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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东盟 -拉丁美洲区域贸易关系：近期趋势，

意向和简要展望	(1)

ASEAN−Latin America Regional Trade Relations: 
Recent Trends, Rationales and Brief Outlook (1)

作为中国与印度以外的新兴市场，东盟已成为

多方的潜在经济伙伴。在过去的几年内，除了以美

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集团以外，

拉丁美洲国家也开始与东盟国家建立更密切的贸易

关系 1。为此，安邦咨询（ANBOUND）认为该局面

是值得深入研讨，尤其是考虑到它对东盟地区的影

响。

图表 1：东盟 - 拉美的相互贸易总价值
（1995 -2008）

资料来源：Mia Mikic & Elias Jakobson（2010）2，

安邦咨询整理

1　这篇文章只分析东盟与拉美的贸易合作关系 . 它不包括双边的外商直

接投资（FDI）

2　Mia Mikic and Elias Jakobson, Examining the Potential for Cross-

South Pacific Trade: ASEAN and Latin America, UNESCAP Staff 

Working Paper, 2010-12-1.

在这次及下次两期《中国 - 东盟观察》中，我

们将全面探讨该现象，深入了解东盟国家与太平洋

联盟国家（Pacific Alliance）3 的经济合作。在这一期，

我们将分析目前的贸易总价值情况以及合作双方为

了加强贸易关系所采取的措施。因中国也在有关的

贸易关系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我们在下一期将比

较东盟和中国对拉美的贸易产品情况，并加以具体

分析。同时，我们也将探讨中国 - 东盟 - 拉美贸易

关系的前景，鉴定三方可以在哪几个方面加强彼此

的合作关系。

图表 2：东盟对拉美六大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值和
贸易总值（2013 年）

资料来源：东盟数据（东盟秘书处网站）

东盟 -拉美贸易额总体情况

与东亚、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国家不同，拉丁

美洲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关系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蓬勃

发展起来的。如图表 1 所示，双方之间的贸易总额

有明显的上升。从 1995 年到 2008 年，东盟对拉美

的贸易总价值由 68 亿美元增加到 262 亿美元，增加

约 4 倍。同时，按照拉美的数据，该区对东盟的贸

易总价值增加 5 倍多，从 60 亿美元到 315 亿美元。

3　太平洋联盟（Pacific Alliance）国家是推动两地贸易合作的主要拉美

代表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32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在拉美国家中，巴西、巴拿马、阿根廷、委内瑞拉、

智利和秘鲁是东盟的前六大贸易伙伴。根据东盟秘

书处 2013 年的数据（如图表 2），东盟对巴西的贸

易总价值已达到 181.9 亿美元，而巴拿马、阿根廷和

委内瑞拉分别是 123.5 亿美元、78.9 亿美元和 64.7

亿美元。同时，东盟对太平洋联盟成员国，智利和

秘鲁的贸易总价值，也接近 28 亿美元和 14 亿美元。

因落后于其它拉美大国加之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智利和秘鲁都成为在东盟积极推动双边贸易协定的

拉美国家。

图表 3：借力马来西亚 - 智利自贸协定，智利蓝莓
已在马来西亚市场广泛销售

资料来源：安邦智库（李志良）

加强两区贸易关系：原因和措施

由于东盟国家与拉美国家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这样，扩大原有的贸易关系是各方首要考虑的问题。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解答三个问题：第一、为何三

个太平洋联盟成员国 4，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愿意

积极深化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第二、东盟国家

为什么认为太平洋联盟国家是潜在的贸易伙伴并响

应后者的呼吁？第三，直到目前为止，发展态势又

如何呢？

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角度来看，与东盟国家

4　另一个成员国是墨西哥

加强经济联系将具有深层意义。除了扩大双方贸易

之外，它对拉美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有很大帮助。

因东盟各国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贸易领域较为广

泛 5，尤其是涉及多种制成品，这三个拉美国家都可

以借用其机遇来提升各自的经济。

具体来说，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工业化程度并

不比东盟高，所以前者需要融入东盟制造业的供应

链，以便推动自身的工业化进程。而最好的方法就

是使两边的制成品自由流通，借其机会深入加工贸

易，最后激励本地承包商和分包商踏上这班“全球

供应链快车”。同时，跨国企业也可以借其态势在

拉美国家设立不同阶段产业链的制造基地，进一步

推动各国的工业化。所以，东盟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深，

那么太平洋联盟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就越快。这也

解释了智利和哥伦比亚驻泰国大使 Andelfo Garcia 及 

Javier Becker 为何努力游说东盟各国深化两区经济联

系；并也解答了为何太平洋联盟邀请东盟秘书处成

为该经济体的观察员 6。

从东盟角度出发，加强与太平洋联盟国家贸易

关系有两层意义。1、作为高速发展地区，东盟需要

更多的原材料来维持本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该地区

也需要更多的食品（如图表 3）来供应日益增加的人

口。而拉美国家恰恰是这两种产品的重要出口国 7。

因此，自贸协定将有效满足东盟的日渐增加的需求。

2、东盟也需要扩大产品出口，比如是制成品和农业

品。当各方对 TPP 都感到不乐观的时候，与太平洋

联盟国签署自贸协定是比较现实和可行的互惠途径。

开发一个像拉美这样大的潜在市场，将使东盟产品

贸易继续保持竞争优势，并进一步推进东盟经济的

高速发展。

5　平洋联盟国成员国与中国的贸易是以农业品交易为主，所以，拉美国

家无法有效地连接亚洲的供应链 . 此问题将在下一期深入分析

6　The Pacific All iance: ASEAN’s bridge to South America, 

ASEAN Briefing, 2013-11-14, http://www.aseanbriefing.com/

news/2013/11/14/pacific-alliance-aseans-bridge-south-america.html

7　Ganeshan Wignaraja, Asia’s growing ties with Latin America, East 

Asia Forum, 2015-1-25,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5/01/24/

asias-growing-ties-with-latin-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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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13 年为止，东盟各国已与太平洋联盟三

国，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签订了8份双边自贸协定，

而 3 份不同的自贸协定也在研讨中。如图表 4 所示，

在与东盟的自贸关系中，智利是最为积极的国家，

它分别与新加坡、文莱、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签

署了双边贸易协定。秘鲁排名第二，共签署了两份

自贸协定（与泰国和新加坡），而哥伦比亚也正在

与泰国研讨双边自贸协定事宜。

同时，太平洋联盟经济体的准成员国——巴拿

马 8，也与新加坡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进一步加速

了该国加入太平洋联盟的进程。值得一提的是，虽

然其它拉美大国，如巴西和阿根廷等等，都没有与

东盟国签署任何双边协定，但它们也希望通过另一

个拉美经济体——南方共同市场（MERCUSOR）

框架，“进入”东盟市场。目前，该南美集团与泰

8　Mexico and Panama sign free trade agreement, Reuters, 2014-4-

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4/03/us-mexico-panama-

trade-idUSBREA321SX20140403. 加入太平洋联盟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

各成员国必须要与对方签署了自贸协定 . 巴拿马与墨西哥的自贸协定就是

为前者进入该联盟“铺路”。

国正在研讨诸边（plurilateral）自贸协定的可能性。

但更重要的是，东盟大国，印度尼西亚，也公开支

持东盟与太平洋联盟进行区域自贸协定谈判 9，这就

说明两地贸易紧密连接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东盟 -拉美经济体：简要展望

以近期的贸易趋势来看，所有生效的自贸协定

依然是在双边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层面。但随着东盟

与拉美两地在贸易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以及双方

经贸的互补性，东盟 - 拉美经济体是有可能实现的。

从这一角度看，太平洋联盟国家是东盟进入拉美市

场的“跳板”，而有些国家，例如智利，将成为东

盟进入太平洋联盟市场的“切入点”。

9　Carlo Dade & Carl Meachem, The Pacific Alliance: An Example 

of Lessons Learned, CSIS Publications, 2013-7-11, http://csis.org/

publication/pacific-alliance-example-lessons-learned

图表 4：拉美国家与东盟各国签署和研讨中的
自贸协定情况

资料来源：亚洲区域一体化中心（亚洲发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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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业对新加坡创新经济扮演

重要角色

Aerospace Industry Plays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Singapore’s Innovative Economy

为了全面调整国内经济，新加坡政府已把五大

行业作为该国的新增长中心。2015 年 2 月 27 日，新

加坡亚洲新闻频道透露，这五大行业包括先进制造

业、应用医疗服务业、智能和可持续城市发展业、

后勤和航空航天业以及亚洲和国际服务业 10。在这么

多行业中，新加坡的航空航天业是各方较少关注的

领域。

图表 5：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SERC）旗下的
八个研究机构

资料来源：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

事实上，航空航天业是新加坡在东盟的利基行

业之一。直到目前为止，大概 100 家航空公司在新

加坡樟宜国际机场运作。根据 2013 年的数据，该国

接待了 5,370 万乘客并运送了 185 万顿货物 11。同时，

10　Innovation a key focus to drive growth in Singapore, 亚洲新闻频道 

(Channel NewsAsia), 2015-2-27,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

news/business/singapore/innovation-a-key-focus-to/1684866.html

11　CAAS Annual Report FY 2013/2014, 新 加 坡 民 航 局 网 站 ,http://

www.caas.gov.sg/caas/en/About_CAAS/Our_Publications/?__locale=en 

超过 100 家航空航天公司在新加坡经营飞机维护、

修理以及大修（Maintenance, Repair and Operations，

简称 MRO）业务，而从 1990 年开始，飞机维护维

修业务每年上涨 13% 左右 12。这些数据都支持了新

加坡已成为东盟航空枢纽这一现况。在马来西亚安

邦看来，新加坡的吸引力在于该国政策的连贯性。

这也是新加坡的第一优势。

从人力资源来看，新加坡拥有超过两万个航空

航天业的工程师，而该国也一直培养新人才并送到

该行业服务。另外，新加坡工艺学校也与外国航空

航天企业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其中，新加坡工

艺教育学院（ITE）获得波音集团和庞巴迪公司的

大力支持，它们也在 ITE 校园安装了各自的飞机，

用于学习和参考 13。此外，新加坡的知识产权法律

和政策的保障也使得各航空航天业者，例如 RLC 

Engineering 和 Pratt & Whitney，在该国设立生产设

施 14。这对新科技的研发发挥了正面作用。

当然，新加坡拥有一个很多亚洲国家不具备的

优势，那就是强大的本土研发能力。在这一点上，

我们不得不提及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的

角色。作为该国有名的研发机构，新加坡科技研究

局投入了航空航天业的研发项目。如图表 5 所示，

专门负责科技研发的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ouncil，简 称 SERC） 管

12　Aerospace hub, 新 加 坡 民 航 局 网 站 ,http://www.caas.gov.sg/

caas/en/About_CAAS/Our_Strategic_Thrusts/Aviation_Industry_

Development/Aerospace_Hub/?__locale=e...

13　How aerospace companies can better manage supply chain in 

Asia, Singapore Business News, 2015-2-24, https://www.edb.gov.sg/

content/edb/en/news-and-events/news/singapore-business-news/

Partnership/how-aerospace-companies-can-better-manage-supply-

chain-in-asia.html

14　同上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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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八个不同的航空航天研发单位。它们包括数据存

储研究所（DSI）、信息通信研究机构（I2R）、化

学与工程研究所（ICES）、高性能计算研究所（IHPC）

等等。仅是在这几个研究单位中工作的人士已达到

1,300 人，而且大半是博士级研究人员 15。

在研发项目方面，该研究联盟是根据航空航天

业者的需要而进行研发的。到目前为止，研发领域

包括添加剂制造和维修、数据和视频分析、通信、

无线网络飞行、非破坏性检查技术、空气动力学造

型、新发动机物料和涂层研发等等。这些研究、研

发产品和技术，对航空航天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尤其在保持各公司在该行业的竞争优势方面更是如

此。

总而言之，新加坡在航空航天业的成就受益于

该国的产业生态系统（industrial ecosystem）。从各

环节的连接性到科技研发，新加坡都在每个步骤和

岗位做了相当多的规划和实施工作。目前，对新加

坡来说，要做的是保持这些优势，以便能在航空航

天业里继续领先于其他亚洲国家。而对新加坡国内

经济而言，发展航空航天业将促进新加坡实现其制

定的创新经济目标。

菲律宾电力行业的发展面临挑战

Challenges to Philippine Power Industry

2015 年 3 月初，菲律宾政府宣布，基于国家安

全的原因，中国技术人员将不会再直接参与菲律宾

国内的电力输送工程。由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参与投

资的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目前有 16 名中国技术人员

在菲律宾工作，根据菲方的这一政策，他们将在今

年 7 月签证到期后全部返回中国。同时，菲律宾能

源部长赫里乔·佩蒂利亚表示，中国公司仍将保持

在菲律宾国家电网中的股份，董事会成员里依然会

15　A*STAR Aerospace Programme,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网站 , http://

www.a-star.edu.sg/Portals/31/Publication/ASTAR%20Aerospace%20

Programme%20Brochure.pdf

有两名中国人。不过，仍有相关人士担心，菲方可

能会很快以类似的理由迫使中方以低价出售持有的

股权。

图表 6：菲律宾马利万斯电厂

资料来源：中国火力发电网

中国国家电网拥有菲国家电网公司 40% 的股份，

菲方负责营运和维护本国的电网。2007 年，中国国

家电网以 39.5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47.2 亿元）的

投标赢得菲电网未来 25 年的经营权。除资本上的合

作，中国公司还是菲方技术上的合作伙伴，因为菲

在建设和运营电力输送系统方面欠缺经验 16。在此

次事件发生后，菲律宾政府表示本国人员已经完全

掌握了中方的技术，这种说法令外界生疑。

目前，菲律宾电力系统极为落后。自 2012 年 4

月起，菲律宾居民用电价格约为0.2485美元/千瓦时，

排名世界第一；工业用电价格约为 0.1728 美元 / 千

瓦时，排名世界第二 17。即便如此，当地电力资源依

然紧张，经常需要拉闸限电。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全国各电厂装机总容量低，发电量不足；另一方面

是电力设施落后、年久失修，人员素质低下，导致

故障百出。2013 年圣诞节，在超强台风“海燕”袭

16　 菲 律 宾 出 尔 反 尔 中 止 中 企 运 营 电 网，2015-2-27，http://world.

huanqiu.com/hot/2015-02/5768435.html

17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菲律宾》，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2013 年，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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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菲律宾一个半月后，该国多数地区仍未能恢复供

