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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实地考察：泰国旅游业价值何在？（2）

ANBOUND Survey: What Are the Merits of 
Thailand Tourism (2)

（接 039 期）

二、近年泰国旅游业发展

1、2012-2014年间的泰国旅游业

2013 年，受到普吉岛、苏梅岛更多直航开通、

中国新年假期的延长、电影《泰囧》风靡等影响，

泰国旅游业收入曾一度较前年猛增了 25.6％。但由

于 2014 年军事政变、主要客源地如俄罗斯、日本和

欧洲等地经济低迷，泰国 2014 年抵境的国际游客比

2013 年缩水了 6.66%，仅有 2477 万人次 1；国际旅游

收入也同比萎缩了 4.93%，累计达 9867 亿泰铢 2。

泰国旅游业一直被认为是拉动国内经济的主要

动力之一。因此，为避免经济继续下跌，自去年第 3

季度开始，泰国在国内外大力开展针对旅游业的宣

传活动。除传统的热门旅游城市外，泰国还着重推

出了一些具有潜力的二线城市。

以苏梅岛为例，泰国在主推苏梅岛度假旅游的

同时，也不忘带动周边素叻他尼、帕岸岛和龟岛的

发展。由于苏梅岛机场没有廉价航空的运营，想节

约旅费的乘客往往会选择通过乘坐亚航的班机到达

素叻他尼机场，之后再乘船登岛。这种机车船联运

的经营方式，也为这个只有 3.6 万人口的小镇带来

了商机。

1　http://cq.people.com.cn/n/2015/0424/c365418-24614266.html	人民

网

2　http://t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1/20150100880181.

shtml

而苏梅岛旁边的帕岸岛和龟岛则是以满月派对

和潜水著名 3，2013 年帕岸岛仅靠满月派对就吸引了

74 万游客 4。另外，帕岸岛还是著名的瑜伽教师培训

地。为使游客体验泰式生活，泰国旅游机构特意准

备了多种多样的泰式活动，除了传统的泰国美食、

泰式按摩等，游客还可以学习泰餐烹饪、参与泰语

培训课程、观看泰拳表演等活动 5。

图表 1：苏梅岛上的泰拳比赛宣传车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唐然摄影

虽然泰国拥有足够吸引人们眼球的活动，但从

去年第 3 季度至今，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主要还是得

益于中国游客的持续增长。特别是在 2 月份的中国

农历新年期间，除中国大陆外，马来西亚、台湾、

香港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华人游客也纷纷前往泰

3　http://www.pata.org/phangan-colour-moon-festival-2014-

showcases-the-island-is-far-more-than-a-full-moon-party/

4　满月派对于每月月圆之夜，在帕岸岛琳沙滩举行。因聚集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游客而闻名于世

5　http://discoverthainess.tourismthailand.org/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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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特选城市的政治事件与酒店入住率对比统计

资料来源：STR Global and Deloitte Analysis

（http://reports.weforum.org/travel-and-tourism-competitiveness-report-2015/，第 49 页）

特别观察	/	SPOTLIGHT

国旅游度假。根据泰国旅游部门的最新数据，2015

年第 1 季度，访泰外国游客数就达到了 786 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 23%。考虑到卢布暴跌、欧洲经济

受困等因素，来自俄罗斯与欧洲的游客无法长期支

持泰国旅游业发展。相反，中国游客不仅在外国游

客中占比最高，人均日消费也比平均水平高出 10 个

百分点 6。

据了解，在至泰国游客中，中国游客数量近年

来已稳居首位。泰国 2014 年 7 月开始针对中国游客

推出的免签证费政策，曾使泰国 2014 年第 4 季度

的中国游客回升幅度高达 70%。根据泰国旅游局针

对中国游客的调查报告显示 7，中国游客有着强大的

消费能力，其主要旅游目的除观光外，就是购物。

2014 年，中国赴泰国旅游人数达 462.3 万人次，几

乎比之前增长了 1 倍。中国游客在泰国游玩的平均

6　http://www.tatnews.org/tat-announces-results-of-study-

chinese-high-value-tourist-market/

7　http://www.tatnews.org/tat-announces-results-of-study-

chinese-high-value-tourist-market/

天数为 8.1 天，每次旅行可消费约 4.2（4.241390）

万泰铢（约合 8000 元人民币）。

2、泰国旅游业的缺陷

（1）政策支持不足、治安不完善

虽然旅游业对泰国十分重要，但一直以来泰国

对旅游业的投入仍显不足。首先，在促进本国泰人

进行国内旅游方面，泰国政府所给的政策优惠并不

多。尽管泰国的节日很多，但公众假期最多往往只

有 3 天。而放假出游往往会遇到大堵车，这令泰国

人很少在节假日期间远行出游。另外，直至去年 9 月，

泰国财政部才开始实施国内旅游消费获减免所得税

权利的措施，普通人最多可获得 1.5 万泰铢的减免，

且这一措施仅在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有

效 8。

8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409/20140900722194.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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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泰国针对旅游业的监管不严，导致出租

车宰客、低价旅游团等问题滋生 9。笔者在泰国期间

就遇到不法分子在曼谷大皇宫门口冒充泰国旅游局

官方工作人员，向旅客兜售“大皇宫关闭”的骗局。

另外，自由行的旅客会被诱导购买名不符实的蓝宝

石和丝绸制品，往往蒙受巨大损失却投诉无门。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副部长素瓦表示，目前泰国

军方已指示旅游相关部门解决这些安全隐患并整肃

旅游市场，中泰两国也在持续合作打击“零团费”

