 70％至 80％的糖类市场份额。去年约 40 万吨的

泰国白糖成功非法进入越南，估计该数字将随着今

年食糖下滑的价格而提升。泰国 2013/2014 年度的

19　Sugar	association	asks	for	export	relief,	2014-4-3,

http://bizhub.vn/news/5165/sugar-association-asks-for-export-relief.

html

糖产量将创历史新高至 1130 万吨，所以 VSSA 认为

大批的糖将从泰国边境非法进入越南。皆因泰国边

境省份的糖售价为每公斤 55 美分，比越南国内每公

斤 60 美分的销售价格还低 20。因此，越南糖厂积极

地出口食糖以避免直接与走私进口糖相对抗。

中国在 2013/2014 年度的食糖产量将高达 1420

万吨，然而国内需求却是 1630 万吨左右，所以中国

不得不进口 200 万吨的食糖。越南有望销售约 40 万

吨的食糖至中国市场以削减其国的库存。到目前为

止，20 万吨的越南白糖已授权出口于中国，该国将

继续出口另外 20 万吨糖给中国 21。虽然越南的食糖

产量远多于需求，但基于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

越南今年依然需要进口 7.7 万吨的食糖。

越南需要更有效的措施以解决食糖走私问题所

导致的国内市场供应过剩，否则长期对食糖产商不

利。而且，买家抢着进口邻国便宜的白糖而生产商

急于出口食糖以减少库存的现象也将持续不断。单

是走私糖的问题就让越南错过 2380 万美元的税收，

它毕竟逃过了当地食糖生产者必须支付 5% 的增值

税以及 10% 的企业所得税。除此之外，高储量的食

糖也将迫使甘蔗价格下降，导致农民蒙受损失。

20　Producers	hurry	to	export	sugar,	consumers	rush	to	import	sugar,	

2014-3-12,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business/97246/producers-hurry-to-

export-sugar--consumers-rush-to-import-sugar.html

21　Vietnam	to	sell	400,000	tons	of	sugar	to	China	this	year,	2014-3-

31,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851853.shtml#.Uzu9q_mSy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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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燃油补贴问题需有效解决方案

Indonesia's Fuel Subsidies Need Effective 
Solutions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区域最大的经济体以及人

口最多的国家，其国 8780 亿美元经济规模中的 60％

都是基于国内消费。印度尼西亚 2014 年 2 月份的贸

易平衡随着出口的增加扭亏为盈，而 3 月份的通胀率

则是近九个月以来的最低，原因在于食品价格如大米、

葱和大蒜等都相对得到控制。印尼中央统计局 4 月 1

日的数据显示，印尼今年 2 月份的出口达到 145.7 亿

美元，而进口则是 137.8 亿美元，盈余 7.9 亿美元 22。

图 3：印尼 2014 年贸易平衡（单位：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印度尼西亚统计局信息整理

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增加有助于提升 2 月份的

出口，再加上印尼盾疲软在过去的一年内贬值了约

20％，使印尼出口到海外的产品价格更具有吸引力与

竞争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身为净石油进口国，印

尼显著的经济问题依然围绕着燃料补贴，并且不断的

承担国民对能源需求提升所产生的经济风险。

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印尼补贴燃料的消费量

超过配额，使政府不得不进口更多的燃油，导致贸

易赤字扩大。而且为疲软的印尼盾施加了更大压力。

22　Indonesia	Swings	 to	Trade	Surplus,	While	 Inflation	Slows	 to	

9-Month	Low,	2014-4-1,	http://www.thejakartaglobe.com/business/

indonesia-swings-trade-surplus-790m-february/

然而，燃油补贴受选举因素所影响，不会在今年或

明年年内起变化，毕竟消减燃油补贴已成为印尼选

举敏感的话题。该国的议会和总统选举分别将在今

年 4 月 9 日和 7 月 9 日举行。

印尼分别在 2012 年和 2013 年承担了 180 亿美

元和 250 亿美元的燃油补贴，预计该国的燃油进口

将在 2018 年创历史新高，从目前的 404 亿美元增加

到 635 亿美元 23，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承担更重的负担

以维持该策略。燃油补贴从 2006 年开始占政府支出

的 14.5% 提升至目前的 20.9％，这的确是投资者和

商界关注的因素之一。毕竟印尼的燃油补贴阻碍政

府把资金投资在更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上。

无可否认，印尼必须尽快寻找解决方案以及做

出艰难的决定，以确保经济可持续的发展，因为国

家不能长期不断的承担燃油补贴的开支。该国需要

加大能源生产以及提高石油勘探和炼油能力以创造

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消费结构。

亚洲基础设施卓越中心：

对新加坡有什么机遇？

Singapore’s Role in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Centre 
of Excellence (AICOE)

2014 年 3 月 31 日，亚 洲 基 础 设 施 卓 越 中 心

（AICOE）正式在新加坡开始运作 24。这是一个以新

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IE Singapore）、亚洲发展银

行（ADB）和加拿大外交与贸易发展部的合作项目。

该中心已获得第一轮资金（1362.3 万美元）以作为

23　Indonesia:	The	perils	of	oil	subsidies	by	Societe	Generale,	2014-

3-14,	https://publication.sgresearch.com/en/1/0/202911/138085.html?si

d=c40166bb876322750b8cc079a18bfe03

24　Asian	 Infrastructure	 Centre	 of	 Excel lence	 commences	

operations,	 亚 洲 新 闻 频 道	(Channel	NewsAsia),	2014-3-31,	http://

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business/singapore/asia-

infrastructure/10545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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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用途 25。作为该中心的主办方之一，新

加坡又再次成为亚洲地区的焦点。那么它带给新加

坡什么机遇呢？

表 5：亚洲基础设施卓越中心项目

资料来源：Channel NewsAsia（亚洲新闻频道）

和 Today Online

一、AICOE 的成立将提升新加坡作为整个亚洲

基础设施融资与发展中心的作用。为此，有两方面

值得重视。1. 由于新加坡是本地区的一个重要金融

中心，有关的工程可以从民营银行和政府机构筹集

到更多的资金。也因亚洲银行业与各政府是项目的

主要贡献者（或担保方），民营银行可以借这次机

会投资在相关的工程，并获得一定的利润。2. 新加

坡的自由市场也方便资金自由流通。这种便利会鼓

25　Singapore	status	as	 infrastructure	hub	boosted	with	new	centre,	

Today	Online,	2014-3-31,	http://www.todayonline.com/singapore/

singapores-status-infrastructure-hub-boosted-new-centre

励资助者投资在基础设施项目领域。3. 已经拥有高

端技术的新加坡可以通过 AICOE 向各亚洲国家（包

括东盟在内）销售一流科技并分享有关的经验。高

水平机场管理与水资源管理以及良好的交通和发电

系统都是几项重要的合作领域 26。更关键的是，新加

坡已经具备了很多基础设施融资和有关人才教育 -

培养的项目。如表所示，目前新加坡政府已落实了

三项项目而另一项项目已经确定了。

除了通过基础设施融资峰会寻找融资方式和投

资者，新加坡也对有关人才教育 - 培养做了大量的

工作。因建立在大学以及政府机构的关系，新加坡

也开始开设相关课程，例如行政课程和基础设施发

展课程。同时，新加坡国立大学也将在 2014 年 5 月

份开始给大学生提供一系列实习机会 27。这些课程

和实习机会都是本地区的独特课程。

二、新加坡可以进一步深化它与中国的合作关

系。因新加坡已经是中方的紧密经济合作伙伴，该

国可以通过 AICOE 再加强双边合作关系。该中心

的项目协调和融资岗位可以成为赞助国（包括中国

在内）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可以考虑与 AICOE 建

立合作关系，尤其是通过习主席所提议的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建立一个长久的合作

机制。这也符合中方的合作方针，那就是与其他亚

洲金融机构合作经营某个项目。在这一点上，亚洲

基础设施卓越中心给中方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合作伙

伴。

总体而言，AICOE 是亚洲目前很需要的机构。

在大部分亚洲国家都面临财政紧缩的情况之下 28，其

机构的诞生有利于解决当前的三大问题：资金短缺、

科技匮乏以及人才不足。基于新加坡拥有资金、技

术和人才的优势，选择在该国建立 AICOE 是一个

明智选择。

26　Asian	Infrastructure	Centre	of	Excellence	commences	operations,	

亚洲新闻频道

27　同上

28　同上，从 2008 年开始，亚洲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没有大量增加，

项目的总数和总价值都没有很明显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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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旅游年正经历考验

Visit Malaysia Year 2014 (VMY) Undergoes 
Challenge

尽管 2013 年初马来西亚就启动“2014 马来西

亚旅游年”的宣传与造势活动 29，但年初的烟霾现

象 30，马航 MH370 失联事件，以及沙巴边防疏漏等

诸多问题 31，已考验着马来西亚旅游业的前景。

表 6：马来西亚旅客入境人数与收入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旅游局

根据旅游局的数据，马来西亚去年共吸引约

2572 万名外国旅客入境，并带来约 654 亿令吉（约

合 201 亿美元）的总收入，两者皆自 2004 年以来

取得正面增长。然而，入境总人次仍较政府预设的

29　黄燕燕吁国人携手推广「2014 旅游年」，2013-1-11，http://

www.orientaldaily.com.my/?option=com_k2&view=item&id=38530:20

14&Itemid=113

30　Haze	will	 affect	 tourism	arrivals	and	 retail	 sector,	2014-3-15,	

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4/03/15/

Haze-will-affect-tourism-arrivals-and-retail-sector/

31　2 案 重 创 旅 游 业　3 万 中 国 客 取 消 来 马，20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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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view=item&id=109558:2-3&Itemid=113