电，企业和民众对此怨声载道。早在今年年初，菲

律宾能源部就发出预警，表示即便商户和企业让电，

暑期的居民供电仍有巨大缺口 18。当地电力公司同样

对此表示悲观。

可见，菲律宾电力机构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面

临严峻挑战。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缺电的情况将

长期存在；而设备老化、缺乏高素质专业人员又会

进一步加剧供电紧张。供电问题究竟会在多大程度

上对菲律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造成负面影响，安

邦咨询（ANBOUND）将长期保持关注。

文莱经济发展局吸引外资，聚焦工业园发展

BEDB Works on Industrial Parks to Woo Foreign 
Firms

据文莱时报 3 月 5 日消息，文莱经济发展局

（Brunei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BEDB） 为

吸引外国投资，正计划发展一批建设完善的工业园

区。鉴于政府将工业区发展的价值定位为“借此成

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国”，此举也成为了文莱

经济发展局为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多样化而做出的

主要决策之一。

在文莱经济发展局（BEDB）旗下的工业园有：

沙兰比加工业园（Salambigar Industrial Park），林巴

数 码 工 业 园（Rimba Digital Junction），武 吉 邦 高

工 业园（Bukit Panggal Industrial Park），德 里 赛 工

业园与双溪岭工业园（Telisai Industrial Park and the 

Sungai Liang Industrial Park），以及大摩拉岛与安格

烈迪沙技术园（Pulau Muara Besar and the Anggerek 

Desa Technology Park）19。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以

石油与天然气为主要发展行业的大摩拉岛工业园。

18　能源部长：吕宋预期将停电，2015-3-3，http://www.shangbao.

com.ph/fgyw/2015/03-03/37892.shtml

19　 文 莱 时 报，“BEDB Works on Industrial Parks to Woo Foreign 

Firms”http://www.bt.com.bn/business-national/2015/03/05/bedb-

works-industrial-parks-woo-foreign-firms

除恒逸实业公司已确定在此地投资 40 亿美元建设石

化工厂外，园内的综合性海上供应基地也吸引了众

多投资者的关注。

图表 7：文莱的十个工业区

资料来源：文莱工业与初级资源部，中国商务部制表

图表 8：文莱安格烈迪沙技术园

资料来源：文莱时报

与之相比，格烈迪沙技术园则主要面向科技公

司，共由 3 个区域组成，包括 1 期的信息通信技术

创业育成中心（iCentre）、二期的 KHub（Knowledge 

Hub）大厦和三期的 D&T（Design and Technology）

大厦。目前，共有 12 家创业公司在 iCentre 从事 IT

创新业务；最新建成的 D&T 大厦则以 IT 咨询、电

脑绘图研发及多媒体公司为目标，致力打造成服务

于国内外创意信息公司的技术中心。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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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文莱政府还主导在斯里巴加湾市郊建

立了生物创新走廊（Brunei BioInnovation Corridor, 

BIC），这一占地 466 公顷的清真食品工业园区主要

从事与清真有关的食品生产，涉及生物技术、制药、

化妆品等领域，其目的也是让过分依赖石油生产的

文莱经济更加多样化。

据美国 CIA 统计，2013 年的文莱农业在整体

GDP 中占比仅有 0.7%，工业占比为 70.9%，服务业

为 28.4%。为促进经济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改变经济

过度依赖油气资源的局面，近年来文莱政府积极推

行经济多元化战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如今多元化战略初见成效，国家对油气产业的

依赖已开始减少，其他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明显提

高。文莱财政部长阿都拉曼表示，2014 年占文莱经

济总量 70% 的油气产业与前一年相比下滑了 3.2%，

而非油气部门则增长了 3.4%，比 2013 年的 2.7% 仍

持续有所提升 20。

日本企业拟在越南扩张经营与投资

Japanese Companies to Expand Businesses and 
Investment in Vietnam

2014 年 5 月，越南中部发生的排华事件平息

之后，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逐渐恢复，但是部分

中国企业仍未决定是否应该在越南追加投资、扩张

越南市场。与中国企业相反，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JETRO） 在

2015 年 2 月 12 日所公布的亚洲和大洋洲的经营生

产活动状况调查数据，高达 66% 在越南的日本企业

正考虑着扩大经营生产规模 21。

根据越南计划投资部，扩张经营是日本企业在

20　 文 莱 时 报，http://www.bt.com.bn/news-national/2015/03/10/

economy-grow-1-4-year

21　66％的日企希望扩大在越经营活动 , 2015-2-9, http://cn.cpv.org.

vn/Modules/News_China/News_Detail_C.aspx?CN_ID=699305&CO_

ID=7338662

越南所注重的四个事项之一，其余的则是投资环境

的风险、原料与零件供应以及对经济一体化的期

望 22。

日本是越南第二大投资国，截至2015年1月2日，

在越南共有 2,494 个日企项目，注册资本高达 369 亿

美元。不过，近年来因为日本经济状况、全球经济

局势等因素，日企在越南的投资已经减少。在 2014

年里，需要高资本、长期投资、依赖市场的越南日

资制造业企业的资本从 2013 年的 12 亿美元减至 8.3

亿美元；JETRO 河内事务所长川田敦相也披露了日

企近期内并无计划展开大型项目，尤其是制造业方

面的项目 23。

图表 9：日本东急集团与越南 Becamex 公司合资的
平阳东急园城市高级公寓

资料来源：Tin Nhanh VnExpress

22　66% of Japanese companies want to expand business in Vietnam: 

survey, 2015-2-6, http://tuoitrenews.vn/business/25947/66pct-of-

japanese-companies-want-to-expand-business-in-vietnam-survey

23　Japan increases financial services in Vietnam, 2015-3-2, http://

english.vietnamnet.vn/fms/business/124422/japan-increases-

financial-services-in-vietn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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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日企减少在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却

在建筑业、房地产业、交通业与金融投资方面有更

多的投入。日企在房地产投资的比例从 2013 年的 3% 

增至 2014 年的 6%，资金方面的比率则从 2013 年

的 2% 增至 2014 年的 13%，其中东急（Tokyu）集

团即与成员工业投资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Becamex 

IDC）合资发展平阳东急园城市项目（Tokyu Binh 

Duong Garden City），总投资额达 12 亿美元；另

一方面 Daibiru 株式会社 6.1 亿美元收购了河内的

Cornerstone 办公楼 24。

在 金 融 投 资 方 面， 日 本 的 大 和 证 券 集 团

（Daiwa PI Partners）与越南的 VOF 投资公司（VOF 

Investment）共在国际乳业公司（International Dairy 

Company）投资了 4.5 亿美元，是 2014 年里外商在

越南企业的最大宗间接投资 25。

此外，日本及亚洲最大零售商永旺（Aeon）在

越南开设了两家购物中心，并购入越南两家大型连

锁超市的股权，分别在胡志明市和与平阳省。

虽然日本在越南的经营与投资料会持续扩张，

但日企在越南也面对着复杂的投资机制、日益增加

的劳动成本等问题。越南在很大程度上还很依赖中

国，但是日越的投资、贸易日渐加强，在东盟经济

共同体建立之后日本的影响也愈加重要。

老挝调高最低工资以应对劳工短缺

Laos Increases Minimum Wage

老挝劳工和社会福利部、老挝工会联盟（LFTU）、

老挝国家工商总会（LNCCI）在 2015 年 2 月即宣布

老挝的最低月薪将从原有的 626,000 基普（约 77 美

元）上调至 900,000 基普（约 111 美元），上调幅度

24　同上

25　同上

达 44%。此项调整在 2015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 26。

2014 年 6 月时，老挝工会联盟就曾向劳工和社

会福利部、老挝国家工商总会商讨把最低月薪上调

至 800,000 基普（约 98 美元），上调幅度达 28%，

而这项建议是以万象、占巴塞、琅勃拉邦、沙湾拿

吉等地的生活费用为依据 27。2015 年所建议的最低

工资，比 2014 年的还要高。

图表 10：一家位于沙湾拿吉的纺织工厂；
工厂里半数工人曾在泰国工作，
现在因为老挝工资调高而归国

资料来源：http://asia.nikkei.com/Photos/photo-galleries/

Mekong-momentum

这 次 的 调 整，与 2012 年 的 348,000 基 普（约

42.80 美元）相比，上升了约 79.8%。

老挝新闻社引述劳动管理部主任彭塞萨·英塔

剌（Phongsaysack Inthalath），称这次的月薪调整将

26　Minimum wage to jump 44 percent, 2015-02-20, http://www.

laosinvestmentreview.com/2015/02/20/minimum-wage-to-jump-44-

percent/

27　Labour federation proposes 28 percent increase in minimum wage, 

2014-06-30, http://www.laosinvestmentreview.com/2014/06/30/

labour-federation-proposes-28-percent-increase-in-minimum-

wage/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39

在 2015 年 4 月 1 日生效，同时他也表示这项调整将

于拥有最低限劳动技能、一个月工作 26 日、一个星

期工作 6 日、一天工作 8 小时的劳工生效。最低工

资调整并不会影响非政府组织雇员、公务人员、老

挝建国战线（Lao Front for National Construction）与

老挝国防部、国家安全部。与此同时，在危险工作

环境，尤其是较容易接触有害化学物质、辐射、空

气污染等的劳工，将会获得 15% 的额外工资 28。

有关当局提升老挝劳工的最低工资，除了解决

劳工所面对的老挝国内日益提高的生活费用，最重

要的还是因为老挝劳工外流问题严重，造成了国内

劳工短缺。不少老挝劳工都选择以合法或非法的方

式在邻国，尤其是泰国工作。根据聘请老挝劳工的

泰国公司向老挝劳工和社会福利部所呈上的文件，

在泰国合法工作的老挝劳工高达约 59,000 人。老挝

当局也提供证件，给予约 111,100 名原非法劳工以合

法地位。

无论如何，在泰国仍然有大量来自老挝的非法

劳工；根据泰国劳工部的数据，非法到泰国工作的

老挝劳工达致 200,000 人 29。

目前泰国最低的工资比老挝的高 209%，即使 4

月里老挝的最新最低工资实行之后，泰国的最低工

资仍比老挝的高 114%。

老挝有约 670 万人口，其中劳动力人口达 370 万，

大部分从事农业。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劳动人口的

年龄介于 16 岁至 65 岁 30。

28　Minimum wage 900,000 kip takes effect in April, 2015-2-18, 

http://kpl.gov.la/En/Detail.aspx?id=1779

29　Laos' new minimum wage may take effect next month: Report, 

2015-1-19,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business/Laos-new-

minimum-wage-may-take-effect-next-month-R-30252182.html

30　Lao minimum wage to rise 44% in April, 2015-2-19, http://www.

bangkokpost.com/news/asean/478994/lao-minimum-wage-to-rise-

in-april

经济逐渐多元化，柬埔寨企业数量增加

Number of Businesses in Cambodia Increases

根据柬埔寨国务大臣兼计划部大臣蔡唐（Chhay 

Than）所公布的 2014 年柬埔寨社会经济调查报告

（Inter-Censal Economic Survey），该国的企业有显著

的增加，从 2011 年调查显示的 46 万 3363 家增加至

2014 年的 51 万 3759 家 31。

图表 11：柬埔寨商业部外景

资料来源：www.skyscrapercity.com

柬 埔 寨 社 会 经 济 调查 是由柬 埔 寨计 划部与

日本 政 府、日本国际 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共同进行，以调查柬埔寨

领土之内的企业基本统计信息供国内外决策者、政府

官员、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投资者和研究者等参考。

与 2011 年相比，在 2014 年里聘请 100 名及以上

员工的企业增加了 14%，而自雇或只有单独员工的企

业则锐减 13%，聘请二名员工与三名员工的企业则分

别增加了 28% 与 47%。这些转变，主要是因为柬埔寨

在经济上逐渐多元化，除了农业，商贸业和服务业也

正在发展当中。

31　Businesses up, reveals survey, 2015-2-26, http://www.

phnompenhpost.com/businesses-reveals-survey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310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报告显示金边、暹粒、磅清扬、菩萨、茶胶五省

新成立的企业增长率为全国之首，其中以金边市的增

长最多，这段时间里新成立的企业共有 12470 家，增

长率为 14.7%。暹粒省新成立的企业有 9699 家，增长

率为 34.7%；磅清扬省有 4302 家，增长率为 23.2%；

菩萨省有 3480 家，增长率为 32.3%；茶胶省有 2967 家，

增长率为 10%32。

虽然柬埔寨的企业增长显著，实际上与外国企业

相比，柬埔寨本国的企业数仍然相对较少。报告显示，

每 1000 人中，日本有企业 45.4 家，越南 58.2 家，老

挝 37.4 家，而柬埔寨则仅有 33.8 家企业 33。

这份报告也显示了，新增加的 51 万 3759 家企业

在柬埔寨创造的就业人数为 187 万 4670 人，其中女

性有 109 万 4371 人，约占 58.4%。

另一方面，柬埔寨商业部披露，在 2014 年共有

3,850 家企业申请注册，和 2013 年相比增加了 29%。

同时，在 2014 年该部共接获了 6,075 宗商标申请，比

2013 年的商标申请 5,855 宗来得高，这其中有 4,829

宗为外国企业，这也表示随着柬埔寨的经济发展和政

治的相对稳定性，前往该国投资经贸的外国企业也逐

渐增加 34。

虽然柬埔寨的企业数量正在持续增加，该国在世

界银行所公布的 2015 年 189 个国家当中经商便利度

排名为 135，显示该国在经商便利方面，尤其在创业、

建造准证、执行合约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35。

32　 柬 埔 寨 2014 年 企 业 调 查 报 告 出 炉 , 2015-2-26, www.

cambodiasky.com/business/swzn/4396.html

33　最新《2014 年企业调查报告》出炉 全国共有企业逾 51 万家创造就

业岗位近 200 万个 ,  2015-2-25, http://www.jianhuadaily.com/index.ph

p/%E5%9B%BE%E7%89%87%E4%B8%AD%E5%BF%83/%E5%9

5%86%E4%B8%9A%E7%BB%8F%E6%B5%8E/item/15725-2014-

51-200

34　同上

35　MoC says registration online will boost rank, 2015-3-4, http://

www.phnompenhpost.com/moc-says-registration-online-will-

boost-rank

马来西亚还需关注外债的管制

Malaysia Should Focus on External Debt’s 
Regulatory

马来西亚财政部在 3 月 11 日的国会答辩环节中

透露，马来西亚的外债从 2013 年的 1960 亿令吉（约

合 529.8 亿美元），飙涨 3 倍至 2014 年第三季度的

7400 亿令吉（约合 2000 亿美元）36。“外债飙涨论”

瞬间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以及在野阵营质疑政

府财务管理的手法。

图表 12：马来西亚的外债数据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安邦根据 2013 年与 2014 年

国家银行年报整理

然而，财政部提出的数据实际上存在着一些疏

漏。其中，这 3 倍增长的外债，实际是源于国家银

行（BNM）对外债做出的重新定义。国家银行在

2014 年公布首季度的国内经济与金融发展报告中就

已宣布，将外债的计算范围扩大，除了保留原有计

算岸外融资等债务外，并将国内外资持有的债券也

纳入外债范围中，以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的定义 37。

同时，根据国家银行在 3 月 12 日公布的 2014

36　Malaysia’s external debt tripled to RM740 billion last year，

2015-03-11，http://www.themalaysianinsider.com/malaysia/article/

malaysias-external-debt-tripled-to-rm740-million-last-year

37　2014 年首季度马来西亚经济与金融发展报告，http://www.bnm.

gov.my/files/publication/qb/2014/Q1/1Q2014_fullbook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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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银行年报，截至 2014 年全年的外债为 7447

亿令吉（约合 2023.6 亿美元），而 2013 年的外债则

调整为 6966 亿令吉（约合 1892.9 亿美元）38。显然，

外债飙涨三倍是不确实的数据，是一种苹果与橙的

比较，即使用旧数据来衡量新数据的误判。

此外，7447 亿令吉的外债虽然占据国民总收入

的 72.1%，但其中以令吉作为计价单位的外债就高

达 41.2%，这反映出有接近半数的外债实为外资在

马来西亚债券市场所持有的债券。近年来，马来西

亚已经崛起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发债市场，以及亚洲

除日本以外的第二大发债市场，尤其在伊斯兰债券

上的努力更是明显。因此，外资积极参与马来西亚

的债券发行，自然会提升外债的比重。

但还需注意的是，伴随着金融领域自由化的步

伐，国家银行未来在外资与外债的监管上必须做出

更严密的管制，以免出现债务失衡的趋势。毕竟，

近期国内爆出“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机构”（1MDB）

的债务丑闻，实际都属于外债的一部分。当然，其

所借贷的比重并不足以影响整个国家的外债，但再

度出现类似的问题，都会影响马来西亚在债券市场

发展的步伐。

印尼政府生物柴油补贴政策能否持续？

Will Indonesian Government Insists the Subsidiary 
Policy on Bio-diesel?