的旅行团。但碍于国内腐败现象，此类问题至今仍

屡禁不绝。

（2）对政治事件反应敏感

全球最大的酒店数据服务提供机构 STR Global

所提供的统计图表（见图表 5）显示，2006 年至

2014 年以来，泰国酒店业的入住率与政治经济变动

呈正相关关系。排除季节因素的影响，2006 年的泰

国政变与 2010 年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并没有对其旅游

业造成影响，而 2014 年军方发动政变对旅游业的打

击可堪比 2008 年金融危机时期因全球经济衰退对泰

国旅游业的打击。

虽然军事政变已经过去一年，但泰国境内的治

安情况并不乐观。今年 2 月 2 日，曼谷最著名的暹

逻百丽宫商场遭遇炸弹袭击；4 月 10 日，度假圣地

苏梅岛的 Central Festival 商场发生过汽车炸弹爆炸

事件，该商场位于著名的查汶海滩旁边，是岛上最

现代化的商场，来自各国的旅客都喜欢聚集在此地

享受美食与购物。直至笔者 4 月 30 日从苏梅岛离开

时，当地警力仍在对进出机场的车辆进行逐一排查。

这起在宋干节前夕发生的爆炸事件，现今仍笼罩在

苏梅岛的上空。苏梅岛上的餐厅通常只有一、两桌

顾客在用餐，出租汽车司机的报价 10 也只有之前的

80%，而这一现象直到五一假期前夕，中国游客涌入

之后才有所好转。

9　曼谷出租车在遇到周末或雷雨天气时，价格往往会上涨 300%-

500%；而低价旅行团通常会带游客去购买质量不佳的产品，从中牟利

10　苏梅岛上的出租车基本不打表计费，乘客需在上车与司机谈好价格

三、结论

总体来说，泰国的旅游资源丰富、国家开放程

度高、签证便利，这些都是其旅游业的发展优势。

此外，泰国对其旅游业发展有着明确的定位与市场

目标，在东盟国家中竞争力强劲。鉴于 2015 年泰国

出口萎缩明显，旅游业将代替出口，成为拉动泰国

GDP 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我们认为，泰国政府

对其旅游业的重视程度已经开始逐步提高，随着泰

国局势的稳定与旅游业监管制度的加强，未来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游客重新涌入泰国，带动泰国经济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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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将推出新纸币以促流通

Myanmar to Introduce New Currency Notes

缅甸中央银行宣布，该国将从今年 7 月 1 日开

始流通新的面额为一万缅元的纸币（约合 9.10 美元）。

根据缅甸央行的官方声明，发行新纸币的目的是为

了延长缅元流通以及防止造假 11。

图表 3：缅甸新一万缅元纸币

资料来源：Myanmar Times 

在 2012 年 6 月，缅甸央行就曾发行同样面额的

纸币，在当时这是缅甸所发行纸币的最大面额；缅

甸是个以现金交易为主的经济体，金融系统不健全，

因此在当时即使携带价值一百美元的现金也极为不

便 12。2012 年所推出的纸币为蓝色，正面印有缅甸

11　Central	Bank	to	Issue	New	10,000	Kyat	Notes,	2015-5-29,	http://

www.irrawaddy.org/burma/central-bank-to-issue-new-10000-kyat-

notes.html

12　Myanmar	 issuing	new	higher	value	bank	note,	2012-6-7,	http://

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2/06/07/myanmar-issuing-new-

higher-value-bank-note.html

地图和两头白象，两头象的象鼻共同提着一朵白莲

花；背面图案描绘的是曼德勒王宫。2015 年推出的

新纸币的大小、基本设计、颜色保持不变，不过却

增加了其他防假设计，例如反光数字、防护漆、莲

花水印等，同时也保留了旧纸币的防伪功能，如在

不同角度看即呈现出不同颜色，从深红色至绿色的

防伪线等。

缅甸央行表示，新推出的纸币并不会取代 2012

年所推出的旧纸币；旧纸币仍然是合法的货币 13。

不过，缅甸央行推出新的一万缅元新纸币的时

候，也是该国连续四年面临财政赤字的时候。缅甸

推出新纸币将会造成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该国的通

货膨胀率为 8%，缅甸央行也致力于把通货膨胀率控

制在双位数以下。目前缅元的价值正在下滑，缅甸

面临贸易和政府支出双赤字问题。预计发行新货币

之后，缅甸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过去，缅甸曾因为政府印制钞票以资助项目而

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

缅甸在 2001 年至 2010 年期间，通货膨胀率一度高

达 23%14。

缅甸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NLD）经济学家孟

肯（Min Khin）则对缅甸政府流通新货币的适当性

表示质疑，因为过去 5 千缅元的纸币就出现过防伪

问题，而不久前当局发现并充公了一些伪钞 15。

13　Central	Bank	to	Issue	New	10,000	Kyat	Notes,	2015-5-29,	http://

www.irrawaddy.org/burma/central-bank-to-issue-new-10000-kyat-

notes.html

14　Inflation	fears	prompted	by	K10,000	notes,	2015-6-1,	http://www.

mmtimes.com/index.php/business/14789-inflation-fears-prompted-

by-k10-000-notes.html

15　New	10,000	notes	fuel	inflation	fears,	http://www.elevenmyanmar.

com/local/new-10000-notes-fuel-inflation-fears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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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至 2012 年里，缅甸政府面对着 1.6 兆缅