2600 万目标（最初为 2680 万）要低 32。

表 7：2012 年与 2013 年马来西亚旅客入境人数
（前十位国家）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旅游局

旅游局表示，2013 年表现低于预期，主要受第

十三届全国大选以及烟霾等问题所影响 33。而政府

冀望，在旅游年的扶持下，马来西亚料能在今年达

致 2800 万旅客入境的目标，从而带来约 760 亿令吉

（约合 234 亿美元）的总收入。

但旅游年的目标或许将会落空。2 月初，马来

西亚就开始面对着干旱气候恶化的现象，除了国内

林火产生的烟霾外，多个城镇与旅游重点区也出现

水源短缺的趋势，这不仅影响到旅客与消费者情绪，

同时也带来了骨痛热症（Denggi）与肺痨病（TB）

等疾病散播。根据卫生部的数据，截至三月中旬，

国内已有超过 2 万宗骨痛热症病例，这与 2013 年同

32　Malaysia	misses	2013	 tourist	arrival	 target,	2014-2-26,	http://

www.theedgemalaysia.com/business-news/277326-malaysia-

misses-2013-tourist-arrival-target.html

33　同上



 / CHINA-ASEAN WATCH /  2014.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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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相比已增长 4760 宗 34。

同时，马航 MH370 航班在 3 月 8 日失联，以

及中国旅客 4 月 3 日在沙巴东海岸被菲律宾武装分

子绑架这两起事件，也引起国际舆论，尤其中国舆

论对于马来西亚的关注。回顾 2013 年的数据，中国

旅客入境人次仅排在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之后，共

179 万人次。政府原本冀望今年将能吸引 200 万中

国旅客入境 35。

马来西亚入境旅游协会副会长梁伟虹指出，上

述事件的先后发生，前来旅游的中国旅客已大幅降

低 75%，并有超过 3 万名旅客取消来马的行程 36。

而业内人士也称，中国旅客取消行程，将对马来西

亚带来约 1.2 亿令吉（约合 0.37 亿美元）的经济损

失 37。

马来西亚旅游年的目标无法达致，所面对的问

题看似“非战之罪”，都可以归咎环境或个案处理。

但延伸下来，这些问题实际也与政府的执行力与效

率相关，当中多项问题基本都是潜伏已久的“老毛

病”。马来西亚若有强烈意愿要在 2020 年之际，取

得 3600 万旅客入境的成绩，以及带来1680 亿令吉（约

合 516 亿美元）总收入的宏大目标 38，除了在于强化

旅游业与宣传外，更重要的还是需要改善环境、执

行力与应对效率等“外围”因素。

34　Dry	spell,	diseases	spoil	Visit	Malaysia	Year,	2014-3-15,	http://

www.freemalaysiatoday.com/category/nation/2014/03/15/dry-spell-

diseases-spoil-visit-malaysia-year/

35　Malaysia	eyes	two	million	Chinese	tourist	arrivals	 in	2014,	2013-

12-24,	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3/12/24/Tourism-

Malaysia-China.aspx/

36　2 案 重 创 旅 游 业　3 万 中 国 客 取 消 来 马，20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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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view=item&id=109558:2-3&Itemid=113

37　中国赴马游客将骤减 3 万	经济损失 2.3 亿，2014-4-13，http://

my.xinhuanet.com/2014-04/13/c_126385089.htm

38　同 35 注

大众拟投资建厂给泰国汽车业带来机遇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of Thailand Is Facing 
Opportunity

2014 年 4 月 8 日，泰国举行了“东盟经济一体

化对汽车产业的影响”研讨会。各方专家探讨了东

盟经济一体化对汽车产业的影响，尤其是将促进泰

国汽车业的发展。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泰国将可

增加向湄公河流域国家柬埔寨 / 老挝 / 缅甸 / 越南

（CLMV）出口汽车，同时可以从生产成本较低的

上游汽车零件进口零件来使用，可享受零关税优惠，

同时边境贸易将会快速增长 39。

图 4：2013 年泰国不同日系品牌汽车销量（单位：台）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图 5：泰国日系汽车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39　东盟经济共同体建成将促进泰国汽车业发展，2014-4-9，http://

www.bbrtv.com/2014/0409/1581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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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丰田汽车（TMT）公布的 2013 年 12 月国

内新车销量同比下降 21.3% 至 113921 台。分车种

来看，乘用车销量下降 28.3% 至 51056 台，商用车

下降 14.4% 至 62865 台，其中 1t 皮卡下降 13.5% 至

54549 台 40。

图 6：德国大众计划在泰国投资建厂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泰国的汽车行业分品牌来看，丰田（不含雷

克萨斯）销量下降 13.7% 至 444707 台，获得 33.4%

的份额。本田销量增长 24.5% 达 213155 台，获得

16.0% 的份额。超过五十铃，首次上升至第 2 位。

五十铃销量下降 3.3% 至 206333 台，获得 15.5% 的

份额。

泰国政府去年 10 月份公布的一份声明显示，为

了促进该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将为整车组装及零部

件和发动机生产业务提供税收激励。为了获得这一

优惠政策的车企需要在今年 3 月 31 日之前提出申

40　泰国 12月新车销量降 21.3%至 11.4 万台，2013 年销量降 7.4%至

133 万 台，2014-1-22，http://www.marklines.com/cn/statistics/flash_

sales/salesfig_thailand_2013

请，并且斥资 2 亿美元在当地建造工厂，且工厂需

在 2019 年之前投产，在投产第四年的产能至少要达

到 10 万辆 / 年以上。

大众内部相关人士透露，德国大众汽车已向德

国政府申请在泰国投资建厂，其意义在于同日本争

夺东南亚市场。大众在泰国投资建厂将充分享受该

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优惠的税收政策下，美国福特、

通用汽车公司也开始积极推进在泰国的投资。

从较大范围来看，在今后 3-5 年中，泰国汽车

产业将获得直接和间接的好处，尤其是劳务市场开

放后，泰国汽车产业将获得较低成本的产业技术干

部，如工程师，而目前还无法跨境自由就业。东盟

经济共同体（AEC）将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建成，

不过就目前来看，泰国有关政策法规以及当前国内

政局不稳的环境，将会带来一定的阻碍，泰国汽车

业的机遇和挑战并存。

菲律宾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Philippines Focuses on Investing the Infrastructure 

为改善环境，吸引外资投入从而发展本国经

济，菲律宾政府已计划于 2014 年投入逾 4 千亿比索

（约合 90.4 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菲律宾预

算部长在经济会议上表示，具体来说，菲律宾 2014

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将达到 4040 亿比索（约合 91.3

亿美元），约占到 GDP 的 3.1%，而去年的投入是

2880 亿比索（约合 65.09 亿美元）。2015 年计划在

表 8：2013 年泰国汽车销量对比（单位：台）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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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方面投入 5870 亿比索（约合 132.7 亿美元），

占 GDP 比重将达到 4% 左右。菲律宾将把资金主要

投向与旅游、制造业、农业、渔业相关的基础设施，

比如说已确定的 52 个重点渔港项目 41。

图 7：1999-2013 年菲律宾 GDP 增长率走势
（单位：年、百分数）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图 8：菲律宾长滩岛

资料来源：去哪网

2013 年惠誉评级（Fitch Rating）将菲律宾主权

信用评价升级为投资级别，将有助于推动该国的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政府将为国家社会和经济部门创

造更大的空间。菲律宾财政部长表示，随着菲律宾

获得投资级别的评级，菲律宾将进一步加强经济建

41　菲律宾：基建投资超 4千亿比索	渔业成重点项目，2014-3-29，

http://www.cifnews.com/article/8593

设，扩大主要社会经济服务和财政空间，同时，菲

将更加致力于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强力推动其国

内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42。 

菲律宾视海滩和度假区等景点为该国旅游业的

亮点，但游客更关注如何到达这些景点——如航线、

机场、码头等因素，以及安全问题，而这些恰恰是

菲律宾的短项。相比东盟其他国家，游客往往认为

菲律宾在到达景点方面做得最差。

图 9：菲律宾预算管理部（DBM）的预算分配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菲 律 宾 预 算 管 理 部（DBM）宣 布 2014 年 有

538.7 亿比索（约合 12.17 亿美元）用于交通建设。

目前，阿基诺政府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拨

付了 488.9 亿比索（约合 11.05 亿美元）用于国际机

场和铁路的改造。DBM 表示今后两年将继续支持这

项工作，计划到 2016 年将 GDP 的 5.1% 用于基础设

施建设。此外，DBM 考虑通过预算倾斜来推进旅游、

农村电气化以及中小企业发展 43。

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工程机械产品。中

国工程机械产品由于性价比高、价格适中，并且距

42　惠誉提升菲律宾信用评价有助推动菲基础设施建设，2013-4-2，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304/20130400075658.

shtml

43　菲律宾政府分配 538.7 亿比索预算用于交通建设，2014-2-21，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221/11716879_0.shtml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4.0413

缅甸的外国投资则不断增加的同时，来自中国

的投资却在减少。2013 财政年度（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3 月），缅甸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骤减至

2012 财政年度的 10% 以下，而在 2011 财政年度缅

甸接受的海外投资中，中国占到了 90% 以上。2013

年 4-12 月，中国在缅甸的投资约 1800 万美元，锐

减至 2012 财政年度（约合 4 亿美元）的 1/20，与高

峰时期的 2010 财政年度（约合 82 亿美元）相比，

还不到 1%。

图 11：2010 年 -2013 年中国在缅甸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目前来说，泰国由于地理优势的原因，在外国