受到国际油价持续低迷影响，印尼政府所制定

的生物柴油替代方案正遭受威胁。近期，国际油价

下跌导致与生物柴油间价差缩小，印尼国内对于生

物柴油的需求预估将出现停滞 39。根据最新统计显

示，印尼今年对生物柴油的需求约为 170 万公升，

38　2014 年 国 家 银 行 年 报，http://www.bnm.gov.my/files/publication/

ar/en/2014/ar2014_book.pdf

39　 印 尼 棕 榈 油 局： 因 原 油 价 格 暴 跌， 印 尼 可 能 达 不 到 生 物

燃 料 目 标，2015-3-5，http://www.chinagrain.cn/zonglvy

ou/2015/3/4/201534863662968.shtml

较先前预估的 280 万公升下调近 40%40。

图表 13：生物柴油流程

资料来源：US DOE

为消减能源进口支出，印尼政府于 2013 年就能

源政策展开大规模修订。为减少柴油进口量，印尼

政府大幅提高生物柴油在汽车燃油中的比例，由先

前的 3% 至 10% 提升至不得低于 10%；而能源业燃

料混合生物燃料的比例不得低于 20%。据推算，这

项政策目标旨在提升国内生物柴油产能，最终取代

占国内燃料 40% 的柴油进口。这项政策推动后能为

印尼减少 25 亿美元的燃料支出，并拉动国内棕榈油

的需求 41。

为确保生物柴油替代政策得以延续，印尼能源

与矿业部正计划上调对生物柴油的补贴，预估将从

40　印尼政府建议将生物柴油补贴大幅调高 3 倍以上，2015-2-5，

http://www.chinaccm.com/37/20150205/37020203_2454391.shtml

41　印度尼西亚生物柴油行业难以实现改革目标，2013-11-28，http://

www.oilcn.com/article/2013/1128/article_56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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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每公升 1500 印尼盾上调至每公升 5000 印尼盾，

调幅高达 330%42。为扶植国内生物柴油产业，印尼

政府于今年元旦取消对进口汽柴油补贴，并将零售

价格与国际油价挂钩。然而，在油价低迷阶段，市

场对于印尼政府加大赤字补贴生物柴油的决心表示

怀疑。

图表 14：生物柴油生产路径

资料来源：http://www.biofuelstp.eu/fuelproduction.html

2003 年起，由于国内经济持续扩张，印尼从燃

油出口国转为进口国。2014 年，印尼全国燃油需求

量达到每日 150 万桶，然而国内汽油生产量从高峰

期每日 170 万桶下降至 85.7 万桶，在油价高企时期，

每日用于燃油进口的金额达到 1.5 亿美元。

为缓解能源短缺，并优化政府财政，印尼政府

在 2013 年拟定了生物柴油替代方案，试图以补贴转

移的方式减少外部需求并建立国内能源产业链条。

根据推算，170 万公升生物柴油将拉动上游棕榈油

需求达到 150 万吨，这占该国 2014 年产量的 5.3%43。

此外，随着生物柴油需求扩大，中下游的炼化、加

42　印尼政府建议将生物柴油补贴大幅调高 3 倍以上，2015-2-5，

http://www.chinaccm.com/37/20150205/37020203_2454391.shtml

43　 印 尼 棕 榈 油 局： 因 原 油 价 格 暴 跌， 印 尼 可 能 达 不 到 生 物

燃 料 目 标，2015-3-5，http://www.chinagrain.cn/zonglvy

ou/2015/3/4/201534863662968.shtml

工、制造、物流、零售也将拉动内需并带动国内就业，

这对印尼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认为印尼政府将持续加大对生物柴油的补

贴，这不仅有助于降低该国对外部能源依赖，也将

带动该国产业升级并扩大内需。相较于印尼能源部

计划大幅上调生物柴油价格，印尼政府对能源的补

贴依旧维持低档。

2014 年底，印尼政府对零售汽、柴油的补贴分

别为每公升 8500 与 7500 印尼盾，而生物柴油业拉

动本土产能的经济效益将大于早前对汽柴油补贴产

生的效益。

泰国今年将以降息手段刺激经济复苏

Thailand Cuts Interest Rates by 0.25% 
Considering Depression

2015年3月11日，泰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以4：

3 的投票比例决定降息，宣布将基准利率从 2% 下调

至 1.75％，美元兑泰铢随即跳涨 0.5%。泰国央行表

示，由于目前泰国经济复苏未及预期，出口放缓明显，

因此决定采用降息手段来刺激经济。

图表 15：美元兑泰铢近一个月走势

资料来源：彭博社

泰国副首相 Pridiyathorn Devakula 认为，降低官

方利率有助于国内产品出口。此前，欧洲央行放宽

货币政策，波及泰国产品出口，影响且削弱了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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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三大机构联合会 47 执行主席、工业院主席素

攀本月月初发布的报告称，该联合会决定将出口增

长 3.5% 的目标下调至 2-2.5%。素攀解释说，由于

受到经济和汇率波动的影响，导致各类出口产业均

出现下滑。泰国商务部统计表明，2014 年全年除美

国外，泰国对其他主要出口目的地国出口增长率都

为负值。其中对中国大陆、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

出口下滑明显，分别达 7.89%、10.15% 与 12.53%。

目前，随着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泰国的

经济状况已开始发生变化。原来依靠低成本劳工与

大量资源拉动增长的经济模式难以持续，该角色正

逐渐被越南、印尼、老挝及柬埔寨取代。泰国的产

品正处于除非进一步发展升级，否则就会继续停滞

的状态。一些经济分析师曾寄希望于政府可以结束

街头游行并带来政治稳定，但直至 2016 年大选之前，

投资者仍无法对泰国的政治前景做出明确判断。

缅甸所面临的都市化难题

The Awaiting Problem of Urbanization in Myanmar

为提升都市治理能力，由日本政府、缅甸政府

以及亚洲开发银行（ADB）共同推动的城市管理训

练计划（Urban Management Training）近日在缅甸首

都内比都正式启动。这个项目将以协助地方基层公

务员提升都市管理专业技能为目标。在预算方面，

日本脱贫基金（Japan Fund for Poverty Reduction）

将以捐赠形式向缅甸提供 200 万美元用于专业技术

人员训练，缅甸政府也编列 20 万美元用于相关开

支 48。

根据世界银行在今年初公布的《变动中的东亚

都市景观》报告指出：在工业化带动下，缅甸正进

入都市化早期阶段。截至目前，缅甸仅有包括仰光、

47　泰国银行协会、工业院、泰国商会 3 机构组成的联合委员会

48　US ＄ 2 m training project in modern urban management, 2015-

3-10,  http://myanmarpropertyinsider.com/us2m-training-project-in-

modern-urban-management/#.VP_7u3yUdAs

出口的竞争力。鉴于此前美元汇率也有小幅上涨趋

势，泰国政府在近期加强对本国货币的干预政策。

实际上，泰国央行在一周之前将外汇储备增至 1573

亿美元（51220 亿泰铢），仅增加了 1 亿美元的外汇

储备，动作并不算明显 44。

图表 16：2014 年泰国对主要出口目的国出口
增长率

资料来源：泰国商务部、泰国海关，安邦咨询整理

从大环境看，受东南亚其他国家及中国需求放

缓的影响，泰国经济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联合国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UNESCAP）预计，

2015 年泰国 GDP 增长率将达 3.5%。

泰国知名证券公司 Phatra Securities 的常务董事

Supavud Saicheau 认为，泰国经济复苏的动力在于提

振出口 45，出口是泰国经济的主要支柱。然而，据

泰国商务部统计，2015 年 1 月泰国出口额约 172.5

亿美元，增长较之前相比萎缩了 3.46%。其中，天

然橡胶与大米出口下降明显，分别减少了 40.6% 和

13%46。

44　 中 国 驻 泰 国 经 济 商 务 参 赞 处，http://th.mofcom.gov.cn/article/

jmxw/201503/20150300907895.shtml

45　http://www.voanews.com/content/thailand-interest-rate-cut-

economy/2678741.html

46　http://th.mofcom.gov.cn/article/jm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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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勒两个规模较大城市，人口分别为 500 万与 100

万人 49。在 2011 年，缅甸都市化率仅为 32.6%。根据

推算，在 2010 年至 2015 年间，缅甸都市化率将以

每年 2.49% 的速度增加。

图表 17：东盟国家都市化率以及都市化预计
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CIA World Factbook

近年来工商业快速发展使得仰光已成为东南亚

地区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目前，仰光市区每

平方公里平均人口数已超过 8500 人，但对于正处于

早期都市化阶段的城市而言，如何提升城市运作效

率，并提升都市生活质量都是极具挑战的任务。

安邦咨询（ANBOUND）认为，缅甸都市治理

效率的提升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首先，相较于其他

已进入工业化起飞阶段的国家，缅甸正处于由晚期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加速阶段。对于地方官

僚系统来说，由于城市治理意识不强，且相关硬体

设施不足，都市快速膨胀为都市运作带来极大的压

力。也因此，在加速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如何在

官僚系统内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协商机制，进而引导

官僚系统以专业为起点对都市化所衍生的问题提出

解决之道便成为都市治理效率提升与否的核心指标。

49　Myanmar: Urbanization at an early but growing stage, 2015-1-

26,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15/01/26/myanmar-

urbanization-at-an-early-but-growing-stage

图表 18：仰光市区空拍图

资料来源：互联网

在改革开放 30 几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已完成

了从晚期农业社会到工业化中后期的转型过程。中

国的城镇化率已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 20% 到当前逼

近 60%50。在都市化过程中，中国已成功打造了 16

个居民数逾 500 万的特大城市，并积累了诸多相关

管理经验与专业技能 51。相较于日本官僚系统在信息

化时代都市管理技能上的优势，中国地方政府更能

对东盟国家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提出完整的

解决方案。当日本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文化项目

的社会基础设施时，中国更应集中自身发展经验向

发展中国家贡献自身核心竞争优势。

50　 国 家 统 计 局： 中 国 城 镇 化 率 统 计 数 据（1949-2013），http://

wenku.baidu.com/link?url=2PDtUFhND1cpT5dvAEEKJDlCZuJ47EyGLM

9AUm_JLStWXSVeKrHP9INztPUxMrh5VLsFwPLAclVWDSvbsX71y618

c7npCe8kCeGonSFjf-y

51　城市划分新标准将启动，人口超 500 万人为特大城市，2014-10-

10，http://business.sohu.com/20141010/n404964791.shtml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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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市场忽略：马来西亚依斯干达E旗舰区

Iskandar Flagship Zone E: A Neglected Investment 
Area

提及马来西亚的依斯干达特区，最受市场关注

的无疑就是处在新山市区（Johor Bahru City）的 A

旗舰区，以及处在努沙再也（Nusajaya）与美迪尼

（Medini）的 B 旗舰区。前者已有多家包括碧桂园、

绿地集团等在内的中国房地产商进驻，而后者则为

柔佛州政府的新行政中心所在。

至于其他三个旗舰区，分别为 C 旗舰区的西门

发展区，D 旗舰区的东门发展区，以及 E 旗舰区的

士乃与士古来区。这三个旗舰区甚少被市场所注意，

主要在于相关地区的发展较偏向于工业化的发展，

就如西门与东门发展区皆看重油气领域的发展。

图表 19：马来西亚士乃机场外景

资料来源：东方日报

从地理方面而言，处在士乃与士古来的 E 旗舰

区看似最被市场所忽略的“沧海遗珠”。相较于其

他四个旗舰区皆靠海以及面向新加坡的优势而言，E

旗舰区就好像独处于上端的一个“孤城”。

近期马来西亚安邦团队再度前往依斯干达特区

考察，就明显注意到这一“怪像”。土木工程如火

如荼地在四大旗舰区内进行着，但士乃与士古来一

带则未有重大的发展项目在进行中。除了已建成的

柔佛品牌商城（Johor Premium Outlet）以及士乃机

场周边商区外，其余的都仍是原有的设施以及仍未

开发的地段。

根据依斯干达特区当初的规划，E 旗舰区是作

为物流领域与科技园发展的重点区域。然而，就目

前的进度而言，除了拥有了一座被视为是新山地区

主要机场的士乃机场外，周边则仍未看到有任何关

于物流领域方面的投资项目。至于当初规划建设的

科技园，本是继北马的居林高科技园（Kulim Hi-

Tech Park）后第二个高科技园区项目，但至今仍未

看到有显著的进展。

就媒体的报导而言，经过了过去两三年的投资

与发展旺季后，依斯干达特区的房地产市场已出现

供过于求的现象，约有 30% 已推介的公寓建设项

目的进度出现显著的放缓。柔州华人建筑商公会署

理会长郑诗锦表示，目前并未看到公寓发展搁置情

况，但有一些发展商在完成地基工程后，暂时放缓

工程 52。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放缓迹象都集中在

新山一带，其因素主要归咎于新加坡前来购屋的热

潮稍微散去，因新加坡境内的房屋价格已有所下滑，

其次为交通与距离因素。另外的因素还包括房屋价

52　 依 斯 干 达 30% 公 寓 工 程 放 缓，2015-2-22，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nation/gn3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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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迅速飙升。

