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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实地考察：泰国旅游业价值何在？（1）

ANBOUND Survey: What Are the Merits of 
Thailand Tourism (1)

鉴于国内基础产业发展乏力，东盟各国纷纷将

眼光投向了旅游业的发展。2015 年以来，刺激国内

旅游行业发展、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已成为东盟各

国政府经济发展的重点计划之一。根据世界经济论

坛（World Economic Forum）5 月 6 日发布的《2015

年全球旅游业竞争力报告》显示，东盟地区的年游

客量已达 9397.9 万 1，其中在旅游业相对 GDP 占

比的统计中，柬埔寨、泰国与马来西亚分别达到了

10.4%、9.0% 和 7.2%。旅游业对东盟各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性不言而明。

图表 1：曼谷著名景点大皇宫外游客络绎不绝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唐然摄影

1　《2015 年全球旅游业竞争力报告》根据最新数据统计的东盟 9 国游

客接待量，不包括文莱

在东盟地区，泰国的曼谷曾是全球最具吸引力

的旅游城市 2，但受累于国内时局动荡，其旅游业在

2014 年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对于泰国旅游业今年能

否能够复苏，各界都十分关注。因此，安邦咨询东

盟团队的代表特地于当地宋干节之后、五一劳动节

之前这段时间，对泰国的旅游业市场进行了调研，

从第三方中立的视角来观察，非高峰期时泰国旅游

业的实际情况。

图表 2：旅游竞争力指数，泰国与亚太地区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3

一、泰国旅游业的竞争力

据《2015年全球旅游业竞争力报告》的数据表明，

泰国旅游业整体竞争力在被统计的 141 个国家中排

名第 35，在东盟区域国家中仅次于新加坡与马来西

亚（排名分别为第 11、第 25）。从具体影响因子中

2　根据万事达卡每年发布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预测指数，曼谷在

2012 与 2013 年都超过伦敦高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最大的旅行目的地

城市。2014 年，受到泰国时局动荡的影响，曼谷在排行榜上屈居第二

3　http://reports.weforum.org/travel-and-tourism-competitiveness-

report-2015/，第 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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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泰国在旅游服务的基础设施与机场建设

方面都高于亚太地区的区域水平，在价格竞争力方

面也略有优势（详见图表 2）。

图表 4：曼谷国际动漫展，入场费仅 100 泰铢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唐然摄影

从发展旅游业的具体条件来说，泰国在自然资

源与文化资源方面都极具优势。泰国拥有 2 个世界

自然遗产、3 个世界文化遗产，国内有 10 个大型体

育馆，平均每年举办国际行业会议 183.3 场，在世界

排名上可居前列。笔者在泰国考察期间，就恰逢曼

谷举办玩具展与国际动漫节活动。泰国商业部国际

贸易促进厅在宣传方面大打东盟牌，将此次动漫展

比作东盟最大的娱乐活动，不仅展现了泰国在动漫

与数字内容产业（Digital Content Industry）的实力，

也希望借此机会将泰国发展成东盟的“动漫产业中

心”。

在机场运营方面，泰国目前正在运营的航线有

131 条，在 141 个国家之中排名第 9。曼谷的两个国

际机场（素万那普国际机场与廊曼国际机场）设施

完善、交通便利，从机场到市区也只需要 40 分钟。

此外，泰国的国际高级酒店价格平均为 111 美元，

在竞争力排行榜上居第 28 位。其完善的旅游业基础

设施与极具吸引力的价格优势，也是一直以来外国

游客决定前往的主要原因。

泰国旅游业收益占国家 GDP 总额的 9%，旅游

业就业人口占总体就业人口的 6.6%。由于担心东盟

经济共同体建成后，泰国旅游业将会受到东盟其他

国家旅游市场所带来的压力，泰国内阁曾于 2011 年

批准投入 65 亿泰铢（约合 2.2 亿美元）用以实施“提

振旅游业三年计划”（2012-2014 年）。同年 8 月，

泰国外贸厅也一致认定应当通过统一旅游业服务标

准、加大对人员培训、对旅游业违法行为进行严厉

打击等方面，提升本国旅游业的竞争力与可持续发

展能力。

我们认为，泰国发展旅游业的天然禀赋良好，

机场、道路设施相对完善，不论是在东盟内部还是

在国际市场，泰国旅游业的竞争力都十分强劲。但

若想保持住长久的吸引力，泰国政府还需在国内政

治稳定、治安与法律监管等方面不断完善。

图表 3：泰国旅游业主要指标与经济影响力（2013 年）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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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隆高速铁路终站将带动裕廊发展为新加

坡第二中央商务区

Singapore-Kuala Lumpur High-Speed Rail 
Terminus:
New Catalyst for Jurong’s Development into 
Singapore’s Second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BD)

2015 年 5 月 11 日，新 加 坡 政 府 正 式 宣 布 裕

廊乡村俱乐部（Jurong Country Club）土地（如图

表 5 的黄色地标）将成为即将建设的新隆高速铁

路（Singapore-Kuala Lumpur High-Speed Rail） 终

站 4。根据新海峡时报的报道，俱乐部 18% 的土地将

用于高铁站的建设，而其余的土地将改造成为综合

发展地区（写字楼、酒店、零售区和住宅等等）5。

图表 5：目前裕廊（东区）的开发计划地图

资料来源 : 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 Facebook

4　Singapore	high-speed	 rail	 terminus	will	 be	 at	 current	 Jurong	

Country	Club	site,	The	Straits	Times	( 心海峡时报 ),	2015-5-11,	http://

www.straitstimes.com/news/singapore/transport/story/singapore-

high-speed-rail-terminus-will-be-current-jurong-country-clu

5　同上

这一项工作的宣布也使得裕廊获得更好的发

展机遇。早在 2008 年，新加坡政府对裕廊东区即

做了整体的发展规划。在 2008 年总体规划（Master 

Plan）当中，把当时普遍认为是上游区的裕廊规划

为西部的重要发展地区。在其计划当中，裕廊东区

是主要发展地区，敲定要建设名为裕廊湖区（Jurong 

Lake District）的综合发展地区。具体来说，为了减

少拥塞和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新加坡政府打算把

新加坡市中心以外的第二个中央商务区（CBD）建

在裕廊湖区之内。

到目前为止，当局依然根据 2008 年计划进行

工作。包括继续以综合发展模式来开发这一地区，

确保裕廊湖区的主要子区域，裕廊商业区（Jurong 

Gateway）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虽然该商业

区是个新地标，但它已吸引一批房地产开发商和企

业到这里开商场、酒店、餐厅、咖啡厅、办公室、

公 寓 和 娱 乐 场 地。Westgate, JEM 和 Big Box 这 些

商场都相继在该区开张，而新加坡政府机构 Devan 

Nair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and Employability 也在

2013 年开始投入服务 6。当然，其他的建设项目，如

公寓和酒店，都已完成或到最后完成阶段 7。 如果全

面地发展下去，新加坡市区重建局估计该地区将会

有超过 500,000 平方米办公室空间、250,000 平方米

零售空间、1000 间房子和 2,800 间酒店房 8。 

所以，新加坡政府的高铁信息只会让裕廊商业

区更加亮眼，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商业公司和房地产

开发商来兴办并开发裕廊乡村俱乐部所空下来的

6　Master	Plan:	West	Region,	 新加坡市区重建局网站 ,	http://www.

ura.gov.sg/uol/master-plan/View-Master-Plan/master-plan-2014/

master-plan/Regional-highlights/west-region/west-region#post4

7　安邦马来西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志良，2015 年 4 月实地考察过该

地区

8　Master	Plan:	West	Region

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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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的土地 9。安邦咨询认为，商家们需要采取谨慎

的态度来看待商业机遇。他们依然需要弄清楚新政

府要保留多少土地作为绿化面积，要开发多少土地

作为商业用途以及未来高铁游客的消费去向等。后

者例如游客们会不会是高端、中端人士或混杂人士。

这些都可以从高铁票价得知。因这两个信息将决定

商家们的营业模式、计划和可持续性，所以商家们

需要继续关注这几项问题。掌握好有关信息是商家

成功的因素。

整体来说，裕廊（东区）高铁项目所带来的回

报极为乐观。商家们必须明白该高铁站所带来的颠

覆性影响。以市场的角度看，它不但能吸引本地游客，

也能较长期地吸引马来西亚游客和来往马新两地的

外国游客到新加坡裕廊东区购物或进行其他的消费

活动。对这样的大市场，商家们不能轻视。

老挝扩展与多方的商贸合作

Laos Expands Business Co-operation with 
Multiple Parties

在东盟十国当中，老挝、越南、缅甸为中国陆

地边界邻国，中国在这三个国家有一定的经济、政

治的影响力，而作为东盟国家当中经济体最小的，

很大程度上都依赖着中国。

中国公司自 1990 年就开始赴老投资办厂，投资

项目涉及水电、矿产开发、服务贸易、建材、种植养殖、

药品生产等领域。在 2014 年，中国超越越南，成为

老挝主要的投资国，总投资额超过 50 亿美元。老挝

和中国已经敲定修建总投资高达 70 亿美元的高速铁

路项目，作为中国链接中亚、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

9　High-speed	rail:	Developers	to	keep	tabs	on	Government	plans	for	

surrounding	land,	亚洲新闻频道 (Channel	News	Asia),	2015-5,12,	http://

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business/high-speed-rail/1840914.

html?cx_tag=similar#cxrecs_s

战略的组成部分 10。老挝处于“一带一路”沿线腹地，

可说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大陆的门栏。

世界银行曾呼吁老挝发展多元化经济，以便为

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9 万多人提供就业，而老

挝政府本身也开始试图开拓不同市场，和不同方面

协商，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或至少平衡中国经济

的影响力。

图表 6：位于老挝首都万象的一家商场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事实上，老挝在这几年也曾和多方洽商，鼓励

多国前来该国经商投资，如 2013 年上半年正式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借此谋求投资和贸易对象的多元化，

尤其希望吸引美国和日本的，减少在经济上对中国

的依赖程度 11。

2015 年 4 月，白俄罗斯和老挝加强经济合作；

白俄罗斯有意向老挝出口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向老

挝出口的产品，包括了轮胎、石化产品、农业器械、

引擎、食物、奶粉等。除此之外，白俄罗斯也有意

10　Laos	Looks	 to	Balance	China’s	Growing	Economic	 Influence,	

2015-04-23,	 http://www.voanews.com/content/laos-looks-to-

balance-china-growing-economic-influence/2731417.html

11　老挝入世意在减轻对华依赖？ ,	2012-10-29,	http://cn.nikkei.com/

politicsaeconomy/investtrade/3949-201210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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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和老挝在机械建筑产品的贸易方面展开合作 12。