对缅甸投资中排第二位。由于日本目前正在加大在

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加上欧美对缅甸的经济制裁解

冻，西方国家的投资也在涌入缅甸。2012 年，西方

国家大幅度地减免和重组了对缅甸债务，总额达到

60 亿美元。其中日本就减免和重组的债务额度就达

到 30 亿美元。今年 3 月日本向缅甸提供约 80 亿日

元（约合 8000 万美元）的无偿资金援助，用于完善

以缅甸最大城市仰光为中心的铁路运行监控系统及

医院引进最新医疗设备 45。

在面临其他国家竞争的同时，中国在缅甸的投

45　日本宣布再向缅甸提供近 5亿元无偿援助，3014-3-24，

http://news.youth.cn/jsxw/201403/t20140324_4910126.htm

离菲律宾更加接近，得到了菲律宾的关注。菲律宾

公共工程和道路部部长曾经表示，希望探索与中国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双边合作的可能性。这就意味

着中国工程机械产品进军菲律宾市场有着更大的可

能性。

缅甸吸引多国资本竞相投资

Myanmar Attracts Multinational Capitals on 
Investment

缅甸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 4 月

至 12 月，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为 21.5 亿美元，达到

2012 财政年度的 1.5 倍。在缅甸南部与泰国接壤的

土瓦地区，这里正在修建一座新的港口和一个 250

平方公里的工业园，据称将吸引 86 亿美元的投资，

主要来自泰国、韩国、日本和西欧 44。

图 10：投资缅甸的主要亚洲国家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44　缅甸中资锐减	现多方博弈，2014-3-31，

http://stock.sohu.com/20140331/n3974579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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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也面临一些问题。中国企业对当地环境和社

会了解不足，在缅甸的投资大多集中于资源、能源

领域。这些都加大的中国企业在缅甸投资的风险。

投资缅甸的企业应该减少投资能源、原材料这

些并不受当地人欢迎且容易引发环境问题的领域。

企业还要注意民意，投资缅甸正在鼓励发展的电信、

纺织、制鞋、饮料、养殖等领域，这些行业既能满

足企业的投资需求又能增加缅甸当地就业。

上述信息表明，在未来数年当中，将会有更多

外资涌入缅甸。企业想要继续维持在缅甸的投资和

收益，应该尊重当地人的需求，让当地人从企业投

资的项目中获益，同时遵守缅甸相关的法律，关注

缅甸的政治和经济走势。

老挝经济发展加速与面临挑战并存

Laos Is Speeding up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Facing Challenge

据老挝国家商业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2013 年老挝新增 5474 家注册私营企业。目前老

挝全国共有 97122 家私营企业，资产共计 98 万亿基

普（约合 125 亿美元），上缴利税约 7.69 万亿基普（合

9.6 亿美元）。私营企业招收的外籍员工有 3.6 万人，

员工总人数为 36.2 万 46。

自 1997 年成为东盟成员国以来，老挝在吸引外

资、发展经济，拓展出口市场，扩大国际合作等领

域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仅越南对老挝投资项目

就有 412 个，投资总额达 50 亿美元。

老挝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老

挝国内目前设立的 10 个经济特区已吸引 100 多家企

业投资，总投资金额超 10 亿美元。这 10 个经济特

区总占地面积 1.33 万公顷，中国企业总投资额约为

1．3 亿美元，主要集中在电力、供水、电信、公路、

仓储和排水等领域。老挝政府计划在 2020 年前在全

46　老挝去年新增 5400 多家私营企业，2014-3-7，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1,20140307366469353.html

国设立约 25 个特区，希望通过特区带动国内各区域

发展 47。

图 12：老挝“七五”规划（2011 － 2015 年）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虽然老挝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老挝经济也

面临着一些挑战。在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中预

测中，老挝 2014 年经济增长率为 7.2%，明显低于

2013 年的 8.1%。目前老挝大部分私企为中小企业，

从事农业为主的家族企业为主。目前老挝全国还有

132 家国有企业，但仅有 6 家可以创造较高效益，有

99 家因经营效益差需要改变经营方式，27 家需改变

组织结构。

在应对经济减速方面，老挝应该更加积极的鼓

励民间资本成立公司，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改革，

促进技术和知识创新，增强竞争力。同时更加积极

地吸引外国投资，引导外资投资对老挝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有利的环境友好型行业。

上述信息表明，老挝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取得

了很好的成绩。虽然老挝面临着经济减速的风险，

但是老挝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加快国内经济的

改革，积极吸引国外投资，以保持经济较高速度的

增长。

47　老挝经济特区吸引投资超 10亿美元，2014-2-13，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4-02/13/content_248626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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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电力项目亟需加速发展

Cambodia Needs A Rapid Electricity Development

柬埔寨的电力生产能力一直处于较弱水平，然而

电力需求则迅速增加。以近年的平均情况看，电力生

产能力在 0.9 十亿千瓦时左右，净消费为 2.2 十亿千

瓦时左右，缺口较大。而电力安装能力平均则在 0.4

十亿瓦左右 48。

从柬埔寨的电力安装能力来看，则有很大的差距。

以 1981、1991、2001 和 2011 年的电力安装能力为例，

分别为 0.04、0.06、0.15 和 0.57 十亿瓦。可见，在最

初十年发展缓慢，而从 2001 至 2011 这十年间，有了

较快的发展。不过以 2010 年数据来看，当时仅排在

世界第 148 位。

图 13：柬埔寨的电力生产 / 消费 / 安装情况
（单位：十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柬埔寨政府已经看到电力工作对发展经济的重

要意义。2011 年 9 月 10 日开工的金边西 - 马德望输

变电项目，建有金边西扩建间隔、新建 230 千伏磅清

扬变电站、新建 230 千伏菩萨变电站、新建马德望

230 千伏变电站各一个。电网 BOT 项目运营 25 年后

移交柬埔寨政府 49。

柬埔寨电力项目逐渐增加，以中国援建项目为例，

48　Overview	data	 for	Cambodia,	 http://www.eia.gov/countries/

country-data.cfm?fips=CB&trk=m

49　 中 国 援 建 柬 埔 寨 水 电 项 目 投 产	 促 进 双 边 能 源 领 域 合

作，2014-3-27，ht t p : / /www.x f r b . c om . cn / news / nengyu

an/2014/03/27/139590601776942.htm

目前，中国在柬埔寨投资建设了斯登沃代、甘再、基

里隆、达岱、额勒赛等水电站，项目投资额逾10亿美元。

图 14：柬埔寨电力安装能力（1980-2011）
（单位：十亿瓦）

资料来源：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其中，斯登沃代水电站项目位于柬埔寨菩萨省列

文县欧桑乡。该水电站分两级开发：一级电站为坝后

式，拦河坝全长 340 米，最大坝高 57.5 米；电站装机

2 台，单机容量为 10 兆瓦，总装机 20 兆瓦。二级电

站为引水式电站，二级电站枢纽建筑物包括主坝及一

座副坝、岸塔式进水口、压力引水隧洞、调压井、高

压管道、引水式地面厂房；电站装机 4 台，单机容量

为 25 兆瓦，总装机 100 兆瓦。两级电站生产的电力

通过欧桑至菩萨输变电工程向柬埔寨国家主电网提

供电力，取代燃油发电机组。 

斯登沃代水电站和金边西 - 马德望输变电工程

的建设，不但有利于缓解柬埔寨当前能源紧张的局面，

还将对柬埔寨的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发挥重要的

作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在中柬两国政府支持下，

金边西至马德望送变电工程于 2013 年 2 月 15 日转入

商业运行，当年全年累计输电量超过 5.4 亿千瓦时；

斯登沃代水电站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实现全部 6 台机

组投产，同年 9 月 1 日转入商业运行，当年全年累计

发电量超过 2.7 亿千瓦时。

总之，虽然柬埔寨电力项目正在增多，但其电力

缺口相当大，因此，电力发展需要更多地开展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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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能源白皮书旨在推动可持续发展

Brunei Energy White Paper Aims to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

文莱为了确保能源的可持续性发展，其首相署

能源部在 3 月 25 日的能源周活动上，发布了《2014

年文莱能源白皮书》，文莱总统苏丹哈桑纳尔亲自

主持发布会仪式 50。

图 15：文莱能源需求展望

注释：MTOE 为百万吨石油当量

（Million Tonnes of Oil Equivalent）

资料来源：APEC Analysis （2012）

新的能源白皮书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多项

目标，包括到 2035 年，全国电力的 10% 将由可再生

能源供应；大力发展油气上下游产业；确保安全、

可靠、有效的能源供应；促进能源衍生行业发展，

提高能源领域对其国家经济发展贡献等。此外，文

莱政府还将大力促进油气产业本地化，力争到 2017

年，油气产业本地成分提高至 25%，到 2035 年提高

至 60%。    

从 APEC 对文莱的能源分析可以看出，文莱的

经济发展已经促使各项相关产业对能源提出更高的

需求。

50　文莱发布《2014 年文莱能源白皮书》，2014-4-15，http://www.