值得注意的是，富力地产 2013 年在新山购地的

价格相等于每平方尺 995 令吉（约合 270 美元），

而碧桂园更早之前入驻的价格为每平方尺 500 令吉

（约合 136 美元）。在相对高企的土地价格下，加

上建筑费用等成本，新山一带的房屋价格自然就变

得昂贵了。

然而，在这种土地价格高企的趋势下，被忽略

的 E 旗舰区，就有很大的优势去填补这一缺陷。根

据安邦团队的调研，接近士乃机场一带的地段，目

前仍有接近 1000 英亩的地段有意脱售并进行房地产

与物流领域的综合式发展项目。其每平方尺的土地

售价仅处在 25 至 30 令吉之间（约合 8 美元），较

新山地区的土地价格便宜数十倍。

作为建设空港城的 E 旗舰区，倘若这一地段能

用于发展物流领域，并提供合适的居住环境，相信

其发展潜能将是无限的。毕竟，士乃一带的地区周

边依然拥有许多森林保护区，绝对是一个甚少污染

的可居住与就业环境。有意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若

考虑投资依斯干达特区，不妨可以前往 E 旗舰区进

行视察。

携手开发钾盐矿将成为中泰经贸合作

新亮点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for China-Thai 
Leopoldite Development

钾盐是生产化肥的重要原料。全球钾盐资源高

度集中，国际钾肥贸易的定价权一直牢牢掌握在西

方国家手中。当前，中国农业正处于转型期，对于

化肥的使用量和依赖程度大幅上升。然而中国钾盐

资源严重不足，其储量只占世界总储量的 2.36%，主

要集中在青海察尔汗盐湖和新疆罗布泊盐湖。这两

个矿区开采量已接近极限，再过度开发，将面临资

源枯竭的危险。根据《中国钾盐工业》最新统计显

示，2014 年中国进口钾盐 811.54 万吨，其中氯化钾

803.16 万吨，硫酸钾 5.49 万吨，农用硝酸钾 2.89 万

吨 53。

图表 20：钾肥正在装卸过程中

资料来源：互联网

泰国位于“世界钾盐第三板块”之上，其储量

十分丰富。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政局不稳、法律不

完善以及缺乏技术等原因，该国的钾盐开采量十分

有限。目前，泰国每年需进口钾盐 70 万吨，进口额

53　 泰 国 经 济 新 支 柱 —— 钾 盐 矿，2015-3-4，http://www.

thaizhonghua.com/article-809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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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00 亿泰铢 54。巴育政府上台后，重新修订了泰

国矿业法，鼓励勘探开发，为该国的钾盐矿开采打

开了绿灯。中国拥有经验丰富的矿山设计研究单位

和成熟的钾盐矿筛选工艺，对钾盐的需求量极大。

中泰两国合作开发钾盐矿，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近期，中国的明达钾盐公司获得了沙功那空府

万纳腊尼哇县的 12 块共 12 万莱（192 平方公里）土

地的勘探权，隆邦矿业则获得了呵叻府丹坤托县 4

块共 4 万莱（64 平方公里）土地的勘探权。2 月 26 日，

泰国政府又批准了本国最大一宗钾盐矿开发申请，

国际石油集团得到了呵叻盆地 13 个区块 13 万莱（208

平方公里）的勘探权。目前，中国的多家公司已经

在与国际石油集团接洽，商讨共同开发的可能性 55。

与同处“世界钾盐第三板块”的老挝相比，泰

国优势明显。该国钾盐产区富含钾石盐和光卤石，

岩层基本倾斜度只有 10 度，地势平坦，可以使用竖

井或倾斜井进行开采。当地钾盐矿赋存相当稳定，

质量较高。配套设施方面，泰国拥有丰富的水资源，

水电供应充足。同时，交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呵

叻盆地出产的钾盐矿能够通过铁路公路直达港口，

运输成本较低。

为了促进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中国政府

一直鼓励相关企业走出去，为国内提供稳定的钾肥

供给。目前泰国政府也在大力支持本国的钾盐矿开

采，而且对于中国企业有专门的投资促进政策。展

望未来，携手开发钾盐矿将成为中泰经贸合作的新

亮点。

54　中国企业海外掘金 勘探泰国钾盐矿，2015-1-23，http://www.

mining120.com/show/1501/20150123_183045.html

55　泰国批准迄今最大规模钾盐矿申请，2015-3-2，http://www.10s1.

com/html/201503/203831.html

缅甸经济特区将放宽进口销售管制

Deregulation of Foreign Sales in Myanmar SEZ

迪拉瓦经济特区位于缅甸最大城市仰光的近

郊，是缅甸政府与日本政府共同开发的经济特区。

据本月 3 日台湾媒体报道，缅甸政府为加强吸引外

资的力度，特计划阶段性放宽经济特区的相关限

制，并预定今年春天起大幅放宽对迪洛瓦经济特区

（Thilawa SEZ）内进驻的外资企业的进口销售限制。

经济特区内生产的产品原规定大部分将用于出口，

在今后将有望自由进入缅甸国内市场。

图表 21：正在建设的迪洛瓦经济特区

资料来源：缅甸伊洛瓦底新闻网

去年 10 月，国家计划与经济发展部公布了在仰

光迪洛瓦经济特区经营的业务种类和在特区投资经

营的相关规定。根据规定，在迪洛瓦经济特区获准

经营商业、房屋、酒店、购物中心、仓库、运输与供应、

计算机软件、金融服务、服务与咨询等 20 个业务。

在特区经营的业务中，75% 产品出口的制造业，须

投资相当于 75 万美元的资金。在特区免税区设立国

际贸易展厅者，须至少投资 1000 万美元 56。在特区

56　迪洛瓦经济特区宣布 在特区投资经营的相关规定，缅甸金凤

凰 中 文 报 社，2014-10-15，http://www.mmgpmedia.com/editori

al/7640-2014-08-27-05-02-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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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的酒店，须至少是三星级酒店。迪洛瓦经济特

区项目土地租赁期限为 50 年，并可延期 25 年。

截至 2015 年 3 月 2 日，缅甸迪洛瓦经济特区控

股公司消息称，目前共有 38 家公司就特区首期项目

投资事宜与开发公司签署协议，获批入驻的企业来

自美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泰国、瑞士、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其中 6 家已开始建设工厂。

据规定，已开工建设的公司须在 6 个月内将工厂建

设完毕，并在 18 个月内开始运营 57。

图表 22：缅甸迪洛瓦经济特区方位图

资料来源：谷歌地图

缅甸媒体称政府近期内将会颁布新政令，对于

在缅甸经济特区内符合一定投资条件的外资厂商，

准许其所加工生产的产品可以销售至缅甸国内各地。

仰光南部的迪洛瓦经济特区将首先放宽限制。在政

57　缅甸迪洛瓦经济特区入驻企业达 38 家环球网，2015-3-2，http://

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5-03/5797410.html

令中，预计将大幅放宽对于“加工”的定义，今后

不仅组装、容器封装、商品包装可认定为加工，商

品标签的贴附也将纳入讨论，如果确定实施，未来

特区内产品销往缅甸国内市场将顺畅无阻。

虽然目前缅甸经济特区建设正如火如荼，但投

资者所面对的挑战仍然不少。首先，缅甸为保护本

国市场，现阶段原则上禁止外资进口销售，外国品

牌必须委托当地业者或在当地生产方可销售。然而，

当地销售通路尚未打通、生产配套设施也依旧不足，

这些都阻碍了外国对当地市场的投资。其次，迪洛

瓦经济特区临近迪洛瓦港口，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具

有先天优势；但因距人口聚集的仰光市中心较远，

道路不便，厂家生产的产品若想进入缅甸市场，还

需再三斟酌。

缅甸自 2011 年民主化后，便将吸引外资为该国

加速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2013 年虽陆续对外资开

放了通信、银行、保险产业，然而商业、服务业因

国内业者反对，开放速度缓慢。缅甸政府正在吸引

外资与扶持本国商业之间进行平衡，该国对于外资

管制事实上仍然存在，因此本项放宽进口管制的政

策是否能落实推动，仍待后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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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319

中国 -东盟加速布局跨境物流平台

China-ASEAN Promote Transnational Logistic 
Platform Construction

在 2015 年两会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亚君

提交议案，建议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设置跨境

物流平台，进而降低物流成本，以提升双边贸易 58。

在中国正同东盟就自贸区升级版进行谈判的同时，

如何降低物流成本，进而达到“货畅其流”便成为

双边“互联互通”程度的重要指标。

图表 23：跨国物流流程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双边贸易额出现

喷发式增长，由当年度（2010）的 2927.8 亿美元增

长至 2014 年的 4803.9 亿美元；然而，这一势头已出

现趋缓迹象。根据估计，2015 年双边贸易额预估将

落在 5000 亿美元之间，较上年 8.3% 的增速显著放

58　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内建立统一的物流平台，2015-3-9，http://china.

huanqiu.com/hot/2015-03/5859152.html

缓 59。

对于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内设置统一物流平台的

提议，安邦咨询（ANBOUND）表示赞同。然而，

我们要提醒的是，这一提议早在 2010 年底便由中方

所提出 60。迄今为止，这项提议迟迟无法进入验证阶

段便说明了“统一物流平台”概念背后极为复杂的

问题。

图表 24：跨国物流平台示意图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物流是一项牵涉繁多的产业，而跨国物流所涉

及的行政程序更加重了这个平台的难度。相较于中

国国内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物流作业平台，在东盟

区域内，物流发展层次不一、物流观念差异大、物

59　2014 年 中 国 东 盟 贸 易 额 超 4800 亿 美 元，2015-1-30，http://

finance.chinanews.com/cj/2015/01-30/7022026.shtml

60　中国东盟物流平台将出炉，2010-10-22，http://www.56products.

com/News/2010-10-22/1JDIA12HEK7G4AI48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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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标准不统一，以及基础设施投资不足都是“统一

物流平台”面临的问题。

此外，政府部门间能否建立起完善的服务链接

机制也与跨国物流平台的建立息息相关。2014 年底，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正式就东盟海关运输系统

（ACTS）展开设计并进行相关验证，预料将在接

下来的 18 个月内就关税、交通、金融等领域进行测

试 61。

随着东盟国家开始就海关运输系统的运作进行

协商，东盟区域内物流效率可望进一步提高。然而，

一个“统一物流平台”的建立仍旧是一个中长期的

目标。安邦（ANBOUND）认为，东盟国家在接下

来的十年将进入都市化加速阶段，年轻劳动力结合

移动电子商务将为东盟地区内需增长提供稳健的支

撑。消费品市场蓬勃发展势必将推动中国东盟间统

一物流平台的建立与逐步完善。

中国 -东盟间海产品交易所将启动人民币

交易业务

China-ASEAN Seafood Exchange Starts to Trade 
in RMB

根据公开媒体报导，中国 - 东盟海产品交易所

将于近日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未来，海交所

将朝向“线上交易、线下交收、人民币结算”的交

易模式，预料年交易额将有望突破 1000 亿人民币，

居全国首位 62。

中国 - 东盟海产品交易所（以下简称海交所）

坐落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港，于 2014 年 11 月 3 日

开始试营运。作为中国 - 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支持的

18 个项目之一，海交所是国内首个中国 - 东盟间海

61　东盟海关运输系统加速发展，2014-11-11，http://www.chinadaily.

com.cn/micro-reading/fortune/2014-11-11/content_12692220.html

62　全国首家海产品交易所上线交易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2015-3-

14，http://news.hexun.com/2015-03-14/174050274.html

产品交易平台，其最终目标将是建立一个涵盖中国 -

东盟以及海峡两岸的渔业合作园区 63。

图表 25：中国 - 东盟海产品交易所揭牌仪式

资料来源：互联网

相较于传统的海产品交易市场，海交所在跨境

交易的基础上整合从上游打捞到中下游加工、生

产、包装、贸易、交割等完整产业步骤。海交所第

一期预计整合会员企业达 260 家，其中 100 家为东

盟企业。截至目前为止，海交所交易水产品已逾 300

种，年交易额将突破 200 万吨，预计交易额超过 300

亿，为当前全国最大的海产品交易市场，未来有望

成为中国 - 东盟以及海峡两岸间最大的海产品集散

地 64。

随着海交所开放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中国东

盟间水产品跨境交易量将有望进一步放大。在东盟

区域内，水产品项目贸易对泰国、缅甸、越南等国

极为重要。以越南为例，近年来该国水产品产量增

长迅速，2014 年水产品出口额达到 77 亿美元，占该

63　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2014-12-6，http://

gold.hexun.com/2014-12-06/171167074.html

64　中国 - 东盟海产品交易所引领渔业转型，2015-3-2，http://www.

china-asean-media.com/_d2767596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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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出口额 7%65。此外，水交所成交额逐步放大不仅

将带动区域范围内的水产品需求，也将拉动周边衍

生性产业（机械、化工、农业）交易。

图表 26：中国 - 东盟渔业产业合作园规划图

资料来源：互联网

我们认为，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的实施以及信

息透明度提升将有助于交易成本下降。然而，我们

敦促有关当局应尽速就商品质量检测进行相关规范。

由于中国东盟区域内各国发展程度不一，对于共同

商品的质量认定也多所不同。为避免相关认定不一

导致海交所发展受到影响，有关当局应尽速整合产

业链上各个环节供应商就产品规格进行统一。唯有

建立起有纪律的行业规范，海交所才能成为区域内

最有公信力且附加值最高的行业市场。

65　2014 年越南水产品出口达 77 亿多美元，2015-1-6，http://kmtb.

mofcom.gov.cn/article/shangwxw/201501/20150100858020.shtml

中国 -柬埔寨投资合作关系日益加深

Increasing Investment and Bette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ambodia

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

略构想，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加强国际合作提供

了支持。柬埔寨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沿线国家，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中柬两国的投资合

作正日益加深。

虽然柬埔寨国土面积狭小，经济也不发达，但

却居于东南亚交通枢纽位置，具有突出的地缘优势。

该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较低，最低工资标准为

每月 128 美元 66。自洪森首相执政以来，柬埔寨政局

稳定，大力发展经济，所有行业都对外开放，鼓励

外商投资。2004 年，该国加入了 WTO，是世界上

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此外，由于仍属最不

发达国家之列，柬埔寨还可享受西方国家给予的特

殊贸易优惠政策及额外的关税减免待遇。

图表 27：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工业园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66　 柬 埔 寨 西 港 特 区： 建 设 国 际 化 经 贸 区 合 作 样 板， 柬 埔 寨 西

