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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经济共同体临近	外资流入东盟脚步加速

ASEAN’s Inflow of FDI Is Still in a Positive Trend

2014 年 6 月 25 日，联 合 国 贸 易 与 发 展 会 议

（UNCTAD）公布了该机构的 2014 年度世界投资

报告 1。因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即将划上句号，今年

的报告主题改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投资行动

计划”。与此同时，发布会地点也换为另一个亚洲

的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 2。

图 1：贸发会议代表（左和右）与马来西亚投资发
展局首席执行官阿兹曼马哈茂德在 2014 年世界

投资报告的发布会

资料来源：The Star （马来西亚）

作为最具权威的世界组织，贸发会议的投资报

告吸引了不少国家的注意。像以往一样，亚洲仍然

1　Asia the world top recipient of FDI, The Star, 2014 年 6 月 25 日 , 

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4/06/25/

Asia-the-worlds-top-recipient-of-FDI/

2　每年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都会更换发布地点，去年在印度新德里

举行。

保持世界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 FDI）流入区的

首位。从 UNCTAD 的统计可以看出，作为亚洲一

分子的东盟依然保持增长态势。在这方面，有四点

值得各方注意。

一、东盟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显示稳定增长趋势

如下图所示，从 2008 年到 2013 年，东盟 FDI

投资额从 470 亿美元上升至 1250 亿美元，翻了近三

倍。虽然 FDI 投资在 2009 年和 2012 年有少量缩减，

但东南亚在整体上仍保持上升趋势。

图 2：东盟 FDI 投资额（2008 − 2013）

资料来源：马来安邦根据 UNCTAD Investment Report 

2010 - UNCTAD Investment Report 2014 资料整理

二、更多东盟国家成为外商投资目的地

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

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传统”

目的地。在 2008 年，新加坡是唯一一个吸引投资达

到 100 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与此相比，泰国、印度

尼西亚、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 FDI 投资额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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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在 10 亿到 99 亿美元的水平 3。

然而，在 2014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这种现象已

不存在。虽然新加坡的 FDI 仍保持在 100 亿到 490

亿美元的水平，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先后

都已进入这一区间。只有越南和菲律宾依然维持在

10 亿到 99 亿美元的水平。截止到 2013 年年底，新

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已成为东盟地

区的四大 FDI 目的地 4。

图 3：中国在主要东盟国的 FDI 投资额（2005-2012）

资料来源：UNCTAD，双边贸易统计

三、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大幅增长

如图 3 显示，中国在东盟的 FDI 从 2005 年的

28 亿美元上升到 2012 年的 260 亿美元，投资额翻了

近十倍。根据贸发会议提供的数据，新加坡、缅甸、

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泰国是中国投资的五大接收

国。相反，东盟传统的 FDI 来源国日本同期只在本

地区输入了 80 亿美元 5，少于中国的三倍。这一数

字肯定了中国作为东盟主要经济伙伴的趋势。

3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0

4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4

5　UNCTAD Investment Report 2014

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国家的FDI流

入额明显上升

虽然该协定还未正式签订，但从目前的 FDI 统

计情况来看，RCEP 国家的投资流入额有明显增加。

RCEP 国家从 2005 年到 2009 年平均每年接受投资

1,950 亿美元，而 2013 年的 FDI 竟高达到 3,430 亿

美元，上涨 76%，几乎为之前的两倍。与此相比，

同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成员国所吸引的

FDI 从 3,630 亿美元上升到 4,580 亿美元，仅增加了

26%6。这也证明了 TPP 的投资效应不一定有大家看

到那么大，同时说明了 RCEP 的“邻近效应”依然

具有优势。

总体来说，贸发会议对东盟地区保持乐观的

评价，但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的问题依然会是接下

来的挑战。在东南亚，各国政府因资金短缺，已开

始减少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如 UNCTAD 驻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的代表 Michelle Gyles-

McDonnough 指出，发展中国家（包括东盟在内）

将在未来的 15 年面临资金短缺，而该机构估计这些

国家需要 2.5 兆美元来进行建设基础设施的工作 7。 

在这一点，中国所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亚投行）将发挥关键性作用，它的建立将使各

东盟国家得到新的资金来源。目前，因亚洲发展银行、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无法全面地为东盟

国家提供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可以在

这一方面作出贡献，以填补这些原有机构所留下的

义务。

6　UNCTAD Investment Report 2014

7　Asia the world top recipient of FDI, 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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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马中关系的下一个四十年

The Prospect on Malays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Next Forty Years

2014 年 7 月 4 日，马来西亚知名智库亚洲战略

与领导人研究院（ASLI）在吉隆坡举办一场中国驻

华大使与本地企业的特别圆桌会议 8。来自马来西亚

各企业的代表、媒体记者（本地和国际媒体）以及

特邀国会议员、官员与学术界人士都一同参加了这

一会议。

图 4：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中右）对企业及
其它机构代表发言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

值得一提的是，该会议是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5 月底赴华庆祝马中建交 40 周年之后参加的第一次

公开活动。与以往不同，这一次的主角是中国驻马

大使黄惠康，他向与会代表阐述了马中关系的前景

和机遇。按黄大使的说法，马中关系已经创造第一

期的“钻石期”（1974-2014），而目前双方要做的

8　马来西亚安邦研究中心的代表，李志良，也参与该圆桌会议。

是怎么样创造新一轮的“钻石期”。为了确保下一

个 40 年马中关系继续处于“钻石期”，中国大使馆

将利用现有的基础继续开展各领域的工作。其中包

括：

巩固双边贸易关系。目前，马来西亚已经是中

国在亚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和韩国。

如以贸易人均来计算，马来西亚是亚洲首位，超越

日本与韩国。利用这样的条件，马中双方应按照五

月份所签署的联合公报，把双边贸易总额在 2017 年

前提升到 1600 亿美元（2013 年为 1060 美元）。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大使馆将继续支持有关的贸

易和商业活动。

图 5：许多马来西亚企业的代表都参加该活动

资料来源：马来安邦于 ASLI 会场所摄

增加中企在马的投资。因马来西亚在中国的投

资额是中国在马投资额的四倍，中国大使馆将尽最

大的努力改变这一状况。估计，未来几年的中企投

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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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额会超越 2013 年的 2.3 亿美元，尤其是当中企奉

行“走出去”战略。由于 20% 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将落在周边国家，中企在马的投资有望突破现有的

局面。农业，加工材料业，天然气，铁路建设，网络

开发，核电经营和遥感技术都是两国能合作的新领

域 9。

研究将马来西亚打造为新的人民币离岸结算中

心。因马来西亚有意成为另一个东盟的人民币离岸

结算中心，中国政府将探讨马方所提出的要求。作

为中方在马的最高机构，中国大使馆将协助北京方

面进行相关的工作。

推进人文领域的交流。中国大使馆也将把人文

交流作为长期的工作。黄大使估计马航 MH370 失联

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逐步的淡化，中国游客 10 和

学生将在未来一年内重新选择马来西亚作为旅游和

学习目的地。大使馆将继续协助其它合作项目的开

展，例如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黄大使相信更多

中国学生会随着该分校的设立来马深造，进一步加

强中国人民与马来西亚的交流，他对此持乐观态度。

依照马来安邦对马来西亚的深入研究，中企在

马投资依然是以上这些领域里最大的问题。整个问

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吸引更多中企到马来西亚投资各

个不同的行业。为了创造更好的大环境，安邦认为

马中两国政府不但需要建立很密切的高层合作机制，

它们还需要建立州与省以及城市之间的合作机制，

扩大双方合作领域，创造新的合作机会。以新加坡

与中国合作模式为参考，两国企业都会在这些官方

机制建立后得到更多的商业机会，其结果是带来更

多的相互投资。通过这样的模式，投资不足的问题

才能得到改善，而这必定有利于建立马中关系的下

一轮“钻石期”。

9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演讲内容。

10　目前双边游客总人数已达到 300 万。

文莱经济增长不应纯靠油气行业

Brunei’s Economic Growth Shouldn’t Just Rely on 
O&G Secto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近期发表的《2014

年文莱经济展望报告》中对文莱经济增长潜力保

持乐观的态度，并赞扬文莱政府在财政预算中推行

的严谨作风。同时，IMF 也认为，在全球能源行业

的逐步复苏下，文莱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在

2014 年取得 5.5% 的增长，一改 2013 年经济萎缩的

局面 11。但马来安邦咨询相信，文莱的经济复苏不应

仅靠油气领域的增长，而应依靠经济多元化的贡献。

IMF 在这份经济展望报告中也指出，文莱在

2013 年面临 1.8% 的经济萎缩，主要在于国内的油气

工业设施维修保养的时间要比预期的更长，导致能

源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前一年相比下跌 7.2%。

相关的维修工程始于 2012 年，在过去两年中对文莱

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冲击 12。

文莱目前的 GDP 约 2/3 乃来自油气行业，而油

气领域更是占据出口总额与政府财政收入的约 90%

以上。文莱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国家过度依赖油气行

业的现状，并已在过去数年积极推行多项长期计划，

以让国家经济多元化，并提升私人领域对经济发展

的贡献。这些都能在文莱苏丹近几年的新年御词中

得到印证。

尽管全球能源行业看似有复苏的迹象，但马来

安邦咨询认为，文莱依然需要在国家经济发展多元

化的道路上持续地投入更多的资源。毕竟，油气类

能源绝非可再生资源，即便全球能源市场复苏，文

莱目前所拥有的油气资源，仍不足以应对未来 100

年，甚至 50 年的发展。

11　财政严谨 发展稳定 IMF 看好汶莱经济，2014-7-12，http://www.

uniteddaily.com.my/?q=node/79101

12　IMF Executive Board Concludes 2014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with 

Brunei Darussalam，2014-7-9，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

pr/2014/pr14335.htm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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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文莱 2011 年至 2016 年的经济数据与预测

注释：* 为 IMF 预测数据

资料来源：马来安邦根据 IMF 资料整理

因此，文莱政府应该持续增强推行亲商政策的

力度，以打造一个能吸引外资的经商环境，推动国

家落实转型的目标。同时，配合 2015 年东盟落实

经济共同体的倡议，文莱也应该乘势吸引更高质量

的外来投资，以便在带动国家经济转型之余，也提

升市场的高收入就业机会，创造高技能投资项目等

等 13。

图 6：文莱过去 5 个季度的经济成长表现

资料来源：文莱经济策划与发展局

13　汶加大对东盟招商力度，2014-7-10，http://www.uniteddaily.com.