元的赤字，2012 至 2013 年则是 7550 亿缅元、2013

至 2014 年为 2.55 兆缅元，2015 至 2016 年则升至 3.6

兆缅元。缅甸政府在吴登盛政权下的国家赤字支出

总共为 10 兆缅元 16。

缅甸在 1998 年 11 月推出 1 千缅元纸币，2009

年 10 月推出 5 千缅元纸币；这些都是在 2012 年推

出 1 万缅元纸币之前，最大的货币单位。

因此，缅甸依靠发行新面值货币以调整流通、

管理通胀的方法还将继续。

老挝启用新国际机场

Laos Opens New International Airport

老挝 5 月 30 日在南部阿速坡省（Attapeu）举办

了阿速坡国际机场（Attapeu International Airport）落

成启用典礼 17。

这座新机场是继位于占巴塞省（Champasak）的

巴色国际机场（Pakse International Airport）之后的另

一座国际机场。

新机场启用之后，老挝共有五座国际机场，除

了阿速坡和巴色，其余三座机场为琅勃拉邦国际机

场（Luang Praba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沙 湾 拿

吉机场（Savannakhet Airport）以及瓦岱国际机场

（Vientiane Wattay International Airport）。

老挝国际机场的航班主要往返亚太地区，其中

以东盟国家，特别是泰国为主。

除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周

马利（Choummaly Sayasone）之外，越南国家主席张

晋创等也出席了该机场启用典礼。

16　同上

17　Laos	opens	Attapeu	airport,	2015-6-3,	http://www.ttrweekly.com/

site/2015/06/laos-opens-attapeu-airport/

阿速坡国际机场涵盖占地 4300 平方米的航站

楼，日均旅客吞吐量为 300 人次，并拥有供 ATR-

72 和福克飞机使用的 1850 米跑道 18。

该机场为越南嘉莱黄莺集团资助，于 2013 年开

始兴建，共耗资 3600 万美元。

图表 4：老挝国家主席周马利（左）和越南国家
主席张晋创（右）出席阿速坡国际机场启用典礼

资料来源：Thanh Niên News

嘉莱黄莺（Hoang Anh Gia Lai）集团是越南的

多元化经营企业，在 2010 年晋升为越南最大的地产

商，其业务除了在越南外，也扩展至老挝、缅甸、

柬埔寨、泰国等东盟国家。该集团的业务涵盖农业、

牛羊养殖、橡胶、棕油、石油、矿业等领域。

越南方面资助老挝南部兴建新国际机场，可视

为越南在老挝的影响力扩张。阿速坡国际机场将为

老挝南部的社会、经济以及老 - 越两国关系带来一

定影响。

张晋创在启用典礼时曾指出，阿速坡国际机场

展现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展现了企业合作伙

18　Vietnam	President	attends	Lao	airport’s	 inauguration,	2015-

5-30,	http://www.thanhniennews.com/politics/vietnam-president-

attends-lao-airports-inauguration-450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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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的效率、实践性及多元化。越南企业将会继续扩

展老 - 越之间的商业合作以及支持当地的社会活动。

启用典礼当日，张晋创也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

央总书记会面，并和老挝签署了新贸易合约。预计

此合约可将使 2015 年两国贸易额提升至 20 亿美元。

在 2014 年里，两国双方贸易额和往年相比提升了

24.5% 至 14 亿美元 19。

越南是老挝最大的投资国之一，投资额达 52.2

亿美元。越南和老挝均称将会实施两国高层所达成

的协议，而两国也共同讨论了其他课题，例如南海

议题和东盟经济共同体议题，同时越南也表示将支

持老挝成为 2016 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 20。

一马发展机构将左右马来西亚的财政与

评级状况

1MDB Will Affect Malaysia’s Financial and Rating 
Status

临时缺席了与前首相敦马哈迪的“双雄会”后，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 6 月 14 日的一场闭门汇报会上

表示，最早在两个月的期限内，或最迟在今年底之

前，解决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机构（1MDB）的债务

问题 21。一马机构的债务问题不仅在国内掀起朝野阵

营的“唇枪舌战”，更引起了国际评级机构对该课

题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自一马机构约 420 亿令吉（约

合 113 亿美元）的债务被揭露出来后，马来西亚政

府不仅面对着来自反对阵营——民联的代表非议，

甚至在过去数个月里，更面对着来自前首相等前朝

19　New	airport	a	symbol	of	 thriving	VN-Laos	relations,	2015-6-1,	

http://vietnamnews.vn/politics-laws/271094/new-airport-a-symbol-

of-thriving-vn-laos-relations.html

20　同上

21　Najib	 promises	 to	 solve	1MDB	saga	by	 year’s	end，2015-

6-14，http://www.themalaysianinsider.com/malaysia/article/najib-

promises-to-solve-1mdb-saga-by-years-end

势力的围攻。尽管首相纳吉与其他内阁成员先后在

多个场合强调一马机构的稳定性，以及不会影响政

府财政运作，但相关宣传与解说的效果并不明显 22。

图表 5：纳吉出席闭门会议谈论一马机构的
债务课题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局内人（Malaysia Insider）

如今，纳吉“斩钉截铁”地表示，将在未来两

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内解决一马机构遗留下来的所

有问题。这究竟能否取得实际成效，或许仍是个未

知数，但相信至少能捂住反对派系与党内元老派系

的围攻。然而，来自国内的非议，终究不是解决问

题的关键，而是影响到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

市 场 早 前 传 出，在 去 年 7 月 将 马 来 西 亚 主

权 信 贷 评 级 前 景 下 调 至 负 面 的 惠 誉 评 级（Fitch 

Rating），以及另一评级巨头—穆迪（Moody’s）

将在近期内下调马来西亚的债券评级。其中，穆迪

的分析员表示，尽管一马机构的债务问题不会直接

影响到主权信贷评级的调整，但马来西亚政府对待

一马机构债务的态度，将反映出政府在处理债务重

组问题上的诚信，而这才是调整债务评级的因素 23。

22　纳吉会晤区部领袖　讲解 1MDB，2015-06-14，http://www.