哈 努 克 港 经 济 特 区，2015-3-12，http://www.ssez.com/news.

asp?nlt=495&none=3&ntw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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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中柬两国重要的政府间

合作项目，于 2008 年奠基，由无锡红豆集团牵头，

多家中柬企业共同参与建设开发。该项目总体规划

面积 11.13 平方公里，首期开发面积 5.28 平方公里，

以纺织服装、五金机械、轻工家电等为主，同时集

出口加工区、商贸区、生活区于一体。入驻西港特

区的企业，可以享受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包括：

生产设备、建材、零配件及原材料免征进口税；出

口产品免征关税；企业免缴 6 到 9 年盈利税；生产

设备、建材、原材料和产品减免增值税。截至目前，

已有来自中国、日本、法国、美国等地的 81 家企业

到特区投资，其中 58 家已投产，从业人员达到 1.2

万名。预计全部建成后，西港特区可容纳企业 300 家，

解决当地 8 到 10 万人的就业问题 67。

近期，大连市中国与东盟交流协会拟在柬埔寨

打造一个“中国城”。该项目位于金边市以东 100

公里处，占地面积 1 万公顷。目前，征地工作已经

完成，开发申请已得到有关部门批复，前期投入达

7000 万美元，预计总投资 12 亿美元。此外，协会

还联合澍景投资、大方集团、香港大庸公司和柬埔

寨金运公司等国内外企业，启动了“东盟国际文化

旅游城”项目。该项目将落户大连高新区，占地 110

万平方米，以东盟 10 国风情文化为主题，打造一个

集文化、养老、教育在内的旅游综合体 68。

可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不断推进，

中柬投资合作必将达到新的高度。

67　 柬 埔 寨 西 港 特 区：‘ 走 出 去 ’ 的 无 锡 模 式， 柬 埔 寨 西 哈

努 克 港 经 济 特 区，2015-3-12，http://www.ssez.com/news.

asp?nlt=498&none=3&ntwo=14

68　许晓楠：我市企业拟在柬埔寨打造中国城项目，大连日报，2015-

3-16，http://szb.dlxww.com/dlrb/html/2015-03/16/content_1129298.

htm?div=-1

中国企业增加优质沥青对东盟出口

China Firms Export High Quality Bitumen Products 
to ASEAN

随着东盟正在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各个国家对

建设材料的需求都有所增加。最近广东茂名石化力

争推动更多优质沥青出口东盟，以使产品尽快走向

国际市场。据 3月13日的消息，广东茂名水东港码头，

一艘满载着 5100 吨优质道路沥青产品油轮，前往印

度尼西亚。这是茂名石化 2015 年以来第一船道路沥

青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印度尼西亚用于基础设施建

筑物的大部分沥青需求还必须从外国进口，以致政

府必须采取各种步骤调高国内沥青的生产 69。　

图表 28：中国沥青产能过剩及企业力争沥青出口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在土木工程中，沥青是应用广泛的防水材料和

防腐材料，主要应用于屋面、地面、地下结构的防水，

木材、钢材的防腐。沥青还是道路工程中应用广泛

的路面结构胶结材料，它与不同组成的矿质材料按

比例配合后可以建成不同结构的沥青路面，高速公

路应用较为广泛 70。因沥青行业的上游为石油化工、

煤炭和改性剂及乳化剂，而下游为高速公路、防水

69　印尼须提高国内沥青生产量以满足内需，2013-11-4，印度尼西亚

商报，http://asean.zwbk.org/newsdetail/33192.html

70　互联网，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Wxdp56cx4H

QhU6HfnCYZpS9KziwH1LsbKn3qK6jcp-DbQXmb2U4AcUbpEe9vak1_

TE0j2-AG7PzNXlyvBqA0Jq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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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机场建设和市政工程道路建设等 71，所以

用于东盟建设的需求非常迫切。

茂名石化隶属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创建

于 1955 年。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茂名石化已成为

中国生产规模最大的炼油化工企业之一。目前，公

司生产的炼油化工产品畅销全国，同时出口国际市

场。不仅是“环保诚信企业”，也是广东省清洁生

产企业 72。通过采取来料加工方式开拓道路沥青出

口业务，根据订单时间和船期，及时做好生产组织

和产品交库。

2013 年，中国发布了《2014 年关税实施方案》，

该方案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石油沥青（税则

号 27132000，简称沥青）进口关税体系维持不变 73。

根据方案，沥青进口的最惠国关税维持 8%，但根据

《亚太贸易协定》和中国东盟贸易协定，部分国家

的沥青能够享受关税优惠。

对原产于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和老

挝的 1860 个税目商品继续实施亚太贸易协定税率，

因此上述 5 国的沥青进口到中国继续享受 30% 的优

惠，即 5.65%74。另一方面，原产于文莱、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越南、缅甸、

老挝和柬埔寨的部分税目商品，继续实施中国 - 东

盟自由贸易协定税率，上述国家沥青进口到中国大

陆继续享受零关税。其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

亚都是中国主要的沥青进口国 75。

与此同时，印尼、越南、菲律宾、泰国也是中

国出口沥青主要的目的地，中国沥青出口到上述国

71　 茂 名 石 化 官 网，http://www.mpcc.com.cn/2012/MMSH/Profile/

Introduction.aspx

72　 茂 名 石 化： 优 质 沥 青 出 口 印 尼，2015-3-16 http://news.163.

com/15/0316/16/AKRHB2NJ00014AEE.html

73　2014 年 石 油 沥 青 进 口 关 税 税 率 体 系 维 持 不 变，2013-12-19， 

http://www.ahjtwz.com/ynxw/815.shtml

74　同上

75　同上

家也可以享受零关税 76。

贸易价格方面，按照中国华南贸易商信息，

2014 年 10 月份，东南亚多地沥青需求回暖，贸易商

采购船货积极性提高，泰国和新加坡等地多家炼厂

均对船货 FOB 离岸价作出相应上调。新加坡 FOB

价上涨 5 美元 / 吨至 525-530 美元 / 吨；泰国 FOB

价上涨 5 美元 / 吨至 530-535 美元 / 吨；台湾 FOB

价上涨 5 美元 / 吨至 525-530 美元 / 吨。

市场发展方面，从 2014 年 10 月 30-31 日第八

届中国沥青国际峰会上的情况可以看出，在沥青产

品、技术、贸易和生产管理等环节，仍存在诸多问

题，市场情况也受到多因素影响。新加坡利曼集团

的李通祥总经理指出，中国市场对东南亚市场有重

要影响，主要包括中国在全球和亚太沥青市场中的

角色、供需市场分析和东南亚国家分析。日本贸易

振兴机构代表则从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公路

网等方面分析缅甸公路的发展状况。美国 Dongre 

Laboratory Services INC 公司从技术层面对质量控制

等问题进行阐述。

除了技术和价格等因素，对中国来说，还有贸

易模式等问题。

因目前中国国内的沥青出口基本是以“来料加

工”的名义运作的，主要目的是可以免交增值税。

但这一途径仍然存在问题，即企业产品仍未能稳定

地以产品质量取胜，尚未形成深厚的用户信赖，而

是靠进口沥青原料，再加工后通过免增值税出口。

因此，要满足客户需求并形成高质量的出口局面还

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76　石油沥青进口关税税率体系维持不变，2013-12-19，http://www.

ahjtwz.com/ynxw/8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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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实地观察：海上宵禁解决不了

实际问题

Malaysia Local Watch: Sabah Curfew Didn’t Solve 
the Actual Problem

马来西亚沙巴州警察总监加拉鲁丁在 2015 年 2

月 26 日宣布，再度延长宵禁措施 15 天，即从 2 月

27 日起至 3 月 14 日 77。一数下来，从 2014 年 7 月

19 日起，沙巴东海岸特定海域的宵禁活动，已落实

接近 7 个月之久。而在 3 月 14 日，有关当局再度将

海上宵禁期限延长至 3 月 29 日 78。

图表 29：2010 年斗湖人口结构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

在长达 7 个月的宵禁期间内，尽管绑架事件的

新闻已开始“绝迹”媒体，但实际上，沙巴东部区

域的治安问题依然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少了跨境

的绑架活动，但沙巴境内的犯罪活动，如掠夺、偷

77　宵禁下东海岸海岛与水域 处在安全水平 从今日至下月 14 日 宵

禁 再 延 长 15 天，2015-02-27，http://www.asiatimes.com.my/view/

id/54177

78　15 日开始至 29 日 东海岸宵禁令延长，2015-03-14，http://www.

news.seehua.com/archives/31866

渡与走私等依然时有所闻。

2015 年的新春，沙巴州斗湖，这一处在沙巴东

海岸最南端的城市，也是沙巴州人口第二大的城市，

就遇上了遇上景气低迷的春节。低迷的因素除了在

于棕榈油价格走低（斗湖主要的产业收入来源）之外，

更重要的是，警察部队在新春前后“罕见”地积极

没收与严禁鞭炮烟花等交易与买卖。

图表 30：斗湖新春期间警察设路障进行安检

资料来源：斗湖 - 我的家面子书（Facebook）专页 79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来西亚政府已有规定严

禁燃放烟花炮竹，但过去以来，作为民间传统的应

节活动，警方对鞭炮烟花的买卖与燃放还是采取了

较为“开明”的态度。但在今年的斗湖，烟花鞭炮

却成了禁忌，因其声响类似于军火声，有关当局深

忧会触动部分人士的敏感神经。因此，虽然在整个

79　阿旺布萨：与去年相比 斗湖今年罪案指数下降，2014-12-03，

http://www.asiatimes.biz/view/id/48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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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仍然有零星的炮竹与烟花声响，但热闹

气氛明显不必从前。

严禁燃放烟花炮竹的措施，实际有类似于“掩

耳盗铃”的做法。沙巴东部安全区落实海上宵禁的

目的，在于杜绝走私、贩卖人口、绑架等犯罪活动，

但海上宵禁的措施，虽然减少了海域上的犯罪活动，

但并没有根本性地解决现存的问题。

不妨看看斗湖的人口结构。根据 2010 年的人口

普查，沙巴州的 15 个省份当中，斗湖的总人口达 39

万 7673 人，略低于最大城市亚庇的 45 万 2058 人，

而稍高于第三城市山打根的 39 万 6290 人。

然而，若深入分析斗湖的人口结构，有多达

16 万 4729 人为非马来西亚公民，占斗湖总人口的

41.4%。同时，斗湖的非公民人口更是全沙巴州最多

的，比起山打根的 14 万 4840 人还多出接近 2 万人。

当然，上述数据提供的仅仅是常住斗湖的非公民人

口，还不包括一些往返或逾期逗留的人口。

毕竟，海上宵禁的落实时间只是在晚上 7 点到

凌晨 5 点，限制的只是一切海上的活动，并没有关

注到是否有不法分子在非宵禁时间进入沙巴境内逗

留。因此，境内的犯罪活动，尤其抢劫、掠夺等罪

案依然出现上升的迹象。

对于斗湖的治安而言，非公民在斗湖长期滞留

乃是最大的禁忌。毕竟，斗湖的经济条件并非像西

马半岛般发达，根本无法为如此庞大的非公民提供

完善的就业机会。唯有逐步疏散这占据四成的非公

民，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改善斗湖的治安与安全问题。

然而，非公民在斗湖盘踞的课题，并非近日之事，

而是已有约 20 年之久的老问题了。

日本 /韩国在东盟踏寻投资加速的路径

Japan and S. Korea Are Looking for Ways to 
Boost Investment in ASEAN

在东盟将于今年底形成政治 - 安全共同体、经

济共同体、社会 - 文化共同体的冲刺阶段，包括南

海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已在政治 - 安全层面和经济

层面影响到区域国家和域外国家。例如，因中越、

中菲南海争端，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变冷，但美国、

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则加快了填补中国空位的步

伐。

图表 31：日本 - 东盟通过路演加强对投资需求的
了解

资料来源：互联网

最近有分析称，“因中越等关系紧张，日本和

韩国已意外成为最大的两个受益者。中国企业从越

南退出，而日韩两国迅速补位，且发展迅速 80；未来，

在经济的带动下，日韩势将挑战中国对东盟的影响

力”。以越南为例，随着越南经济快速增长，人们

消费能力大幅上升，市场潜力明显，吸引了诸多外

国企业的注意。目前，日本成为越南市场的最大投

资者，韩国企业也紧跟其后，在越南进行能源、娱乐、

零售等各领域的投资。　　

80　 日 韩 偷 偷 溜 进 中 国 东 盟“ 后 院 ”，2015-3-5，http://www.

bwchinese.com/article/10684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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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数据，2011 年至 2014 年，

与之前 4 年相比，日本企业在越南的直接投资增长

3 倍多，至 90 亿美元。2013 年和 2014 年，韩国在

越南的投资总额为 26 亿美元，几乎比之前两年高出

三分之一 81。

图表 32：日本欲向东盟卖武器

资料来源：互联网

外国投资管理机构报告显示，在 2013 年，越南

共为韩国投资项目颁发了 3400 个经营牌照，注册资

本额大约达到 260 亿美元。但是，在越南诸多外资

项目中，韩国投资总额排名仅为第三。三星集团的

45 亿投资额未被计入韩国在越投资总额之中，因为

三星集团是通过其新加坡子公司投资。如果将三星

集团的投资额计算在内，韩国资本在诸多外资中位

列第二，而日本以 330 亿美元位列第一 82。

韩国商会（越南）主席 Kim Jung In 表示，越南

对投资扩建项目采用相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吸引

更多的韩国投资者前往越南投资。韩国一些大型公

司如三星、LG、现代和乐天等公司已经入驻越南市

场，并将吸引更多实力较小的韩国投资者进入越南

市场 83。

81　同上

82　同上

83　同上

同时，韩国也在多领域布局对印尼这个东南亚

最大国家的投资。据印度尼西亚商报的报道，五家

韩国大企业计划在印尼投资 110 亿美元。这五家企

业是韩国电力公司（Korea Electric Power Corp）、

韩国东西电力有限公司（Korea East west Power Co 

ltd）、乐天集团（Lotte Group）、Samtan 集团和 LG

国际公司。之前，韩泰轮胎（Hankook Tire）公司和

浦 项 钢 铁（Pohang Iron and Steel Company/Posco）

公司已决定在印尼投资 84。

这些情况表明，在东盟 10+3（东盟 10 国 + 中

日韩）正在讨论加速经贸合作、讨论自贸区建设、

以及中日韩分别与东盟国家加强经贸合作的时候，

日韩已经成为走在前面的领跑者！日韩均为东亚的

重要经济发达国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不仅是经贸，

而且在政治 - 安全领域也通过与东盟的密切合作，

如安全合作，包括与东盟国家建立武器出口合作关

系、联合军演等，都加深了日韩与东盟全面的密切

关系。日韩已在多领域抢先中国几步，布局好自己

在东盟的利益。因此，本文分析认为，日韩大举进

入东盟已是数年来做好的准备，既不“意外”，也

不会丝毫放缓脚步。对中国的启示是，现在的投资，

远不仅是企业要走出去，而是全面配套的措施走出

去，包括对话、建设、机制、贷款、交流、制造业、

教育和培训、生活和服务业等等。

84　5 家韩国大企业 计划在我国投资 110 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商报，

2015-2-8， 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

ce/5%e5%ae%b6%e9%9f%a9%e5%9b%bd%e5%a4%a7%e4

%bc%81%e4%b8%9a-%e8%ae%a1%e5%88%92%e5%9c%a

8%e6%88%91%e5%9b%bd%e6%8a%95%e8%b5%84110%e4

%ba%bf%e7%be%8e%e5%85%83.html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327