my/?q=node/78983

至于文莱能否在 2014 年取得 5.5% 的经济增长，

马来安邦咨询则持谨慎的态度。毕竟根据文莱公布

的 2014 年首季 GDP 报告，整体经济同比下滑 3.3%，

其中油气行业方面也面临 10.3% 的负增长 14。无论如

何，非油气领域项目依然维持着 3.1% 的增长，反映

出文莱的经济多元化已处于稳健扩张的趋势中。

菲律宾的经济增长并非来自国内改革

Philippines’ Economic Growth Doesn’t Contribute 
by Domestic Reformation

《财政时报》英国籍亚洲经济专家大卫·皮林

在 7 月 11 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指出，菲律宾经济在

过去数年间取得了年均 6% 的稳定增长，这功劳不

应属于现任总统阿基诺，而应属于前总统阿罗约。

大卫·皮林认为，菲律宾当前经济增长的动力，绝

大部分并非来自于菲律宾政府与央行，其基础主要

是在阿罗约任总统时期奠定的 15。

经过了 2013 年的菲律宾中期选举后，阿基诺总

14　 文 莱 2014 年 首 季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报 告，http://www.depd.gov.bn/

gdp/2014/SMGDP_Q12014.pdf

15　英国经济专家：菲繁荣经济乃阿罗约政府成果，2014-7-12，http://

www.shangbao.com.ph/fgyw/2014/07-12/310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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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支持率已有逐步减退的趋势。根据菲律宾两家

主要民意调查机构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阿基

诺的民意支持率已降至其上台4年多以来的最低点，

施政满意度基本下滑至 50% 的边缘 16。

表 2：菲律宾 2009 年至 2014 年的海外汇款数据

资料来源：菲律宾央行

同时，近期愈演愈烈的“政治分肥”政府资金

贪污丑闻以及“财政支出加速方案”被判违宪等系

列事件，已开始考验着阿基诺总统的施政效应与承

诺。加上去年对“海燕”台风的救援迟缓，以及近

期对“洛琳达”台风防范工作的不得力，也令菲律

宾国人对阿基诺的施政能力持质疑的态度。尽管菲

南和平协议已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或许是阿基诺任

期内最值得赞许的事件，但最近一连串菲南“叛军”

在马来西亚沙巴海域的骚扰举动，也为菲南和平进

程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

事实上，菲律宾过去数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并

非是政府的政策奏效，而是来自全球宏观经济形势

的改变。全球经济在 2009 年遭遇的重创，促使美国

等几个大型经济体纷纷推出类似量化宽松的措施，

带领热钱流入菲律宾等新兴市场，推高这些经济体

的经济与投资增长。

然而，这股经济增长的效应，并没有被菲律宾

政府与央行良好地吸纳，以转换成降低国内贫穷率

16　 民 调： 总 统 施 政 满 意 度 创 新 低，2014-7-15， http://www.

shangbao.com.ph/fgyw/2014/07-15/31176.shtml

与失业率的机遇。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的数据，

菲律宾 2012 年的贫穷率仍为 25.2%，仅较 2009 年的

26.3% 有些许改善；目前，该国仍有约 300 万人失业，

还有 700 万人处于半失业状态 17。

表 3：菲律宾 2009 年至 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表现

资料来源：菲律宾央行

更重要的是，菲律宾的内需与消费增长，更多

的贡献还是来自海外汇款。根据菲律宾央行的数据，

今年前 5 个月菲律宾的海外汇款同比增长 5.7%，至

94 亿美元。同时，根据菲律宾海外就业署（POEA）

的初步数据显示，同期批准的工作申请总计为 37 万

1097 个，多为从事技术与制造相关的工作 18。

换言之，阿基诺任内的菲律宾，其经济增长趋势，

依然还是受全球宏观经济表现，以及传统上输出劳

动力所推动，而政府与央行政策所寄予期望的发展

效应，并未完全得到有效体现。这无疑将持续考验

菲律宾未来的发展方向，尤其东盟经济一体化带来

的挑战。

17　Philippine economic growth to slow this year - ADB，2014-

4-1，http://www.abs-cbnnews.com/business/04/01/14/philippine-

economic-growth-slow-year-adb

18　前五个月汇款增长 5.7% 至 94 亿美元，2014-7-16，http://www.

shangbao.com.ph/jjxw/2014/07-16/311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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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将以“V”型幅度呈现经济复苏

Thailand Economy Will Step up Recovery

泰国央行报告称 2014 年 5 月泰国经济首现回

温迹象。预计 2014 年第三季度，泰国经济恢复势头

将爆发并将以“V”型幅度呈现经济增长。这种趋

势得益于泰国经济环境逐渐恢复正常，国内消费需

求、旅游业和出口贸易均有所回升。预计 2015 年泰

国整体经济增长或将远超早期预测的 4.8%，上升至

5.5%19。

图 7：泰国中小企业对泰国下半年经济预期（单位：%）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泰国今年 5 月以后工业投资的快速增长也提振

了泰国的经济。5 月 24 日至 6 月 18 日期间，泰国新

增注册工厂 377 所，与前 5 月相比增长了 19.5%，总

投资 476.5 亿泰铢，增长了 112.6%，申请工厂扩张

76 家，增长了 76%，扩张投资额 314 亿泰铢，增长

了 171%20。

泰国博仁大学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多数中小

型企业认为如果泰国政局维持稳定、国家维稳委员

19　泰国央行：泰国经济持续复苏 出口将超预期，20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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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id/38289/

20　泰国政变后工业投资显着增长，2014-6-26，http://asean.anbound.

com/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articleid/38136/

会推出有效的经济刺激和发展政策和措施，那么泰

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将恢复，并且投资资金会更多地

流入泰国，泰国经济会在今年下半年持续复苏和好

转。

由图 7 可知，81.6% 泰国中小企业认为泰国的经

济将继续好转，10.2% 的中小企业认为泰国的下半

年经济与上半年接近，只有 8.2% 的中小企业认为泰

国下半年的经济将会比上半年差。

此外，泰国央行预期今年第二季度泰国国内生

产总值可增长 1%-1.1%，相比 2014 年第一季度经济

出现 0.6% 的负增长，已经大有好转。从今年 5 月起

泰国工业生产和民间消费均开始呈现增长势头，尤

其是民间消费开始有所增长。泰国政府目前正在设

计以长假期来刺激泰国旅游业的发展，从而提振泰

国经济。

虽然泰国自今年 5 月后经济出现复苏势头，但

是由于泰国政局依然不是十分明朗，加上近期泰国

要组建新的临时政府，这为泰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增

加了一个新的变量。

上述信息表明，泰国经济好转，虽然存在阻碍

经济持续复苏的因素，但是泰国经济总体状况仍被

各方看好。泰国军政府实行的各项刺激经济的政策，

将为泰国经济恢复提供保障。

越南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Vietnam Economy Faces Challenges

《日本经济新闻》6 月 29 日刊发题为“越南经

济因与中国对立可能减速”的文章称，越南因南海

领土“主权”问题与中国的对立长期化，经济发展

可能随之减速。中国企业停止了基础设施开发，如

果中国游客继续减少，那么今年越南的实际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率势必降低。越南政府和企业虽然提出

了“摆脱中国”的口号，力求在经济上减少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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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但要真的脱离中国恐怕需要很长时间 21。

今年 5 月发生的暴力游行事件给越南经济带来

了许多困难。越南停止经营活动或破产的企业数量

不断增加。今年头 5 个月，越南全国有 27900 家企

业停止经营或破产，同比增长 20.5%。

图 8：越南无法申请贷款企业调查情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同时，越南新注册的企业也在减少，对越南经

济增长造成不小的压力。今年上半年，越南全国共

新设立企业 37315 家，注册总资金 230.9 万亿越盾（约

合 108.4 亿美元），企业数量同比减少 4.1%，注册

资金增长 19.3%；8322 家企业恢复经营，同比减少

10.7%22。

越南企业融资困难也是导致新增企业的减少和

破产企业的增加的原因。目前越南有 50% 的企业不

愿申请银行贷款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虽然现在越

南利率不高，但仍会导致大量资金留在银行。

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今年前几个月越南大米、

橡胶和咖啡等农产品出口持续下降。这对越南的农

21　越南为挑衅中国付出代价 外国投资锐减 35%，201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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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id/38212/

22　越南 2014 年上半年破产企业增加，新设企业减少，20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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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id/38282/

业贸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今年越南荔枝出口出现

滞销，虽然越南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解决荔枝的销

售问题，但还是对越南荔枝种植户造成不小的影响。

上述信息表明，越南经济增长面临减速的风险，

越南企业运行状况不佳也严重拖累了越南经济。越

南政府应该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与合作，保持稳定的

社会环境与政策，吸引外国投资，以提振越南的经济。

新加坡力争转型成为一个知识型经济体

Singapore Strives to Build o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目前，新加坡正在经济转型的阵痛阶段，经济

表现疲软。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经济未

呈现复苏状态，令市场感到失望。根据贸工部统计，

新加坡经济第二季度同比增长 2.1%，远低于第一季

度的 4.7%，也低于市场的预期 23。

新加坡第二季度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

下滑。受电子业萎缩影响，第二季度制造业增长仅

为 0.2%，与第一季度的 9.9% 相比出现大幅下滑。

同时，贸易相关的零售贸易业和交通与仓储业表现

滑落，也导致服务业在第二季的同比增长率下滑到

2.8%24。而此前官方发布的月度数据也预示了二季度

制造业的不景气。5 月，新加坡制造业产值同比下

降 2.5%，这是 11 个月来该国制造业首次陷入萎缩。

其中，半导体产业连续两个月收缩，导致电子业 5

月重挫 7.5%；至于今年前四个月表现强劲的生物医

药行业，也受制药所累，在 5 月同比萎缩 9.2%25。6 月，

尽管新加坡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仍保持在

23　新加坡二季度经济增长放缓 同比增长 2.1%，新华网，2014-7-

15，http://news.xinhuanet.com/yzyd/world/20140715/c_1111624615.

htm

24　 我 国 第 二 季 经 济 增 长 2.1%， 联 合 早 报 网，2014-7-14，http://

www.zaobao.com/realtime/singapore/story20140714-365702

25　新加坡制造业 11 个月来首次陷入萎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

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2014-7-2，http://sg.mofcom.gov.cn/

article/zhengt/201407/201407006475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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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荣线以上（50.5），但已连续两个月回落，也低于

市场平均预期的 51.0 点 26。

图 9：2014 年上半年新加坡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月度状况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新加坡贸工部数据整理