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404/20140400549548.shtml

文莱能源部表示，《白皮书》旨在推动能源可

持续发展，创造当地就业机会，计划从商业环境、

本地劳动力、人力资源培训、网络建设及金融结构

等方面着手，相继推出一系列措施，力争到 2035 年，

在油气领域创造至少 5 万个就业岗位。其中，能源

部负责 4 万个就业岗位，包括 5 千名专业人员和 3.5

万名技工。

图 16：文莱总统（右） 亲临能源部首相办公室
组织的能源周

资料来源：新华社

在今年 3 月的文莱的 5 天能源周期间，有 70 家

公司参加，主题是“文莱繁荣的可持续能源发展”。

文莱石油和天然气手册的题目是“你能创造改变”（文

莱石油和天然气：机会在等待你）51。

能源部也举办了能源工业展、文莱海洋学术展

和能源部门工作招聘会。青年和学生也开始关注能

源产业能否使他们获得经验和社会技巧。青年能源

对话也在此期间进行，并讨论能源相关事务和发展

机会，包括商业机会、技术、规则和商业倡议。

同时，中国恒逸石化集团也参加了文莱能源周，

并参与当地的商业拓展活动。同时，文莱大学和浙

江大学设立了奖学金计划，从多方位开展合作。

51　ENERGY	Week	2014	opens	 in	Brunei	2014-3-26，http://www.

globaltimes.cn/content/850849.shtml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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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霹雳州招资：

从动画影城到“大怡保”计划

Investing Perak: from Animation Studio to
“Greater Ipoh”

马来西亚霹雳州政府旗下的投资臂膀—霹雳州

企业机构与珊德申集团（Sanderson Group）合资 4.5

亿令吉（约合 1.38 亿美元）打造的亚洲首个动画影

城（MAPS），近期已进行动土仪式，并预计在 2015

年 12 月份完成首阶段工程后，开放供游客入场 52。

图 17：霹雳州动画影城概念图

资料来源：东方日报

该占地 52 英亩的动画影城坐落在距离霹雳州首

府怡保市中心以北约 15 公里的美汝（Meru）。首阶

段工程已开始动工，集中在建设共有 6 个区块的动

52　亚洲首个拥梦工厂区主题公园	怡动画影城明年杪落成，2014-3-

30，http://news.sinchew.com.my/node/357194?tid=1

画影城，包括动画区、迷幻森林区、动作真人秀区、

太空区、梦工厂区和湖边区；当中 60% 属于室内建

设，免受炎热气候影响。而次阶段工程则是设立酒店、

服务式公寓、水上乐园与商场。

珊德申集团是澳洲著名的主题公园发展商，拥

有 25 年打造高素质旅游景点的经验，其客户包括日

本东京迪斯尼乐园、新加坡环球影城、中国森美激

纷乐园等等；但霹雳的动画影城才是该集团自身拥

有的首家主题公园 53。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境内已有多个主题公

园与相近的休闲度假村在经营中，较著名的就有南

部柔佛的乐高乐园和洁蒂乐园，中部的云顶高原以

及双威水上乐园；而霹雳州内则有打扪迷失乐园与

武吉美拉水上乐园。至于建议中发展主题公园的，

还有与槟城第二大桥毗邻的峇都加湾 54。

尽管如此，霹雳州州务大臣赞比里认为，新的

动画影城不会与其它主题公园产生负面竞争与冲突，

因各有其特色所在 55。赞比里也深信，该影城将成为

国际景点，并冀望在开放首年，就取得 140 万旅客

人次目标，当中 20% 为外国游客。而首次参与经营

就选择在霹雳州，珊德申集团首席执行员史蒂夫亦

认同，霹雳州将在影城开放后，位居马来西亚第一

53　Perak	stirs	a	beat	with	 theme	parks，2014-4-14，http://www.

nst.com.my/opinion/columnist/perak-stirs-a-beat-with-theme-

parks-1.565480

54　Penang	calls	 for	open	 tender	 for	 theme	park	 in	Batu	Kawan，

2013-8-5，http://www.investpenang.gov.my/portal/component/

content/article/1-latest-news/2101-penang-calls-for-open-tender-

for-theme-park-in-batu-kawan.html

55　 亚 洲 首 个 动 画 影 城 霹 州 动 土，2014-3-30，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0868

0:&Itemid=113

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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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内与国际旅游景点区 56。

究竟动画影城能取得多大的经济效益？霹雳州

政府估算，影城开放将制造 1 万个工作机会 57。根据

今年的环球动画工业报告，2013 年全球动画工业的

规模约为 2220 亿美元，并以年均 7% 的增速持续发

展 58。这意味着，霹雳将能在这股趋势下分一杯羹，

而这也绝非是小数额的生意。

图 18：霹雳州地图

资料来源：谷歌地图

事实上，动画影城还只是霹雳州发展计划的一

小部分；但这却又是发展计划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根据霹雳州政府的规划，面积约 800 公顷的美汝，

除了设立动画影城，还包括生物环境城、商业与住

宅城镇等发展，并有望在未来成为霹雳州的政府行

政中心 59。这样的发展概念，与吉隆坡和布城的结构

56　New	theme	park	 in	Perak，2014-3-30，http://www.nst.com.my/

mobile/nation/general/new-theme-park-in-perak-1.540815

57　 亚 洲 首 个 动 画 影 城 霹 州 动 土，2014-3-30，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0868

0:&Itemid=113

58　Perak	stirs	a	beat	with	 theme	parks，2014-4-14，http://www.

nst.com.my/opinion/columnist/perak-stirs-a-beat-with-theme-

parks-1.565480

59　'Greater	 Ipoh'	taking	shape,	2014-3-27,	http://www.nst.com.my/

nation/general/greater-ipoh-taking-shape-1.24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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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同，而称之为“大怡保”计划。这项大怡保计划，

政府则预计在 2020 年之前完成。

而要在完成这项大怡保计划之前，甚至是完成

建设影城之际，霹雳州仍有许多事项需要解决与完

善，首当其冲的就是交通设施，尤其是目前位于怡

保的机场仍只是国内机场，无法容纳大规模的客流

量 60。而赞比里已指出，州政府已积极与中央政府处

理相关的事项 61，州政府本身也拨款提升州内的陆路

交通设施。

上个世纪 50 年代，霹雳州曾因拥有丰富的锡矿

资源，而成为国际投资的焦点与国内最富裕的州属。

如今，霹雳州则尝试透过现代化科技重新发展锡矿

领域，并通过动画影城等高端发展项目，来重新吸

引投资者，尤其外资的注目 62, 从而再度成为国内的

发展重镇。

根据投资霹雳机构的数据，霹雳州 2010 年的生

产总值为 301.7 亿令吉（约合 92.8 亿美元），该州

冀望 2020 年能取得 508.8 亿令吉的目标。其中，再

生能源、钢铁与相关领域、生物科技、清真市场、

教育领域、制造业等将是招资的主要对象领域 63。投

资在马来西亚，霹雳将是吉隆坡、槟城与柔佛外，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关于工作与生活平

衡的投资项目非常值得关注。

60　怡保电影动漫乐园不实际，2014-4-6，http://www.malaysiakini.

com/bulletin/259269

61　亚洲首个拥梦工厂区主题公园	怡动画影城明年杪落成，2014-3-

30，http://news.sinchew.com.my/node/357194?tid=1

62　重振锡矿业、建动画影城、辟铁苗转运中心 3 大计吸金，2014-3-

31，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512917

63　详情参考投资霹雳机构网站，http://www.investperak.gov.my/

focused-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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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能源需求增长带动自动化产业发展

Southeast Asian Energy Demand Is Rapidly Increasing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东南亚地区的能源需求也

在不断上涨。2013 年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东南亚能

源展望》报告显示，未来 20 年东南亚地区的能源消

费将翻番。到 2035 年，该地区的能源需求将达到 10

亿吨石油当量，占全球能源增长的 10%。其中，天

然气需求将增长 77%，从目前的 1410 亿立方英尺至

2500 立方英尺；石油需求将从目前的每日 440 万桶

增长至 680 万桶 64。东盟主要的能源指标包括国内生

产总值、人口、能源需求、贸易量及二氧化碳排放量。

表 9：东盟主要能源指标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

（* 年增长率；** 负值表示进口；

MER = market exchange rate 市场汇率；

PPP =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平价购买力）

中国与东盟在能源领域的正式合作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1978 年 7 月，中国与菲律宾签

订原油长期贸易协议，协议规定自 1979 年至 1983

年中国共向菲律宾出口胜利油田的原油 120 万吨，

这是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第一份能源贸易协议。

其后，随着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经贸关系的逐步恢

复，中国开始与文莱、印尼、缅甸等东盟成员国进

行一定的能源贸易接触 65。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更确切地说，直到 1993 年中国成为能源净进口国之

后，中国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变得日趋强烈。

64　《国家能源组织特别报告—东南亚能源报告 2013》

65　中国东盟能源合作：加速升级	前途无量，2010-2-3，http://www.

chinabidding.com/zxzx-detail-187774091.html

图 19：东盟能源系统（单位：百万吨）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

中国能源企业不仅可以为东盟提供许多专业性

的能源服务，还拥有大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对

于南海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中国与东盟存在共同

开发的现实需要。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油气贸易量

不断上升，随着东南亚诸国油气产量的上升及中国

东盟关系的不断推进和改善，油气贸易量还会上升。

在煤炭方面，自《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实施以来，来自东盟的煤炭已经是广东口岸进口煤

的最大来源地。越南是中国煤炭主要进口来源地，

2010 年从越南进口煤 1804 万吨，占当年中国煤炭进

口总量的 10%。同时，中国加大了从印尼、马来西亚、

泰国与文莱等国的天然气进口力度。如印尼同意在

未来 25 年内，通过其西巴布亚省东固工厂每年向中

国供应 260 万吨液化天然气。

最新的研究结果发现，2013 年石油和天然气

行业中的自动化服务的收入为 3.284 亿美元，预计

2018 年将达到 5.081 亿美元，在印尼、泰国等发展

中国家发展得尤其迅速。

东南亚地区石油天然气需求不断增长，该地区

的自动化供应商迎来的大好的发展机遇。能源供应

格局的变化是由自然资源的新发现以及新获取方

法等因素影响的。东南亚地区的自动化服务行业也

因该地区丰富的煤炭以及石油资源发生变化，石油

天然气已经成为本区域最大的能源市场之一。随着

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对环境和安全方面的法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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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高的要求，该地区自动化技术的投资也越来越