除了和白俄罗斯、美国地理位置比较远的国家

合作，老挝也和其他东盟国家深化贸易关系，如和

老挝有很密切经济关系、历史文化相近的邻国泰国。

今年 2 月，泰、老达成协议，强化边界贸易，更把

期待 3 年内双方边界贸易额能达致 81.6 亿美元 13。

老挝的传统贸易伙伴越南虽然被中国超越了，

可是仍然对老挝而言仍然重要。今年 3 月 3 日，两

国签署了新的越老贸易协定以取代 1998 年两国签署

的贸易协定，以加强双方的贸易与服务合作上打造

法律基础 14。同月里，双方同意在今年把双边贸易额

提升至 20 亿美元，和往年相比上升了 40%15。

老挝的经济成长带动了进口量，包括燃料、设

备建设、矿业和水电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扩张。该

国在 2014-2015 财政年的首六个月的出口额为 17.9

亿美元，出口额为 24.3 亿美元赤字高达 6.4 亿美

元 16。

柬埔寨货币瑞尔流通量增加

Riel Usage Increased

根据柬埔寨国家中央银行所发布的 2014 年年度

监督报告，柬埔寨货币瑞尔的流动量增加，显示各

外界对该国货币的信心增加。

12　Belarus	eager	to	trade	more	with	Laos,	2015-04-30,	http://eng.

belta.by/all_news/economics/Belarus-eager-to-trade-more-with-

Laos_i_81381.html

13　Thai-Lao	 deal	 to	 spur	 trade,	 2015-02-06,	 http:/ /www.

bangkokpost.com/business/news/467852/thai-laotian-deal-to-spur-

trade

14　越南老挝签署新双边贸易协定 ,	2015-03-03,	http://cn.cpv.org.

vn/Modules/News_China/News_Detail_C.aspx?co_id=7338662&cn_

id=701874

15　Vietnam,	Laos	strive	 for	2-billion-USD	trade	 turnover	 in	2015,	

2015-03-25,	http://en.vietnamplus.vn/Home/Vietnam-Laos-strive-

for-2billionUSD-trade-turnover-in-2015/20153/63187.vnplus

16　Laos	sees	640	mln	trade	deficit	in	six	months,	2015-05-04,	http://

www.shanghaidaily.com/article/article_xinhua.aspx?id=280154

柬埔寨国家银行的报告并未提供瑞尔流通量的

数据，却提到了基于税收增加以及经济持续成长，

瑞尔和美元的兑换率维持在稳定的水平，而导致对

瑞尔的需求量显著地增加 17。

在 2014 年里，由於国际原油价格偏低，柬埔寨

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也随之降低，进而稳定瑞尔的价

格，让人们增加对瑞尔的信心度。

图表 7：柬埔寨国家中央银行

资料来源：高棉时报（Khmer Times）

买卖瑞尔或美元是柬埔寨国家中央银行保持瑞

尔和美元的兑换率稳定的唯一重要战略。在 2014 年

里，为了稳定瑞尔，柬埔寨中央银行也在市场上购

入了美元多达 143 次，总值 8.027 亿美元；这些回购

也为市场注入了 32100 亿瑞尔（约 7.909 亿美元），

和 2013 年相比增加了两倍 18。

报告还指出，尽管瑞尔和美元兑换率维持稳定，

去年瑞尔兑一些国际货币却有所贬值；如兑泰铢贬

值 6.9%，兑中国人民币贬值 4.7%，兑欧元贬值 3.9%，

17　Improved	economic	conditions	help	riel	use，	2015-05-11，http://

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improved-economic-conditions-

help-riel-use

1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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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柬埔寨出口的竞争能力 19。

尽管瑞尔的流通量增加，不过兑欧元贬值却导

致了柬埔寨出口至欧盟国家的产品量减少，而欧盟

是该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与此同时，美元走强，而瑞尔和美元有较大的

关联，导致和泰国和越南相比，柬埔寨产品价格攀升，

进而降低该国的竞争能力。

根据柬埔寨国家最高经济理事会高级顾问梅克

然（Mey Kalyan）的说法，在 2014 年里，柬埔寨市

场的美元使用率高达 85%，不过瑞尔的使用率有持

续上升的趋势。报告指出，每年 3 月到 4 月期间，

是农产品的收购季节、纳税季节、包括柬埔寨新年

等重要节日，瑞尔会因此升值，其需求量也会大幅

度增加。从 4 月到 10 月间，瑞尔的需求量下滑，其

兑换美元会持续贬值；11 月至年底是柬埔寨的收获

季节，随着需求量提高，瑞尔会再度慢慢升值 20。

瑞尔流通量增加能柬埔寨国家中央银行更能掌

控该国的税务政策。目前，柬埔寨的税务政策仍然

依赖美国联邦储备。

2015 年越南经济成长率将超过去年

Vietnam’s Growth Rate Forecasted to Be 6%

根据世界银行在 2015 年 4 月所发布的《东亚与

太平洋地区经济更新报告》，今年越南的经济成长

率可达 6.2%，这比去年 10 月世行的预测还高出 0.5%，

而在 2017 年更可望达致 6.5% 21。

在 2014 年中期，越南的经济呈现动荡，不过在

19　央行年报：去年柬币需求量大增，	2015-05-11，http://angkor-

news.com/front/detail/4521

20　同上

21　WB	report	ups	growth	forecast	for	Vietnam	to	6%	in	2015,	2015-

04-14,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business/128123/wb-report-

ups-growth-forecast-for-vietnam-to-6--in-2015.html

年底时，其经济增长却比预计中的来得高；这主要

是因为越南有比较强盛的宏观经济基础、坚固的外

商在制造业和出口业方面的直接投资，以及主要投

资气候上的改善。

根据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首席经济学家苏迪

尔·谢蒂（Sudhir Shetty）的说法，虽然越南是原油

出口国，但是其消耗石油量大，而国际原油价格下

跌对该国的经济有实质上的积极影响。不过，世界

银行也指出，油价的下跌可能也会在预算收入中注

入额外压力，同时国内私人投资仍被企业信心所限

制。此外，全球经济增长仍然缓慢，充满未知数，

而这可能会拖累越南的出口业已经流向该国的外商

直接投资 22。

图表 8：越南年度 GDP 增长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尽管这些因素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世界

银行依然认为有其他的因素能为越南带来比较积极

的效应。这其中包括了在 2015 年里，基于全球能源

和食品的价格偏低，将导致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中等

水平上。

另外，世界银行也预测越南的贫穷人口将会减

少；赤贫人口（每日赚取少于 1.25 美元）将从 2012

年的 2.9% 降至 2017 年的 1%，而每日赚取 2 美元的

22　La	BM	:	l'économie	vietnamienne	se	rétablit	en	2015,	2015-04-

14,	http://fr.vietnamplus.vn/Home/La-BM--leconomie-vietnamienne-

se-retablit-en-2015/20154/51944.vn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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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将从2012年的12.1%降至2017年的5.8%。同时，

越南的国内改革，包括中期的财务整顿，更进一步

改善商业环境以及增加其可信度；同时国有企业和

银行部门的改革将更能向国内外投资者放出重要的

信号，以及设下未来成长的基础。

同时，目前越南正积极地和多方协商自由贸

易协定（FTA），包括了即将在今年 12 月完成的

与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商、同样是 12 月完成的俄白

哈 关 税 同 盟（Customs Union of Russia, Belarus and 

Kazakhstan）等，主要在于更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这

能让这个东南亚国家开通这些区域的市场。

除了世界银行，鉴于越南在今年前二个月的消

费信心指数有了突破，澳盛银行也看好越南在 2015

具备消费潜能。

根据该银行的调查，58% 的越南消费者相信未

来 12 个月里，越南的财经状况良好，而只有 13% 的

消费者认为情况会恶化；66% 的消费者希望越南的

接下 5 年的经济将会是良好的 23。

需要重新包装的马来西亚旅游业

Repackaging for Malaysian Tourism Industry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在 5 月份公布的 2015 年全球

旅游业竞争力报告，马来西亚在全球 141 个国家当

中名列第 25 位，位居亚洲第 5 位，以及东南亚国家

的第二位 24。尽管马来西亚在亚洲国家的排名靠前，

但倘若在未来的发展上依然无法突破现有的格局，

以及持续被周边不安的趋势所影响，相信马来西亚

的排名将会受到威胁。

23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raise	GDP	forecast,	confidence	regained,	

2015-04-27,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business/128940/

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raise-gdp-forecast--confidence-regained.

html

24　全球旅游业竞争力报告	西班牙第一大马 25，2015-05-07，http://

news.sinchew.com.my/node/422841?tid=1

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为马来西亚的旅游年，

政府所设下的 2800 万旅客目标最终并没有达致，

仅以 2743 万旅客人次告别 2014 年；虽较目标少了

约 57 万人次，但依然较 2013 年增长了 6.7%25。旅客

人次不达标的其中一个因素，无疑是受到去年 3 月

MH370 客机失联事件的影响，中国旅客人次较 2013

年少了 9.9% 或接近 18 万人次。

图表 9：世界经济论坛 2015 年全球旅游业
竞争力排名

（仅列出东盟与亚洲主要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结束了 2014 年的旅游年，马来西亚旅游部再度

推出，2015 年为马来西亚的节日年（MyFest），期

望以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与佳节气氛来吸引游客，并

设下 2940 万旅客人次，以及带来 890 亿令吉（约合

248 亿美元）26。同时，马来西亚旅游部也冀望在政

府落实中国旅客免签证费后，中国旅客人次能达到

200 万人次的目标。

25　2014 年马来西亚旅客入境人次总计，http://corporate.tourism.gov.

my/images/research/pdf/2014/arrival/Tourist_Arrivals_Dec_2014.pdf

26　纳兹里：助实现 2015 节日年目标	建议免中游客签证费，2014-11-

15，http://news.sinchew.com.my/node/396370?tid=1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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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根据 2015 年旅游局公布截至 3 月份的旅

游数据，马来西亚旅客入境人次仅达 648 万人次，

较 2014 年同期少了 61 万人次或 8.6%27。其中，中国

旅客人次更是大幅度下滑，首 3 个月仅有接近 38 万

人次来马，较去年同期跌了 27.1%。

图表 10：马来西亚 2015 年首三个月旅客入境
人次总计

（节选中国与东盟国家）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旅游局

事实上，今年前 3 个月，马来西亚就连续欢度

了新年、伊斯兰教先知诞辰、印度教大宝森节，以

及农历新年等多元文化的假期。旅游局所设定的节

日年主题，却在拥有如此多佳节的季度中，取得相

对低迷的旅客入境人次，这无疑凸显相关部门的执

行低效。

马来西亚并不缺乏旅游资源，就自然景观而言，

有高山高原、海景海湾、温泉、瀑布、海岛等等，

历史景点还有马六甲、槟城、浮罗交怡等，商业与

休闲景点还包括云顶高原、吉隆坡、柔佛新山等等。

但问题在于，这些硬体资源都与周边东盟国家相近，

要争一长短都可能会陷入红海争夺战。

27　2015 年 3 月份马来西亚旅客入境人次总计，http://corporate.