不过，各家金融机构普遍认为，新加坡经济发

展的前景依然良好。瑞士信贷表示，随着全球经济

持续复苏，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很可能在未来几个季

度逐渐加速上行。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加坡而言，

这肯定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汇丰银行预计，新加

坡金融管理局将维持偏紧缩的货币政策，以谨慎对

待通货膨胀。此外，该国政府也在按部就班地落实

各项推动经济和提升生产力的措施。这些措施都会

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利，并帮助新加坡转型成为一

个知识型经济体。星展集团认为，尽管新加坡经济

在进一步改善之前会出现一定的回落，但目前经济

复苏的动力已经显现在各行各业中，因此下半年还

是有望迎来平缓的回升 27。

目前，新加坡经济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正在经历

转型期的阵痛。不过，欧美经济的复苏和科技的进

步都会帮助该国摆脱当下的困境，恢复经济增长的

动力。未来，新加坡经济依旧向好。

26　本地制造业扩张但增长速度放缓，联合早报网，2014-7-2，http://

www.zaobao.com/realtime/singapore/story20140702-361479

27　华京京：分析师：经济前景良好但增速或放缓，2014-6-29，http://

www.zaobao.com/finance/invest/story20140629-360262

缅甸外国公司投资增长迅速

Foreign Investment Rising Sharply in Myanmar

缅甸投资委员会 28 公布，近年赴缅甸登记注册的

外国公司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法律咨询和服务类行

业。1990-2010 年间，赴缅甸登记注册的外国公司共

1508 家；而从 2011 年到今年 5 月就达到了 1751 家。

其中 2011-2012 年度登记注册 40 家，2012-2013 年

度登记注册 500 家，2013-2014 年度 1012 家，由本财

年 29 起至五月底就有 199 家企业注册。

今年 4 月 1 日至 7 月 4 日，包括陆运和海运在内

的缅甸对外贸易额已达 50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 10 亿美元。其中总出口 18 亿美元，进口 34 亿美元，

海上贸易占国际贸易总量的 80% 以上。2012-2013 财

年，缅甸国际贸易额为 180 亿美元，2013-2014 财年

为 240 亿美元，增长 33%。由于政府加大力度实施进

出口贸易计划、打击走私行为，预计本财年缅甸的进

出口贸易额还将继续增长。 

图 10：1990-2014 年缅甸注册外国公司
与对外贸易额、GDP 总量对比图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数据整理

据缅甸投资和公司管理指导委员会称，截至今年

5 月底，缅甸商品生产部门所接收到的累计投资已达

28　缅甸投资委员会，简称 MIC，是国家指定的投资审批机构，目前由

16 位政府高官组成，负责审议经济相关议题。现任主席为国家能源部部

长 U Zayar Aung，副主席为国家酒店与旅游部部长 U Htay Aung。

29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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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亿美元，共流向了包括饮料、电子零件和建筑材

料在内的 357 家企业。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 46

亿美元，主要来自中国与泰国，资金大部分流入能源

领域，农业、畜牧业、渔业方面的外商投资持续不振。

在国内投资方面，本地投资者通常将资金投入到

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采矿业、制造业、能源、

交通运输、酒店旅游、房地产和建筑行业。其中制造

业以 10 亿美元的投资排名第一，建筑业、酒店旅游

业以 8 亿和 7 亿美元分列第二、三位。

目前在缅甸注册的 38162 家公司中，外资公司占

比 8% 左右，迅速增长的投资带动了缅甸的房地产和

酒店行业。据统计，与去年同期相比，仰光的房屋租

赁价格已上涨 10%，质量好的房屋和写字楼上升趋势

明显。同时，在仰光工业区的公寓，销售价格也已上

涨 35%。

虽然投资整体数量有所增长，但是缅甸的现状仍

阻碍了部分投资，位于缅泰边境的巴安工业区的吸引

力已开始降低。巴安工业区占地 1000 亩，自 2011 年

9 月项目动工，日本、泰国、中国和韩国都曾提出投

资建议书。由于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电力，工厂只能使

用他们自己的发电机。一些韩国企业家上月参观考察

了该工业区，但是他们对这里的地理条件并不感到满

意。由此可见，如果缅甸想进一步吸引外资、保持增

长态势，还需要在工业区的规划及可持续发展方面投

入更多精力。

柬埔寨成衣产业带动外国投资热潮

Textile Industry Is Bringing the Boom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ambodia

据柬埔寨商业部最新统计数据，随着全球经济

逐步回暖和国内生产的稳定增长，柬埔寨今年上半

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增长，总额达 89.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7.6%。其中出口 3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进口 5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贸易逆差

14.1 亿美元 30。

图 11：柬埔寨成衣加工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虽然柬埔寨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贸易顺差，但是

迅速扩张的轻工业已被视为柬埔寨推动经济发展

的一大支柱。根据柬埔寨商务部统计，成衣、制鞋

等低端加工出口业已取代农业成为柬埔寨最大的输

出商品，成衣、制鞋的出口产值已占柬埔寨出口总

量 80%31。截至今年 6 月底，柬埔寨登记的服装厂

达 1,200 家，较今年初增加 8%；累积雇佣人数已达

73.33 万，较今年初增加逾 5 万人，雇佣人数已超过

30　 柬 埔 寨 上 半 年 进 出 口 贸 易 大 幅 增 加，2014-7-18，http://news.

hexun.com/2014-07-18/166763517.html

31　 制 造 业 成 本 增 加， 中 国 部 分 服 装 企 业 转 向 柬 埔 寨，2014-6-

27，http://asean.anbound.biz/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

articleid/3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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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 5%32。

受到贸易快速增长的影响，今年上半年金边

港的货物吞吐量达到 605,512 个集装箱，同比增长

50%33。随着外资持续流入，成衣制造业将在柬埔寨

扮演更关键的角色。

然而，当前柬埔寨服装加工还处于产业链底层，

大部分服装厂只做单纯加工，许多工厂仍需从亚洲

各国进口生产设备与成衣原料，主要进口来源为中

国（含台湾）、日本、韩国 34。

为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柬埔寨政府自 1992 年

起便开始推动“经济用地租借”（Economic Land 

Concessions，简称：ELC）政策，迄今为止，柬埔寨

政府已透过该政策释放出 120 万公顷的“经济用地”，

但是，在政策措施配套不足且基础设施匮乏情况下，

该政策始终未能有效带动柬埔寨经济增长 35。

看准了中国制造业成本增加所带动的产业外移，

柬埔寨成为外资积极进驻的加工制造基地。近日，

台湾贸易协会（TAITRA）宣布在金边开设商务中心；

迄今为止，柬埔寨服装业中有四分之一产量由台资

厂商生产 36。除了台湾厂商积极布局柬埔寨外，日本

企业近期对柬埔寨的直接投资也呈现快速增长的态

势 37。柬埔寨已被外资企业视为一个极具价值的新

32　柬埔寨服装业出现复苏征兆，工厂注册数量增加，2014-7-18， 

http://www.sjfzxm.com/news/hangye/20140718/395810.html

33　 柬 埔 寨 上 半 年 进 出 口 贸 易 大 幅 增 加，2014-7-18，http://news.

hexun.com/2014-07-18/166763517.html

34　 制 造 业 成 本 增 加， 中 国 部 分 服 装 企 业 转 向 柬 埔 寨，2014-6-

27， http://asean.anbound.biz/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

articleid/38178/

35　ELCs: The Economic Benefits not Realized, Jul. 18th. ,2014, http://

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elcs-economic-benefits-not-

realised

36　Taiwan set to open trade office, Jul. 18th ., 2014, http://www.

phnompenhpost.com/business/taiwan-set-open-trade-office

37　外资企业の中国撤退ブ一ムが再燃、日本の东南アジア投资は中国向

け の ３ 倍，2014-4-22，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40422-

00000017-xinhua-cn

兴市场 38。

老挝农业的困境与出路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to Laos Agriculture

老挝农业与林业部表示，本月初的干旱天气已

迫使一些农户重新播种其作物 39，迟来的雨季使市

场对政府今年制定的 3.2 吨的单产目标表示担忧与

怀疑。2013 年政府就曾鼓励农户播种大米，以期实

现 2.9 吨的单产目标，不料农户因洪水袭击损失作

物数千吨。

图 12：老挝 2012 年农作物产量与产值排名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 FAO 资料整理

http://faostat.fao.org/DesktopDefault.aspx?PageID=339&lang

=en&country=120

农业一向是老挝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GDP 占

比 31%，全国约有 75% 成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老挝作为东盟主要的大米生产国之一，目前年产量

380 万吨，平均每年向越南、泰国、中国以及其他国

家出口大米 20-30 万吨，出口总额 1.19 亿美元。在

38　 英 国 罗 尔 斯 罗 伊 斯 汽 车 进 军 柬 埔 寨， 2014-7-2，http://asean.

anbound.biz/index.php/Index/model/sectionid/1/articleid/38267/

39　 波 里 坎 赛 省（Borikhamxay）、 甘 蒙 省（Khammuan）、 川 圹 省

（XiengKhuang）以及 Huaphan 省的大部分农户目前才开始播种稻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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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规划中，老挝农林部计划将 2014 年的大米产量

提高至 400 万吨，2015 年产量 420 万吨，其中 60 万

吨用于出口。

表 4：2012 年老挝主要农作物产值和产量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 FAO 资料整理

http://faostat.fao.org/DesktopDefault.aspx?PageID=339&lang

=en&country=120

由于老挝政府财力薄弱、经济发展起步较晚，

农业系统目前存在许多问题。水利灌溉、防洪防旱、

通路通电等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管理人才短缺，

农药化肥供应不足，已经成为老挝农业发展的主要

障碍。

目前，老挝政府对于国内外投资者针对大米生

产方面的投资仍然表示欢迎，政府希望企业可以通

过为农户提供精湛技术、传授农业经验、培训当地

技术人才等，进一步提高单产目标、带动地方经济

发展。近日，老挝农林部就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

帮助农民学习新技术，带领他们认识市场。

虽然老挝经济落后，但是其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吸引了国际有机种植机构的目光。老挝农林部副部

长表示，有机种植是老挝长期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在 ADB 的支持下，有机种植项目已经帮助 6.4 万老

挝小农增加了收入，并减少了农户对有害农药的需

求与依赖。

印尼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资金外流

The Possibility of Capital Outflow Is Rising in Indonesia

近 日， 印 尼 央 行 总 裁 阿 格 斯（Agus 

Martowardojo）在一场例行记者会中指出，受到经常

项目赤字持续扩大的影响，印尼可能再次出现大规

模资本外流。据统计，6 月份单月贸易逆差将达到 3

亿美元，而第二季度印尼贸易逆差将可能达到 GDP

的 4%，在经济结构未发生变化情况下，贸易逆差将

持续扩大，这进一步加剧资本外流的风险 40。

图 13：印尼经济增长率（2011-2014）

资料来源：tradingeconomics.com

今年以来，外资在印尼股市买入超过 40 亿美元，

这是继印度、台湾之后在亚太地区第三大买超市场；

40　Indonesia’s central bank warns of rise in capital outflows, Jul. 

16th , 2014, http://www.asianewsnet.net/news-623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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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43。