orientaldaily.com.my/nation/gn1mdb66542

23　Malaysia's	sovereign	ratings	remain,	no	downgrade，2015-06-

11，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5/06/11/

Sovereign-ratings-remains/?style=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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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根据两家评级机构的最新消息，依然维持着

马来西亚现有的评级（惠誉：A-，负面；穆迪：

A3，稳定）。

图表 6：令吉兑美元汇率走势

资料来源：www.xe.com

虽然评级机构至今仍维持着马来西亚的现有评

级，但诸多问题依然影响着马来西亚在财政改革上

的表现。其中，自 5 月份公布一马机构 420 亿令吉

债务的细节后，令吉兑美元汇率就持续走软，从 3.55

令吉的区间滑落 3.70 令吉以上，并在 6 月 8 日一度

触及 3.77 令吉的 9 年来新低，即接近令吉与美元当

年脱钩的 3.80 令吉价位。

另外，令吉的贬值不仅仅是因为一马机构的课

题，更包括了美国经济数据的走强，美联储升息的

可能性带动外资回流等课题，但一马机构所牵引的，

自然是使外资对马来西亚政府和企业的投资情绪与

信心变得低落。同时，令吉的走软，还影响到进出

口贸易的表现，尤其在政府推动国内投资（基础设施）

来提升经济成长的情况下，高额进口将推高基建等

成本，对经济与财政的压力依然犹存。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曾在年初因为原油价格走

低与美元走高的趋势下，将 2015 年的财政赤字目标

从 3% 调升至 3.2%。同时，联邦政府债务实际也逼

近了占国内生产总值 55% 的上限。因此，倘若政府

不再积极处理一马机构的债务课题，并改善投资者

对马来西亚的信心，那么一旦令吉汇率持续处于贬

值趋势，就会使政府财政赤字无法有效改善，导致

评级下调成为现实。

新加坡“智慧国”宏图 :	三方面的设施建设

Singapore “Smart Nation” Vision: The Three Areas 
of Infrastructure-Building

2015 年 6 月 2 日，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部长雅

国·易卜拉欣（Yaacob Ibrahim）对外界公布，新加

坡“智慧国”正式进入设施建设阶段。他同时指出，

设施建设不是终点，而是新加坡发展下一代信息和

通讯技术的起点 24。 因此，智慧设施建设是新加坡

迈向新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

图表 7：新加坡智慧后勤（Smart Logistics）
模型图

资料来源：Loke Kok Fai

根据新加坡通讯及媒体总体规划，智慧设施

建 设 分 为 三 大 方 面。它 们 包 括 智 慧 后 勤（Smart 

Logistics）、 智 慧 国 科 技 挑 战（Smart Nation Tech 

24　Singapore's	Smart	Nation	vision	enters	‘build’	phase,	focus	on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亚洲新闻频道（Channel	NewsAsia）,	2015-

6-2,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singapore-s-

smart-nation/1886696.html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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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llenges） 以 及 智 慧 医 疗 辅 助（Smart Health-

Assist）。而这三方面的设施是由新加坡政府和企业

共同建设。

所谓智慧后勤设施，就是怎么样利用好网络来

提高企业的决策能力 25。具体来说，通过电子产品、

软件、传感器和连接的物体网络 (network of objects 

in electronics, software, sensors and connectivity)，简称

物联网（IoT）来连接生产商、运输公司和零售商的

运作。

图表 8：新加坡智慧医疗辅助
（Smart Health-Assist）模型图

资料来源：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MCI)