多 66。需要注意的是，在需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技

术、设备等方面也需要进行升级改良，自动化设备

制造商也面临一些技术难题需要解决。

总之，无论从能源贸易和投资的角度，以及油

气行业的自动化设备而言，中国 - 东盟双方在该领

域合作的机遇非常广阔。

文莱将成为有潜力的海鲜生产商与出口商

Brunei Will Become Potential Seafood Producer 
and Exporter

相关信息表明，近年来文莱为了使经济多样化，

强调重视发展渔业发展。目前，文莱的捕鱼、养殖

等海鲜渔业等都呈现出发展水产品市场的巨大机遇。

据报道，文莱的渔业主要以捕捞为主，是其主

要的经济方式。为了实现文莱的经济多样化，文莱

政府鼓励当地人们参与水产养殖和捕捞工业，以补

充当地的消费需要与国外市场的需求 67。

传统上，文莱是一个经济结构比较单一的国家，

其经济主要建立在传统农业和沿海渔业的基础上。

海水鱼是文莱人民的主要蛋白质来源，是地区内人

均水产品消费量最高的种类之一，每年约 45kg。文

莱位于加里曼丹岛的东北部，东、南、西三面与马

来西亚接壤，北向南中国海，面积 5765 平方公里，

海岸线 161 公里。文莱地处东南亚中心位置，具有

丰富的渔业资源，沿岸红树林地区是虾苗和鱼苗的

繁殖场，文莱海域还是金枪鱼洄游的途经之路，有

丰富的金枪鱼资源。文莱海域没有污染，也没有台风、

地震等自然灾害袭击，非常适宜开展海鲜捕捞和养

殖作业 68。

66　东南亚能源需求增长迅速	自动化企业迎机遇，2014-4-4，

http://www.caexpo.com/news/info/focus/2014/04/04/3620105.html

67　文莱海鲜渔业前景良好，2014-4-8，

http://www.caexpo.com/news/info/original/2014/04/08/3620195.html

68　探寻文莱海鲜产业，2014-3-31，http://www.cafta.org.cn/show.

php?contentid=71380

图 20：通过“优质水产实践（GAP）”确保高品质生产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 http://www.thefishsite.com 信息整理

文莱发展海鲜渔业，具有显著的地理优势。其

海岸线长达 161 公里，靠近红树林的海岸海域里海

洋资源丰富，而且地理位置靠近新加坡、泰国、中国、

台湾、日本和澳大利亚，可以开拓的国际市场十分

广阔，仅以资源优势来看，文莱就足以成为极富潜

力的海鲜生产商与出口商。

文莱人每年人均消费约 45 公斤，是东南亚区域

海鲜消费最高的国家之一。据预测，文莱水产业到

2023 年将贡献 2 亿美元的产值 69。

近年由于开采过量，文莱对海洋渔业资源实行

了较为严格的保护措施，实施保护性捕捞。目前，

文莱水产品有50%的缺口，需要通过大量的进口解决。

当然，面对发展渔业的契机，文莱仍面临资源

问题、技术问题和开发效率等困难有待解决。安邦

咨询在《中国 - 东盟观察》第 12 期和第 17 期均探

讨分析了文莱发展渔业生产的问题，从技术层面看，

文莱的渔业捕捞技术仍然落后，资源转化为经济价

值的能力仍然有限。因此，在注意到文莱渔业有大

量发展机遇的同时，从技术领域开展合作、共建养

鱼基地和加工基地方面加强投资合作等都非常重要。

69　Brunei	Aquaculture	to	Contribute	$200M	by	2023,	2012-2-16,

http://www.thefishsite.com/fishnews/16467/brunei-aquaculture-to-

contribute-200m-by-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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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 -新加坡天津生态城借鉴什么？

Lessons from China-Singapore Tianjin Eco-City

2014 年 4 月 2 日，第六次中新天津生态城联

合工作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以往不一样的

是，双方在此次会议上都谈了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方

向 70。因为新加坡是目前唯一一个东盟国家中与中国

合作建设如此庞大和独特生态城项目的国家，其会

议的成果是值得其它东盟国借鉴的。

图 21：中国 - 新加坡天津生态城一景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一、天津生态城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项目。从

2008 年至今，已有五年多的工期。天津生态城的主

要目标是为了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模式。换

句话来说，该城市必须是绿色城市。在五年期间，

天津生态城已有诸多成就。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

副主任崔广志表示，政府已成功地把 3 平方公里的

70　Developing	“software”	and	“hardware”	priorities	 in	next	

phase	of	Tianjin	Eco-City	development,	亚洲新闻频道（Channel	News	

Asia）,	2014-4-2,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

developing-software/1056682.html

工业污水库彻底地治理成为现在的“清净湖”71。同

样，其生态城也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一个全城都有健

康自来水的地方 72。这也就是说天津生态城的自来水

都是可以饮用的。

此外，天津生态城还规划建设 5 个产业园区：

国家动漫园、国家 3D 影视园、信息园、产业园和科

技园。从这里，我们又看到一种顶层设计的模式 73。

与其把某个产业园作为合作项目（如现在各东盟国

与中国所合作建设的工业园），不如把这些工业园

建在城市发展的基础上。因目前其它东盟国家都没

有与中国合作建设类似天津生态城的城市，因此，

双边在这方面的发展空间是极大的。更何况，城市

建设所带来的总体效应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工业园。

二、天津生态城的下个阶段工作也应该从“软件”

（居民的绿色心态）上开始。如新加坡国家发展部

部长许文远所指出，中新两国已经在过去的五年建

立了不少“硬件”（基础设施），但未来大家都必

须在居民的绿色意识问题上提出和颁布有关的措施

或政策 74。为了真正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建立居

民的绿色心态是一个重要条件。

以北欧国家和新加坡为例，这些国家的人民都

有一定的环保、回收和绿色生活的意识和习惯。如

果两国要提高天津生态城的水平，当局一定要做好

这方面的工作。下放某些权力给居民社区以执行有

71　中新天津生态城成两国生态合作样板，新华网，2013-10-15，http://

www.eco-city.gov.cn/eco/html/xwzx/mtjj/stcxw/20131015/9425.html

72　Khaw	confident	on	outlook	for	Tianjin	Eco-City,	Asia	One,2013-

10-25,	http://news.asiaone.com/news/singapore/khaw-confident-

outlook-tianjin-eco-city

73　中新天津生态城成两国生态合作样板，2013-10-15，http://news.

xinhuanet.com/2013-10/15/c_117719642.htm

74　Developing	“software”	and	“hardware”	priorities	in	next	phase	

of	Tianjin	Eco-City	development,	亚洲新闻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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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绿色活动，这是政府在近期内能提出的措施。

只有这样，居民才能真正地活在一个绿色生态的环

境里，而这种“所有权”意识将推动居民参与维护

其环境。对其他东盟各国而言，未来的城市合作都

必须在“硬件”和“软件”方面执行。通过这样的模式，

两国人民才能得到可持续生活的好处，而双边的城

市合作才有重要意义。

图 22：中国 - 新加坡天津生态城（鸟瞰图）

资料来源：中新天津生态城（新加坡官方网站）

三、借鉴天津生态成的模式，私营界的加入是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由于该工程都是以私营界作为

整个城市发展的推动者，其它东盟国家理应参考该

模式。除了长期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民营界的介入，

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会创造更多的下游商业活动和

就业机会。如果只依赖国企（或国家有关的企业）

的话，其效果就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当局必须颁

布有利于中小企业投资的政策（如提供创业资助和

免税等等）。有了这些措施，更多创业人士将被吸

引到该城市创业，投资和生活。因此，其它东盟国

家以及中方不但要认识这个趋势，它们也还需要调

整目前以国企为主要桥梁的合作方式。

整体来说，其它东盟国家需要参考中新天津生

态城的项目，以便创造类似于这样的项目。以马来

安邦的看法，未来 10 年的中国 - 东盟合作方向将会

以高端项目为主。中新天津生态城只是中国与东盟

的先例。

中国投资继续在老挝基建项目中发挥作用

China Invest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Laos

2014 年 3 月 28 日，中国承建的老挝卫星项目万

象地面站基建工程正式开工。该项目位于湄公河畔，

总占地面积约 12 公顷，建筑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

预计 2014 年底竣工。老挝邮电与通信部部长谢姆·蓬

玛占、中国驻老挝大使关华兵、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党委书记梁小虹及中国 - 老挝相关部门代表

共同出席了开工仪式 75。

图 23：老挝境内新建高速铁路工程概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近年来中国 - 老挝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发展迅速，

双方投资往来日益密切。中国对老挝的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不仅增进了两国的经贸友好关系，还促进了

老挝经济社会的发展。此次老挝卫星项目万象地面

站基建工程开工是中国 - 老挝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

又一工程，它标志着老挝卫星项目建设工作迈出了

重要一步，对于老挝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电信

通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 2013 年 11 月，中国在老挝 投资额累计

50.85 亿美元，成为老挝最大投资国 76。老挝万象新

世界购物广场今年 2 月举行开工仪式。万象新世界

购物广场由中工国际老挝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75　中国承建老挝卫星项目万象地面站基建工程启动，2014-3-30，

http://news.gog.com.cn/system/2014/03/30/013334087.shtml

76　中国跃升为老挝最大投资国，2014-1-29，

http://stock.sohu.com/20140129/n3944024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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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万象新世界项目的一部分。万象新世界购物广场