tourism.gov.my/images/research/pdf/2015/arrival/Tourist_Arrivals_

Mac_2015.pdf

将口号定为节日年，可谓马来西亚旅游局的一

个小突破，但从目前的趋势而言，口号依然沦为口

号而已。要让马来西亚的旅游业获得持续性的发展

与增长，需要的不仅仅是硬体上的条件，更重要的

还是，如何以历史与文化的软层面，去包装这些“千

篇一律”的旅游景点。当中，借助中国推动海上丝

绸之路的契机，推动重现马六甲海峡在 500 年前王

朝时期的辉煌，是不错的旅游概念之一。

菲律宾经济整体运行良好

Philippine Economy Is Running Well

近期各项数据表明，菲律宾经济整体运行良好。

根据该国民间机构“社会气象站”的调查，今年一季度，

全国失业人口减少了 340 万，约为 900 万人，为 4 年

多来最低。社会总体失业率为 19.1%，同比下降 6.6%，

环比下降 7.9%。有 38% 的受访者认为未来就业形势

会进一步好转，31% 认为当前的状况会持续一段时间，

只有 18% 的受访者对前景表示悲观 28。4 月 27 日，均

富国际发布报告称，86% 的菲律宾商业领袖看好本国

未来一年的经济发展，为东南亚地区最高水平，在世

界范围内也仅次于爱尔兰和印度。这些商业领袖普遍

认为本国的出口、税收和就业形势良好，但缺乏熟练

的劳动力和资金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29。

矿业大发展是近期菲律宾经济获得支撑的重要

因素。尽管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大宗商品市场萎

靡不振，但受印尼实施原矿出口禁令影响，菲律宾矿

产的海外需求不断增加，大量新投资不断涌入，导致

该国镍矿和其它金属矿产量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菲

律宾地矿署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 年该国金属矿总

产值达创纪录的 1375.3 亿比索（约合 31.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8%。其中镍矿产值 798.4 亿比索（约合

28　菲失业人数降至 4 年来最低，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经商参处，2015-

4-30，http://p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4/20150400958995.

shtml

29　菲商业信心指数域内国家最高，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经商参处 2015-

4-30，http://p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4/20150400958992.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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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亿美元），金矿产值329.7亿比索（约合7.5亿美元），

铜矿 227.6 亿比索（约合 5.2 亿美元）30。

图表 11：菲律宾 PPP 项目之一，北吕宋高速公路

资料来源：菲律宾 PPP 项目手册

PPP 项目正日渐成为拉动菲律宾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4 月 21 日，菲律宾财政部副部长在亚洲金融峰会

上表示，本届政府推出的PPP项目将使下届政府受益，

继续推动该国经济增长。由于菲律宾基础设施建设严

重滞后，机场、高速公路等 PPP 项目对于经济发展

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目前，菲律宾政府已经完成了

9 个 PPP 项目的招标工作，这些项目对该国 2014 年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33%。预计到明年任期结束前，

本届政府还将发出 25 个 PPP 项目 31。

根据 IHS 的报告，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

大以及制造业的复苏，菲律宾将在今后 15 年内成为

东南亚地区举足轻重的经济强国。政府的亲商政策

将吸引更高水平的投资，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提高国民收入。未来 5 年，菲律宾经济预计年均增长

5.5%。到 2024 年，该国人均收入将达 6000 美元，是

目前的 2 倍；到 2029 年，菲律宾经济规模将超过 1

万亿美元，是目前的 3 倍多。人均收入增加、中产阶

级扩大，将催生出东南亚未来最大的消费市场，这将

有助于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制造业和服务业 32。

30　2014 年 菲 律 宾 金 属 矿 产 总 值 创 历 史 新 高， 中 国 驻 菲 律 宾

使 馆 经 商 参 处，2015-4-29，http://ph.mofcom.gov.cn/article/

jmxw/201504/20150400957277.shtml

31　PPP 项目推动菲经济增长，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经商参处，2015-4-

23，http://p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4/20150400950565.

shtml

32　菲有望成为东盟经济强国，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经商参处，2015-4-

23，http://p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4/20150400950574.

shtml

缅甸依靠投资拉动增长

Myanmar’s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on 
Investment

尽管近年来出现了服装业出口下降和部分农产

品滞销的情况，但缅甸政府对于保持本国经济快速

增长依然充满信心。该国将本财年（2015-2016 财

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 9.3%，超过了此前亚洲开

发银行预估的 8.3% 和世界银行预估的 8%。外国和

国内投资是拉动缅甸经济增长的关键。在刚刚过去

的 2014-2015 财年中，该国吸引外资 81 亿美元，同

比增长一倍，为 2009-2010 财年的 25 倍。得益于挪

威 Telenor 公司和卡塔尔 Ooredoo 公司在当地开拓

业务，电信业对缅甸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46.9%33。

与此同时，2015-2016 财年该国财政预算达 20 万亿

缅币（约合 18.5 亿美元），与上一财年相比大幅增加。

图表 12：缅甸外资服装厂

资料来源：互联网

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缅甸在过去 17 年中累计

吸引外资 175.9 亿美元，其中仅 2014-2015 财年就

33　2015-2016 财 年 缅 甸 经 济 增 长 目 标 为 9.3%， 中 国 驻 缅 甸

使 馆 经 商 参 处，2015-5-7，http://mm.mofcom.gov.cn/article/

jmxw/201505/201505009641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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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30 亿美元 34。在能源领域，该国电力部将于本

财年获得 2.5 万亿缅币以改善供电网络。世界银行

也将在未来 5 年内向缅甸提供 6.7 亿美元贷款，用

于架设新的输电线路，为 150 万户家庭供电 35。在农

业领域，该国政府计划在本财年建设 4 万英亩现代

化机械农场。其中，4500 英亩使用本国资金，30400

英亩使用印度贷款，4000 英亩使用农业发展国际基

金。在 2016-2017 财年，印度还将向缅甸提供贷款

用于 20400 英亩现代化机械农场建设，农业发展国

际基金也将在下两个财年为 6000 英亩现代化机械农

场建设提供贷款支持 36。

根据计划，本财年缅甸农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

将从 28.6% 降至 27.5%，工业产值比重从 35% 升至

35.4%，服务业产值比重从 36.4% 升至 37.1%37。未来

几年，随着政府进一步放开投资管制，该国对外资

的吸引力将持续上升。与此同时，税收的逐年增加

也会刺激缅甸政府继续加大投入力度，促进经济更

快发展。可以预见，未来几年缅甸将主要依靠投资

拉动经济增长，当地的基础设施将得到明显改善，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而消费的增

长可能会相对滞后。对此，我们将保持关注。

34　外国对缅甸石油天然气领域投资 17 年间超过 170 亿美元”，中国

驻缅甸使馆经商参处，2015-4-14，http://mm.mofcom.gov.cn/article/

jmxw/201504/20150400942055.shtml

35　缅甸将使用 6.7 亿美元世行贷款改善电力系统，中国驻缅甸

使 馆 经 商 参 处，2015-5-8，http://mm.mofcom.gov.cn/article/

jmxw/201505/20150500965730.shtml

36　缅甸政府计划建设 4 万英亩现代化机械农场，中国驻缅甸

使 馆 经 商 参 处，2015-5-6，http://mm.mofcom.gov.cn/article/

jmxw/201505/20150500962859.shtml

37　 缅 甸 政 府 公 布 2015-2016 财 年 国 家 计 划， 中 国 驻 缅 甸 使

馆 经 商 参 处，2015-4-27，http://mm.mofcom.gov.cn/article/

jmxw/201504/20150400953140.shtml

出口恶化，文莱经济表现不佳

Brunei’s Economy Is Deteriorated as Export Stagnated

根据文莱时报报道，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

续疲软影响，2015 年二月该国出口额较去年同期衰

退 28.2%，当月出口额萎缩至 7 亿 9530 万美元 38。近

年来，为降低对油气出口的依赖，文莱政府积极推

动产业多元化政策，然而，从近期出口急剧衰退的

情况来看，多元产业政策成效似乎并不显著。

图表 13：文莱做生意方便程度排行榜

资料来源：http://www.doingbusiness.org/data/

exploreeconomies/brunei

根据世界银行组织（World Bank Group）近日

公布的“做生意方便程度排行榜”（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显示，文莱在全球 189 个经济体排

名第 101 位，得分为 61.26 分，较 2014 年再度下跌

3 位。作为东南亚区域内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文莱的经商条件显然并不优越（见图表 13）。

以文莱排名最落后的“开展生意难度”项目为

例，在文莱，从有投资意向到正式运营需经过 15 个

程序，平均耗时 101 个工作日。这与亚太地区平均

38　Brunei	Feb	Exports	Fall	by	28.2%,	Apr.	30th,	2015,	http://www.

bt.com.bn/business/2015/04/30/brunei-feb-exports-fall-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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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3 个程序并耗时 34.4 天来得更加缺乏效率。而

在“产权登记”方面，在文莱登记产权需经过 7 个

程序，平均耗费 298 个工作日，这与亚太地区平均

值的 5.2 个程序与 77.9 个工作日相比有着较为显著

的差距 39。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发现，行政效率低落是

外商在文莱投资时最大的阻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资本部位充裕使得文莱的税负相对较低。以文莱最

具竞争优势的税负为例，该国的平均税负为 15.8%，

远低于亚太地区平均值 34.4% 以及 OECD 国家平均

值的 41.3%40。我们认为，倘若文莱政府能大幅简化

行政流程并提升该国行政效率，该国经商环境将能

获得大幅提升。

图表 14：文莱规划中的十个工业园区

资料来源：文莱工业与初级资源部，安邦东盟制表

近年来，文莱政府正在当地设立一批工业园区，

借以将该国定位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见

图表 14）。而在产业方面，为延长国内产业链长度

并提升产业附加值，文莱政府积极鼓励油气行业外

的产业群体在当地投资发展，进而在当地创造新的

就业机会和商机。

39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	Brunei	Darussalam,	 http://www.

doingbusiness.org/data/exploreeconomies/brunei#starting-a-business

40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	Brunei	Darussalam,	 http://www.

doingbusiness.org/data/exploreeconomies/brunei#paying-taxes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文莱政府对于制造业与

服务业的产业发展规划并不明确。此外，文莱政府

对于促进产业发展的配套措施显然规划不足。首先，

该国劳动力资源严重短缺，在文莱政府宣布不开放

外籍劳动力的情况下，该国生产的农产品同东盟周

边国家相比并不具备价格优势。再则，文莱当地中

小企业（SMEs）规模较小且技术落后。在当地公共

与私人部门结合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当地中小企业

将难以形成真正的产业竞争力。最后，文莱市场规

模较小且高度开放，在生产规模不具优势且产品定

位不明的情况下，文莱的产业发展将面临持续的困

境。

改革的十字路口	佐科的下一步

Jokowi’s Next Step, Indonesia on the Crossroad 
of Political Reform

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印尼经济出现增

长动能不足的困境，也意外引发国内政治纷争 41。去

年 10 月，佐科就任后便宣布将对官僚体系以及国有

企业进行大幅改革，这使得印尼国内政治对立持续

加剧。

在担任雅加达市长期间，佐科积极改善因分配

不均所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除了提高最低工资、

建立医疗保险制度、扩大公共建设投资以及提高

公务员行政效率外，佐科试图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

地位借以释放遭禁锢的市场动能 42。凭借着精准的

政策管理以及执行能力，福布斯杂志将佐科评选为

2014 年全球 50 大政治领导人。

然而，就任总统职务后，佐科对于政府的管理

能力遭受广泛质疑。近期，国内经济增长放缓以及

通货膨胀上升，印尼民众对佐科的支持度正迅速下

降，要求佐科进行内阁改组的声音正在涌现。除了

41　印尼经济增速放缓，总统及政府官员被批失职，2015-5-11，http://

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05/6403156.html

42　新闻人物：印尼新当选总统，佐科维多多，2014-7-23，http://

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23/c_11117663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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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方案受到抵制，佐科过去引以为豪的管理能力