如图表 7 所示，渔业经销商和零售商都可以通

过智慧后勤科技来监控鱼产品的后勤情况。如果中

间出了问题，渔业经销商和零售商都可以及时知道

并做出相对的回应。同时，运输公司也可以更快地

处理运输问题以及对客户做出交代。因此，三方都

可以提高各自的决策能力，尤其是在效率和有效性

方面。商家的价值和服务就从这里得到升级。所以，

建设智慧后勤的设施就是研发该科技项目。

25　同上

至于智慧国科技挑战，整个概念是一个广泛的

创新运动。从 2015 年 7 月开始，该运动将以半年时

间来推行，而参赛者，无论是企业，其它单位或普

遍人士，都会经过一连串的培训 26。优胜者的科技成

果将被政府或企业采纳并作为落实设施项目。目前，

新加坡政府和企业已锁定视频分析作为第一个挑战

项目，尤其是怎样利用视频分析来提升公共服务，

如公共安全，资源利用率和情境察觉度 27。所研发的

技术将成为新加坡的新公共设施，包括传感器、物

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等。

最后是智慧医疗辅助方面。同样，传感器、物

联网和大数据分析科技都是其设施的组成部分 28。

但与智慧国科技挑战不同，这些技术的使用在于辅

助病患者，尤其是老年人，以便监测他们的健康情

况并快速得到医疗护理。如图表 8 所示，病患者可

以在家里利用不同的传感器，探查自身的健康，如

果有什么不对劲的迹象，病人也可以及时通知有关

医疗单位来处理此事。

从医疗单位的角度来看，因它们也同时监测病

人的情况，所以该单位可以及时响应任何救助信号。

此外，医疗人员也可以在病人不来医院的情况之下，

收集和分析病人的医疗数据，最终做出适当的诊断

和建议。不但病患者不需要每次来医疗单位做体检，

医疗单位也同时减少许多行政工作而又可以继续服

务于病人。更重要的是，这种设施也能提升医疗单

位的应对能力，使整体医疗服务得以更快升级。因此，

民间机构也需要考虑这些因素来研发和落实有关的

医疗辅助设施。

总体来说，这三方面的智慧设施是新加坡在短

期内要着手建设的设施。与基础设施建设不同，这

些以技术为主的设施是一种软性设施。因此，建设

26　同上

27　同上

28　Smart	Health-Assist,	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网站 ,	http://www.mci.

gov.sg/web/content/infocomm-media-masterplan/preliminary-ideas/

enable-people-and-businesses-to-harness-the-power-of-icm/

smart-healthas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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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施的条件自然是巨大的财力投入、高级人员发

挥重要作用以及极大的创造力。这些都是新加坡建

设“智慧国”宏远目标所需要的条件。

柬埔寨橡胶出口量大幅增加

Cambodia’s Rubber Export Increases 65%

进入 2015 年，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下跌，不过柬

埔寨天然橡胶出口仍然大幅度增长。今年第一季度，

柬埔寨天然橡胶总出口 3 万 1476 吨，同比大幅度增

加 65%。

根据柬埔寨商业部近期所发布的统计数据，在

今年第一季度里，柬埔寨橡胶出口总额达到 4240 万

美元，同比上涨 12%；柬埔寨的天然橡胶主要输往

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越南和欧盟部分国家 29。

图表 9：柬埔寨橡胶园

资料来源：Commodity Online

截至 5 月 27 日，按照出口数据粗略计算，品质

最好的橡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是每吨 1899 美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10%。

29　Rubber	Prices	Rise	Amid	Drop	 in	Global	Supply，	2015-6-2，

https://www.cambodiadaily.com/business/rubber-prices-rise-amid-

drop-in-global-supply-84812/

尽管橡胶出口经历了大幅度的增长，不过基于

全球橡胶价格的下降，出口带来的收入却增加较

慢 30。

天然橡胶价格在 2011 年上升到每吨 5700 美元，

随后下滑至目前的每吨 1500 美元左右。橡胶价格

的下降严重影响了橡胶生产者的利益。根据柬埔寨

农林渔业部的报告，该国橡胶种植面积逐年增加，

2014 年橡胶种植面积达 35 万 7000 公顷，与 2013

年相比上升 9.2%。家庭橡胶园种植面积占 40%，经

济特许橡胶园种植面积达 45%，国有橡胶园种植面

积达 15%。割胶面积达 9 万公顷，生产橡胶 10 万

吨。2014 年出口橡胶 10 万吨，与 2013 年相比增长

16.38%。2014 年橡胶平均价格每吨 1519 美元，2013

年为每吨 2200 美元 31。

柬埔寨是亚洲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ANRPC）

的 11 个成员国之一；该协会的其他成员国包括了印

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菲

律宾、斯里兰卡、泰国、越南、新加坡等。2015 年

5 月 6 日至 8 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了橡胶会议，

讨论天然橡胶价格不断下跌的问题，寻求相关对策

以稳定价格。持续下跌的橡胶价格迫使部分橡胶生

产者种植其他的农产品，或是更换职业 32。

柬埔寨在 2015 年至 2016 期间担任天然橡胶生

产协会轮值主席国，主要负责筹备成员国之间的会

议。在 2015 年 10 月，橡胶会议将于柬埔寨暹粒展开。

橡胶生产是柬埔寨重要的农业支柱性产业，因

此该国政府较为关注其生产和出口。柬埔寨将干预

国际市场胶价的下跌，以解决国内橡胶价格下降问

题，保障国内橡胶价格每吨不低于 1500 美元 33。

30　柬埔寨第一季度橡胶出口量增长 65%，2015-5-28，http://www.

cambodiasky.com/news/jmxw/6008.html

31　柬埔寨橡胶出口大幅增长	一季度达 3 万 1476 吨，2015-5-29，

http://cn.thekhmerdaily.com/home/detail/11416

32　ANRPC	members	agree	 to	stabilize	NR	prices，2015-5-11，

http://www.rubbernews.com/article/20150511/NEWS/150519997/

anrpc-members-agree-to-stabilize-nr-prices

33　柬埔寨橡胶出口大幅增长	一季度达 3 万 1476 吨，2015-5-29，

http://cn.thekhmerdaily.com/home/detail/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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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有必要设立证券交易所吗？

Does Brunei Need to Setup Local Bourse?