融合了老中两国文化的精髓，将为万象吸引更多的

游客来此旅游、增加当地的就业，带动万象的社会

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高速铁路工程项目方面也与老挝达成协

议，这不仅符合泛亚铁路的规划建设，还满足了老

挝经济发展的需要。2012 年 10 月 18 日，老挝审议

通过政府向中国全额贷款 70 亿美元，修建连接中老

边境及老挝首都万象的铁路项目，该铁路建成后，

从昆明到万象只需要 2 小时，是兼具城际旅游功能

和促进地方资源开发的客货共线快速铁路。

由图 23 可知，老挝境内的铁路中桥梁和隧道部

分较长，施工难度大，费用高。中国提供的 70 亿美

元贷款以及高铁技术将解决老挝高铁的资金和技术

问题，推动老挝的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一信息表明，中国投资老挝的基建工程发展

势头良好，两国投资往来日益密切。中国企业在投资

老挝项目应该注意保护老挝当地的环境，让投资的项

目惠及老挝当地居民，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打好基础。

新加坡 -山东省长期友好经贸往来又结硕果

Singapore-Shandong Boost Trade And Investment

据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IE Singapore）统计，

新加坡与山东的双边贸易额在 2013 年达到 26.4 亿

美元，并是山东的第三大东盟贸易伙伴。同时，新

加坡也是山东的第三大外资来源地。截至 2013 年底，

新加坡对当地的累计实际投资额达 57.5 亿美元，项

目总数为 1406 个，这比 2012 年的 1352 个项目和累

计实际投资额 55.5 亿美元都明显增加 77。

山东省位于中国沿海，港口众多，交通便捷。

这为山东吸引新加坡的投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

77　我国去年对山东投资增 2.5 亿元，2014-4-10，

http://www.zaobao.com/finance/singapore/story20140410-330805

前，拥有烟台港和龙口港的山东烟台市正努力发展

包括液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内的多项新产业领域。

便捷的海上交通为能源的运输提供了便利，新加坡

曾表示愿在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建设和存储等方面

进行相关的合作。

图 24：新加坡企业在山东的主要投资项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新加坡与山东省保持了长期友好的经贸投资往

来也是山东吸引新加坡投资的又一动因。1993 年新

加坡 - 山东经贸理事会成立，该理事会是中国地方

政府与新加坡建立的第一个战略合作组织。在理事

会成立之初，新加坡与山东的贸易总额为 2.2 亿美元，

到 2013 年已高达 26.4 亿美元，增长了十几倍 78。

在包括山东省在内的中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

背景下，新加坡应该适应转型升级的要求，积极推

动双方合作的升级。新加坡企业应该由分散投资升

级为产业园区的集约化招商引资，由低端加工制造

78　新加坡在山东投资项目	过半由中小企业参与，2013-9-12，

http://www.csc.mofcom-mti.gov.cn/csweb/csc/info/Article.jsp?a_

no=334453&col_no=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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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为研发创新合作，由投资商业地产升级为投资

智慧城市。

上述信息表明，新加坡与山东的投资经贸合作

发展势头良好，两地经贸投资往来日益深入。山东

应该积极吸引新加坡高科技，低耗能的环境友好型

产业，开拓与加强在机场城市枢纽建设、可再生能

源和环保服务、智慧城市等新领域的合作。新加坡

企业应该适应山东的经济结构升级的要求，投资山

东需要和政策支持的领域，形成互利双赢的局面。

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中国 -东盟互联互通中

发挥重要作用

China Eximbank Vigorously Supports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中国进出口银行相关信息显示，近年来，进出

口银行利用援外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大力

支持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项目，截至 2014 年初

已累计支持此类项目 46 个 79。

在支持项目建设过程中，进出口银行注重推广

中国标准，支持了一大批海外项目采用中国标准，

中国规划设计和中国监理咨询。中国进出口银行表

示将会积极贯彻落实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构想，主动作为、突出重点，

利用援外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大力支持东

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项目 80。

“两优”贷款给当地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改变，

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密切关系。在进出

口银行的贷款支持下，柬埔寨的公路网、马来西亚

桥梁建设和老挝琅勃拉邦机场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建

设。

79　进出口银行支持东盟国家互联互通，2014-4-14，http://news.

xinmin.cn/domestic/2014/04/14/24039702.html

80　贯彻一带一路战略	大力支持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2014-4-13，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413/12109267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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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中国进出口银行累计支持的东盟国家
的建设项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同时，进出口银行还积极探讨利用“两优”资

金支持泛亚铁路的建设，参与中老铁路、中泰铁路、

中缅、中越铁路涉及泛亚铁路“东、中、西”三条

干线的前期规划和投融资设计等工作。

图 26：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东盟国家建设的支持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安邦咨询曾在《中国 - 东盟观察》中对进出口

银行面向东南亚国家的优惠贷款做出过分析，结合

最新事例，可以看出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未来会继续

支持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并且在建设中创

新进取，立足于为东盟国家提供优质高效、全方位

和专业化的金融服务，为中国构建和平繁荣的周边

政治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 81。

81　贯彻一带一路战略	大力支持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2014-4-13，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413/12109267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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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尼政局看后苏西洛时代地区

与全球外交政策

Indonesia’s Regional and Global Diplomacy in 
Post-SBY Era: A Domestic Perspective

2014 年 4 月 10 日，印度尼西亚国会选举顺利

地完成。根据初步的选票计算，印尼斗争民主党

（PDI-P）取得最多的票数，接近总票数的 20%82。

因该党无法获得总票数的 25%，该党若要执政，必

须与其他政党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最新的消息显示，

获得第二、第三和第四票数的从业党（Golkar）、民

族觉醒党（PKB）和国家授权党（PAN）是最有可

能作为斗争印尼民主党的执政伙伴 83。在这一点上，

新政府的未来外交政策很自然地成为外界所关注的

议题。

但令人意外的是，PDI-P 准总统候选人佐科威

（Joko Widodo，简称 Jokowi）与其他领袖都没有提

出他们的外交政策。这也引起了外界各方人士的担

忧。新政权会不会放弃或调整苏西洛时代所推动的

积极外交方针？或者印度尼亚会不会减少它在东盟

的“领导”参与？对此，马来西亚安邦认为有三点

是值得各方注意的。

一、因为各政党都没有很具体的外交方针，印

尼的新联合政府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该国的外交部

和有关人士。这也就是说大幅度的调整是不会发生

82　Indonesia	election	count	suggests	 tougher	 ride	 for	presidential	

hopeful	Jokowi,	路透社 ,	2014-4-9,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4/09/us-indonesia-election-idU

SBREA380TC20140409?feedType=RSS&feedName=worldNews

83　Indonesia	Election	2014:	PDI-P	reaches	out	to	possible	coalition	

allies,	Asia	One,	2014-4-13,		

http://news.asiaone.com/news/asia/indonesia-election-2014-pdi-p-

reaches-out-possible-coalition-allies

的。换句话说，目前的积极外交政策不会有太大改变。

无论是经济外交或安全外交方面，采取积极外交依

然是新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基本政策。这也解释了为

什么外交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要在 1 个月前公开

表示印尼不会因换政府换届而改变外交政策 84。

图 27：印度尼西尼斗争民主党准总统候选人
佐科威对媒体打手势

资料来源： Antara News

二、如同对其他地区的积极外交一样，面对东

盟也采取这一政策必然仍是印尼的基本方针。虽然

各准总统候选人都没有外交主张和经验，但我们看

到各准候选人都迈出他们的第一步。印尼斗争民主

党的佐科威充分利用了他作为雅加达省长的身份安

排会见其他东盟城市、省和州的领导人 85。此外，从

84　New	government	will	not	mean	shift	in	foreign	policy:	Indonesia’s	

FM,	Channel	NewsAsia	（亚洲新闻频道）,	2014-1-7,	http://sglinks.

com/pages/21761999-new-govt-will-not-mean-shift-in-foreign-

policy-indonesias-fm

85　Jokowi	 initiated	meeting	between	governor	and	ASEAN	mayor,	

雅加达城市网	(Jakarta	Capital	City	Website),	2013-9-16,	http://www.

jakarta.go.id/eng/news/2013/09/jokowi-initiated-meeting-between-

governor-and-asean-may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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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党的巴克利（Aburizal Bakrie）也会见了马来西亚

和泰国的执政党党魁，而大印尼行动党（Gerindra）

的帕拉勃沃（Prabowo Subianto）也表明他对印尼与

外国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的赞同 86。这一系列动作，尤

其从佐科威和巴克利的“外交”活动上，都说明了

各准总统候选人把对东盟外交作为它们的基本外交

方针。所以，我们分析认为印度尼西亚对东盟的积

极外交仍然会继续。

三、印度尼西亚人民普遍地都期望该国能够

成为地区和国际领袖。因年轻人在印尼总选民中占

30%87，因此可以认为，会有更多的呼声期望新政府

能够在本地区和国际的平台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任

何领袖，无论是佐科威本人还是其他领袖都将认识

到这一点。所以，我们预计新政权会在外交方针上

做出小调整（也同时保留基本外交政策）。未来几年，

印尼政府不但会在东盟地区或以东盟为主的框架下

发挥“领导”角色，它还会在其他国际领舞台上（如

G-20 和 APEC）积极推动该国的主张和外交事务。

这也可能成为印度尼西亚的“新积极外交”方向。

总体来说，任何联合政府都将必定保持印度尼

西亚目前的积极外交政策。无论是东盟或国际舞台

上，雅加达都必须认识到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已经不

是以往的印度尼西亚。正如外界对它的期待一样，

印度尼西亚人民也渴望该国将真正地成为本地区和

全球的一个重要力量。积极外交正是该国迈向其获

此荣誉的最好途径。

86　Awidya	Santikajaya,	Steady	as	she	goes	 for	 Indonesian	 foreign	

policy,	 even	with	 a	 new	 president,	 2014-3-27,	 http://www.