似乎也出现不少破绽（见图表 15）。

图表 15：近期佐科所面临的争议性政治事件与结果

资料来源：安邦东盟依据网上新闻整理制表

由于一系列决策失误，佐科政府的威信正受到

质疑。然而，我们认为佐科政府近期出台的扩大公

共支出方案将有助于印尼经济增长恢复正轨。相较

于亚太周边国家的高负债率，印尼的财政状况极佳，

扩大公共开支将成为佐科拉抬支持率的重要武器。

此外，佐科所推动的简化行政程序正在发挥作用。

近日，世界银行集团公布的“经商难度调查”评比中，

印尼的经商难度由 2014 年的 117 名上升至 114 名。

虽然在名次上仍属后段，但该国的经商环境正从以

往的“观望”转变为“正向期待”。其中在“业务

开展”以及“电力获得”两项评比上分别进步 3 名

与 23 名 43。看好印尼持续深化改革所释放的政策红

利，今年第一季流入印尼的外资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纪录 44。

43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	http://www.doingbusiness.org/data/

exploreeconomies/indonesia/

44　佐科亲商措施见效，印尼外资承诺创新高，2015-4-29，http://

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04/6310099.html

受国际经济低迷影响，2015 年泰国出口

贸易面临挑战

Affected by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Thailand 
Exports Is Facing Challenges in 2015

受欧盟与中国经济低迷的影响，泰国的贸易出

口近来表现令人堪忧。根据 2015 年 5 月最新数据显

示，泰国2015年第一季度出口出现了4%的负增长，1、

2 两月的出口总额仅有 345 亿美元 45。另外，由于欧

盟委员会 4 月 21 日对泰国 IUU（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非法捕鱼活动发出黄牌警告，

泰国恐将面临欧盟针对 300 亿泰铢（约合 8.97 亿美

元）海产品出口的贸易禁令。加之 2015 年欧盟不再

给予泰国普惠制关税优惠待遇（GSP），泰国出口业

将备受打击。

图表 16：泰国非法捕鱼问题由来已久

资料来源：中国海洋报

泰国是仅排在中国与挪威之后的第三大渔业出

口国，2014 年鱼类与甲壳类海产品出口达 21.3 亿美

元 46。尽管日本与美国自 2013 年起开始减少对泰国

海产品的进口，日本、美国、欧盟至今仍是泰国海

产品的前三大进口国。根据 Trend Economy 网站对

45　http : / /www.ch inada i l y .com.cn /hqc j /g jc j /2015-05-12/

content_13682848.html

46　http://trendeconomy.com/en/trade/Thailand/Export/World/2014/H4/

H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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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2014 年泰国海产品主要出口目的国

资料来源：Trendeconomy.com

此外，由于中国政府也在强调刺激国内消费，泰国

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未来将难以维持。

因此，为应对眼下难题，我们认为泰国政府应

当首先专注于稳定国内局势、控制最低工资标准，

防止更多的资金外流与产业转移。其次，在稳定出

口订单的同时，还应注重提高产品质量，寻找开拓

新市场。同时，泰国还可效仿中国、鼓励国民消费，

尽快改变其过于依赖贸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泰国渔业出口的统计显示，2012 年泰国海产品出口

额为 28.4 亿美元，但 2013 年却降至 21.2 亿美元，

其中由以日本与美国的降幅最为明显，分别达 2.67

亿美元和 1.68 亿美元。

虽然泰国总理巴育已声明将尽快整顿国内渔业，

外交部也回应将尽快促使欧盟移除黄牌警告，但泰

国非法捕鱼问题由来已久，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由于担心欧盟将提出禁令，泰国冷冻产品联盟已开

始寻求新的合作商。一旦传统购买商停止合作，事

态发展将十分严重。

除对欧盟渔业产品出口受阻之外，泰国对中国

的出口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第一季度也同比

萎缩了 4.68%。据泰国中央银行统计数据，泰国对中

国 1 月份出口同比下降了 19.7%，至 17.4 亿美元，2

月与 3 月分别下降了 15.1% 和 8.3%，至 18.8 亿美元

与 19.5 亿美元 47。由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泰

国大米与橡胶的出口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

47　http://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news/562963/exports-

hit-by-china-down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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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房地产与土地交易迈向透明化

Malaysian Real Estate and Land Deal Will Get 
Transparency

仲量联行在 2014 年发表的 2014 年全球房地产

透明指数报告显示，马来西亚在全球 102 个房地产

市场中排名第 27，而东盟排名最高的国家为新加坡，

位居第 1348。该透明指数分为 5 大区块，即高度透明、

透明、半透明、低度透明与不透明。新加坡处在透

明区块的上端，而马来西亚则位列透明区块的末端，

其余东盟国家多半处在半透明与低度透明的区块，

仅有缅甸属于不透明的市场。

图表 18：马来西亚首家提供房地产交易
价格与趋势网站——Brickz.my

资料来源：Brickz.my

虽然马来西亚已进入透明区块范围内，但仍有

许多需要提升的空间，尤其是市场价格对比与咨询

方面，依然有不足的地方。对于熟悉马来西亚房地

产的投资者而言，缺乏产业价格方面的交易数据，

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也是相对容易造成投机炒作的

因素之一。

48　2014 年 全 球 房 地 产 透 明 指 数，http://www.jll.com/greti/Pages/

Rankings.aspx

为了降低马来西亚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炒作风气，

同时逐步将市场导向更透明化的趋势，马来西亚一

批从事资讯科技的专家团设立了一个名为 Brickz.my

的房地产售价行业资讯网站，以让投资者能及时掌

握房地产的最新动向 49。该网站中的房地产交易数

据，将从马来西亚财政部属下的房地产评估与服务

机构（JPPH）获取，并汇编成适合投资者浏览的模

式供参考。换言之，这是一项公共与私人领域合作

的成果。

图表 19：2014 年全球房地产透明指数
（仅列中国与东盟国家）

资料来源：仲量联行

事实上，马来西亚拥有许多房地产交易的平台，

包括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其中著名的网络平台就

有 iproperty、starproperty、propertyguru 等 等，但 这

些平台基本上都属于房地产经纪与房地产开发商的

宣传与销售平台。而 Brickz.my 的推出，则是提供一

个相对可靠的交易平台，不仅拥有卖方的报价，也

49　产业交易资讯网站　Brickz.my 提升房市透明度，2015-05-12，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business/cjbrickz.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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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市场过去平均的报价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该

网站不仅提供房地产的单位销售，也还包括了土地

交易与转卖等服务。

仍处在起步阶段的 Brickz.my，目前仅提供首都

吉隆坡与雪兰莪州的房地产交易资讯。该网站表明，

希望能在今年内加入槟城、柔佛与森美兰这些房地

产市场较为活跃的州属。

随着上述网站的成立，相信将能解决投资者在

交易价格方面的疑虑和问题。毕竟，从现有的趋势

而言，投资者要从政府相关网站寻找全国各地的房

地产市场数据是相对困难的，而一般能够获取的资

料，即便不是已不合时宜的数据，也是一些原始或

仍未处理的数据。

在马来西亚政府积极推动 2020 年成为高收入国

家的政策下，只有更透明化的房地产市场，才能吸

引更多的投资者前来参与国内的各类建设与投资机

会。当然，除了房地产市场的透明，其他各个领域

都需要提供相对透明的作业操守，才是吸引投资者

的最佳方式。

菲律宾农业发展前景广阔

Philippines’ Agriculture Has A Bright Prospect

菲律宾是个农业大国，1 亿人口中还有三分之

一在农村，农业产值占 GDP 的 10% 以上。不过，该

国还远不是一个农业强国。由于基础设施落后、资

金技术匮乏，菲律宾农业总体上还停留在靠天吃饭

的阶段，粮食自给的目标也尚未达成。今年第一季度，

受干旱和台风影响，该国水稻和玉米出现大面积减

产。水稻单产由 3.93 吨 / 公顷减少到 3.85 吨 / 公顷，

总产量为 447 万吨，比年初预测低 2.6%；玉米单产

由 3.39 吨 / 公顷下降到 3.35 吨 / 公顷，总产量达为

241 万吨，比年初预测低 2.6%50。

50　菲一季度主粮产量低于预期，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经商参处，2015-

4-22，http://p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4/20150400949221.

shtml

图表 20：菲律宾香蕉田

资料来源：互联网

制约菲律宾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策和基础

设施。该国政府设置了过多的土地管理部门，相互

之间职能重叠，导致农村市场交易成本大幅增加，

农业费用高涨。40 年前就提出的农业改革计划至今

尚未完成，给农业市场特别是农村信贷带来很大的

不确定性。由于信贷不足，菲律宾农业很难吸引到

投资，而政府对水利、供电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

入相对广大农村地区而言也是杯水车薪。此外，相

关机构办事效率低下、官员腐败也是导致国家惠农

政策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菲律宾审计委员会在报

告中提到：2013 年，农业部共浪费了 144 亿比索资金。

其中，“农田 - 市场路网”项目获得建设资金 78 亿

比索，到 2014 年实际使用 17 亿比索，另有 61 亿比

索资金尚未使用或状态不明。2005-2013 年，国家

通过“优先发展援助基金（PDAF）”拨付给农业部

的基金，尚有 11.8 亿比索去向不明 51。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推动农业更快更好发展，

菲律宾政府近日启动了“农业可持续发展伙伴计划

（PPSA)”，将咖啡、木薯、玉米、椰子和渔业列为

优先发展领域。PPSA 设立了国家秘书处及委员会，

51　菲农业部资金使用低效，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经商参处，2015-4-

23，http://p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4/20150400950554.

shtml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516

制订发展计划，协调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农民

之间的关系，支持现有或新设立的现代农业企业，

共同帮助农村发展。此外，菲律宾政府也加大了对

农业的资金投入力度，将其列为国家 10 个优先发展

项目之一。2015 年，该国农业预算达 892 亿比索，

其中大部分将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其中，222 亿比

索用于新建和翻修水利设施，145 亿比索用于“农田-

市场路网”项目，12.9 亿比索用于渔场和渔港建设。

种植、养殖和畜牧业将得到 218 亿比索，以提高大

宗农产品的产量 52。

由此可见，菲律宾农业发展前景广阔，留给投

资者的机遇众多。有意向和实力的企业，应对此保

持关注。

印尼政府计划扩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

Indonesian Government Plans to Boos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为推动经济增长动能，印尼政府正加速推动国