海外借款成为东盟国家发展基础设施的

必要途径

Foreign Loans Has Become Necessary for ASEA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2015 年底，东盟将建成三项共同体——政治 -

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 - 文化共同体。其

中经济共同体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实现互联互通。不

过，年底的日期临近，各国仍在为其国内的基础设

施发展找寻途径。从资金安全性而言，各国自用自

有资金是政治领导者们的愿望，因为向国外贷款用

于建设则并不踏实。但是，筹措资金成为瓶颈的事

实使得东盟国家自身焦虑，也被有关国家看在眼里。

因此，东盟国家向有资金的国家借款用于基础设施

建设则成为重要途径，而资金方也愿意借出这笔款

项。

图表 33：印尼未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巨大

资料来源：互联网

2015 年 3 月，印尼公共工程与人民房屋部部长

向政府提议，为了应对未来 5 年的基础设施建设，

应向外国贷款 150 亿美元至 230 亿美元 85。

85　印尼向外国贷款建设国内基础设施，2015-3-2，http://www.qqthj.

com/leaf/leaf_id899901.html

日本政府计划向缅甸提供 200 亿日元的贷款用

以完善缅甸的干线铁路。在缅甸，港口和机场等基

础设施开发项目接连不断，日本政府希望借此构筑

有助于日本企业进驻缅甸的环境。日本依然是拥有

10 个成员国的东盟的主要外国直接投资提供者。将

要改建的干线铁路是缅甸最大的经济城市仰光至首

都内比都和第 2 大城市曼德勒的铁路，全长约 600

公里。缅甸将于 2016 年开启该项铁路改建工程，日

本政府希望商社和厂商等日本企业组成的联盟能够

获得订单。

围绕泰国高速铁路建设问题，日中两国之间的

博弈日趋激烈。泰国运输部表示，由于中国政府提

示的贷款利息过高（日本是 1%，中国是 2% 建设方面，

4% 运营管理方面），泰国政府计划放弃中国的贷款，

而转向寻求日本的 ODA 低息贷款 86。对日本来说，

这也正是其希望：对泰国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是对日

本工业领域的投资。然而，泰国是曾经取消和放弃

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国家，经验和能动性较低。

但通过贷款开始这项工作实为重要途径。

再以印尼为例，2014 年印尼新总统上任以来，

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佐科上任前已做的重要承诺，备

受印尼国人关注 87。基本上，人们已将这项工作视为

印尼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

印尼政府希望，相关工作的启动，为长期项目

提供融资支持，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繁

荣发展。印尼的道路、供水、电力和电信等服务设

施落后于本地区大多数国家。根据印尼上届政府制

定的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预计到 2025 年印尼基础

设施发展至少需要资金 1640 亿美元 88。然而，最初

佐科虽然支持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

86　中日两国政府争夺泰国高铁升级 中国或再败一回合，凤凰财

经，2015-3-2，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302/13523078_0.

shtml?wratingModule=1_15_108

87　印尼国家银行高管：印尼需借鉴中国经验发展基础设施银行，

2014-12-22，中国新闻网，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4/12-

22/6900805.shtml

8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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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并视其为解决印尼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紧缺的

一个可能方案，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

银行之外的一个选择，但印尼仍担心完全依靠外国

融资具有一定的政治风险 89。

目前的情况表明，印尼希望发展基础设施仍可

部分应用外国贷款 90。大部分贷款将分配到饮用水

与卫生设备基础设施，达 50 亿美元。这项工程符合

印尼政府与联合国其他国家已一致同意的千年发展

目标。除此之外，建设高速公路需要 30 亿美元、桥

梁等 20 亿美元、建设大坝 15 亿美元、修复与建设

水利灌溉网络 16 亿美元，克服水灾 16 亿美元与建

设居民房屋 10 亿美元 91。印尼政府称，这笔贷款将

来自一向已有良好合作的数个合作伙伴。预算案若

通过，财政部和国民建设规划机构将开始与合作伙

伴洽谈。2015 年预算年，公共工程与居民房屋部已

吸收 9 兆盾外国贷款预算，大部分来源来自日本国

际协力机构与世界银行，各为 30.8% 与 26%92。

另一方面，印尼也不希望完全依赖贷款解决基

础设施问题，而是希望也学习中国，建立自己的基

础设施银行，并以中国依靠自己的中国建设银行和

国家开发银行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为例，冀望最好

不依赖或减少依赖向外国借款。这已表明，印尼一

方面先期以日本贷款为主开始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但另一方面，今后也必将会逐渐转向减少依赖贷款

的做法。这些信息对于中国倡导建设亚洲基础设施

银行来说，有很多启发，即，各国自身的发展方向、

发展需求、对向国外借款的认识、建立自己相关银

行的愿望等等都不同，应该认真分析研究。

89　同上

90　 外 媒 评 论 编 译： 印 尼 需 借 鉴 中 国 经 验， 发 展 基 础 设 施 银

行，2014-12-17，http://id.mofcom.gov.cn/article/ziranziyuan/

huiyuan/201412/20141200841313.shtml

91　为 5 年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拟向外国货款 230 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商

报，March 1st, 2015，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breaking-

news/%E4%B8%BA5%E5%B9%B4%E5%9F%BA%E7%A1%80%E

8%AE%BE%E6%96%BD%E5%BB%BA%E8%AE%BE-%E6%94%

BF%E5%BA%9C%E6%8B%9F%E5%90%91%E5%A4%96%E5%9

B%BD%E8%B4%A7%E6%AC%BE230%E4%BA%BF%E7%BE%8E

%E5%85%83.html

92　同上

东盟 -澳大利亚以合作项目强化关系的做法

值得学习

ASEAN, Australia Note Strong Performance of 
Cooperation Programme

东盟与澳大利亚于 1974 年建立起对话伙伴关

系。四十多年来，双方通过大量多领域的具体合作

项目及良好的实施来推进合作，将关系朝更紧密的

方向发展。2015 年 3 月 6 日，东盟 - 澳大利亚在雅

加达举行第 9 次联合计划和评估委员会（JPRC）

会议，讨论东盟 - 澳大利亚发展合作计划第二阶段

（AADCP II）项目实施等事项。会议目标是评估

AADCP II 的实施情况并计划未来的合作。AADCP 

II 包括强化双方的管道项目合作，这个项目与东盟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关，澳大利亚也将与东盟秘

书处建立良好伙伴关系，并建立起稳定的资金来

源 93。

图表 34：东盟 - 澳大利亚第九次联合会议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官网（http://www.asean.org）

据 AADCP II 项目管理团队报告得知，在 57 个

项目中有 30 个属于 2014 年 7 月 -2015 年 6 月期间

的优化计划，这些目前已经完成。这一计划同时也

帮助东盟秘书处构建管理技巧并提高管理能力，支

93　ASEAN, Australia Note Strong Performance of Cooperation 

Programme, on Friday, 06 March 2015. Posted in 2015, ASEAN 

Secretariat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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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政策研究并帮助其整合不同的经济部门。这一项

目的资金主要用于大范围的活动和倡议，包括消费

者保护、金融整合、农业、投资、旅游、东盟一体

化和东盟互联互通。AADCP II 将在 2008 年至 2019

年间提供 5700 万澳元资金（约合 4300 万美元），

并将计划扩展至 2019 年。

这些项目与东盟部门机构和东盟秘书处协商后

以滚动方式进行。项目均由东盟 - 澳大利亚联合委

员会批准，委员会由东盟成员国、东盟秘书处和澳

大利亚政府共同组成。

2014 年，澳大利亚投入 550 万澳元（约合 418

万美元）用于 AADCP II 信用账户，而 2015 年将以

600 万澳元（约合 457 万美元）投入 AADCP II 信用

账户，以用在随后一年的新项目中。

澳大利亚是东盟战略对话伙伴，也为东盟成员

国提供了总体发展援助，包括 2014-2015 年的 11 亿

澳元（约合 8.4 亿美元），多数用于双边合作项目。

区域援助项目约为 1 亿澳元（约合 7608 万美元），

包括解决人口贩卖、移民工人保护和灾害管理等问

题 94。

澳大利亚也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

支持东盟的性别平等工作。澳大利亚专家 Gillian 

Brown 女士的研究表明，在东盟经济共同体（AEC）

进程中，东盟成员国有 30% 的中小企业雇佣了妇女，

农业部门拥有 40-50% 的女性劳动力，并且 70% 的

购买决定是由妇女做出的。

双方讨论的其他合作项目还包括公司发展、服

务、投资、农业、监管和评估、物流、缩小发展差距，

以及消费者保护等。另外，双方在技术和通信领域

的合作也日渐成熟。

回溯 2009 年 2 月 27 日，东盟十国与澳大利亚、

新西兰即签署了“东盟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自由贸

易 区”（ASEAN-Australia-New Zealand Free Trade 

94　同上

Area）(AANZFTA)，为世界多边贸易体系注入了活力。

当时，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双向贸易额每年约为

800 亿澳元。澳大利亚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领

域受益于该项协定。澳农产品得以广泛进入东南亚

市场，工业产品也获得扩大出口的机会；澳制药业

每年向东盟出口达 6 亿澳元；化学品的高关税将取

消，电子机械产品的关税也取消；在汽车领域，澳

大利亚对进口东盟汽车取消进口关税，但对于产于

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汽车，澳方取消进口关税

的步伐稍慢；在服务业领域，专业服务、教育、金

融服务、电信、建筑、采矿服务等服务业获得更大

出口机会。

在投资方面，该自贸协定为澳方在东盟的投资

者带来更大确定性，投资者在东盟整个区域获得国

际仲裁。

对于东盟来说，2015 年底将实现三项共同体，

而在政治 - 安全、经济、社会 - 文化领域内，东盟

仍十分需要对具体项目与资金进行落实，以在缩短

发展差距的道路上提高效率。而澳大利亚多年来也

在努力保持与东盟国家的良好关系，并愿意积极参

与东盟的各项建设。另外，新西兰、印度、日本等

国都在与东盟关系中加强合作力度，各方都希望可

以在竞争中探索获得更大收益的途径。我们将进一

步分析研究这些趋势，以便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

系提供更多有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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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	(1)

China-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1)

内容简介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

要合作项目，于 1994 年 2 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同

年 5 月实施启动，行政区划面积 278 平方公里，其中，

中新合作区 80 平方公里，下辖四个街道，常住人口

约 78.1 万。

图表 35：1994 年中国批准设立苏州工业园区

资料来源：互联网

2014 年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000 亿元，同

比增长 8.5%；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28 亿元，增长

10.2%；实际利用外资 19.6 亿美元、进出口总额 800

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 700 亿元，均保持稳定；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0 亿元，增长 14.1%；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5.35 万元，增长 9%。经济社会保

持持续健康较好发展 95。

目前，园区以占苏州市 3.4% 的土地、7.4% 的人

口创造了 15% 左右的经济总量，并连续多年名列“中

国城市最具竞争力开发区”排序榜首，综合发展指

数位居国家级开发区第二位，在国家级高新区排名

居江苏省第一位。近年来，园区在转型发展方面重

点抓了以下工作：

1．推进产业优化升级。

积极抢抓全球产业布局调整机遇，大力开展择

商选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效。

高端制造能级提升，累计吸引外资项目超 5200 个，

实际利用外资 267 亿美元，其中 91 家世界 500 强企

业在区内投资了 150 个项目；全区投资上亿美元项

目 139 个，其中 10 亿美元以上项目 7 个，在电子信息、

机械制造等方面形成了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首期投资 30 亿美元的三星高世代液晶面板项目竣工

投产。新兴产业迅速壮大，实施生物医药、纳米技

术应用、云计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计划，2014

年预计实现新兴产业产值 2390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比重达 60.5%，成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纳米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集约发展水平领先，坚持

集约节约发展，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

万元 GDP 能耗为 0.272 吨标准煤，COD 和 SO2 排

放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18 和 1/40，生态环保指

标连续 4 年列全国开发区首位，成为全国首批“国

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96。

95　 中 国 - 新 加 坡 苏 州 工 业 园 区，http://www.sipac.gov.cn/zjyq/

yqgk/201501/t20150106_333971.htm

96　同上

VI. 项目与合作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项目与合作	/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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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聚焦科技自主创新。

以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为主阵地，大力推进“科

技跨越计划”和“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加快

建设创新型园区。创新资源日益丰富，R&D 经费支

出占 GDP 比重达 3.4%（科技部火炬中心口径为 5%），

累计建成各类科技载体超 380 万平方米、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 30 多个、国家级创新基地 20 多个，国际

科技园、创意产业园、中新生态科技城、苏州纳米

城等创新集群基本形成。创新主体加速集聚，每年

新增科技项目约 500 个，拥有各类研发机构 356 个、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54 家；中科院苏州纳米所、国

家纳米技术国际创新园等国家级创新工程加快推进；

苏州纳米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入选全国首批“高等学

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 57 件，PCT 国际专利申请 136 件；上市公司总数

达 13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18 家。科技金融不

断加强，国内首个“千人计划”创投中心暨东沙湖

股权投资中心加快建设，管理资金规模超 600 亿元，

国内规模最大的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母基金（国创

母基金）运作顺利，一批科技支行、科技保险机构、

小贷公司、科技金融超市、融资租赁公司落户，科

技金融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3．加快建设综合商务城。

按照苏州中心城市“一核四城”发展定位，加

快城市建设，促进城市繁荣。城市功能不断完善，

坚持以高起点规划引领高水平开发，金融商贸区、

科教创新区、国际商务区、旅游度假区等重点板块

加快建设，东方之门、苏州中心、中南中心等多幢

地标建筑加快推进，环金鸡湖区域正在成为苏州新

的商业商务和文化中心，园区成为全国首个“国家

商务旅游示范区”，阳澄湖半岛旅游度假区获批为“省

级旅游度假区”。服务产业倍增发展，服务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达 40.8%；集聚金融和准金融机构