eastasiaforum.org/2014/03/27/steady-as-she-goes-for-indonesian-

foreign-policy-even-with-a-new-president/

87　Commentary:	Jokowi	and	his	 Ides	of	March,	The	Jakarta	Post,	

2014-3-17,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4/03/17/

commentary-jokowi-and-his-ides-march.html

东南亚橡胶生产国面临供应过剩的困境

The Dilemma of Oversupply of Rubber in 
Southeast Asia

有关信息表明，越南的橡胶产量在胶价已经处

于数年低点之时大幅度增长将引发市场价格战。由

于目前全球供应过剩而且库存能力也有限，再加上

政府通过干预来支撑橡胶价格的可能性微小，所以

越南的胶农将别无选择忽视业界的呼吁在低价格期

间出售橡胶，使其他主要的供应国即泰国、马来西

亚和印度尼西亚感到紧张不安 88。虽然今年全球天然

橡胶的需求将增长 4％，但同时市场会有 37.3 万吨

过剩的供应， 连续第四个年头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

图 28：自 2010 年的橡胶价格（单位：美元 / 吨）

资料来源：彭博社

泰 国、印 尼 和 马 来 西 亚 占 全 球 橡 胶 产 量 的

70％，身为国际橡胶联盟成员的他们在今年二月份

已达成协议在低价格之时不出售橡胶，并要求越南

减少今年的销售。然而，恢复价格的努力可能因越

南不是国际橡胶联盟成员而碰钉子，该联盟主要的

任务是确保市场供需平衡、价格长期稳定以及胶农

可以获得合理的酬劳。

近年来，越南天然橡胶的产量不断暴增成为全

球第三大的橡胶生产国。越南国营橡胶公司的种植

园规模不断扩大至邻国的老挝和柬埔寨。在短短的

7 年内，国家资助的橡胶种植项目从 2007 年的 60.6

88　As	Vietnam	stretches	 rubber	output,	 risk	of	price	war	grows,	

2014-4-8,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4/08/us-rubber-

vietnam-idUSBREA3721D2014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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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产量上升了 60％。今年的橡胶产量预计将高达

100 万吨， 而未来 5 年内的产量有望提升至 150 万吨。

基于供应过剩和经济不景气，国际橡胶价格

大幅的从 2011 年高峰期每吨 6500 美元下滑超过

60％ 89。泰国身为全球最大的橡胶生产国承诺采取措

施避免在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橡胶以制止商品的价

格暴跌。出口商不会在低于每公斤 1.90 美元的价格

出售肋烟片胶，因东南亚胶农的平均产量成本为每

公斤 1.85 美元 90。

图 29：天然橡胶应用的结构

资料来源：国际橡胶研究组织（IRSG）

据国际橡胶研究组织（IRSG），轮胎制造行业

占全球橡胶消费量的 60％至 65％，而其余用于生

产传送带、橡胶管、橡胶部件、医疗产品，手套等

等。亚洲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橡胶生产区域，同时也

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胶消费区域，占全球总消费量

的 70% 而其次则是欧洲和北美国家。

基本上，越南橡胶业仍处于发展的阶段，国内

消费仅占年度总产量的 15% 至 20%， 所以焦点都落

在出口方面。越南主要使用天然橡胶制造轮胎、橡

胶部件以及小部分用于医用手套和泡沫床垫。近几

年，中国是越南最大的橡胶进口国，所以越南橡胶

89　Vietnam	Rubber	Industry	by	VP	Bank	Securities

90　Rubber	Exporters	in	Thailand	to	Avoid	Selling	Below	Cost,	2014-2-

12,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4-02-12/rubber-exporters-

in-thailand-to-refrain-from-selling-below-cost.html

出口的波动高度受中国市场需求的影响。中国是全

球最大的橡胶消费国，随着汽车业和轮胎制业的需

求增加，该国今年预计将消耗 830 万吨的橡胶。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估计，汽车市场今年将增长 8% 至

10％。然而，该国高储备的橡胶对影响该商品价格

的作用有限。

上述信息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东南亚橡胶生产

国正面临供应管理危机，急需生产国之间的致力合

作以及有效的机制以降低出口和减少橡胶收割。国

际橡胶联盟干预胶价仅是短期的解决方案，长期有

效的方案莫过于通过科技发展下游产业以及提高橡

胶加工量，以消减原橡胶出口和确保橡胶价格的稳

定性。

东盟免签证计划需更完善的筹备与合作

Greater Cooperation Is Needed to Execute Visa-
Exemption for ASEAN Nationals

马来西亚旅游和文化部长在 4 月 9 日宣布该部

门计划随着 2015 年大马出任东盟主席职位而推动

“东盟旅游”项目。该方案其中一个倡议是执行东

盟国籍游客在十国旅游免签证的计划，主要是提高

游客人数之余把东盟成员国作为高度受瞩目的旅游

目的地 91。

理论上，“东盟旅游”这项策略有望获得东盟

成员国极大的支持，皆因该区域今年的旅游业增长

预计将受泰国政治动荡和马来西亚航空客机 MH370

失踪等等的负面影响而下滑。这些事件不仅影响其

国的国际入境旅游人数，而且还把连锁反应扩大至

邻国。马航失踪客机事件促使新加坡入境旅游的需

求也下降，毕竟许多合并（新加坡 - 马来西亚）旅

游配套的需求面临极度下滑的命运。与此同时，缅

甸航空记录表明，曼谷与仰光之间的航班乘客数出

91　Tourism	Ministry	Plans	Tourism	In	Asean	Promotion	Next	Year,	

2014-4-9,	http://www.bernama.com.my/bernama/v7/ge/newsgeneral.

php?id=102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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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40％的跌幅，因为许多飞往缅甸首都的国际航班

是通过曼谷航线飞行 92。

图 30：马来西亚和泰国去年预测 2014 年
国际游客所产生收入（单位：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估计马来西亚今年将面临 42 亿令吉（约合 1.3

亿美元）旅游收入的损失，中国游客随着客机失踪

事件的争议和惊讶状态下纷纷取消前往马来西亚之

旅。中国是马来西亚第三大的旅客来源，去年一共

有 179 万名中国游客到大马旅游， 而且该人数同比

增加近 15％。这对马来西亚的旅游业来说是个巨大

的打击，大马旅游和文化部也被迫暂停所有在中国

计划推行的 2014 年马来西亚旅游年推广活动。

与此同时，泰国政治的不确定性预计将削减早

前预测 2 万亿泰铢（约合 62 亿美元）旅游总收入的

10％。外国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量正在下滑，情况

比去年中国打击零美元旅游更显著地下降 93。外国

游客以及旅行社暂时放弃到曼谷旅行，毕竟旅游保

险不会因为政治因素而造成的不幸做出赔偿。因此，

中小企业尤其是服务业，如酒店及旅行社等皆因国

际游客取消行程而受到严重的损失。

除上述因素影响旅游业外，实际上要在 2015 年

92　Thailand's	Protests	Hit	Tourism	to	Neighboring	Myanmar,	2014-

1-15,	http://www.businessweek.com/articles/2014-01-15/thailands-

protests-hit-tourism-to-neighboring-myanmar

93　Thailand's	tourism	revenue	may	sag	10%,	2014-2-4,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4/02/04/thailands-tourism-

revenue-may-sag-10.html

实现“东盟旅游”项目必须克服相当大的障碍，毕

竟一些东盟国家仍坚持施行旅游签证。所以，联合

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执行委员会依然寻

找更好的办法来促进东盟旅游业。基本上，让东盟

国籍游客享有免签证的计划并非容易施行，因它需

要更完善的系统、机制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如移民局、

内政部和警察的密切合作。

东盟区域有望走向全面实施免签证制度，并在

将来扩展东盟单一签证于非东盟国籍的旅客，问题

只是能否在短期内实现。东盟成员国必须意识到自

身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来推动和提升该区域而不仅

是各国旅游业的表现。为迎接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来

临，该区域的旅游发展战略计划已完成 75％的目标，

例如，逐步开放天空政策以改善互联互通、通过互

认协议增加旅游业的劳动力竞争力、简化签证手续、

建立优质旅游设施、提高旅游安全并建立可持续发

展的旅游产品等。然而，这还需要各国政府部门之

间在系统、交通、基础设施和连通性方面更进一步

地合作以提高旅游业的素质，以及促进国家之间的

旅游部门和社会一体化的发展。

菲律宾南部和平进程依然困难重重（上）

Southern Philippines Is Still Facing Lots of 
Problem (1)

在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马来西亚首相纳吉，

以及菲律宾分离组织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

简称摩伊解）主席伊卜拉欣等人的见证下，菲律宾

政府与摩伊解完成签署“邦萨摩洛综合协定”（CAB），

并预计 2016 年之际在棉兰老岛特定区域成立邦萨摩

洛自治区 94。同时，摩伊解领导的特别过渡委员会也

已在 4 月 15 日正式向阿基诺总统提呈一份法律邦萨

摩洛基本法（Bangsamoro Basic Law）草案，以等候

94　历时 17 年马拉松谈判	菲与摩伊解终签和约，2014-3-27，http://

www.uniteddaily.com.my/?q=node/68397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4.0429