缅甸的仰光证券交易所将在 2015 年 10 月份正式

营业，这意味着东盟成员国中，文莱将成为唯一没有

证券交易所的国家 34。而事实上，过去数年文莱内部

就不断发出需要设立交易所的呼声，并在政府积极多

元化财政收入的趋势下，相关呼吁在近期内更是日益

强烈，甚至成为外媒关注的课题 35。

文莱金融管理局（AMBD）在近期举办的培训活

动上透露，设立证券交易所将有助于发展国内的金

融市场，同时也将是文莱参与东盟交易所（ASEAN 

Exchange）的最佳踏脚石 36。伴随着文莱金管局近期

对资本市场条例做出的调整，市场预计，文莱交易所

最早将在 2017 年设立。

图表 10：文莱境内热切期盼证券交易所成立

资料来源：文莱时报

34　Yangon	Stock	Exchange:	Transparency,	 summary，2015-02-

20，http://myanmarbusinessnews.com/yangon-stock-exchange-

transparency-summary/#.VX4aa0YXHgA

35　In	bid	to	diversify,	Brunei	aims	for	stock	exchange	by	2017，2015-

05-12，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5/12/brunei-stock-

exchange-idUSL5N0Y216320150512

36　Creating	a	local	bourse	‘stepping	stone’	to	ASEAN	Exchanges，

2015-06-04，http://www.bt.com.bn/business-national/2015/06/04/

creating-local-bourse-%E2%80%98stepping-stone%E2%80%99-

asean-exchanges

文莱以往的主要经济和财政收入都来自于石油

与天然气的开发。然而，基于全球原油价格的走软，

以及文莱境内的石油日产量已比2006年萎缩约一半，

预计文莱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连续三年下滑。

同时，在石油储备估计仅能供应约 20 年的情况下，

如何使经济与收入来源多元化，成为了文莱政府最为

棘手的问题。其中，旅游业、清真食品业和制造业发

展是文莱曾经考量的领域，如今证券交易所的发展，

也成为了多元化政策下的重要考量。

要融入东盟交易所一体化的平台，文莱确实仍有

许多需要努力的方面，其中就包括了文莱交易所的定

位。毕竟，一个人口仅 40 万，大半数经济掌握在国

有企业的国度，要如何避免交易所只是沦为国有企业

“转型”的平台，其定位自然要明确下来。因此，可

以预计，在文莱落实伊斯兰化的政策下，推动伊斯兰

金融领域的发展或将是交易所的主轴 37。

就全球数据而言，伊斯兰金融资产在过去 20 年

已翻倍增长至接近 1.8 万亿美元。当然，若文莱交易

所的定位在于成为一所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交易所，那

么，马来西亚交易所（Bursa Malaysia）将会是其学习

的对象。

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文莱是否真的需要一个交

易所。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文莱曾在 2002 年成立国

际文莱交易所 38，但随后却因无法达到特定的条件，

而在 2006 年被文莱财政部注销其执照。这反映出当

时文莱设立交易所的条件依然不足。

反观目前柬埔寨、老挝，甚至是缅甸的趋势，尽

管拥有或即将拥有交易所，但在交易所挂牌的上市企

业依然寥寥可数，而上市企业基本都是国有企业。这

37　Big	 in	Brunei，2014-10-20，http://www.asiaasset.com/news/

Big_in_Brunei_dm1710.aspx

38　Brunei	Business	 Intelligence	Report: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Opportunities，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vbwv4guOmgQ

C&pg=PA66&lpg=PA66&dq=brunei+stock+exchange+2002&source=b

l&ots=IInmw6dIk0&sig=HDqgvZ2yloxfzCUdRXAPNOFQ0ag&hl=en&sa

=X&ved=0CDwQ6AEwB2oVChMI2ZS9lrSQxgIVTDa8Ch15rQCl#v=one

page&q=brunei%20stock%20exchange%202002&f=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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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显示出，上述国家成立交易所后仍面临条件不足

的困扰。

有鉴于此，在没有明确其定位，以及了解其发展

的条件下，文莱仍需对其设立交易所的建议三思。毕

竟，在现有的东盟交易所平台下，除了马新泰三国的

交易所较为活跃外，其余的表现多为缺乏底气。在东

盟证券抱团的倡议下，文莱仍有许多课题需要兼顾。

世行将协助越南建造绿色公共交通系统

World Bank to help Vietnam Building Green Public 
Transport

胡志明市是越南最大的城市，该国五分之一的

国内生产总值产自该市，不过这个城市向来缺乏绿

色的公共交通系统。今年 6 月 1 日，世界银行批准

向越南提供总额为 1.24 亿美元的贷款，以协助胡志

明市提高公共交通系统服务的能力 39。

这 笔 1.24 亿 美 元 的 贷 款 将 会 被 用 来 建 设 巴

士快速交通系统（BRT），贯穿武文杰（Vo Van 

Kiet）和梅志寿（Mai Chi Tho）大道，链接城市西

南部的安乐区（An Lac），以及东北的迪只（Rach 

Chiec）。巴士的路线约 23 公里长，共有 28 个车站。

世 界 银 行 国 际 开 发 协 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所提供的 1.24 亿美元事实

上并不足以支付这项耗资 1.37 亿美元的项目，其余

的数额将由越南政府支付 40。

除此之外，项目还包括了资助至少 28 辆以压缩

天然气（CNG）为燃料的巴士。压缩天然气为相对

清洁的燃料，有助于减少排放和污染，进而达致环

39　世行协助胡志明市大力发展绿色公交系统 ,	2015-6-2,	http://

cn.vietnamplus.vn/Home/ 世行协助胡志明市大力发展绿色公交系统

/20156/49174.vnplus

40　World	Bank	helps	Vietnam	move	towards	greener,	more	accessible	

transport,	2015-6-2,	http://www.thanhniennews.com/politics/world-

bank-helps-vietnam-move-towards-greener-more-accessible-

transport-45087.html

保目的。

巴士快速交通系统投入运作后，预计日客运量

可达至 2.83 万人次。该系统针对妇女、儿童及残疾

人都设有专用的便利功能 41。

图表 11：胡志明市交通路况

资料来源：Tuoi Tre News

该项目也展示了巴士快速交通系统的优势与便

利性，同时协助胡志明市政府建设拥有六条线路的

地铁。

胡志明市未来的地铁、轻轨电车、巴士快速交

通系统、巴士路线都有必要协调成一个集成的服务

系统，以提升该市的公共交通便利性。

胡志明市的地铁目前正在建设阶段，其路线将

从第一区的滨城（Ben thanh）至第九区的仙泉旅游

公园（Suoi Tien）；该项目原本预计 2018 年完工，

不过最近完工期限推延至 2020 年 42。

除了建设绿色公共交通系统之外，世界银行也

在今年 6 月承诺，将通过提供技术咨询和贷款，为

41　同上

42　Here's	your	first	look	at	Ho	Chi	Minh	City's	subway	train,	2015-2-

28,	http://www.thanhniennews.com/society/heres-your-first-look-at-

ho-chi-minh-citys-subway-train-391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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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提供资源协助，以帮助该国稳固发展 43。