去年底，随着国际美元走强，印尼遭受资本外

流严重冲击。为稳定货币市场秩序，印尼央行将利

率提升至 7.5% 的高位，这使得国际资本再次将印尼

视为套利对象。但在美联储暗示将在今年十月停止

购债后，市场对于印尼经常项目结构性逆差关注加

剧，印尼央行也承认：外资对印尼公债的持有比例

已到了“需要关注”的地步，为避免外资外流对印

尼金融市场造成破坏，印尼应研究如何深化印尼债

券市场 44。

在经常项目持续逆差，且国内经济结构陷入结

构性制约情况下，印尼新任总统即将面临极为严峻

的经济形式。如何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推动吸引外

资直接投资并改善国内就业情况成为印尼能否在量

化宽松后期维持国内金融秩序稳定的重要关键。

43　Satria Sambijantor, “Indonesia’s central bank warns of rise in 

capital outflows, Jul. 16th , 2014., http://www.asianewsnet.net/news-

62393.html

44　Indonesia to deepen securities market, May 14th ,2014, http://

www.thepresidentpost.com/2014/05/14/indonesia-to-deepen-

securities-market/

然而，印尼经济并未出现过于亮眼的表现 41。2011 年

以来，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影响，印尼

经济连带受到波及。长期以来，印尼以出口大宗商

品为主，大宗商品出口总量占印尼出口总量 65%；

因此，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连带对印尼经济稳定造成

严重威胁 42。自 2011 年至今，印尼已出现三次经济

衰退，国内政治、社会秩序也因此出现严重动荡（见

图 13）。

2013 年印尼吸引 FDI 总额逾 250 亿美元，依旧

处于历史较高水位。然而，外资对印尼的投资多着

眼于印尼广大的内需市场，也因此出现了出口额较

FDI 短缺逾 100 亿美元的现象（根据印尼国家统计

局数据，2013 年印尼出口总额为 148 亿美元）。

由于受到政策限制以及官僚主义的影响，印尼

的投资环境正在快速恶化，印尼对于 FDI 的吸引力

正在快速流失。在刚落幕的印尼总统大选中，两位

总统候选人都承诺将对苏西洛总统任内政策摇摆不

定的状态进行调整。但在国内民族主义日渐高涨的

压力下，两位总统候选人也都不承诺对国内趋紧的

外资投资限制进行调整。

另一方面，随着国内需求上升，印尼已从石油

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由于国内油气探勘陷入瓶颈，

石油已从以往最大出口商品变为最大进口商品。近

年来，国际油价持续在高位盘旋，为抑制因油价上

涨所引发的通膨，印尼政府被迫对油品进行补贴，

然而，印尼国内日渐加剧的需求已使得油价成为对

印尼经济形成制约的潜在变数。据统计，今年 1-5 月，

印尼在非石油、天然气部门贸易顺差为 46 亿美元，

然而，在石油、天然气项目上超过 55 亿美元，结构

性贸易逆差使得印尼在面对资本外流时难以进行回

41　 外 资 流 入 印 尼 基 金 呈 强 2014-7-14，http://fta.mofcom.gov.cn/

article/ftazixun/201407/17000_1.html

42　杰里米·格兰特：穆迪：东盟经济受中国影响巨大，2014-7-3，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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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升息背景下外资前来仍有

很多机会

OPR Hike Wouldn’t Affect the Investment Trend in 
Malaysia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BNM）在 7 月 10 日的货

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将隔夜政策利率（OPR）微调

0.25%，至 3.25%，这也是央行自 2011 年 5 月后首度

调整利率 45。国家银行指出，由于国内通货膨胀中长

期内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因而作出相关的利率调

整。

同时，国家银行也在文告中指出，国内外的宏

观经济环境基本保持乐观，其中国内的贸易活动将

受到欧美经济复苏所提振，国内的投资环境则将继

续由私人领域所带动。此外，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

工业部部长慕斯达法也认为，基于利率调整幅度不

大，这并不会对马来西亚的投资环境带来显著的影

响，并有信心能持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46。

马来安邦咨询认为，本轮央行升息主要针对国

内通货膨胀走高的迹象，并对国内家庭债务持续走

高的趋势进行控制。根据国家银行公布的 2013 年年

报，马来西亚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之前一年的 83%，再度上升至 86.8%47。

对于马来西亚的投资环境，预计将会持续火

热。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方并没有受到今年多项

45　国家银行货币政策文告，2014-7-10，http://www.bnm.gov.my/

index.php?ch=en_press&pg=en_press_all&ac=3037&lang=en

46　慕斯达法：国行升息 25 个基点 不影响国内投资环境，2014-7-

11，http://www.kwongwah.com.my/news/2014/07/11/74.html

47　国行料出手 升息至 3.25%，2014-7-8， http://www.orientaldaily.

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26167:3-

25&Itemid=198

负面新闻影响，除了在房地产投资市场外，其投资

热潮也逐步拓展至其他领域。而中国岱银纺织服装

集团就在本月宣布，将在柔佛州古来士年纳工业区

（Sedenak Industrial Park）投资约 6.4 亿令吉（约合 2

亿美元）设立厂房，马来西亚成为岱银集团在东南

亚投资的首个目的地 48。根据该集团预测，该厂房将

引进全球最先进的纺织设备，预料将为马国带来 3.5

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图 14：马来西亚隔夜政策利率走势

资料来源：南洋商报

岱银集团对马国投资反映出一个迹象，中国投

资方不仅局限于投资马来西亚的房地产市场，而是

有意寻求更为长远的发展方向，马来西亚无疑将是

企业面向东盟市场，甚至邻近区域市场的重要通道。

如今，工业园区已成为房地产投资以外另一个

投资热点，毕竟，为了让马来西亚能在 2020 年之际

完成经济转型计划，高科技相关的制造领域无疑将

48　 进 军 东 南 亚 首 站　 岱 银 6.4 亿 招 资 大 马，201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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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view=item&id=127174:6-4&Itemid=198

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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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重要的发展项目。因此，除了国内较为熟悉

的马中关丹产业园外，仍有其他的工业园区陆续在

推动与建设中，其中包括砂拉越再生能源走廊的沙

玛拉如工业园（Salamaju）、柔佛依斯干达的南部工

业物流园区（SiLC）等等。

此外，因为地理位置优势，雪兰莪州（环绕着

首都吉隆坡与行政中心布城），政府宣布将在瓜冷、

武吉柏仑东或依约（阿南岭）等三个地段设置工业

园区。由于这些地段与巴生国际港距离甚近，具有

降低业者的运输成本的比较优势 49。

然而，回到根本问题，马来西亚当前的升息活动，

主要还是国家银行让利率重返正常化的部署之一。

在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马来西亚的隔夜政策

利率为 3.5%，相对而言，当前的利率仍处在较低的

水平。另外，相较于东盟其他国家，马来西亚的官

方利率依然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为从事投资活

动的借贷与融资提供着一定程度的优惠。

缅甸皎漂经济特区亟待外国投资

Myanmar’s Special Economic Zone Kyaukpyu 
Wait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7 月 14 日，缅甸皎漂经济特区开始以公开招标

的方式遴选开发商，投标报名费为 1000 美元。此次

中标的开发商将负责港口和工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报名日期截止到 8 月 25 日，今年年底将完成选标工

作，预计 2015 年 3 月开始项目建设。

皎漂经济特区位于缅甸若开邦，占地面积约 7

平方英里，拥有建设深水良港的条件。按计划，港

口占地 1 平方英里、工业区占地 3.5 平方英里、基础

设施占地 2.5 平方英里 50。目前，皎漂经济特区管理

委员会主席为铁道部副部长吴敏登，副主席为财政

49　 大 臣： 暂 选 3 地 点 雪 设 工 业 园 吸 引 投 资，2014-6-10，http://

www.chinapress.com.my/node/533742

50　缅甸皎漂经济特区开始公开招选开发商，2014-7-16，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4-07/16/c_126760171.htm

部副部长貌貌登。如此高规格的人员配置，也体现

了缅甸中央政府对于该特区的重视。

图 15：缅甸皎漂地理位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结合相关图片制作

按计划，皎漂经济特区的第一项工作“起草概

念规划”已于 2013 年 1 月完成。第二项工作“公开

招聘咨询公司”也在 2014 年 2 月结束，新加坡 CPG

集团从 17 家公司中脱颖而出，赢得价值约 240 万美

元的合同；同时，荷兰公司毕马威作为备选 51。目前

正在进行的是第三项工作——征集国内外企业兴趣

函和公开招选开发商。皎漂经济特区项目主要依托

深水港发展制造业、储运业、建筑业和纺织业，吸

引国内外大、中、小型企业入驻。

根据规划，皎漂经济特区建设将分三个阶段实

施。 第一阶段是 2014 年至 2016 年；第二阶段是

2017 年至 2020 年；第三阶段是 2021 年至 2025 年。

第一个段纺织业务占 30%、鱼类包装业务占 50% 和

其他小型业务占 20%52。在各类投资项目中，特区管

理委员会将逐年增加缅甸人在雇工中所占的比例。

通过年均 25% 的增幅实现职工国民化，并在保障工

51　新加坡 CPG 集团中标成为缅甸皎漂经济特区，2013-3-4，http://

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403/20140300507132.shtml

52　缅甸皎漂经济特区将分三个阶段实施，2013-12-6，http://www.

caexpo.com/news/info/other/2013/12/06/36094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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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待遇和职业培训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充分增加就

业机会 53。

图 16：皎漂港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资料来源：环球网

依照规划，到 2020 年第二阶段建设完成后，皎

漂经济特区将成为亚洲的货物集散与贸易中心。届

时，缅甸的 GDP 将由 2012 － 2013 财年的 333 亿美

元增长到 1400 亿美元。皎漂经济特区不仅面向中国、

印度和东盟，而且还是连接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重要

战略支点。在欧盟取消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后，皎漂

成为国际货物集散中心，跻身全球重要贸易港口之

列 54。

目前，皎漂经济特区的建设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有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应尽快向特区相关管

理机构递交投标方案；而有投资意向的各国企业可

以根据当地环境和自身发展需要提前制订完善的计

划，决定投资的项目和规模，把握先机。

53　缅甸皎漂经济特区将充分使用缅甸工人， 2014-7-14，http://www.

china-asean-media.com/_d276644967.htm

54　 皎 漂 经 济 特 区 将 推 动 缅 甸 GDP 快 速 增 长， 2014-7-11，http://

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407/20140700659434.shtml

清真产业必将为马中两国合作创造

巨大机会

Malaysia-China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Halal 
Industry

7 月 11 日，马来西亚国际（中国）商贸中心有

限公司、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公会和马来西亚巴生

港自由贸易区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共

同成立马来西亚 - 中国清真企业联合会，服务两国

清真企业。该联合会将在两个月内正式挂牌成立。

表 5：近期中马两国清真产业合作项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安邦 - 东盟事实型数据库”整理

今年是中马建交 40 周年，也是马中友好年。不

久前，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国

事访问，签署了一系列重要的合作协议，这为两国

企业的合作与交流铺平了道路。目前，中马两国互

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已突破 1000 亿

美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双方共同成立马中清真

企业联合会，对于两国清真企业的发展与合作意义

重大，也为中国清真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一个

难得的机遇。

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	ASEAN-chiNA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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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清真企业联合会的成立，能全面发挥马来