574 家，外资银行数量在全省排名第一；经认定的

各级总部项目达 70 个。园区已成为全国服务贸易创

新示范区、国家商务旅游示范区和省商贸金融集聚

示范区，并成功获批开展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

跨境电子商务试点、贸易多元化试点。信息化水平

显著提升，启动实施了数字城管、智能公交、智慧

环保、智慧医疗等一批重点信息化项目，政务信息

化、社会信息化、公众信息化、企业信息化水平显

著提升，入选全国首批智慧城市试点，成为全国首

个数字城市建设示范区、全省首个两化融合示范区。

城市环境日益优化，积极实施美化亮化绿化工程，

建成白塘植物园等一批开放式生态公园，绿地覆盖

率达 45%，加强对阳澄湖等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区

域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达 97.4，整体通过 ISO14000 认

证 97。

4．大力构筑人才高地。

积极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创新人才工作机制，

强化人才支撑。招校引研成效显著，独墅湖科教创

新区引进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新加坡

国立大学等一批世界名校资源，25 所高等院校和职

业院校入驻，在校学生规模超 7.5 万人，其中硕士

研究生以上近 2 万人，成为全国唯一的“国家高等

教育国际化示范区”。高端人才加速集聚，园区科

技领军人才工程成功评选七届，共评选出 606 个领

军项目；累计 97 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119 人

入选“江苏省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计划”，138 人入

选“姑苏创新创业领军工程”，均居苏州首位。在

园区就业的外籍人才近 6000 名，累计引进外国专家

1000 多名，4000 名海外归国人才创办了 400 多家企

业，大专以上人才总量列国家级开发区第一位，被

评为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人

才环境不断优化，创新设立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和

培训管理中心，重点加强对创新创业型企业和人才

的服务；专门设立 2 亿元的人才开发专项资金，以

留学人员联谊会、博士联谊会等高层次人才组织建

设为抓手，努力从创业扶持、薪酬待遇、住房优惠、

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多方面为人才创造一流的环

境。

9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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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持续改善社会民生。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重要位置，努力使全体

居民更好地分享园区开发成果。区域一体加快推进，

推进撤镇建街道改革，“老镇城市更新、动迁社区

改造提升、社区干部培训”三大计划扎实推进；累

计动迁民房 5.72 万户，建设动迁房 1300 多万平方米。

公共服务功能提升，教育均衡发展，率先实现教育

一体化管理，教育现代化水平跃居全省前列；积极

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新建了一批学校、医院、

保障房等民生工程；社会治理创新完善，建立了以

邻里中心和社区工作站为依托的新型社区服务管理

体系，民众联络所、社情民意联系日、劳资和谐机

制、邻里守望等工作获多方肯定，园区获评“全国

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全国和谐社区建

设示范城区”。法治建设扎实推进。积极推动三级

依法行政示范点建设，稳妥推进财政预决算公开试

点，健全完善了专项资金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

办法，严格规范了国有土地上企业房屋征收、企业

用地回购、国有土地收购工作，切实做到权责分明、

分工有序。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积极弘扬开放包

容、现代时尚、精致和谐、创新创优的园区圆融文化，

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文化馆等一批文化亮点项

目纷纷落成，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

成为苏州市首批文明城市示范城区。

6．注重创新体制机制。

加强先行先试探索，不断增创发展优势。中新

合作持续深化，坚持“合作中有特色、学习中有发

展、借鉴中有创新”，推动中新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

园区获得了第一届新加坡“通商中国”企业奖，中

新社会管理合作试点获评中国管理科学奖，中新跨

境人民币 4 项试点业务稳步推进。改革探索不断加

强，在物流通关、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和生态环

保等方面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和“唯一”，例如：

全国首个综合保税区、首个“服务贸易创新示范基

地”、首个“鼓励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展试点”、

首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较好地

发挥了改革开放“试验田”功能。国资实力持续壮大，

着力优化调整国资产业结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

人才结构，创新市场运作模式，推进国企股权多元化、

资产证券化，国企总资产近 1700 亿元。园区经验加

快辐射，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园区 - 相城合

作经济开发区加快推进，苏宿工业园在全省南北共

建工业园区考核中名列第一，苏通科技产业园首期

基础设施建设提前完成，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援建

项目加快推进，苏滁现代产业园稳步推进，辐射带

动能力得到增强。党的建设全面加强，高度重视非

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型社区党建工作，基层党建实

现“有效覆盖”，湖西社区党委获“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称号，园区检察院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

检察院”。

今后，园区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

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主动适应新常态、谋划新思路、

增强新动力，持续深化中新合作，坚持高端引领，

强化创新驱动，提升质量效益，聚焦新人才、新产业、

新技术、新模式，赋予园区经验新内涵、营造核心

竞争新优势、构筑科学发展新高地，加快把园区打

造成为为全国具有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创

新平台、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园区、中国经济技术

开发区升级版和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引领区。

一是致力创新体制机制。

大力弘扬园区经验，深化中新合作，加强先行

先试探索，大力推进开放创新综合改革，进一步理

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快建立与国

际接轨的现代经济管理制度，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行政管理、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积极争当

全面深化改革的先行区。

二是致力促进高端集聚。

实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及生物医药、纳米技

术应用、云计算等产业发展计划，加快构筑高端产

业发展新格局；以国际商务区、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

金鸡湖 5A 景区、阳澄湖半岛旅游度假区等为依托，

项目与合作	/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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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打造长三角科技金融服务集聚区、苏南总部经

济集聚区；以集聚“国家千人”、“省双创”、“市

姑苏”、“园区领军”等高端人才为重点，加快建

设国际化人才示范区。

三是致力提升创新能力。

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战略，更

加注重技术溢出、人才溢出，推进协同创新，着力

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紧密结

合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实施自主品牌企业培育计

划，不断提高区域科技进步贡献率、人均劳动生产率、

每万人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和高技能人员数，努力

争创开放创新示范区。

四是致力优化生态环境。

按照“生态宜居、紧凑集约、低碳节能、智慧智能”

的要求，提升城市规划设计、承载能力、建设水准。

坚持形象提升与内涵建设并举，推进“退二进三”、“腾

笼换鸟”，促进资源精细开发、深度整合、优化配置、

高效利用，推动可持续发展。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实施水体整治、河道疏浚、扬尘治理、绿化美化等

工程，创新城市管理，营造优美环境，积极创建国

家生态文明示范园区。

五是致力改善社会民生。

把优化法治环境作为提升园区综合竞争力的先

导工程，加快实现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坚持以人为本、

民生优先，切实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

建设，积极推进居民收入倍增。加大财政倾斜力度，

切实办好惠民实事，加快打造住有宜居、劳有厚得、

学有优教、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五有工程”，构

建均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住

房保障和养老服务“六大体系”，让群众更好分享

园区发展成果。

总之，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

责任意识，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努力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更多探

索。

                                        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

                                                    2015 年 1 月

中新合作

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合作的旗舰项目

改革开放试验田、国际合作示范区

中国发展速度最快、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开发区

之一

	发展目标

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工业园区。

建成国际化、现代化、信息化的生态型、创新型、

幸福型新城区。

发展成就

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幅 30%，综合发展指数位

居国家级开发区第二位。

转型升级成效显著，2013 年新兴产业产值 2213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56.3%。

利用外资连续多年名列中国开发区第一

商务部国家级开发区 2009 年投资环境综合评价

第二

中国首批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中国首批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中国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园区

中国首个服务外包示范基地

中国首个鼓励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政策试

点区域

中国唯一服务贸易创新示范基地

中国唯一国家商务旅游示范区

中国唯一纳米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基地

中国城市最具竞争力开发区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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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转型过程中的黑暗面：反穆斯林暴力事

件	——	国际危机组织	亚洲报告N°251（6）

The Dark Side of Transition: Violence against 
Muslims in Myanmar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N°251 (6)

（续接第 036 期）

IV.	缅甸其他地区的暴力事件

D.	佛教僧侣的作用

（接前）

“969”运动引起了许多缅族佛教徒的强烈共鸣，

具有强大的民意支持。含有该组织领导人布道内容

的宣传光碟在缅甸十分畅销。这个现象部分反映了

令人不安的社会现实，即很多地区都弥漫着强烈的

反穆斯林情绪；但光碟的畅销也是由于“969”经常

把自身包装为以强化宗教实力为目的的“佛教团结”

运动。众多追随者认为，他们是在支持佛教，而不

是在攻击穆斯林 98。即便是那些没有追随“969”的

缅族人也非常不愿意批评该运动，生怕被认为是在

批评佛教。 “969”的僧侣领导人把“969”和虔诚

的佛教之间的关系刻画为“密不可分”，这种方式

的确加强了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通过

将佛旗与其他佛教图腾融入该组织的官方标志等方

式也强化了这种关系。它在许多方面类似于一种民

粹主义的政治运动，可以被看作是一群僧侣在国家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寻求树立自己的道德 - 政治威信。

就连佛教僧侣本身也不愿批评“969”运动。许

多高僧认为，该组织传递的零容忍和宗教民族主义

的信息与佛教教义相违背，甚至是相对立的 99。多

数高僧不愿公开表达这种观点。他们担心会引起强

烈反应，因为僧侣一般都被禁止批评其他修行者，

尤其是其他教派的修行者，或者是因为许多更为正

统的修行者都遵循不插手世俗事务的做法 100。如果

有影响力的温和派僧侣并未明确且反复地表态要抵

制暴力，那么缅甸人民和国际社会就只能听到宣扬

零容忍的声音。这将严重损害缅甸和佛教的声望。

有鉴于此，缅甸的佛教最高监管机构已经拒绝承认

“969”运动的宗教合法性，这条消息是非常令人鼓

舞的 101。

E.	阴谋理论

一直以来一再有看法认为，目前频发的族群暴

力冲突是由隐藏在暗处的政治势力所煽动的，目的

98　危机组织采访多位张贴“969”标志的商店店主和出租车司机，仰光

和曼德勒，2013 年全年。

99　危机组织采访多位高僧，仰光，曼德勒，腊戍，2013 年 8 月。

100　同上

101　参见下文第 V 章 B 节。

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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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破坏缅甸的稳定 102。一些版本的看法认为，策划

暴力冲突的意图是为复辟军政府统治创造条件；其

他版本的看法则表示，策划行动意在从政治上削弱

改革派总统吴登盛的实力，甚至是昂山素季的实力，

从而使强硬派获益 103。

迄今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些说法，乍看之下，

这些理论也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当然很可能有一些

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甚至可能是来自于很有权势的

机构的人物，可能会由于其个人的偏见而鼓励或资

助极端主义运动。在若开邦，一些若开族佛教政治

势力有着激进的反罗兴亚族和反穆斯林的动机，甚

至可能已参与了暴力行动 104。

但是，在国家层面上，很难看出任何一个政治

势力会因为暴力冲突而获益。缅甸军方历时二十年，

刚刚才从极权统治中完全退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他们想要扭转这一局面；即使个别一些军方人士有

此意愿，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获得什么真正的支

持或者有任何成功的胜算。

在党派政治方面，目前的大事件是将于 2015 年

举行的下届选举，以及“当权派”联邦巩固与发展

102　 例 见《 宗 教 暴 力 事 件 由 幕 后 黑 手 操 纵 —— 全 国 民 主 联 盟》

（Religious violence being instigated behind the scenes - NLD）， 

ElevenMyanmar.com，2013 年 9 月 9 日；《当地居民怀疑实皆暴乱

有 幕 后 黑 手》（Local residents suspect plot behind Sagaing riots），

ElevenMyanmar.com，2013 年 8 月 27 日；《 老 怪 物 兴 风 作 浪： 有

人怀疑前政权的团伙在煽动冲突以削弱缅甸的民主》（Old monsters 

stirring up trouble: Some say gangs from the past regime provoked 

clashes to undermine Myanmar’s democracy），《海峡时报》，2013

年 6 月 2 日；以及昂梭（Aung Zaw）, 《缅甸的希望逐渐渺茫吗？》

（Are Myanmar’s hopes fading?），《 纽 约 时 报》（The New York 

Times），2013 年 4 月 23 日。

103　昂山素季遭到一些人权组织的指责，批评她没有明确地公开指责

暴力行径。有关最近的一些评论，见《昂山素季没能制止缅甸的反穆斯

林 暴 力 事 件》（Suu Kyi says unable to stop anti-Muslim violence in 

Myanmar），法新社，2013 年 9 月 12 日。

104　见《缅甸政府怀疑若开邦的暴力事件受停火组织煽动》（Burma 

gov’t suspects cease-fire group fueled Rakhine violence）， 密希玛

新闻社（Mizzima News），2012 年 11 月 1 日。也见《联邦边境事务

部部长指出：人们无论如何都不应受任何武装组织或政治团体的煽动》

（People should never ever be swayed by instigations of any armed 

group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Union Border Affairs Minister），《缅

甸新光报》，2012 年 10 月 30 日，第 1 页。

党能否与广受拥戴的昂山素季及其领导的全国民主

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相抗衡。族

群暴力冲突可能会影响大选结果这种桥段并无合理

性，而且人们很难想象此类阴谋能够一直不被曝光。

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暴徒骚乱的主要肇事

者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这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

了行动的事先计划和协调程度。两个族群的目击者

都表示在暴力冲突中有一些不认识的陌生面孔 105。

也有报告称，暴力事件的责任方是当地人 106。在密

铁拉和腊戍，来自两个族群的可靠的族群领袖、消

息灵通人士和目击者都坚称，绝大多数暴民是当地

人，他们并不认为外地人在其中扮演了什么重要角

色 107。另有一些人说法不一，但可能也解释得通，

包括他们可能不认识或是没认出参加暴乱的人员。

人们担心警方会强迫大家指认袭击者，这可能会招

致打击报复，或者因检举邻居而受社会的排斥。就

佛教徒而言，他们对自己的族群能犯下如此残暴的

罪行也会感到愧疚和怀疑 108。

在评估这个问题时还有一个因素值得考虑，

那就是这种反穆斯林的暴力行径并不是一个新现

象 109。在过去 ，暴力行为经常被归咎于军政府，有

说法称军政府煽动暴力事件，以便将僧侣或普通群

众中的反政府情绪转移到其他目标上。不仅这些说

法毫无根据，这样的权谋策略也不是十分合理。如

果这些暴力事件是由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精心安排

的，那么这可能会让问题更容易处理，只要查出这

些人的身份并追究其责任就行了。更有可能而且在

105　例见《密铁拉暴力事件是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所为》（Meiktila 

violence work of ‘well-trained terrorists），《 缅 甸 时 报》，2013 年

4 月 1 日；《联合国特使抨击反穆斯林运动》（UN envoy slams anti-

Muslim campaign）， 法 新 社，2013 年 3 月 27 日；《 掸 邦 暴 乱 两 天

后，1 人死亡，5 人受伤》（One dead, five injured after second day of 

rioting in Shan state），缅甸民主之声，2013 年 5 月 30 日。

106　《缅甸爆发反穆斯林暴力冲突》（Anti-Muslim violence erupts in 

Myanmar），Tempo.co，2013 年 5 月 1 日；也见《摆脱仇恨》（Freedom 

from hate），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东方 101 频道（101 East）纪