在世界银行的协助之下，越南在从低收入国家

逐步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事业中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世界银行所资助的项目和计划均达到预定目

标，对越南经济社会发展及融入国际社会产生了积

极影响 44。

印尼境内限制美元交易以稳定汇率表现

Indonesia Limiting US Dollar Transaction to Stabilize 
Rupiah Performance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宣布，从今年 6 月 1 日起，

凡是在印尼境内进行交易者，无论是居民或非居民，

现金交易或非现金交易都必须使用印尼盾，违例者

将被罚款高达 10 亿印尼盾（约合 7.5 万美元）45。印

尼央行表示，境内交易使用印尼盾，有望提升印尼

盾汇率的稳定，从而推高国民消费力与政府的投资，

并有利于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印尼央行理事 Nanang Hendarsah 接受媒体访问

时指出，国内部分企业仍普遍使用美元来缴付租金

或支付雇员薪金等，相关的交易估计高达每日 120

亿美元 46。由于以往印尼盾的汇率表现并不稳定，因

此境内美元交易相当普遍。无论如何，上述的限制

措施并不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预算、国际贸易、

银行业活动，如外币贷款、银行间外币交易与债券

43　 世 行 承 诺 资 助 越 南 ,	2015-6-5,	http://www.nanyang.com/

node/705180?tid=462

44　世界银行承诺为越南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 ,	2015-06-04,	

http://cn.cpv.org.vn/Modules/News_China/News_Detail_C.aspx?CN_

ID=716798&CO_ID=7338662

45　央行通知书 6 月 1 日开始生效	不使用盾币交易者被罚款 10 亿盾，

2015-6-7，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breaking-news/%E

5%A4%AE%E8%A1%8C%E9%80%9A%E7%9F%A5%E4%B9%A6

6%E6%9C%881%E6%97%A5%E5%BC%80%E5%A7%8B%E7%9

4%9F%E6%95%88-%E4%B8%8D%E4%BD%BF%E7%94%A8%E-

7%9B%BE%E5%B8%81%E4%BA%A4%E6%98%93%E8%80%85

%E8%A2%AB%E7%BD%9A.html

46　Indonesia	 to	 limit	non-rupiah	 trading，2015-6-6，http://www.

taipeitimes.com/News/biz/archives/2015/06/06/2003620014

外币交易等。

值得注意的是，印尼盾兑美元汇率近年来大幅

走软，并在 6 月 8 日一度触及 1 美元兑 13403 印尼

盾的 17 年来新低水平。印尼盾贬值的因素，除了在

于美国就业数据等经济指标走强，以及希腊债务问

题对新兴市场投资信心的影响等多方面外围因素，

也包含了印尼债券市场表现低迷，以及印尼国际外

汇储备连续数月下降等国内因素 47。

图表 12：近期印尼盾兑美元的汇率走势

资料来源：www.xe.com

因此，针对印尼央行限制境内美元交易的举措，

部分经济或外汇策略分析师都认为，该举措所限制

的交易规模并不大，不足以对宏观层面或汇率兑换

带来有效影响；甚至表示有关方面的决策已偏离了

正确的轨道 48。

落实限制境内美元交易，对于稳定印尼盾汇率

而言，确实不足以产生太大影响。然而，任何政策

的变化与推行，都需要有其先后秩序。马来西亚安

邦咨询相信，印尼央行禁止境内美元交易的措施，

将是一个先行步骤，以改变境内以往大规模使用美

47　Rupiah	weakens	 to	13,380	per	dollar，2015-6-8，http://www.

thejakartapost.com/news/2015/06/08/rupiah-weakens-13380-dollar.

html

48　Indonesia	 to	 limit	non-rupiah	 trading，2015-6-6，http://www.

taipeitimes.com/News/biz/archives/2015/06/06/20036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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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面临的挑战尤为艰巨。由于泰国家庭负债比例较

高，企业放缓了投资扩张的脚步。预计今年泰国企

业投资将下滑 1.3%。

图表 13：泰国商业大学发布中小企业竞争力报告

资料来源：泰国中华网

与此同时，出口不振也是困扰泰国中小企业发

展的一大问题。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周边国家

经济增速普遍下滑，2015 年泰国中小企业出口有可

能出现萎缩。据估计，今年前 5 个月，泰国中小企

业出口同比仅增加 1-2%。尽管多数企业仍在维持生

产，但国外买家转而向成本更低的地区采购商品已

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受资金和技术所限，泰国中小

企业绝大部分都是代工厂（OEM），缺乏核心竞争

力 52。这些结构性问题，绝非在短时间内能够解决。

按照常理，银行降息对于加快经济复苏、刺激

消费有促进作用。据测算，如果泰国各商业银行统

一降息 0.1%，就能为企业减轻 100 亿铢的负担。不过，

尽管央行两次降准，部分商业银行也大幅降息，但

泰国信贷总额仅增长 5.4%，表明中小企业从中受益

不多。我们认为，泰国中小企业在未来几年处境艰难，

尤其是制造业企业。

52　泰国中小型企业出口下滑，中国驻泰国使馆经商参处，2015-6-5，

http://t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6/20150601003873.shtml