西亚巴生港自贸区的区域优势、政策优势和产品优

势，不仅能为中国清真企业到当地发展搭建平台，

也将为马来西亚产品开拓中国清真市场提供帮助。

巴生港自贸区负责人已经表示，将全力支持和参与

马中清真企业联合会的成立和发展 55。

近年来，中马两国在清真产业上的合作不断深

化。2013 年 7 月，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清真产业中

心项目正式启动，落户政府重点扶持的巴生港自贸

区。该项目由马来西亚国际（中国）商贸中心有限

公司牵头，联合中国国家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国

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及马来西亚巴生港自由贸易

区，力争打造一个以中国企业为主体、依靠商贸带

动投资、以产业发展促进转口贸易的新兴清真产业

基地。

2014 年 6 月 10 日，马来西亚清真工业发展局

（HDC）、马来西亚巴生港自贸区和马来西亚国际

（中国）商贸中心在吉隆坡达成合作意向，三方将

共同成立“国际清真贸易与咨询中心”，服务中国

清真企业。三方决定，“国际清真贸易与咨询中心”

将于 6 月底在巴生港自贸区国际贸易与清真产业中

心挂牌，并已开始着手筹备将于今年底举办的第一

届国际清真用品展。

2014 年 7 月 5 日，由中国烹饪学会主办的“中

国清真美食走进马来西亚”活动在吉隆坡举行，这

是“2014 中国·马来西亚伊斯兰文化交流会暨中国

伊斯兰文化展”的项目之一。在当天的穆斯林开斋

晚宴上，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用中国菜肴招待

了各国友好人士。

马来西亚外贸促进中心负责人赛义德认为，在

中国尚未出台统一清真认证标准时，可以通过在国

外投资建厂从而取得被国际认可的清真产品认证，

进而拓展国际市场。

55　 马 来 西 亚 将 成 立 马 中 清 真 企 业 联 合 会 服 务 两 国 商 家， 2014-

7-2，http: / /www.chinadai ly .com.cn/hqcj /xf ly /2014-07-12/

content_11996924.html。

马来西亚是最早建立清真产品认证体系的国家，

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穆斯林食（用）品认证中心之一。

在清真认证体系标准制定、生产安全监管统一

以及市场拓展等方面，马来西亚已形成成熟的工作

体系。通过加强与马来西亚等清真产业发展比较成

熟的国家合作，中国的清真产品可以更快地被世界

市场认可。

马来西亚外贸促进中心驻中国成都站负责人说，

相对于马来西亚，中国清真产业存在认证机构与产

品安全监管机构脱节、缺乏知名品牌、产品国际公

认度不高等问题。

在马来西亚有许多清真产业园，从原材料采集

到产品加工、运输以及市场开发，已经形成比较完

善的体系。

“目前，拥有马来西亚的清真认证标志就意味

着产品可以在全球穆斯林国家流通。”沙特阿拉伯

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哈立德·哈乐尼瓦说。

马来西亚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

而中国也拥有数千万伊斯兰教信众，双方开展清真

产业合作具有广泛的基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

十分可观。以巴生港自贸区为依托、以马中清真企

业联合会为媒介，两国的清真企业将加强合作，共

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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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下一个 40年的趋向良好

The Next 40 Years of Malaysia-China Trades Will 
Be Prosperous

2014 年，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迈入第 40 个年头，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今年 5 月底访问中国，也确认

马中两国未来合作的大方向。40 年来，尽管双边关

系偶有波折 ——包括今年 3 月份发生的马航失联事

件—— 但整体而言，马中两国的关系是正面的，并

惠及双边的经贸与投资活动。

图 17：2013 年马来西亚的外来投资分布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投资发展机构

展望未来 40 年，马中两国的经贸与投资活动，

将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前进，这是值得马中两国人民，

乃至于区域市场，都必须关注的事项。针对相关的

课题，马来西亚《南洋商报》举办了一场马中经贸

相关的圆桌会议，并邀请了马来安邦咨询的首席代

表胡禄铭博士出席 56。

表 6：马来西亚 2014 年前 5 个月的贸易数据

资料来源：星洲日报

56　 展 望 马 中 经 贸 下 一 个 40 年 圆 桌 会 议（ 上 篇）： 两 国 愿 景 异 曲

同 工 用 软 实 力 实 现 马 中 梦，2014-7-6，http://www.nanyang.com/

node/633077?tid=460

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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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圆桌会议所探讨的范围相当广阔，包括马中

过去的发展模式，马中产业园的发展趋势，以及马

中未来发展将面对的挑战与机遇等等。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 1至 5月，

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按年增长 8.2%，占 5

个月总贸易量的 14%，中国为马国最大贸易伙伴 57。

马中两国的总贸易额在 2013 年首次突破 1000 亿美

元，达到 1060 亿美元；而两国的目标是在 2017 年

达到 1600 亿美元的贸易总额。

尽管马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但在双边投资

的活动上，却依然有待加强。根据马来西亚投资发

展机构（MIDA）公布的 2013 年投资表现报告，截

至 2013 年，中国在马来西亚的已获准投资项目为 22

宗，涉及资金为 30 亿 1800 万令吉（约合 9.2 亿美元），

为第 5 大投资国，位居前方的依序为美国、韩国、

新加坡与日本 58。这较过去的年均投资额已有大幅增

长。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马来西亚近年在中国的

投资额年均值多落在 3 亿美元之间，2013 年则为 2.8

亿美元；马来西亚在中国过去两年的投资趋势都呈

跌势，跌幅约为 11%59。换言之，马中两国的投资趋

势似乎出现了两极化的走势，即中国在马投资呈增

长，但马国在中投资则出现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马航失联事件与沙

巴海域多起人质事件等不良消息，也将考验着中国

对马来西亚的投资情绪；同时，投资者的签证申请

程序复杂、政策开放与宣传不足、部分领域对外资

持有权的限制、政府执行效率怠慢，以及人力资源

相对匮乏等因素，也都将冲击中国企业赴马投资的

意愿。

57　5 月 出 口 意 外 增 长 16%，2014-7-4，http://www.orientaldaily.

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25512:5-

16&Itemid=198

58　2013 年 马 来 西 亚 投 资 表 现 报 告，http://www.mida.gov.my/env3/

uploads/PerformanceReport/2013/IPR2013

59　吴政平： 未来 5 年中对马投资井喷式增长，2014-7-3，http://

www.nanyang.com/node/632313?tid=643

无论如何，负面消息所带来的情绪效应，可以

透过时间来淡化，而相关政策与执行方面的事项，

则有待政府与相关机构的积极提升，才有助于让马

来西亚成为东盟区域具佳的投资选择。

马来安邦咨询认为，由于政府与私人领域持续

推动相关的投资招商活动，中国企业赴马投资已成

为一个趋势；反之，马来西亚企业前往中国投资的

趋势有所减弱。事实上，马来西亚在中国投资活动

的减缓，主要可归因于马来土著社群对中国市场与

环境的不熟悉所造成。毕竟，以往在中国的投资活动，

主要都是由马来西亚华社以及政府相关机构所主导，

而投资目的地也都集中在广东与福建等地区。

因此，随着纳吉访华期间出席多项与伊斯兰文

化和清真工业相关的活动，可能将促进马来土著社

群对中国产生投资与贸易的兴趣。根据马来安邦咨

询在过往的研究中就发现，马来土著社会非常保守，

仅会参考马来主流媒体以及马来知识分子提供的意

见，因此纳吉访华行程可能将掀起一股中国清真市

场投资新趋势。

马来安邦咨询认，唯有促进马来土著社群参与

马中双边的投资与贸易活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推

动两国的双边关系更上一层楼。否则，马中双边关系，

最终只是处在一种海外华人对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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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站

Singapore Becomes An Important Base for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自 2013 年 2 月开启人民币离岸业务以来，新加

坡已逐渐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站。2014 年 4

月份的 Swift 数据显示，新加坡完成了全球离岸人民

币支付交易的 6.8%，已超越伦敦，成为仅次于香港

的全球第二大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 60。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该国的人民

币存款额已达 2220 亿元，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达到

了香港的四分之一；人民币贸易融资及贷款总额达

3940 亿元 61。目前，人民币在新加坡的使用非常广泛，

已经有超过 3000 家中国企业在当地开展业务，上百

家中国企业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

随着人民币需求的增长，中国和新加坡相互合

作，不断在两地推出各类产品和服务。2014 年 6 月，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推出《苏州工业园区跨境人

民币创新业务试点管理暂行办法》，允许新加坡金

融机构向园区内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同时允许这

些企业前往新加坡发行人民币债券，并鼓励在境外

使用 62。自 7 月 1 日起，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面向当地

金融机构启动了总额为 50 亿人民币（约合 10 亿新元）

的隔夜拆借机制。这是对原有机制的补充，能够满

足金融机构短期人民币拆借的需求，以用于贸易、

直接投资和稳定市场。7 月 9 日，中国 - 新加坡人

民币跨境调运在广州启动，首批 1000 万元人民币现

钞通过空运抵达新加坡。此后，新加坡乃至整个东

南亚地区开展人民币业务的银行均可通过工行新加

坡分行直接存取人民币现钞，无需通过其他货币兑

换，降低了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

根据新加坡星展银行的统计，2014 年以来当地

60　新加坡人民币结算中心业务提速，2014-7-14，http://finance.ifeng.

com/a/20140714/12714587_0.shtml

61　 新 加 坡 人 民 币 存 款 10 个 月 达 2220 亿，2014-7-9，http://

sg.xinhuanet.com/2014-07/09/c_126729351.htm

62　《苏州工业园区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试点管理暂行办法》，2014-

6-13

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额大幅上涨，增长的主要推手

仍是中国企业和机构。今年 3 月，星展银行作为中

国东方航空点心债的主承销商，帮助东航海外（香

港）有限公司发行了总额 25 亿的 3 年期人民币债券。

此外，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和工银亚洲作为联

席账簿管理人近期安排了海南航空发行了总额 17 亿

的 3 年期“狮城债”，成为新加坡市场发行的首批

非金融企业人民币债券。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银

行新加坡分行也发行了 30 亿元的“狮城债”63。

表 7：近期中新两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去年 2 月，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工商银行新

加坡分行开展人民币清算业务，使后者成为首家境

外人民币清算银行。该行自去年 5 月起正式提供人

63　新加坡星展银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额大涨，凤凰网，2014-7-

7，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707/12665818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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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清算服务，截至今年 6 月累计办理人民币清算

业务 24.8 万笔，清算金额超过 17 万亿，单日最高清

算量达到 4000 多笔，单日最高清算金额近 3000 亿

元 64。

新加坡是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也是世界金融

和航运中心。强化新加坡在离岸人民币交易和结算

中的作用，不仅能进一步加深中新两国在经贸领域

的合作，而且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在本地区乃至全球

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新加坡已经成为了人民币国际

化的重要一站。

中国汽车企业看好东盟汽车市场潜力

Chinese Car-Makers Focus on ASEAN Market

2014 年 7 月 5 日，安邦东盟论坛在北京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东风集团旗下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高级工程师刘勇在论坛期间与安邦集团高级