内基础设施建设。近期，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

跌的影响，印尼政府正积极批准基础设施项目，这

对国内相关产业过剩产能出口提供较大机会 53。

    自 2013 年起，国际大宗商品陷入一波下跌行

情，这为佐科推行的政治改革方案提供了极佳的机

会。2014 年 11 月，随着国际油价持续下跌，佐科宣

布下调国内燃油补助开支。由于印尼燃油与矿业资

源长期为利益集团所把持，在经营效率不佳的情况

下长期接受政府巨额补助，也因此，佐科宣布的下

调补贴措施被认为是对利益集团的打击。然而，产

业结构转型陷入困境使得印尼经济增长高度仰赖大

宗商品出口，但随着国际大宗商品陷入长期空头，

52　2015 年 菲 农 业 预 算 892 亿 比 索， 中 国 驻 菲 律 宾 使 馆

经 商 参 处，2015-4-30，http://ph.mofcom.gov.cn/article/

jmxw/201504/20150400958994.shtml

53　紧抓千岛之国基建机遇，中国交建印尼觅商机，2015-5-7，http://

en.ccccltd.cn/pub/jtxww/zjxw/sdbd/201505/t20150507_38062.html

佐科便将经济增长的动能转移至国内基础设施投资

上。这一战略转移将给印尼带来极大的影响。

    首先，基础设施不足使得印尼的经济增长长

期受到抑制。近年来，印尼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上远

远落后东盟其他国家。根据统计，过去 7 年印尼在

国内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不及国内生产总值的 4%。相

比于亚太地区平均的 7.2%，印尼在基础设施投资上

属于严重匮乏。由于国内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印尼

的经商环境连带受到影响。由于印尼幅员辽阔且疆

域破碎，基础设施短缺不但导致国内经商成本极高，

在国内各区域交往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

治理效力也因此受到影响。

再则，印尼的国内债务负担相对较轻。相较于

临近国家极高的负债率导致财政支出受到限制，印

尼不但人口结构极佳，政府财政状况较好，这为该

国扩大国内财政支出提供了较佳的条件。根据渣打

银行所做的调查显示，印尼国内的债务比例不及国

内生产总值的 60%，相较于发展程度相当的印度以

及中国负债率分别为 150% 以及 250%，印尼还有较

大的空间扩大国内财政支出 54。

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佐科政府通过扩

大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日渐显著，这为中

国基建企业赴印尼投资提供了巨大的商机。近期，

印尼政府启动新一轮中期建设计划，初步确定在

2015 年至 2019 年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为供水、电力、

交通以及公共卫生设施等基础建设。这对提供物美

价廉商品的中国基建企业来说提供了极佳的机会。

然而，我们也呼吁有意前往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

印尼当地法律制度极为混乱，且政治制度化程度较

低，在着眼当地基建商机的同时务必对投资风险进

行全面评估。

54　 世 界 已 不 能 再 依 赖 中 国，2015-2-10，http://cn.nikkei.com/

columnviewpoint/viewpoint/13092-201502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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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地向东盟输出中国产能

How Should Chinese Enterprises Export Capacity 
to ASEAN Efficiently

2015 年 5 月中旬，中国国务院正式发布了《推

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这为中

国企业向海外输出资金、产能提供了完整的政策依

据 55。相关政策出台后，预计中国向周边国家输出基

础设施与相关机械设备将渐趋制度化。

图表 21：柬埔寨总理洪森出席中国捐赠的 55 号
公路开工典礼

资料来源：Cambodiasky.com

以柬埔寨为例，近年来该国正积极通过扩大基

础设施来拉动国内经济发展。在国内资金与技术相

对匮乏的情况下，柬埔寨政府高度依赖外国援助来

启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便成为柬埔寨最为仰

仗的资金技术来源国。

55　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2015-5-17，http://

finance.people.com.cn/money/n/2015/0517/c42877-27012625.html

根据柬埔寨工程与运输部于 2015 年初向总理提

交的建设报告，在获得各国援助的情况下，柬埔寨

去年推动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共 31 个，投资金额

为 10.9193 亿美元，其中 16 个项目已陆续完成。根

据统计，在 31 个基础设施项目中，中国援助的计有

15 个，援助修筑道路合计约 110 公里，耗资 8.445

亿美元 56。中国援助项目对发展中的柬埔寨而言重要

性不言自明。

然而，在以往中国对外援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中，

多 数 采 用 所 谓 的 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模式。由于项目实施以融资、采购、

兴建为主要目标，以降低工程周期减少风险暴露为

首要考量。对于后段的运营（Operation）侧重较少，

因此经常出现项目整建、移交后因管理不善而运营

效率不彰的现象。

我们呼吁中国企业在输出产能的同时连带将商

誉作为附加价值向外输出。相较于日本、韩国企业

在向当地输出产能的同时积极在当地扎根，中国企

业显然更倾向于取得短期利润并规避长期风险。

一直以来，中国企业以输出廉价而质佳的产能

在东盟地区取得广泛的市场占有率；然而，在中国

经济陷入转型的当下，如何确保中国企业在当地的

市场占有率，并使中国企业的社会声望在东盟区域

内获得更加广泛的接受，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

推进国际产能的同时也不可回避的一项重要任务。

56　柬埔寨 2014 年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报告，2015-1-14，http://www.

cambodiasky.com/news/jmxw/3807.html

IV.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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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越南机械贸易合作取得新进展

China-Vietnam Machinery Trade Cooperation 
Makes Progress

中国和越南都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机械制造

业随着经济发展而快速成长。越南近年对制造业结

构进行了调整，逐渐从对服装和鞋类生产的依赖转

向制造业更加多元化。其中，机械产业发展尤其受

到重视。而中国机械产品生产、出口和贸易管理等

已相对成熟，与越南的合作日益加强。

最近以“山东临工在越南”为主题的产品推介

会在越南海阳站结束。越南中国商会、中国工商银

行驻越南代表处、潍柴发动机、玉柴发动机等中资

企业代表，以及来自越南海阳、老街、广宁等省市

代表参加了推介会 57。双方的积极参与体现了多方冀

望合作的良好态势。

图表 22：山东临工产品推介会在越南海阳举行

资料来源：中国工程机械商贸网

 （http://www.21-sun.com）

中国 - 越南之间的机械合作有两种主要渠道：

（1）中国机械（越南）展览会。相关机构的报

57　山东临工产品推介会在越南海阳隆重举行 2015-05-20，http://

news.21-sun.com/detail/2015/05/2015052011134335.shtml

道称，中国机械（越南）展览会，是越南机械行业

三大展览会之一，更是唯一以“中国机械”为主题

的机械专业展览会，有效地将中国机械“质优价廉”

的优势切合越南“革新开放”时期的强大需求，贴

合越南现阶段市场的需要；以其规模大、龙头企业

云集、观众专业程度高、成交额巨大、满意率高，

在当地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并影响至东盟各国，是

中国机械进入越南市场的通路 58。中国机械（越南）

展览会受到两国各级政府及业界的重视，成为越南

进口中国机械设备的主要渠道之一 59。

图表 23：中国机械（越南）展览会一景

资料来源：http://www.gf-hk.com/expo/ChinaMAC-vn/

（2）机械产品推介会。以 2015 年 5 月的山东

机械产品至越南推介会为例。此次推介会形式非常

多，不再拘泥于仅是对机械产品本身的展示，而是

包括品牌展示、产品展示表演、现场购机优惠活动、

交车仪式、亚冠足球游戏、答谢晚宴等众多环节。

全面展现山东临工品牌和产品，并藉此有效提升企

业形象和国际化品牌知名度 60。目前，山东临工已强

势进驻越南南部市场。

58　越南机械制造业前景辽阔，2015-1-5，http://www.vnexpo.org/

ArticleShow1.asp?id=7095&BigClassid=68&SmallID=145

59　同上

6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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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机械产品的竞争力在越南正遇到挑

战。越南政府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战略，正大力

发展本国机器制造业，特别在成套设备、机床、建

筑用机械、农业机械、水利设备和农村现代化设备

等方面取得进展 61。2013 年，越南工程机械行业产

值近 251 万亿越南盾（约合 119 亿美元），同比增

长 10.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关键领域，

越南仍缺少有竞争力的产品，例如，农业、渔业、

水产加工以及运输类机械产品。因此，中国企业在

应对挑战的同时仍有机会发挥自身优势，在质量和

创新方面下功夫。

柬埔寨大米出口：中国正成为主要目的地

Cambodia Rice Export: China Is the Key 
Destination

柬埔寨经济的第一大支柱产业是农业。农业人

口占总人口的 85%，占全国劳动力 78%。按 2012 年

数据，柬埔寨稻米年产量 931 万吨，同比增长 6%。

近年，除满足国内需求外，柬埔寨的优质大米开始

走向出口，约 300 万吨大米可供出口 62。

按照中国广州大米展览会的消息，2015 年 5 月

初，柬埔寨大米协会带领 12 家优秀柬埔寨大米企业

将参加 2015 年 6 月 4 日 -6 日在广交会展馆举办的：

“2015 第九届中国（广州）国际优质大米及品牌杂

粮展览会”。藉此，柬埔寨大米高调亮相 2015 中国

广州大米展览会 63。

据柬埔寨大米出口机构的数据，2015 年前 4 个

月，柬埔寨大米出口总量达 201183 吨，同比增长

67.2%。柬埔寨大米主要销往 44 个国家和地区，向

61　越南机械制造业前景辽阔，2015-1-5，	http://www.vnexpo.org/

ArticleShow1.asp?id=7095&BigClassid=68&SmallID=145

62　柬埔寨，http://baike.baidu.com/link?url=Ob0nJB4TZYDqiLAqcnicC

ef_BZi8IuFx0orlofcamet4-CFe0vqi0bP0HevPKZErXdmB1MToqNyIx7yR

pWH_5a#10_2

63　柬埔寨大米高调亮相 2015 中国广州大米展览会，2015-5-14	，

http://www.tech-food.com/news/2015-5-14/n1205187.htm

中国出口 66096 吨，中国成为柬埔寨最大的大米输

出市场 64。

图表 24：柬埔寨的展台形象

资料来源：中国食品科技网

柬埔寨大米出口增长，主要得益于柬埔寨和中

国去年签署关于 10 万吨大米出口贸易合同。2010 年，

中柬两国首先签署了关于柬埔寨大米输华的检验检

疫议定书，为柬埔寨大米直接出口中国做好了准备。

据称，柬埔寨大米绿色天然，品质不逊于泰国、

越南大米，但受制于生产技术、加工水平和能力，

目前仅少量用于出口欧洲 65。现在，与中国签了大米

协议外，柬埔寨也正在努力拓展其他市场。

有资料表明，柬埔寨政府高度重视稻谷生产和

大米出口，政府曾提出 2015 年百万吨大米出口的计

划目标，本地农民的积极性得以提升，各方投资者

开始热衷于投入农业、利用先进的管理技术改良稻

种、建立现代化碾米厂等 66。

64　柬前 4月大米出口增七成	中国成最大进口国，2015-5-1，0		http://

kh.china-embassy.org/chn/jpzzx/t1262230.htm

65　柬埔寨大米高调亮相 2015 中国广州大米展览会，2015-5-14	，

http://www.tech-food.com/news/2015-5-14/n1205187.htm

66　柬埔寨，农业，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Ob0nJB4TZYDqiLA

qcnicCef_BZi8IuFx0orlofcamet4-CFe0vqi0bP0HevPKZErXdmB1MToqN

yIx7yRpWH_5a#10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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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柬埔寨稻田一景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但信息显示，柬埔寨大米出口仍面临诸多挑战，