录片，2013 年 9 月。

107　危机组织采访，密铁拉和腊戍，2013 年 8 月。

108　同上

109　见上文第 II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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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方面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暴力事件并没有出

自一个整体策划，反而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分裂和仇

恨，而在过去的极权统治时期，这些情绪或多或少

都会被压制。解决这个问题是缅甸现在面临的主要

挑战之一，而要解决它没有捷径可走。

V.	未来的方向

A.	国际社会层面

缅甸的暴力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逃离若开邦的穆斯林数量一直在急剧增加，其中许

多人乘着颠簸的小船历经艰险逃往马来西亚或本地

区的其他国家；大批人在途中丧生，或沦为无情的

人口贩子的猎物 110。这些缅甸难民的数量之多，成

为了让邻国尤其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头

疼的问题。印尼外长称之为“一个内政引发区域影

响的经典案例”，并催促缅甸政府“宜早不宜迟”

地采取行动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111。马来西亚外

长敦促缅甸加大行动力度，保护穆斯林免受迫害，

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缅方必须以高度透明的方

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已经采取了

哪些行动”112。

伊斯兰合作组织也对缅甸政府颇有微词 113。第

二轮反罗兴亚人暴力浪潮之后，时任东盟秘书长素

林·比素万（Surin Pitsuwan）说：“这可能会破坏

110　危机组织采访一位罗兴亚问题研究员，仰光， 2012 年 9 月；杰森

·斯普（Jason Szep） 和斯图亚特·格鲁金斯（Stuart Grudgings），

《特别报道：泰国当局破获一起走私贩卖罗辛亚穆斯林的网络》（Special 

Report: Thai authorities implicated in Rohingya Muslim smuggling 

network）， 路 透 社，2013 年 7 月 17 日；《 绝 望 的 罗 兴 亚 人 等 不 及

安 全 航 行 季 节 就 要 逃 离 缅 甸》（Desperate Rohingya not waiting for 

safe sailing season to flee Myanmar），《 南 华 早 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13 年 9 月 12 日。

111　引自《印尼部长称：缅甸族群纷争造成区域影响》（Myanmar 

communal strife has regional impact - Indonesia minister），路透社， 

2013 年 7 月 10 日。

112　引自《马来西亚敦促缅甸遏止反穆斯林的暴力行为》（Malaysia 

urges Myanmar to stem anti-Muslim violence）， 路 透 社，2013 年 6

月 30 日。

113　《伊赫桑奥卢敦促缅甸政府负起责任，消除对穆斯林的歧视》

（Ihsanoglu tasks Myanmar’s government on responsibility to 

eradicat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uslims），OIC 声明，2013 年 7 月 7 日。

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整个地区的稳定”114。缅甸

将在 2014 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如果再度发生的

暴力冲突与这一年中计划举行的任何东盟高层活动

撞车的话，将会给缅甸政府造成严重后果。

缅甸各族群之间的紧张局势在本地区也引起了

其他反响。缅甸的佛教徒移民工在马来西亚遭到了

袭击，导致 5 人丧生 115。印尼一家看守中心里，来自

缅甸的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也爆发了暴力冲突 116。

孟加拉的若开佛教徒居民也受到了攻击，房屋被烧

毁，寺庙也遭破坏 117。所有这些事件似乎与缅甸不

断升级的族群间紧张关系有直接联系。本地区的穆

斯林极端主义组织策划了一些暴力袭击。 2013 年 5

月，印尼警方挫败了一起据称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策

划用雷管炸弹攻击缅甸驻雅加达使馆的阴谋 118。

7 月，佛教最神圣的地方之一印度菩提伽耶在一场

归咎于穆斯林的袭击中遭到了轰炸 119。8 月，雅加达

一个佛教中心被炸，该中心是华裔常去的地方，与

缅甸并无特别的联系。这次事件造成一些人受轻伤；

随之发表的一个声明称“我们在回应罗兴亚人的尖

叫”120。这些事件都在警示，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

的紧张关系和暴力冲突可能会扩散到整个地区，同

114　 约 翰 纳· 里 里 亨 纳（Yohanna Ririhena） ，《 东 盟 首 脑 称： 罗

兴亚问题可能会破坏地区稳定》（ASEAN chief: Rohingya issue could 

destabilize the region）， 《雅加达邮报》（The Jakarta Post） ，2012

年 10 月 30 日。

115　《警方称：缅甸暴力事件蔓延到马来西亚，造成 4 人死亡》（Four 

dead as Myanmar violence spills into Malaysia - police）， 路 透 社，

2013 年 6 月 5 日；《马来西亚发生多起袭击，5 名缅甸工人死亡，6 人

受伤》（Five Myanmar workers dead, six injured in separate attacks in 

Malaysia），《缅甸新光报》，2013 年 6 月 14 日，第 16 页。

116　《14 名罗兴亚穆斯林因在印度尼西亚斗殴受审》（14 Muslim 

Rohingya on trial for brawl in Indonesia），美联社，2013 年 7 月 31 日。

117　《来自孟加拉国的佛教徒在缅甸安顿下来，罗兴亚穆斯林强烈抗议》

（Buddhists from Bangladesh resettle in Myanmar, Rohingya Muslims 

cry foul），《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13

年 5 月 24 日。

118　《印尼极端主义分子和罗辛亚问题》（Indonesian extremists and 

the Rohingya Issue），简报，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2013 年 8 月 6 日。

119　同上

120　 《雅加达爆炸事件敲响警钟：缅甸的穆斯林 - 佛教冲突可能蔓延》

（Jakarta bomb a warning that Burma’s Muslim-Buddhist conflict 

may spread），《时代周刊》（Time），2013 年 8 月 7 日。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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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凸显出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来自国外或者国内

的穆斯林极端组织的成员在缅甸实施袭击行动。

目前缅甸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似乎相当低：

外国团体与当地人的联系和接触程度似乎还不足以

使之能够计划和实施恐怖袭击，到目前为止，也没

有迹象表明缅甸中部出现了任何本国的极端主义组

织 121。但缅甸也不应盲目乐观。尽管缅甸的穆斯林

人口是本地区最不激进的群体之一，但现在的族群

紧张关系和暴力冲突为其激进化提供了潜在的温床。

除了这些担忧外，缅甸才刚刚开始摆脱几十年

的专制隔离，在这样一个时期，反穆斯林的暴力行

为已经严重损害了缅甸的声誉。这也造成了一定的

经济风险——对于那些已经对进入缅甸市场有所担

忧的外国投资者而言，这些暴力事件传递的信息是：

投资需谨慎。同时还造成了一定的政治风险，即缅

甸在包括部分东盟国家在内的穆斯林世界中的声望

会严重受损。正力图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并重振经

济的缅甸，是很难承受得起这些风险的。

B.	加强政府回应和打击极端主义的力度

解决反穆斯林暴力冲突这一问题给缅甸政府带

来了巨大挑战。吴登盛总统已为此设定了正确的基

调，明确敦促各方保持克制，对暴力行动更广泛的

危害提出了警告，并声明他对这些暴力行为的态度

是“零容忍”122。安全部门对这些暴力事件做出的

反应尽管仍旧是远远不够，但已经有所改进。在滞

后了一段时间之后，肇事者被起诉和判刑，尽管有

人认为对佛教徒的判刑相对较轻。

但是，要将总统的发言转化为具体行动，还有

更多的工作需要着手。警察防暴培训的升级和防暴

设备的改良都刻不容缓。除此以外，还需要对警察

服务进行改革，从所有的族群中抽调警察，并发展

121　危机组织采访一位分析家，2013 年 8 月。

122　见吴登盛总统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2013 年 3 月 28 日，全文的

英语译文刊登在《缅甸新光报》上，2013 年 3 月 29 日，第 1 页；另见

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演讲，伦敦，2013 年

7 月 15 日，见 http://bit.ly/15hoKoB。

一种族群治安制度，为暴力冲突的示警提供情报线

索。缅甸警方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改革进程，在这

些问题上已经积极寻求了国际社会的援助 123。欧盟

正在准备一个包括族群治安和防暴控制在内的一揽

子支持计划，而美国也正在探索支持缅甸警察系统

改革的可能性；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已经

准备对缅甸警察能力建设的需求进行评估 124。国际

红十字会还为高级警察提供包括防暴适用标准在内

的培训 125。

政府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还必须加大力度打击

极端主义言论。政治、宗教和族群领袖必须谴责这

种极端说辞，并明确表示它在现代缅甸没有市场，

对于煽动仇恨和暴力行为的人员要采取适当的行政

和法律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缅甸佛教僧侣的最

高监管机构做出决定，不让 969 运动注册或宣传成

一个官方佛教组织的决策是积极正面的 126。极端言

辞不能再听之任之，而族群要能够接触到各种不同

的看法和声音，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就这个意义

而言，缅甸当地媒体应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记

者的培训应得到支持，提升他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

并向他们展示其他那些有多个族群混居的社会是如

何处理种族、宗教和民族问题的。缅方还应当寻找

途径以便更快地在社会媒体上曝光不当言论。在若

开邦，缅甸政府必须加倍努力，

保证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并保证他

们能接触到弱势群体。本地族群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在了解族群紧张关系所涉及的社会动因时，除了要

123　有关对缅甸警察改革的详细讨论，见安德鲁·赛尔斯（Andrew 

Selth），《 缅 甸 警 察 改 革： 目 标、 障 碍 和 结 果》（Police reform in 

Burma (Myanmar): Aims, obstacles and outcomes），格里菲斯亚洲研

究所（Griffith Asia Institute），地区展望报告第 44 号，2013 年。

124　危机组织采访多名欧盟和美国的外交官，仰光，2013 年 9 月。

125　《缅甸：第一届国际警务标准研讨会》（Myanmar: First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policing standards），新闻稿，国际红十字会，2013 年

9 月 12 日。

126　《佛教委员会对“969”的禁令引发该组织支持者集会》（Buddhist 

committee’s 969 prohibitions prompts meeting of movement backers 

），《伊洛瓦底》，2013 年 9 月 10 日；《缅甸佛教高僧禁止僧侣激进

分子组建自己的群体》（Senior Myanmar Buddhist clergy ban activist 

monks from forming own groups），美联社，2013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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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已经爆发的暴力事件，也有必要对那些已经得

到和平解决或控制的暴力事件进行研究。曼德勒最

近发生的几起事件都有演变成暴力冲突的可能性，

但都得到了良好控制。宗教领袖将其归因为宗教之

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关系，以及各方族群都有非常明

智的领导者 127。其中一个事件是一名骑摩托车的穆

斯林男子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僧侣，宗教领袖很快就

化解了局面 128。然而，在有某个迹象表明极端主义

在穆斯林和佛教徒两个族群都呈上升趋势后，两名

曾参与过调解上述事件以及其他一些事件的穆斯林

领袖随后逃往海外——逃亡之前他们声称受到了来

自自己族群的极端分子的死亡威胁 129。

其他一些例子更让人看到了希望。在密铁拉市

中心遭破坏的地区附近有一所由穆斯林老师管理的

非正式的世俗学校，这所学校在暴力冲突中毫发无

损，让老师们能够在学校内为那些居住在难民营里

的、在国内流离失所的孩子们开班授课。老师们将

学校幸免于难的原因归结为，他们不仅为当地居民

所熟知，而且也一直教授来自穆斯林和佛教徒两个

族群的孩子们 130。这所学校没有遭到破坏，显然是

因为当地佛教徒将其当作是本族群的资产，并与老

师们关系良好。这表明，族群之间的联系可以成为

遏制暴力的重要因素，同时，促使族群里的人们更

加意识到暴力冲突的代价，这也是遏制暴力的有效

手段。在曼德勒和仰光出现暴力冲突的早期征兆时，

警方也更快做出了反应，并且相较于他们在省区的

市镇和村庄发生类似事件时的应对而言可能也更为

老练。曼德勒一所佛教徒和穆斯林学生混合就学的

学校流传着关于暴力冲突的失实谣言，吸引了大批

来自两方族群担心此事的学生家长和居民前往围观，

这件事显然有可能升级成为暴力冲突，但警察迅速

127　危机组织的多个采访，曼德勒，2013 年 8 月。

128　同上

129　危机组织与一名对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采访的记者进行电邮通信，

2013 年 9 月。

130　危机组织采访多名在校教师，密铁拉，2013 年 8 月。

赶到现场并有效控制了局势 131。

VI.	结论

反印度和反穆斯林情绪和暴力事件在缅甸由来

已久，自英国殖民时期起，暴乱和杀戮就时有发生。

在缅甸进行转型的这个微妙时刻，这些宿敌再次出

现的风险很严重。如今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合理

的不满和偏执的零容忍这些情绪都可以更公开地传

递出来，这也使得一些极端主义看法，包括一些佛

教神职人员的极端看法，都通过这一渠道传播得更

远更快。继 2012 年 12 月克钦邦的族群冲突事件之后，

在缅甸中部的一些城镇和村庄里也发生了反穆斯林

暴力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数千人无家可归。

当局所做的回应远远不够，但有迹象显示，缅

甸政府领导人和警方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正在

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吴登盛总统对暴力事件进行

了谴责，并阐明了自己的“零容忍”政策，但如何

将这些言论转化为实际行动，仍旧是个问题。在最

近的暴力事件中，警方做出反应的速度似乎有所提

高，行动也更为有力，将破坏程度和伤亡人数控制

在了最小范围。被起诉和判刑的佛教徒肇事者越来

越多，而且起诉和判刑的速度也有所加快。然而，

只是安保行动的回应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有效地解

决这一问题，政治、宗教和族群领袖需要大力谴责

极端主义言论。对那些散布零容忍和仇恨言论者不

能再听之任之。否则，这个问题可能会成为新缅甸

的特征之一，从而破坏缅甸的国际形象，影响缅甸

摆脱长达几十年的极权统治的转型过程。

  仰光 / 雅加达 / 布鲁塞尔， 2013 年 10 月 1 日

131　同上。对于该事件的新闻报告，见《传言曼德勒一些学校出现宗教

性暴力事件，父母让孩子退学》（Mandalay parents pull children from 

school amid rumors of religious violence），《伊洛瓦底》，2013 年 6

月 5 日。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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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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DISCLA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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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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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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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征求具体建议或希望获取本报告所提及内容的更多信息，请您按本报告封底所示的联系方式直接咨询服务。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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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