研究员蒋工颖博士就投资东盟的风险、如何与东盟

当地企业打交道与政策法规的变化等问题作了讨论。

   东风集团一直致力于拓展东盟市场，深耕东

盟汽车市场以有 10 余年。2005 年东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获得 6000 辆汽车，价值约 3.8 亿元人民币的

出口订单。2008 年东风商用车分批向越南出口 570

辆东风天龙和东风大力神，东风商用车海外事业部

拉开了在东南亚市场的战略布局。今年 3 月东风汽

车与法国标致雪铁龙正式签署合作协议，东风将斥

资 8 亿欧元购买标致雪铁龙 14% 股权，并将组建一

家新的合资销售公司，推动标致、雪铁龙和东风风

神自主品牌在东盟等新兴市场的销量增长 65。

东盟劳动力相对廉价，汽车市场快速增长，市

64　1000 万人民币昨空运新加坡，钱江晚报，2014-7-10，http://qjwb.

zjol.com.cn/html/2014-07/10/content_2736088.htm?div=-1

65　东风 PSA 签约三大战略合作 建合资公司进军东南亚，2014-3-27

http://auto.gasgoo.com/News/2014/03/2706573457346029013735_2.

shtml

场潜力巨大。东风汽车（泰国）有限公司 2 月 16 日

与泰华农民银行在曼谷签署总额 1.0682 亿泰铢（约

合 320 万美元）的金融支持协议，用于在泰首座东

风汽车制造厂的建设与生产，推动泰国成为东风汽

车在东南亚的生产基地。在 2015 年东盟经济共同体

正式建成后，东风汽车还有望以泰国为出口基地，

向老挝、柬埔寨、缅甸和马来西亚销售汽车。

图 18：东风汽车拓展东盟市场过程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虽然东盟汽车市场前景很好，但是中国企业

东盟投资是也面临一些困难。中国企业对刚刚进入

的东盟市场并不太熟悉，这减慢了企业进入东盟的

步伐，同时也加大了企业投资的风险。东盟市场中

国汽车企业还面临日本核欧美汽车企业的竞争。日

本汽车企业更早的进入了东盟市场，并且在东盟国

家建造汽车制造厂。从这一方面来讲，日本汽车企

业比中国企业更加了解东盟国家对汽车的实际需求

与喜好。

   上述信息表明，东盟汽车是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企业在投资东盟汽车市场时应该注意防范风险，

更多了解东盟各国的汽车市场需求与喜好。以一个

适宜企业的国家为中心辐射整个东盟市场，并且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生产组装、研发、零部

件供应来源等全价值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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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遂宁拟建立中国遂宁 -东盟国际高科技

产业园

Suining, Sichuan Plans to Build China—ASEAN 
International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四川省遂宁市，位处成渝经济区中心位置，在

沪蓉高速与成渝环线高速路通车后，遂宁距离成都、

重庆等两座巨型城市路程皆缩短为 140 公里。近年

来，遂宁被纳入成渝经济区所推动“一极一轴一区

块”因此备受重视；作为成渝经济区内重要的交通

枢纽，随着“一环九线”公路网与“七向二十一线”

的高铁建设步伐，遂宁正试图发挥其地理位置优势，

将其营运腹地投射至东盟地区 66。

表 8：遂宁铁路 / 公路运输

资料来源：《中国遂宁 - 东盟国际高科技产业园》，

2013 年，第 22-23 页，安邦咨询整理

凭借地利之便，遂宁提出将建立“西部现代化

物流港”（以下简称物流港），“中国遂宁－东盟

国际高科技产业园”（以下简称遂宁科技园）的构

想也在“物流港”的基础上产生。作为“物流港”

理念的核心，“遂宁科技园”提出在成渝经济区的

基础上同东盟进行产业对接，在遂宁周边 1.5 小时

车程内有四座机场；此外，便捷的铁公路网也为“遂

宁科技园”制造产品转口至东南亚提供了交通便利

（见表 8、9）。

66　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管理委员会：“中国遂宁 - 东盟国际高科技产

业园”，2013 年，第 3-6 页。

表 9：遂宁相关航线航空运输

资料来源：《中国遂宁 - 东盟国际高科技产业园》，

2013 年，第 22-23 页，安邦咨询整理

“遂宁科技园”规划面积 5 平方公里，分为两

期工程。在第一期园区启用面积 2 平方公里，主要

招商项目包括橡胶深加工、棕榈油深加工、清真食

品加工以及摄影器材等四项产业 67。迄今为止，多位

国家领导人及省级领导人曾先后视察“物流港”园区，

并对该项目表达支持 68。

为面向东盟国家招商引资，2013年11月7-10日，

中国遂宁 - 东盟商贸投资洽谈会在遂宁市召开，共

计有缅甸、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越南、菲律宾、文莱东盟 8 国的政界、商界来宾 50

余人组成的商贸代表团应邀来到遂宁，开展系列投

资洽谈活动 69。

67　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管理委员会：“中国遂宁 - 东盟国际高科技产

业园”，2013 年，第 16 页。

68　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管理委员会：“中国遂宁 - 东盟国际高科技产

业园”，2013 年，第 14 页。

69　中国遂宁 - 东盟商贸投资洽谈会在遂宁召开，2013-11-11，http://

sn.newssc.org/system/20131111/001271699.html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4.0723

印度尼西亚依然有能力解决总统选举所

造成的政治僵局

Indonesia Is Resilient Enough to Resolve Political 
Deadlock after the 2014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14年7月9日，印度尼西亚总统选举顺利落幕。

同一天晚上，佐科威（Jokowi）和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都各自宣称取得胜利，进一步强化了本来

已非常激烈的较量 70。对投资者而言，这一次的印尼

总统选举不仅仅是国内的问题，而且也牵涉到该国

的整个投资环境。

当印度尼西亚几个调查机构显示佐科威的胜利

时，市场立刻做出反应。印尼盾和雅加达股市均呈

现飙升态势，其原因是投资者大量地吸纳该国的股

份和货币。换句话说，投资者对佐科威所提倡的经

济改革表示乐观，尤其是当该阵营承诺要摒除印尼

的官僚障碍，着手处理腐败问题并推动整个经济发

展方向的改革 71（包括减少燃油津贴以及调整以资源

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之下，普拉博沃在总

统辩论的环节中表现了强烈民族主义色彩 72，而这恰

恰解释了为什么投资者对该阵营采取谨慎态度。

此外，当两大阵营都宣布各自中选后，市场立

刻作出了一个负面反应。选举后的第二天（7 月 10

日），雅加达股市暴跌 2%，其原因是投资者对目前

70　Indonesia votes to elect new President today, TODAY Online, 

2014-7-9, http://www.todayonline.com/world/asia/indonesia-votes-

elect-new-president-today; Indonesia: Rivals both claim victory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Guardian, 2014-7-12, http://www.

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l/12/indonesia-presidential-election-

joko-wiwodo-prabowo-subianto

71　Indonesian stocks hit 13-month high in post-election surge, 

TODAY Online, 2014-7-11, http://www.todayonline.com/world/asia/

indonesian-stocks-hit-13-month-high-post-election-surge

72　同上

的政治僵局开始感到担忧。另外，由于正式的选举

成果在 7 月 22 日公开宣布，投资者担心该局面将持

续下去 73。截至目前，投资者仍认为印度尼西亚并没

有走出其“危机期”。

图 19：两个政治阵营代表在辩论台上与观众见面
（右：佐科威和副手尤素夫 • 卡拉；左：普拉博沃

和副手哈达 • 拉雅沙）

资料来源：美联社（AP）

在安邦看来，所谓的“危机期”，其实是投资

者过度解读印尼的政治僵局。按照安邦所得到的信

息和分析，该国所面临的政治僵局并非投资者所评

估的那么严重。其原因有两个。

一、各方的领袖都惧怕该国再掀起政治冲突。

大选后，没有一个领袖想把印度尼西亚所享受的

十五年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稳定期毁于一旦。除了

现任总统苏西洛公开呼吁两方阵营保持冷静和克制，

普拉博沃自己也承诺避免做出任何对目前局面不

利的举动，并同时透露他将耐心地等待选举委员会

73　Uncertainty for Indonesia after disputed vote, The Sun Daily, 2014-

7-13, http://www.thesundaily.my/news/1110606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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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U）的最终结果。再者，该阵营也说若败下来，

它很有可能利用法律途径来化解争议（带到宪法法

庭审理）74。

另 外，印 度 尼 西 亚 教 会 交 谊 主 席 Andreas A. 

Yewangoe 也同样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尤其是当

该局面很容易引起其他种族骚乱和宗教冲突。除此

之外，警察代表和军方也加强防备，派出约 25 万警

察和 2 万 3 千名士兵守护和巡逻最有可能爆发冲突

的地方，包括雅加达，日惹与独奏等等 75。整体来看，

各方都希望避免局面恶化。因此，所谓政治“危机”

是投资者对印尼既往历史的解读。

二、印尼的专业集团党（Golkar）是关键一方。

苏哈托政权倒台以后，该党依然保持政治精英的

实力。无论是前军方人物或者富商们，该党在印尼

各领域都有踪影。从 4 月份国会大选的成绩来看，

Golkar 是第二大党 76。也因此，该党主宰了佐科威和

普拉博沃两方阵营的命运。无论谁胜，他们都必须

与专业集团党合作推动政策实施。也只有这样，各

方政治摩擦才能降到最低。值得一提的是，其方式

是苏西洛和印尼前几个总统所奉献的规律。在这样

的政治稳定情况下，有关的经济改革措施才能顺利

地进行下去。

当然，我们的确不能否认印度尼西亚还在经历

民主化过程。但我们也必须认清一点，今天的印尼

并非 15 年前的印尼。该国的高速发展已经渐渐地灌

输了各阶层的自豪感。不管是富豪、城市居民或者

74　Prabowo to trust KPU on election results, Antara News, 2014-

7-11, http://www.antaranews.com/en/news/94790/prabowo-to-

trust-kpu-on-election-results; In contested election, Indonesia's 

democracy on the line, 路 透 社 , 2014-7-13, http://uk.reuters.

com/art ic le /2014/07/13/uk-indonesia-elect ion-chal lenge-

idUKKBN0FI04O20140713

75　Indonesia religious leaders call for calm after election, UCA News, 

2014-7-11, http://www.ucanews.com/news/indonesia-religious-

leaders-call-for-calm-after-election/71389; Indonesia votes to elect 

new President today

76　Golkar 获得 14.75% 的总选票，而佐戈的印尼斗争民主党（PDI-P）

获得最多票数（18.95%）。普拉博沃的大印尼运动党（Gerindra）排名第三，

获得 11.81% 的总选票。

农民，若撼动目前的政治稳定局面将带来意想不到

的负面结果。因此，这一次总统选举所激发的矛盾

将难以改变整个大环境。

沙巴与菲南的海域问题非一日之寒

The Defense Issue between Sabah and South 
Philippines Brewing For Long-term

自 2013 年 11 月初发生蓬蓬岛度假村杀人与虏

人事件以来，截至今年 7 月份，马来西亚沙巴州东

海岸海域，已发生了 5 起涉嫌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俘

虏人质事件，其中包括 7 月中旬沙巴海域执法警员

被枪杀与俘虏的案件在内 77。

在不足 8 个月内发生至少 5 起相关的绑架案件，

这不仅反映出沙巴海域防卫问题的严重性，也考验

着菲南和平进程的进展。在马来西亚政府代表的见

证下，菲律宾政府在今年 3 月与菲律宾分离组织摩

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简称摩伊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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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马来安邦曾在 5 月份的《中国东盟观察》中就