如许多碾米厂缺乏收购稻谷的资金，以及需要面对

泰国、越南和印度等主要大米生产国的竞争；柬埔

寨也缺乏资金和技术用于大米产业的配套发展。因

此，2015 年柬埔寨实现出口大米 100 万吨的目标难

于达成。柬埔寨政府正力争在 2016 年达成这项目

标 67。而柬埔寨在实现这一目标中，中国不仅应作为

最重要的目的地，中国企业还应该在投资合作方面

发挥作用。

67　柬前 4月大米出口增七成	中国成最大进口国，2015-5-10，		http://

kh.china-embassy.org/chn/jpzzx/t1262230.htm

中国 -东盟在检验 /检测 /认证领域合作

China-ASEAN Cooperate in the Test & Certificate 
Field

中国与东盟的产品交易近年有长足发展，但其

中的产品检测检验及证书问题，并未很好解决，而

5 月 18 日，相关工作取得进展。中国 - 东盟检验检

测认证高技术服务集聚区暨 6 个东盟检测认证中心

建设座谈会讨论了相关议题 68。

广西特检院院长郭凯就“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

究院东盟特种设备检测研究中心”的建立表示，广

西政府高度重视相关工作，国家质检总局大力支持

在广西建设质检、计量、特检、标准 4 个中国东盟

检验检测研究中心，并计划以四个东盟中心为主要

建设内容在广西打造建设中国 - 东盟检验检测认证

高技术服务集聚区。集聚区项目的建设对促进东盟

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中国 - 东盟未来经济发展、引

领国内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业发展有重要意义 69。

图表 26：建立东盟特检中心步骤示意图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68　推动中国与东盟在检验检测认证领域的交流与合作，2015-5-19，

http://news.163.com/15/0519/09/APVIH6CV00014JB6.html

6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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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步骤的七项重点工作主要包括如下

内容 70：

·建机构。东盟特检中心由广西质监局与中国

特检院合作共建，由广西特检院负责具体实施并实

质运营。

·提能力。在原有的以国家工业锅炉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广西）、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柳

州）金属材料分析测试中心为核心的公共检测技术

服务平台基础上，新建广西机械装备及铝精深加工

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广西轨道交通设备质量检验中

心、广西新能源汽车质量检验中心，形成机械、铝

产品、轨道交通设备、汽车等产品的检测能力且通

过 CNAS 资质认定。

·搭平台。积极开展技术攻关、技术创新、应

用研究、成果转化等活动，双方联合申请、承担国

家及省部级项目，在相关科研领域开展长期合作；

积极与东盟国家相关检测机构合作，共同开展东盟

国家特种设备技术标准和法规研究工作。

·促交流。建立东盟特检中心网上推介平台，

有效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特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借助区位优势，双方积极邀请东盟各国领事馆人员

到东盟特检中心参观交流，举办认证、检测、标准

等方面的研讨会，促成常态化互访机制的建成。

·保安全。高质量完成各类特种设备安全检验

任务，重大活动的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高标准、

严要求把好检验质量关，切实守住安全底线；通过

战略合作介入东盟国家大型企业、重大项目的高端

检验业务，为服务东盟国家特种设备安全提供有力

的技术支撑和优质的技术服务。

·拓市场。以开拓生物质锅炉节能技术业务为

突破口，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东盟市场。

·服务广西重点产业。为糖业、汽车、石化、

70　同上

电力、节能环保等广西千亿元产业，提供安全检测、

质量分析、风险评估、工艺改进、技术标准研发等

方面服务。

中国 - 东盟认证合作方面，目前中国质量认证

中心东盟质量检测认证研究中心区别于其他中心的

特点是：推动中国与东盟之间质检认证技术交流与

互认，服务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发展，实现

质检机构走出国门，服务东盟经济商圈，促进中国

与东盟各国技术贸易与科技创新发展，推动 Made in 

China 向 Made for China 转变。

项目一期总投资估算 9.32 亿元，重点建设计量、

特检、质检、标准、编码、认证等 6 个东盟中心。

集聚建设广西质监系统的国家级、自治区级质检中

心，并与国家计量院、特检院、标准院、质量认证

中心、物品编码中心、方圆认证集团等单位达成战

略合作共识。项目建设周期为 2015 年至 2018 年。

项目二期以广西即将实施整合全区检验检测认

证机构改革为契机，聚集建设整合后的检验检测认

证机构。

项目三期通过平台集聚，吸引国内及国外知名

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和高端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入驻。

6 个东盟检测认证中心包括：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东盟检测认证研究中心、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东

盟计量研究中心、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盟特

种设备检测研究中心、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东盟标准

研究中心、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东盟研究分中心、中

国方圆东盟认证检验检测研究中心。

上述信息表明，中国 - 东盟检验检测认证中心

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面向东盟的相关工作，不过这

些工作仍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与东盟国家相关

机构如何更好地对接和合作；二是如何与世界类似

机构在标准和服务方面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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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届东盟峰会 :	一个决定性的峰会

The 26th ASEAN Summit: A Defining Summit for 
ASEAN

2015 年 4 月 27 日，第 26 届东盟峰会在马来西

亚闭幕 71。经过两天的会议（分别在吉隆坡和兰卡威

岛举行），媒体普遍报道了有关东盟领袖们所达成

的三大宣言，包括《“建设一个以民为本的东盟”

吉隆坡宣言》，《“全球温和运动”兰卡威宣言》

以及《东盟社区和人民抗灾和气候变化制度化建设

宣言》。不过，几乎很多报道和分析都忽略了其他

重点，尤其是此次会议与以往的峰会相比到底有何

区别。

关于此次峰会的特别之处，安邦咨询认为这次

峰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峰会。具体来说，此峰会的成

果是东盟地区迈向新发展阶段的“分界线”。这一

点可以从政治 - 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来看。

在政治 - 安全领域，有两点值得关注。在非传

统安全方面，反恐是马来西亚作为东盟主席国的重

要工作。除了把该国的“全球温和运动”推为东盟

共同理念以外，马来西亚也主动在吉隆坡召开东盟

部长特别会议（SAMMRRVE），该会议就是商讨

本地区所面临的“伊斯兰国”（ISIS）威胁和其他极

端组织的活动。此外，马来西亚也想借此次的特别

会议来拟定东盟的新集体应对措施 72。值得一提的

是，SAMMRRVE 是个新讨论框架，它意味着马来

71　26th	ASEAN	Summit	concludes	with	adoption	of	three	declarations,	

马 新 社	(Bernama),	2015-4-27,	http://0-asean2015.bernama.com.

pulse.petronas.com.my/newsdetail.php?id=1129978

72　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26th	ASEAN	Summit,	Kuala	Lumpur	

&	Langkawi	─	“Our	People,	Our	Community,	Our	Vision”,	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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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irman-s-statement-of-the-26th-asean-summit

西亚有意提升东盟各国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警

觉度，甚至敦促各国尽快在短期内制定新应对策略，

确保该地区的长期稳定。

图表 27：东盟十国领袖在第 26 届东盟峰会时合影

资料来源：亚太日报

在传统安全方面，南海问题也有新看点。马来

西亚总理兼东盟主席纳吉布在开幕演讲时，提醒东

盟各国要以东盟整体利益为主，各国理应在内部商

议后达成共识。但前提就是，该共识不能引起东盟

各国之间的矛盾 73。其言论是马来西亚最近以来对目

前东盟内部的“南海争论”所做的最强硬的声明。

它也是首次。另外，东盟各国也在共同声明中提起

中方在南海的设施建设并表示担忧 74。如果与以往的

共同声明来比较，这是东盟对南海问题表达立场最

73　Opening	Address	by	Dato’	Sri	Mohd.	Najib	Tun	Abdul	Razak,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of	the	26th	ASEAN	Summit,	Kuala	Lumpur,	

2015-4-27,	http://www.asean.org/images/2015/april/26th_asean_

summit/PM%20-%20Opening%20Ceremony%20-%20PMO%20

-%20A4%202.pdf

74　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26th	ASEAN	Summit.	每届的东盟峰

会主席致词都避免说明具体的南海情况，这包括各国在南海的活动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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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一次。从这些角度分析，我们看到马方有意

在东盟内部发挥领导作用，但也同时要对东盟各国

做出一个负责任（以东盟安全利益为主）的交代，

所以南海的宣言也必须提起各国对中方活动的担忧。

在经济层面，东盟基本根据以往所制定的时间

表来落实促进经济体的措施。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

的。东盟各国在此峰会上不但认可年轻人创业的重

要性，而且也欢迎更具体的措施，如将在吉隆坡举

行的“一个东盟”创业聚会。而其举也将对 11 月的

“一个东盟”创业峰会（在吉隆坡举行）带来正面

影响 75。这两个活动都是东盟新商业活动，而马来西

亚希望借主席国身份来推动更多的年轻人创业项目，

例如说服各国成立东盟青年创业会（YEA）的分支

机构以及推动女性创业家的相关活动 76。马来西亚对

年轻人创业的重视是东盟峰会长久以来难得一见的

动态，说明该国要把其事项作为本地区未来的经济

发展动力。

最后，在社会文化方面，马来西亚也积极促进

“东盟以民为本”的议程。与上几届的峰会不同，

马国对此提出和举办有关发展“社会企业”（social 

business）的活动。也包括举行第一夫人论坛，探讨

怎样通过“社会企业”来提高妇女和各界人士对其

概念的意识 77。同时，马来西亚也呼吁其他成员国认

真考虑和发展“社会企业”78，以便提升它作为扶贫

工具的作用。换句话说，东盟需要计划怎样以业务

经营方式来把财富分配到社会下层人士，打造一个

包容性的东盟社会。同时，东盟也要保证其业务能

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79，最终达到扶贫和整体经济效

应。 

总体来说，以上的成果都是东盟领袖们罕见的

共识。因此，要说此次峰会成果是东盟迈向后 2015

75　同上

76　同上

77　同上

78　同上

79　同上

年时代的决定性峰会一点都不夸张。作为 2015 年主

席国，马来西亚对东盟后 2015 年发展宏愿将发挥关

键性作用。

一体化下的怪相：马来西亚变相的

“锁国”政策（2）

A Grimace under Integration: Malaysia’s 
Alternative Way of “Closed-Door” Policy (2)