菲律宾国会的审批 95。

然而，协议签署与法案的提呈，是否意味着菲

律宾南部的政治与社会形势，就从此转向和平发展，

并带动经济迅速增长呢？从马来西亚安邦咨询的观

察分析中发现，这当中依然存在许多的变数。这些

变数大致可从三个层面去谈，分别是洽谈对象、总

统态度与经济发展。

图 31：菲律宾和菲摩伊解及马来西亚
见证和平协议签署

资料来源：联合日报

第一，与菲律宾政府洽谈的对象。这项综合协

议的签署，与 2012 年和平框架协议的签署，都是同

一对象，即摩伊解。因此，有评论宣称，这是分离

组织与菲律宾政府经历 17 年马拉松谈判，换取的地

方与政治和平。

该说辞主要是根据拉莫斯任总统时期，在 1997

年与摩伊解签署的停火协定算起的。而最近签署的

综合协定，也是整合了 2012 年的邦萨摩洛和平框架

协议，以及 1997 年停火协定等而成 96。换言之，从

1997 年算起，菲律宾南部的和平谈判，确实已历时

17 年。

95　菲摩回解提交草案	在菲南建回教自治区，2014-4-15，http://

origin-realtime.zaobao.com.sg/news/sea/story20140415-332422

96　菲摩回解提交草案	在菲南建回教自治区，2014-4-15，http://

origin-realtime.zaobao.com.sg/news/sea/story20140415-332422

表 10：菲律宾南部谈判进程

资料来源：www.GMAnetwo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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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若翻开菲律宾历史就可发现到，在

菲律宾政府与摩伊解展开和平谈判之前，菲律宾政

府在更早时期，即马可斯总统任职期间，就已与摩

洛民族解放阵线（MNLF，简称摩民解）展开了和

平谈判。两者亦在 1976 年 12 月于利比亚签署了的

黎波里协议，试图结束自 1960 年代以来的分离冲突

事件 97。因此，若从摩民解的协议签署算起，这场菲

律宾南部的和平斗争，似乎已进行了接近 40 年的时

间。

而这也揭开了第一层面的变数，即谈判的角色

对调，以及分离组织多寡。摩民解是由大学讲师密

苏阿里在 1970 年成立的，而摩伊解则是哈欣沙拉末

因不满摩民解的作风，而在 1977 年推出组织而另起

的新灶。有趣的是，从 1976 到 1996 年 98，摩民解在

谈判，摩伊解作梗；而摩伊解从 1997 年起谈判后，

双方角色也开始互调。

同时，摩伊解成立后，菲南持续分化出多个分

离组织，包括 1991 年脱离摩民解而成立阿布沙耶夫

叛军的詹再兰尼，以及 2008 年脱离摩伊解成立摩洛

伊斯兰自由战士（BIFF，简称摩伊战）的卡托等。

其他组织还包括 2013 年入侵马来西亚沙巴领土的苏

禄军。其中，摩民解与摩伊战更在 2014 年 2 月份形

成联盟，对抗和平协议的进程 99。

这种谈判角色的对调，以及分离组织的突击式

干扰，无疑将会影响 2016 年成立邦萨摩洛自治区的

目标。更不能排除的因素是，菲律宾南部尽管是伊

斯兰教徒居多，但一些强悍的基督教徒政治领袖，

也可能会干预和平进程 100。

97　From	Tripoli	 to	Malacanang:	Timeline	of	 the	Mindanao	peace	

process, 	 2012-10-19,	 http: / /www.gmanetwork.com/news/

story/278821/news/specialreports/from-tripoli-to-malacanang-

timeline-of-the-mindanao-peace-process

98　1996 年的和平协议，是拉莫斯总统与摩民解的密苏阿里所签署的

99　MNLF,	BIFF	 form	alliance	-	 report,	 2014-2-4,	 http://www.

gmanetwork.com/news/story/346990/news/nation/mnlf-biff-form-

alliance-report

100　菲摩回解提交草案	在菲南建回教自治区，2014-4-15，http://

origin-realtime.zaobao.com.sg/news/sea/story20140415-332422

第二，菲律宾总统的任期与应对的态度。自

2010 年阿基诺任职总统以来，就积极地处理菲律宾

南部的课题，这与过去历届总统相比，确实有过之

而无不及。2012 年 10 月签署和平框架协议，2014

年 3 月签署综合协定，其处理手法与过程之迅速，

也是菲南和平进程中的一绝。

尽管和平协议已签署，自治区基本法案也已呈

交，但接着的步骤才是最为关键的，即法案能否获

得国会的通过，以及何时举行菲律宾南部公投，与

投票的结果如何。必须注意的是，阿奎诺的任期将

在 2016 年结束，其所在的自由党能否延续执政权力，

这对于菲律宾南部和平进程将是一个关键。

然而，从 2013 年菲律宾中期选举的结果来看，

尽管自由党与联盟掌握着众议院的大多数，而自由

党也与盟党以多数优势掌控参议院，但这并不意味

着阿奎诺提呈的新法将能顺利通过。且看中期选举

后参议院的格局。尽管阿奎诺与盟党或亲阿奎诺派

系占据 24 个参议院席位中的 16 席，但真正由自由

党控制的仅有 4 席，反映出阿奎诺并没有真正取得

重大的控制权 101。

101　分析员：菲执政联盟中期选举获大胜	 阿基诺反成“跛脚

鸭 ” 总 统？，2013-5-31，http://www.zaobao.com/news/sea/

story20130531-2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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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危机组织：

并非橡皮图章——缅甸转型时期的议会

Not a Rubber Stamp: Myanmar’s Legislature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Asia Briefing N° 142

于 2011 年成立的缅甸新议会——联邦议会——

是建立在 2010 年选举基础上的，新议会比人们预想

的更加具有活力和影响力。议会上下两院通过制定

和修订对过时的法典进行改革所需的法令，在推动

国家转型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真正对行政权

力起到了制约作用 102。

然而，议会正在通过的一些法案引起了人们的

担忧，担心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可能还不打算放弃

对媒体、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公民集会权的独裁控制。

更多人则是对占有 25% 议会席位的军事集团在议会

中的地位及其对议会的影响力提出了质疑。个人及

机构能力受到的严重制约以及不明晰的立法程序，

都妨碍了议会进行有力而有效的立法。

几部颇具争议的法律正在制定当中。议会正在

研究对社会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的注册

和运作做出相应规定的组织法法案。地方组织和国

际专家认为法案初稿中的限制过多，与国际上在这

方面的最佳实践相去甚远。同时，立法机构一直以

来都愿意向这些地方组织征求意见，并听取专家的

102　并非橡皮图章：缅甸转型时期的议会，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	Briefing	N ° 142，2013-12-13，http://www.crisisgroup.org/en/

regions/asia/south-east-asia/myanmar/b142-not-a-rubber-stamp-

myanmar-s-legislature-in-a-time-of-transition.aspx?alt_lang=zh-

CN

建议。该法案最新的版本已经不再有那么严格的限

制性条款，也解决了公民社会所关心的绝大部分问

题。

2011 年颁布的和平集会法饱受诟病，原因是该

法律规定，对未经批准而进行示威游行的人员处以

刑事处罚。大量活动家因此被起诉，数十名被刑拘，

引起人们严重质疑缅甸所谓的新自由究竟意义何在。

资深的立法人员承认，这类刑拘与吴登盛总统宣称

的到今年年底为止不再会出现任何政治犯的说法不

符。议会已经起草了一份提案，拟对这些有问题的

条款进行修订。

有关新的媒体法案的讨论正在进行中，新法令

将取代严苛的旧法令。与别的新法案一样，原有法

案中一些有问题的条款也被写入了新法案的草案中，

包括政府发放和撤消出版许可证的权力，以及对出

版内容措辞宽泛的限制性规定。立法机构向包括新

闻理事会（press council）在内的媒体代表征求过意见，

但是到目前为止，媒体代表的关切在多大程度上会

被纳入考虑还不得而知。在大部分记者还未很好地

理解新闻的职业和道德标准的情况下放开对媒体的

管制，对于这点政府已经表示出一定程度的不安。

目前呈现在眼前的是这样一幅景象：立法过程

虽有瑕疵，但总体而言立法机关愿意向利益相关者

征求意见，也会听取专家的建议。缅甸一些地区的

当局担心国家对外开放的步子迈得过大、过快，但

是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一些考虑如公众对协商的需求

以及对达到国际标准的期望，虽然没有完全消除却

也缓解了这种担心。媒体法的立法过程以及是否会

按已经宣布的修订案对和平集会法进行修订，都将

会成为下一个试金石，看究竟是旧观念当道，还是

新的开放态度占据主导权。

V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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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规定为军方保留 25% 的议员席位，这一点

让很多人深感忧虑。虽然这种预留议员职位的做法

不符合基本的民主准则，但是军事集团总体而言采

取了支持改革进程的立场。军事集团与其他一些议

员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因为该集团有时会投票支

持政府和总统，而反对占多数席位的、由旧军事政

权建立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 简称 USDP）。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现任议会是缅甸 50 年

来第一个独立议会，其立法过程会受到立法者本身

经验的缺乏以及机制缺陷的制约。立法者对民主实

践几乎毫无经验，也鲜有来自机构的支持。议员们

既没有办公室或办公人员的协助，也没有政策和研

究机构的帮助，再加上委员会内部也缺少可以对立

法事项进行研究和分析的专家，因此要进行有效而

有力的立法是不可能的。考虑到这种情况，再加上

排得满满的立法日程表，目前议会所取得的进展令

人印象深刻。然而，随着国家转型进程向前推进，

要达到公众对议会这个政府关键部门的期望值，就

需要对议会进行更多的投入。

仰光 / 布鲁塞尔，2013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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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	AppENdi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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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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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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