指出，菲律宾南部的和平进程绝对不是一条平坦的

道路，其中必将涉及多方面的交涉，包括菲南内部

叛军林立与马菲两国海域防卫等课题。当前的局势，

印证了菲南和平进程的难度，甚至带出了沙巴内部

与菲南的邻国间瓜葛。

在多次的绑架事件发生后，民间与媒体舆论都

曾传出，怀疑沙巴境内或执法单位内部存在着菲南

武装非法组织的内应，但一直都得不到官方证实。

然而，最新一次涉及执法人员被虏绑与射杀的事件

后，马来西亚首相纳吉终于对外公开坦言，针对上

77　 水 警 1 殉 职 1 失 踪 仙 本 那 警 匪 枪 战，2014-7-14，http://www.

uniteddaily.com.my/?q=node/79242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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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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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多起事件，不排除有内应向武装分子通风报信并

完全掌握马来西亚执法部队的动向 79。

执法单位内部有内应的话题，这或许该交由马

来西亚执法机构进行严正调查。但马来安邦咨询认

为，当前这种海域边防问题的疏漏，并非是“一日

之寒”，以至于成立一年之余的沙巴东部安全指挥

区（ESSCOM）完全无法发挥其实际效用。所谓非

一日之寒，指的就是沙巴过去人口过度激增现象以

及沙巴与菲南之间的入境问题。

图 20：马来西亚沙巴人口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

在马来西亚成立后的 1970 年，根据政府进行

的人口普查，沙巴人口仅为 65 万 1304 人。然而，

这一数据却在随后的 30 年内大幅飙升，直至 2010

年的人口普查中，沙巴人口迅速走高至 311 万 7405

人 80。人口激增的因素，可以来自生育率高，也可来

自移居人口，而沙巴的现象显然来自于后者，因 40

年的增长幅度超过 4 倍。

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 60 至 70 年代之际，

沙巴最大的两个族群分别是卡达山杜顺族以及华人。

79　 掌 握 我 军 动 向 纳 吉 怀 疑 有 内 鬼，2014-7-13，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2705

0:&Itemid=113

80　2010 年 马 来 西 亚 人 口 普 查 报 告，http://www.statistics.gov.my/

portal/download_Population/files/census2010/Taburan_Penduduk_dan_

Ciri-ciri_Asas_Demografi.pdf

然而，2010 年的人口普查却显示，这两大族群的人

口总和迅速下降至约 27%，取而代之的最大人口群

体则是伊斯兰教土著，以及非马来西亚公民，两者

占据人口超过 70%。其中，来自菲律宾与印度尼西

亚的非公民人数高达 86 万 7190 人，相当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沙巴人口总和。

除了这些被计算在内的非公民人数，沙巴仍存

在着另一些特殊现象，分别是每日通过海域出入境

的印菲公民，以及在独立之际已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的菲律宾后裔，包括苏禄族、巴爻族等等。过去数

十年来，菲南族群基本上就是通过简便的渔船“自

由出入”沙巴这个他们曾视为自己国土的地方。

换言之，拥有如此庞大的菲律宾移民（无论是

独立前已定居，还是独立后前来的），都无疑加深

了沙巴海域防卫的难度。加上菲律宾政府在菲南和

平进程中只与其中一方交涉，而有意忽略其他地方

武装组织势力，这势必将对沙巴海防带来更大的压

力。

另外，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截至 2012 年

数据，沙巴州为全国第 6 大国内生产总值（GDP）

贡献最多的州属，也是国内第 6 大取得高增长率的

州属；位居前五的分别为吉隆坡、雪兰莪、柔佛、

槟城与砂拉越，这些都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区域 81。然

而，若以人均收入计算，拥有庞大人口的沙巴州，

却成为了全国最为贫穷的三大州属之一。其中，庞

大的菲律宾移民成为该州贫穷问题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菲南问题所牵扯的，不仅仅只是菲

律宾内部问题，也是影响到沙巴边防的问题，甚至

是沙巴内部的民生与经济课题。这对于积极寻求经

济改革的沙巴州而言，无疑将是一个难以着手的困

难之处。

81　2005 年 至 2012 年 马 来 西 亚 各 州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 数 据，

http://www.statistics.gov.my/portal/download_Akaun/files/gdp_

state/2005-2012/Penerbitan_KDNK_Negeri_2005-2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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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运河方案：挑战、意义与中国的战略

选择

Carat Canal Plan: Challenge, Impact and China’s 
Strategic Choice

克拉地峡位于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连接处的泰

国春蓬府和拉廊府境内，西为安达曼海，东为暹罗

湾。地峡近海浪平风静，具有开凿运河的优越条件。

而如何开发利用这一地区，中国对这一项目的战略

选择又是怎样，成为近年有关方面考虑的话题。在

7 月 5 日于北京举行的“2014 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

学术共同体会议”上，安邦集团主办了“中国 - 东盟 -

东亚：合作与挑战”论坛，就克拉运河问题，中国

上海美国研究所孙海泳博士作了详尽解读。

图 21：克拉运河及所沟通的经济圈

资料来源：克拉运河筹建中心，

http://www.kelayunhe.com/

孙博士的研究表明，海上交通线对沿海地区的

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开凿于地

峡中的运河具有战略性意义。泰国境内的克拉地峡

虽尚未开凿运河，但在该地开凿运河的构想却已酝

酿了三个多世纪。法、英、美、日等大国均曾对运

河项目施加影响和介入计划。早在 1677 年，法国工

程师 M. De La Mar 就首次提出在克拉地峡开凿运河

的计划。但历史上英国不仅无意参与运河建设计划，

而且力图扼杀它，因为该运河一旦竣工将会对英属

新加坡的国际航运枢纽地位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削

弱英国海权力量。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泰国

政府开始对克拉运河的可行性研究。美国公司受雇

参与计划和设计。之后，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及对能

源的巨大需求，日本对克拉运河及相关项目的关注

度增强。

2001 年，他信执政期间，克拉运河方案获得了

泰国高层的支持，泰国政府希望在泰南开凿运河，

藉此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并刺激泰国经济。政府

曾力图吸引中国、日本参与克拉运河项目。之后，

由于政局因素，克拉运河计划未有实质性进展。

孙博士的研究认为，几大因素影响克拉运河项

目。第一、克拉运河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存在不确定性。

首先，运河工程耗资巨大，工期长，投资收益不容

乐观。其次，运河项目存在融资瓶颈，泰国自身经

济实力有限，运河的主要使用方中日韩之间则缺政

治互信，难于支撑巨大的海外合作项目。再次，运

河若建成，通行能力、维护成本等因素将对运河运

营潜力产生制约。第二、泰国的内政因素制约运河

计划的落实。第三、地缘经济、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

战略方面，则有三项意义：运河的修建能促进

地区经济发展；保障东亚地区的能源安全；助推地

区一体化进程。

对于中国参与克拉运河的利弊，孙博士认为，

克拉运河项目对改善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具有重要意

义。中国在克拉运河项目上适度参与，可增加中国

对外关系中的软实力资源，部分化解一些对中国不

利的外交倾向。然而，中国参与也面临挑战和风险，

例如，中国企业和相关机构的运作能力存在不确定

性；泰国政局层面的风险因素；区域外大国因素的

影响等。

因此，中国目前直接推进克拉运河项目的时机

尚未成熟，但有必要启动项目的前期研究等外围工

作，预研相关的具体操作性层面的问题。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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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如何参与克拉运河项目，孙博士也提出

了对策建议。第一、积极介入运河项目的勘察、研

究进程，积累在运河项目上的影响力。第二、淡化

运河的政治 - 安全意义，强调利益共享，以防中国

的参与“被政治化”。第三、联合区域内利益攸关

方共同推进运河项目，共担风险与利益。第四、在

中国 - 东盟合作框架层面，提供融资支持。第五、

统筹考虑，综合推进各其他战略通道建设。

东盟探讨有效提高地区竞争力的途径

ASEAN Discusses Approach to Effective 
Competition Enforcement

7 月 18 日，第四届东盟竞争力大会将有关专家、

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的负责人汇聚在一起，来自东

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美国、欧盟

和国际机构如 UNCTAD 和 OECD 的代表在马尼拉

举行会议，共同讨论东盟成员国在竞争力政策和法

律促进（CPL）措施方面的经验，同时分享创新途径、

方法和知识，力图提高各方的竞争力 82。

东盟关于竞争力问题的专家组（AEGC）将本

年度东盟竞争会议的目标定位在促进竞争政策方面，

目的是帮助地区经济发展，建构东盟内部的法律促

进机制并推动其有效实施。会议讨论将目前的与竞

争有关的法律和更进一步的国家竞争政策相结合，

减小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

东盟国家在会上表示欢迎大家分享发展经验和

提出发展前景。菲律宾提出了修改竞争法律，在商

业领域开展有效竞争，并向消费者和公众表明为什

么要努力建成自由竞争的环境及重要意义，推进市

场协议和磋商的实现。泰国代表表示，QEGC 主席

已经强调了评估和总结 AEGC 框架的意义，例如，

82　ASEAN Discusses Approach to Effective Competition Enforcement 

on Friday, 18 July 2014, http://www.asean.org/news/asean-

secretariat-news/item/asean-discusses-approach-to-effective-

competition-enforcement

有效推进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计划。

提出的多项战略包括公共和私有部门如何提高

创新途径的有效性，提高地区竞争力机制的效率、

通过有效确定各个选项来强化综合竞争力。

图 22：第四届东盟竞争力会议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http://www.asean.org

东盟国家认识到，正在准备中的 2015 年东盟经

济共同体（AEC），将使东盟明确努力提高竞争力

的作用，加强对其重要性形成共识。在不同的参与

层面，特别是商业一体化方面以竞争力的加强为主。

会议也更进一步强调建立良好竞争政策的目标和精

神，以《后 2015- 东盟竞争行动规划》推动在地区

内保持不断发展进步。 

菲律宾主办了这次会议，并获得了 ASEAN-

澳大利亚 - 新西兰自由贸易区（AANZFTA）经济

合作支持计划（AECSP）和德国经济合作和发展部

（BMZ）的联合支持。

上述信息表明，东盟在迈向共同体目标的过程

中，实现发展，缩小差距的决心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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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东盟产业园区：泰国经济开发区	（2）

China-ASEAN Industrial Park: Thail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2)

（上接 028 期的“中国 - 东盟产业园区：泰国

经济开发区 （1）”）

三、泰国工业园区的优惠政策

1997 年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为适应世界经

济及投资形势的变化，更多的吸引外资，BOI 先后

多次公布新的鼓励政策和措施。最新奖励投资的政

策及条例于 2000 年 8 月 1 日公布。但近期将增加新

的政策和进行一些规定的修改。修改优惠政策的重

点放在放宽对投资领域的限制、重点扶持产业政策、

进一步减免设备和原材料进口关税、进一步减免企

业所得税、放宽对外国人持股比例的限制、准许外

国人购买房地产和鼓励出口措施等方面。

泰国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主要分为区域政

策和产业政策两大类。

第一、区域政策：第一区的给予减免一般的机

器进口税，免缴用于生产出口所必需的原料进口税

1 年，免缴法人所得税 3 年；第二区的设在获优惠投

资的工业区内的项目将获得免缴机器进口税及 7 年

的法人所得税，并免缴用于生产出口产品所必需的

原料进口税 1 年；设在第三区的获优惠投资的工业

区内的项目将获得免缴机器进口税及法人所得税 8

年，并免缴用于生产出口产品所必需的原料进口税

5 年。投资企业进驻工业区内，并不自动享有投资

鼓励政策，还要符合投资规模、投资行业等一系列

BOI 规定的条件，关于 BOI 的鼓励投资政策具体规

定，内容较多，网站及宣传资料均可查询（WWW.