马来西亚与泰国边境的旺吉辇关卡取消自由通

关，已经对边境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同时，

截至 5 月中旬，相关政府单位与部门的检讨工作仍

未得出结果。我们预计，自由通关的重新开放，仍

需要一段漫长的过程。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半岛南部的柔佛州，也面

临着类似问题。自去年新加坡调高其关卡入境费用

后，马来西亚政府也在今年宣布，将从 8 月 1 日起，

向进入新山的外国车辆征收 20 令吉的入境准证费

（VEP）80；而新加坡去年则将入境费调高至 35 新元。

此外，柔佛州政府也在此期间表示，有意强制重型

车辆使用马新第二通道。该措施已提成联邦政府交

通部以等候同意与批复 81。

重型车辆转移使用第二通道，虽然其背后目的

在于舒缓新柔长堤的拥挤程度，但基于新加坡与柔

佛现有的工业厂房都与新柔长堤临近，加上第二通

道的大道收费也比新柔长堤为高，因而将会对双边

工业运输成本增添压力。

与此同时，一旦政府在 8 月份落实征收入境准

证费，将不仅对往返的工业运输成本带来冲击，也

会让往返马新工作的上班族与雇员面对较大的生活

成本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在政府积极推动柔佛依

80　新加坡永久居民静观其变	若给钱照塞宁住狮城，2015-4-8，http://

mykampung.sinchew.com.my/node/354356

81　 重 型 车 若 改 道	 料 掀 另 一 轮 涨 潮，2015-4-6，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south/nm25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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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干达特区的建设，以及鼓励新加坡中小企业落户

特区的驱使下，征收入境费的措施将有很大可能会

对依斯干达特区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再从马来西亚半岛，转向东马的沙巴州。自

2013 年发生菲律宾苏禄叛军入侵事件后，沙巴东部

安全区（ESSCOM）就成立了，以保卫沙巴东部海

域的安全。随后多次发生的绑架案件，也让沙巴东

部安全区的防卫升级，实施了海上宵禁的措施。

图表 28：山打根海上皇餐厅与被绑架的人质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

然而，就在第 19 次海上宵禁期限（15 天为一

期）结束之际，山打根沿岸的一家海鲜餐厅就发生

了最新一次绑架虏人案件 82。绑架事件发生在晚上 7

时 45 分，也就是海上宵禁时间开始后的 45 分钟。

绑架事件相隔不足一年又再次发生，而且还是在落

实海上宵禁后出现，这难免引起了沙巴州人民的强

烈不满与担忧。

根据沙巴东部沿岸居民的说法，在落实海上宵

禁活动后，沙巴的社会与治安情况并没有得到真正

的舒缓，反之还影响了沙巴沿岸对菲律宾与印尼加

里曼丹等地的边境贸易，以及沿岸地区的商业运作。

以斗湖这一东部城镇为例，在落实海上宵禁，

82　山打根疑传绑架案 2 人遭掳走，2015-5-14，http://news.sinchew.

com.my/node/423964

加上执法部队在境内致力于取缔非法入境或逾期逗

留的外劳，导致境内的贸易与商业活动变得相对冷

清。然而，取缔行动却未能有效改善境内的治安问题。

许多非法入境者依然能安然无恙地生活在贫民窟聚

集地，在非宵禁期间自由出入沙巴海域。

图表 29：沙巴斗湖因取缔非法入境者后，
许多商店都因人手不足而暂时关闭营业

资料来源：斗湖面子书（Facebook）专页

虽然沙巴东部安全区在 5 月 18 日再度落实了第

20 期的海上宵禁，直至 6 月 2 日 83，但沙巴州人民普

遍已对沙巴东部安全区的执法效率失去信心。毕竟，

落实了接近一年的宵禁活动，并没有让相关地区的

社会与治安问题得到改善，反而破坏了该地区的经

济与商业活动，这成为措施落实后的一大缺陷。

从北部的取消通关，到南部的调高路费，再到

东部的海上防御，基本上都存有着相近的趋向，那

就是政策的制定，只在于针对个别的课题进行解决，

完全忽略了整体结构的管理和运作，因而自然会出

现问题解决不了，反而制造与衍生更多问题的现象。

在东盟走向一体化之际，若马来西亚还是以类

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应对课题，这无疑将

83　东安区宵禁	再延长至 6 月 2 日，2015-5-17，http://www.news.

seehua.com/archives/5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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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马来西亚走向一体化，乃至国际化的道路上制

造更大的阻力。

东盟旅游业亟待破题

ASEAN’s Tourism Needs Change

近年来，东盟旅游业发展迅速。2012 年，东盟

十国总共吸引游客 8922.5 万人，同比增长 9.8%。其

中域内访客 3984.6 万人，同比增长 5.6%；域外游客

4938 万人，同比增长 13.5%。2013 年吸引游客总数

为 9800.1 万人，增长率与前一年持平。其中域内访

客 4322.4 万人，同比增长 8.5%；域外游客 5477.7 万

人，同比增长 10.9%。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东

盟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国，2013 年三国分别吸引游客

2654.7 万人、2571.6 万人和 1556.8 万人，合计占总

数的 69.2%。中国、欧盟、韩国、日本和美国是东盟

旅游业的主要客源地，2013 年来自上述五地的游客

占东盟域外游客的 64.2%84。

图表 30：泰国普吉岛风光

资料来源：互联网

不过，东盟旅游业在蓬勃发展的背后，也存在

不少问题。首先是产品同质化严重。除了内陆国老

84　东盟官网，旅游业统计数据，http://www.asean.org/news/item/

tourism-statistics

挝外，目前东盟其余国家主打的旅游产品是清一色

的海岸旅游，宣传的重点都是阳光、沙滩和海鲜，

给国外游客的感觉是普吉岛、沙巴、巴厘岛和宿务

都没有什么区别。同质化的结果就是引发价格战和

无序竞争，最终降低当地旅游业的吸引力。其次是

缺乏专业人才。东盟十国除新加坡外普遍缺乏高素

质的旅游业从业人员，这也是影响这一产业持续发

展的主要因素。泰国和马来西亚旅游业较为发达，

国民受教育水平较高，但其服务水平与发达国家相

比尚且存在明显差距，其余七国就更不用说了。最

后是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东盟很多航空企业安全记

录不佳，这给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旅游业带来

了负面影响。而缺乏良好的道路和充足的水电供应，

是制约缅甸、老挝和柬埔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东盟旅游业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

须下大力气改进提高。一是要深挖旅游资源，体现

差异化。印尼和菲律宾除了阳光、沙滩外，应该把

火山游作为一个推介重点。缅甸要开发一条成熟的

佛教游线路，让外国游客深切感受到本国古老的佛

教文化。泰国、越南也要围绕本国特色节日，提升

文娱旅游的品质。二是要加强旅游产业规划。一个

景点的兴起，可以依靠短期的大规模投入和宣传实

现；但一条旅游线路的经久不衰，只能依靠良好的

规划和管理。东盟各国应加强对本国旅游从业人员

的培训和教育，同时合理规划产业布局，不断提高

景点和线路的吸引力，这比单纯引进几家酒店、开

设几个游乐设施重要得多。三是要加大对旅游业的

投入力度。一方面，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是旅游业发

展的关键，要提前布局。另一方面，在人员培训上

也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四是要保障社会稳定和安

全。去年，军事政变和英国游客被杀事件对泰国旅

游业造成了严重冲击；历史上，巴厘岛爆炸案曾令

印尼旅游业遭受重创；而菲律宾旅游业迄今仍受社

会治安混乱的拖累，难以快速发展。因此，做好安

全保障工作，对于吸引外国游客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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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 -美国重申将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

ASEAN-U.S. Reaffirm Commitment to Bring 
Partnership to New Heights

美国近年在重返亚太战略的助推下，与东南亚

国家的关系迅速加强。2015 年 5 月，美国与东盟举

行第六次联合合作委员会（JCC）会议，一致同意

将加强合作，以最终完成双方确定的五年行动规划，

这一规划于 2015 年底到期。此次会议的联合主席方

是缅甸常驻东盟代表 H.E. Min Lwin 和美国驻东盟

代表 H.E. Nina Hachigian。其他东盟成员国的常驻

东盟代表也都出席了会议 85。

图表 31：美国 - 东盟举行第六次合作会议

资料来源：东盟官网

美国 - 东盟的这份行动规划涉及政治安全、经

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而这正是东盟将于 2015

年底所要实现共同体的三大领域。至目前为止，双

方都对已取得的密切合作成果很满意。

随后美国 - 东盟将构建 2016-2020 年行动规划。

新一轮行动规划将以行动为导向，充分考虑两个地

区的新发展形势，也要反映出东盟和美国的优先选

择。为了强调东盟在美国区域战略平衡中的重要性，

85　ASEAN,	U.S.	Reaffirm	Commitment	to	Bring	Partnership	to	New	

Heights,	Friday,	08	May	2015,	http://www.asean.org/news/asean-

secretariat-news/item/asean-us-reaffirm-commitment-to-bring-

partnership-to-new-heights

美国重申继续强化对东盟的支持并认可东盟作为地

区中心的地位，也期待与东盟建立基于准则和规范

的地区架构。当然，这一架构的基础是区域和平、

安全和发展。美国也明确支持东盟在全球发挥更大

作用，特别是应对新出现的一些全球性问题，如气

候变化、反恐、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势力 86。

目前，美国 - 东盟在主要经济领域都开展了广

泛而深入的合作，还将继续挖掘地区的更大经济潜

力。双方强调未来将完全交织共存，美国很愿意继

续支持东盟的经济整合目标，以及新提出的中小企

业发展、教育、培训、科学、技术和创新及可持续

发展等目标。同时，美国也被引入到东盟的湄公河

研讨开发计划，参与帮助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

南增加技能工人数量、满足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工

作中。

对东盟国家而言，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一直将

美国看作是重要而长期的对话伙伴，感谢来自美国

的支持和援助，同时也鼓励美国继续对地区和平、

稳定和繁荣做出建设性贡献，特别是积极参与东盟

领导的各项机制，例如“东盟区域论坛”、“东盟

国防部长会议”、“东亚峰会”、“东盟海洋论坛”

等。东盟期望能与美国在各个领域建立更强的合作

和协商关系。双方倡议的五项优先发展领域包括：

ICT、海洋合作（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教育和青年

交流、气候变化和灾害管理以及妇女权益。

至 2017 年，东盟 - 美国对话关系将达到 40 年，

双方希望藉此达到合作的新阶段，达成更强的战略

目标和有远见的前景。

由此可见，美国与东盟关系已经在各个领域走

在其他合作伙伴方与东盟关系的前面，一方面是对

话时间长达近 40 年，另一方面在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上也反映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巨大影响力——远远

超出贸易 / 投资等经贸领域范围。

86　同上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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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中新苏州园区基础设施

资料来源：中国 - 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官网

http://www.sipac.gov.cn/zjyq/fzhj/201107/t20110708_103699.htm

中国 -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	(3)

China-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3)