BOI.GO.TH 中英文版本都有）。简要内容如下：

1、 工业企业的投资，无论生产场所设在何处，

允许外商持大股或全部股份。

2、 获优惠政策的企业，投资额在一千万泰铢以

上的（不包括土地费和流动资金）必须获得 ISO9000

国际质量标准或其它相等的国际标准。

3、 取消对出口额的限制及限定使用国内配件的

规定。

4、 给予边远地区或低收入地区和设施未完备的

地区提供特别优惠待遇，获得税务优惠权益最高。

5、 仍然重视中、小型企业的投资，申请优惠投

资的最低投资额为一百万泰铢（不包括土地费和流

动资金）。

6、 重视以下类别企业的投资：农业及农业加工

业、人才及科技发展企业、公共事业、基础设施、

环境保护和处理等等。上述特别重视的项目所获得

的优惠待遇是：无论设在何区，均可获免缴机器进

口税及获免缴法人所得税八年。其他优惠则按照所

在区域的规定获得。

BOI特别制订了给予奖励投资的企业种类目录，

并不定期进行调整。一共分为七大类：农业及农产

VI. 项目与合作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项目与合作	/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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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加工业、矿业、陶瓷及基础金属工业、轻工业、

金属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和电器工业、

化工产品、纸张及塑胶、服务及公用事业。

7、 各区给予税务方面的优惠措施如下：

A、设在第一区的投资项目：

（A）进口税不低于百分之十的机器，给予减免

一半进口税；

（B）设在获优惠投资的工业区的项目，获免缴

法人所得税三年。　　　　　

获得优惠投资的企业，投资额在一千万泰铢以

上（不包括土地费和流动资金）必须在经营后两年

内获得 ISO9000 国际质量标准或其他相等的国际标

准。若无法达到，将被削减法人所得税的免税期一年。

（C）获免缴用于生产出口产品所必需的进口原

料的进口税一年（期满前可办理续期）。

B、设在第二区的投资项目：

（A）进口税不低于百分之十的机器，给予减免

一半进口税；

（B）获免缴法人所得税三年，若投资项目设在

获优惠投资的工业区可获免缴法人所得税五年。获

优惠投资的企业，投资额在一千万泰铢以上（不包

括土地费和流动资金），必须在经营后两年内获得

ISO9000 国际质量标准或其他相等的国际标准。若无

法按上述要求办到，将被削减法人所得税免税期一

年。

（C）获免缴用于生产出口产品所必需的进口原

料的进口税一年（期满前可办理续期）。

C、设在余下五十八个府的项目：

（A）获免缴机器设备进口税；

（B）获免缴法人所得税八年。获优惠投资的企

业，投资额在一千万泰铢以上（不包括土地和流动

资金）必须在经营后两年内获得 ISO9000 国际质量

标准或其他相等的国际标准。若无法按上述要求办

到，将被削减法人所得税免税期一年；

（C）获免缴用于生产出口产品所必需的进口原

料的进口税五年。

（D）设在获优惠投资的工业区内的项目，获免

缴法人所得税期满后，再获减免上述税项的 50%，

为期 5 年；允许把水、电费的两倍作为成本从利润

中扣除，基础设施的安装和建设费的 25% 作为成本

在利润中扣除，从项目有收入之日起，为期 10 年。

第二、产业政策：新的促进投资条例将行业优

惠重点从过去的制造业转向了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科技及人才开发领域、公共事业和基础服务业以及

环保和预防污染项目上。这些类型企业（项目）属

特别重视的项目，无论设在哪一个区，均可获免缴

机器进口税和免缴 8 年法人所得税的优惠。此外，

设在第三区的投资企业（项目）还可享受补贴优惠，

即从获利之日起，允许将水、电费的两倍作为成本

从利润中扣除，为期 10 年。同时允许将基础设施的

安装和建设费的 25％作为成本从利润中扣除，规定

期限为：从获利之日起 10 年内，任选一年扣除上述

费用。

泰国工业园区除享受 BOI 赋予其所在区域的优

惠政策外，泰国工业区管理局还对在工业区内设立

工厂的投资者在拥有用于商业目的的土地、可进入

泰国的技术工人及专家人数、居留期限以及外汇利

润汇出等方面赋予一些特别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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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博览会概况

CAEXPO Introduction

中国 - 东盟博览会（以下简称“博览会”) 由中

国和东盟 10 国政府经贸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同

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是融政治外

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于一体，推动中国和东盟深

度交流和互利共赢的全方位合作平台，博览会作为已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最近被我国列为三个“国家

层面举办的重点涉外论坛和展会”之一，是唯一既有

展览又有会议的活动。博览会迄今已成功举办 10 届，

成为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盛

会，成为合作共赢的典范。

——搭建了友好交流的平台，以政治外交影响

力带动经贸等多领域合作。

前 10 届博览会共有 52 位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

2040 位部长级贵宾出席。会期举行多场双方领导人、

部长、地方负责人之间的会谈及政界商界高端对话，

增进了政治互信，推动了商家的务实合作。

——搭建了经贸促进的平台，以经贸合作成果

促进政治互信和友好交流。

博览会紧扣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进程，高度

集中了 11 国的企业、商品、项目、资金等方面的信息，

把自贸区的投资贸易便利化政策传导给企业，发挥了

自贸区“助推器”的作用，经贸成效显著，为促进中

国与东盟经贸往来做出了贡献。2004 年，首届博览会

举办当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提前 1 年实现 1000

亿美元目标；2007 年，双边贸易额提前 3 年实现 2000

亿美元目标；2013 年，双边贸易额已突破 4436.1 亿美

元。博览会推动双方合作从商品贸易、投资合作，延

伸到服务贸易、城市交流、产业对接、次区域合作等

更深层次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内容和层次不断提升。

——搭建了多领域合作的平台，为中国和东盟

在经贸和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提供机制保障。

中国 - 东盟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对海关、质检、

金融、港口、物流等多领域服务提出新需求，对经贸

合作与人文交流紧密结合也有更高要求，博览会根据

这一形势，举办了一系列高层次会议和论坛及相关活

动，开展部长级磋商对话，邀请各国各领域企业家、

专家、学者参会交流，研究解决上述领域相关问题的

办法，形成了相关领域一系列合作机制。

博览会不仅立足于中国—东盟合作，而且面向全

球开放。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工发组织

等国际负责人出席历届博览会，每届博览会邀请区域

外的国家（地区） 业参会，举办“10+6”企业家交

流会等一系列活动，促进中国和东盟同世界其他经济

体的交流合作。

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不但是中国

和东盟 10 国共同搭建的经贸等多领域有效合作的大

平台，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助推器，给双方

企业和人民带来了实惠，在中国和东盟合作中发挥着

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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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东盟博览会暨商务与投资峰会十年来办得

风生水起，也希望今后一帆风顺，乘风破浪。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是中国—东盟博览会常设工

作机构

负责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总体规划和重大活动的

组织实施

负责统筹和组织实施中国—东盟博览会境内外招

商招展

负责展会的展区规划、现场管理与服务

负责展馆租赁、展位经营、广告赞助

负责中国—东盟博览会专有品牌资源的管理和经

营

负责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整体形象设计和宣传推

介工作

我们奉行先进管理理念，是一支视野开阔、知识

结构新、专业能力强、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团队。我们

为您提供具有战略价值的政府公关机会、合作商机和

媒体渠道，提供从高端交流、经贸对接到宣传推介的

全方位服务。

专属宣传载体	

《中国—东盟博览》

面向各级党政领导、企业高管、商协会领导、专

家学者

以中国 - 东盟博览会为依托，国内外公开发行

致力于传播中国 - 东盟友好合作

宣传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

为中国与东盟经贸、文化等多领域交流合作搭建

平台

《中国—东盟商务年鉴》

由中国 - 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主办

整合中国—东盟合作多年数据资源 

内容涵盖国别概况、贸易投资、行业发展、区域

合作  

企业案例、经商实务、数据统计、文献等 

为中国和东盟各国工商企业拓展市场提供信息资

料的精品工具书

《中国—东盟博览会会刊》

由中国 - 东盟博览会秘书处唯一授权发行

汇集博览会所有参展商及博览会合作伙伴最全面

的企业和产品信息

内容权威、数据真实

是企业参展参会过程中必备的工具书

《中国—东盟博览会快报》

突出宣传推介展会商机

围绕博览会专题、重大活动安排、博览会亮点

让参展参会客商及时了解展会动态

会期每日编发一期

中英文同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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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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	AppENDi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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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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INA-ASEAN WATCH /  2014.0736

附录三：安邦咨询简介

APPENDIX C    ABOUT ANBOUND CONSULTING (AN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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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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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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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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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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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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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实用建议和项目评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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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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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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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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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件形式出版的战略分析报告《战略观察》；每个月以印刷形式定期出版的《策略研究》以及系统产品《全

球核心金融报告》等。具有建设性价值、丰富的研究成果，对应灵活的产品结构体系，使得安邦咨询在各

个行业、企业和政府决策层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所有这些报告和简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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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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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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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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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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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MICROSOFT、APPLE、IBM、GE、德国大众、丰田、壳牌、NEC、东京三菱银行、汇丰银行、美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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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邦咨询长年的忠实客户。安邦独有的经营模式在商业表现上也十分成功，20 年来始终保持了年均两位数

以上的营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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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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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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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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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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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的主要大学展开研究合作，专门用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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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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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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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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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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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