发展环境

1、基础设施

80 平方公里中新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

成，全面达到“九通一平”标准 87。

2、载体建设

· 现代化创新载体平台。园区已累计建设国际科技

园、创意产业园、生物科技园、中新生态科技城、

纳米产业园等科技载体超 300 万平方米。此外还启

动建设了文化艺术中心、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综合

87　发展环境，中国 - 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http://www.sipac.gov.cn/

zjyq/fzhj/201107/t20110708_103699.htm

保税区、阳澄湖旅游度假区等其他创新区域载体。

·  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加快，推进撤镇建街道改革。

· 走出去战略。积极推广园区发展经验，在江苏省

宿迁市、南通市进行园区合作开发建设。

苏州宿迁工业园区。推进产业梯度转移，通过

实施先进制造业、服务业等城市功能的综合开发，

力争将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建设成为产业转移的聚集

区。项目落地以工业为主、劳务用工以本地为主。

苏通科技产业园。苏通科技产业园是新加坡—

江苏合作理事会重要合作项目和苏州南通两市跨江

联动合作项目。积极吸引更多新加坡企业参与开发、

更多高科技项目投资发展。

VI. 项目与合作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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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才资源

· 全区大专以上人才总量居全国开发区之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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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所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入住。拥有重点实验室、工

程中心、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流动站等

各类研发机构累计 356 个。

· 95 人进入国家“千人计划”，64 人入选“姑苏领

军人才”，成为中组部“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

创业基地”。

4、产业发展方向	

· 主导产业：（电子信息制造、机械制造）将积极

向高端化、规模化发展。

· 现代服务业：以金融产业为突破口，发挥服务贸

易创新示范基地优势，重点培育金融、总部、外包、

文创、商贸物流、旅游会展等产业。

· 新兴产业：以纳米技术为引领，重点发展光电新

能源、生物医药、融合通信、软件动漫游戏、生态

环保五大新兴产业。

图表 33：中新苏州园区推进产业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 - 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官网

http://www.sipac.gov.cn/zjyq/fzhj/201107/

t20110708_103699.htm

5、时尚都市

· 以打造苏州市域 CBD 为龙头，着力发展金融服务、

总部经济等高端服务业。全区集聚金融及准金融机

构 500 家，全区外资银行数量占江苏省 2/3。

· 拥有苏州国际博览中心、苏州文化艺术中心、金

鸡湖高尔夫俱乐部等国际一流的商务活动场所。建

成各类酒店 34 家，其中洲际、万豪、凯宾斯基等四

星及以上国际高端品牌酒店共 22 家。

· 引进新光三越、诚品书店等地标性项目，以及大

和、新鸿基、九龙仓等房产楼宇品牌。环金鸡湖区

域成为苏州新的商业文化中心。金鸡湖景区和阳澄

湖旅游度假区已成为闻名海内的著名景区，主要景

点包括李公堤国际风情水街、时代广场天幕商业街、

摩天轮主题公园、水幕电影、重元寺等。

· 拥有久光百货、天虹百货、印象城、家乐福、沃尔玛、

欧尚等商业旗舰项目，是购物休闲的天堂。月光码头、

时代广场、左岸商业街等街区汇集各国风情的知名

餐饮 300 余家。

· 中国唯一的国家商务旅游示范区。

	6、生态文明

· 区域整体环境通过 ISO14001 认证，绿化覆盖率

超过 45%。

7、和谐发展

· 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建立了覆盖全区的社会

保障体系，创立了以邻里中心和社区工作站为依托

的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模式。

人文历史

苏州工业园区草鞋山遗址文化堆积层出土的炭

化稻谷和炭化纺织物表明，早在 6000 年以前，园区

唯亭境域就有人类从事水稻种植和纺织品生产。另

有考古发掘表明，约 5000 年以前，园区娄葑境域也

项目与合作	/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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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人类从事农耕活动。春秋战国时期，娄葑境

域出现过大片的冶炼工场，并聚集了干将、莫耶、

欧冶等一批当时中国最杰出的工匠。直到明清时期，

葑门塘和娄江两岸仍遍布冶坊。数千年来，园区境

域的经济都以农业为主，辅以手工业。园区境域的

农业主要是水稻种植。稻农在稻种选择和种植技术

方面十分讲究 88。

图表 34：苏州工业园区风光

资料来源：中国 - 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官网

http://www.sipac.gov.cn/zjyq/fzhj/201107/

t20110708_103699.htm

吴淞江和娄江是流经园区境域的两条水上运输

大动脉。隋朝开通大运河后，苏州成为东南重要商

埠，娄葑境域则成为南北财货集散、转运和信息交

流的中心之一和进出口贸易的必经地之一。闽广外

洋的果糖番货，由海道经吴淞江，抵娄葑；经娄葑

再由运河、长江，分流到华中、华北、华西。内地

的北货和江南的丝绸百货、手工制品，汇集娄葑，

甚或远载去日本、朝鲜交趾南洋。明朝起，吴淞江

航运改走娄江，园区境域北部又成商货必经之地。

清末民初，沪宁铁路、苏嘉铁路均从园区境域经过，

88　人文历史，苏州工业园区研究室供稿，《苏州工业园区志·特记》，

http://www.sipac.gov.cn/zjyq/rwls/201111/t20111130_128319.htm

设有官渎里、外跨塘、唯亭等客货车站。历来的水

陆交通优势，赋予了园区境域经济发展的开放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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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Thoi bao kinh te Saigon No.16/2015

越南 63省市 2014 年竞争力排名

Provinci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in Vietnam

越南全国商工总会（VCCI）于 2015 年 4 月初

发表其与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在 2014 年合

作，对越南全国 63 个省市 9859 家民营企业和 1491

家外资企业的问卷调查。该调查是有关地方政府经

济发展质量以及对民营企业提供顺利经营环境的情

况 , 总结出该年度地方竞争力指数资料（Provincial 

Competitiveness Index，PCI），中部直辖市蚬港继续

其多年来的魁首地位。

USAID 于 2006 年开始每年资助 VCCI 执行上

述调查项目。

图表 35：2014 年 PCI 排名榜

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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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东盟中心

APPENDIX A    ABOUT ASEAN-CHINA CENTRE (ACC)

2009 年，在第十二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王国、印度尼

西亚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联邦、菲律宾共和国、新加坡共和国、泰王国和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等东盟 10 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国 -

东盟中心的谅解备忘录》。缔约各方据此建立一个信息和活动中心，即中国 - 东盟中心。

中国 - 东盟中心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促进中国和东盟在贸易、投资、旅游、教育和文化领域

的合作。中心总部设在北京，今后将不断拓展，并在东盟各成员国和中国的其他地区设立分中心。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国和东盟 10 个成员国是中心成员，中国和东盟的企业和社会团体可通过向中

心秘书处提出申请成为联系会员。中心将根据《谅解备忘录》所赋予的使命，推动中国 - 东盟各领域的务

实合作。

2010 年 10 月，温家宝总理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启动了中心官方网站（www.asean-china-centre.

org），并宣布 2011 年建成实体中心。2011 年 11 月 18 日，中国 - 东盟中心在第十四次中国 - 东盟领导人

会议暨中国 -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20 周年纪念峰会上正式成立，温家宝总理与东盟 10 国领导人及东盟秘书

长共同为中心揭牌。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心职责如下：

（一）成为信息、咨询和活动的核心协调机构，为中国和东盟的商务人士和民众提供一个关于贸易、投资、

旅游、文化和教育的综合信息库；

（二）成为中国与东盟就有关促进贸易、投资、旅游和教育信息进行有益交流的渠道，包括涉及市场准入，

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

（三）通过对数据和信息的广泛收集、分析，以及对市场趋势的预测，开展贸易和投资领域的研究，

彰显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益处；

（四）通过宣传中国和东盟的传统艺术、手工艺品、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和语言，以及在中国和东

盟的教育机会，促进文化和教育；

（五）通过征询意见、提供教育咨询服务和组织贸易投资交易会、旅游展、食品节、艺术展和教育展，

向中国和东盟的公司、投资者和民众介绍和宣传中国和东盟的产品、产业和投资机会、旅游资源、文化及教育；

（六）开展市场调查活动，确定潜在市场和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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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理中心框架内设立的永久性东盟贸易、投资和旅游展厅；

（八）成为核心的投资促进机构，建立行业联系，向中国和东盟企业推介商机，特别是协助投资者和

公司寻找当地的商业伙伴；

（九）与中国政府、东盟各成员国政府，以及相关区域和国际组织在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保持密切合作；

（十）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便利；

（十一）提供中国和东盟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有关的机构和政府官员名录；

（十二）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活动；

（十三）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

（十四）组织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关于贸易、投资和旅游便利化等问题的研讨会或研修班；

（十五）建立一个艺术、文化和语言的学习中心，以加强民间交流，增进中国和东盟民众和社会之间

的相互了解；

（十六）研究开展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相关的人员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十七）支持关于缩小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的项目；

（十八）开展中心实现其目标所需其它活动。

附录一	/	APPENDI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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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介绍

APPENDIX B    ABOUT CHINA-ASEA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UND (CAF)

成立背景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简称“中国 - 东盟基金”或“基金”）是由温家宝总理于 2009 年在博鳌亚

洲论坛上宣布成立的离岸私募股权基金。经中国政府国务院批准，基金于 2010 年初开始运作，主要投资于

东盟地区的基础设施、能源和自然资源等领域，为中国及东盟地区的优秀企业提供资本支持，并且动用基

金的丰富资源为合作企业提升价值。基金的愿景是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有力推动者和整合者，成为在东

盟地区声誉卓越及业绩优秀的私募股权基金，为东盟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 - 东盟基金的专业团队成员来自于不同国家，在项目开发与谈判、资本运作、推动企业发展上市

及金融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东盟地区有着多年成功的投资业绩。

中国 - 东盟基金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强大的投资实力，丰富的行业经验，及对东盟地区和目标投资领域

的深刻理解，并且获得背景雄厚的基金投资股东鼎力支持。中国 - 东盟基金参与投资可为合作企业及项目

带来不可比拟的、持续的价值提升和协同效应。中国 - 东盟基金希望通过自己的股权投资参与，推动中国

海外投资不断实现优化、升级和持续成长。

主要特点

- 是目前少数致力于投资东盟地区的大型私募股权基金；

- 专注于支持基础设施、能源以及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优秀企业和项目；

- 可投资于不同阶段的项目，实现商业成功和最佳社会效应的双重目标；

- 资金募集的目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其中一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

- 拥有一支国际化的专业团队，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以及相关行业经验。

投资理念

中国 - 东盟基金的专业团队将为每一个潜在投资项目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内容包括行业吸引力及增

长潜力，企业的财务表现和竞争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和项目的环保贡献和社会责任等方面。

在此基础之上，基金将与合作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企业及项目实施有效的商业模式提供增值服务。

- 单笔投资额通常介于 5 千万至 1.5 亿美元之间；

- 希望与其他战略投资者实现共同投资；

- 采用多元化的投资形式，包括股权、准股权及其他相关形式；

- 不谋企业控股权，持股比例小于 50%；

- 可投资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

- 既可单独投资企业或项目，也可同时投资企业和项目层面；

- 推动资产和运营的整合、重组；

- 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常规能源 / 新能源、自然资源和东盟地区其他战略性行业。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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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