元的趋势，从而提升印尼盾在国内的广泛使用量。

当然，就目前的趋势而言，如何控制国内通货

膨胀依然是政府需要关注的主轴。根据印尼统计局

的数据，印尼 5 月份通胀率上升至 7.15%，为今年的

最高水平。高通胀率无疑会冲击家庭消费的欲望，

一旦全面使用印尼盾交易反而推高了输入型通胀趋

势，这意味着有关方面还需做出更多的行动进行调

整。

泰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

Thailand’s SMEs Are in Hard Situation

5 月 21 日，泰国商业大学发布报告，称第一季

度中小企业（SME）竞争力进一步下滑，前景不容

乐观。根据调查，该国 SME 竞争力指数为 47.6，环

比下降 1.4，低于 50 的中值。中小企业健康状况恶

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销售收入减少，二是

资金周转压力增加，三是负债加重，四是贷款难以

获得 49。

糟糕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导致泰国中小企业处境

艰难的首要原因。由于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幅

减弱，大型基建项目又久拖不决，GDP 增长 4% 的

目标显然已无法实现。泰国央行已经决定，于 6 月

19 日下调全年经济增长预估值。今年前 4 个月，

泰国工业信心指数连续下滑，创下 7 个月以来的新

低——86.250。不少企业担心，该国经济增速放缓以

及自然灾害等问题可能进一步挫伤本就低迷的国内

消费市场，特别是削弱农村居民的购买力。4 月，泰

国农民收入同比暴跌 19.7%，消费信心指数下滑至

45.2，远低于 50 的枯荣线 51。工业信心指数下滑和

购买力下降导致企业经营风险进一步增加，中小企

49　商大指：SME 竞争力和健康状况仍未改善，泰国中华网，2015-5-

21，http://thaizhonghua.com/?p=3187

50　工业信心 4 连降	外带刷 7 月新低，泰国中华网，2015-5-26，

http://thaizhonghua.com/?p=3619

51　央行最迟下月 19 下调今年经济增长预估，泰国中华网，2015-5-

31，http://thaizhonghua.com/?p=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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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提高太阳能发电能力

Philippines Increases the Solar Energy Electricity

近年，菲律宾重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国

家可再生能源计划（NREP）正在强化太阳能发电

能力。6 月 9 日，菲律宾国家可再生能源局（NREB）

主席 Pete Maniego Jr. 表示，该局正在考虑到 2030 年，

将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能力提高到 2 兆千瓦时 53。目

前，2030 年达到 2 兆千瓦时太阳能产能的目标正在

研究，菲律宾太阳能联盟（PSPA）要求国家可再生

能源局先提交未来三年的产能目标。

在此项 2 兆千瓦时太阳能产能目标中，1 兆千

瓦时来自地面安装项目，另外 1 兆千瓦时来自屋顶

项目。目标产能的基础是目前的服务合同申请总额

达 1.32 兆千瓦时 54。

图表 14：菲律宾现有的 5 个太阳能发电项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商务部信息整理

据菲律宾能源部统计，截至 2014 年第三季度，

商用太阳能总发电能力达到 1.62 亿瓦，现有的 5 个

太阳能发电项目分布在北伊洛哥、邦板牙、黎刹、

53　NREB 考虑到 2030 年提高太阳能发电量至 2 兆千瓦时，菲律宾商

报，2015-6-9，http://www.shangbao.com.ph/jjxw/2015/06-09/40795.

shtml

54　同上

莱特和南达沃省；还有几家公司正在履行申请程序，

待管理部门批准后可以实施 55。

菲律宾太阳能事业的发展得到国家的支持。菲

律宾一家合资企业 San Carlos Solar Energy（SaCasol）

在 2014 年 7 月即获得菲律宾银行（BPI）的启动资金，

以发展其光伏投资组合。一笔资金用于在菲律宾的

太阳能项目，价值五亿菲律宾比索（约合 1140 万美

元）56。SaCaSol 总裁表示，太阳能项目的拓展将有

助于满足菲律宾日益增长的白天能源需求，并且降

低对于柴油的依赖。

菲律宾确定目标是到 2030 年拥有 15GW 可再

生能源，以帮助应对气候变化。由于菲律宾拥有较

长的海岸线，该岛国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发

展太阳能等可更新能源是重要举措。然而，除政策

因素外，其他相关问题依然很多，例如，太阳能行

业的发展仍然要解决太阳能电池板到电网互连等技

术问题。未来一段时间，菲律宾的目标将是进一步

增加本国的嵌入式太阳能电池板以加速太阳能利用

效率。

55　菲律宾尝试太阳能发电，2014-12-29，	http://www.chinapower.

com.cn/newsarticle/1226/new1226840.asp

56　 菲 律 宾 太 阳 能 从 国 家 银 行 获 得 资 金，2014-7-18，	http://

www.21spv.com/news/show.php?itemid=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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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东盟旅游业呈现合作契机

Opportunities for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n 
Tourism

5 月 29 日至 31 日，2015 中国 - 东盟博览会旅

游展在广西桂林举办，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合

作平台。参加本届展会的境内外团体有上百个，专

业参展商近 600 家，参观公众达 15 万人次。展馆总

面积 2.3 万平方米，参展净面积 10828 平方米。东

盟 10 国国家形象展区净面积 708 平方米，占境外展

区净面积的 42%。其中，越南国家旅游局展位面积

达 96 平方米，居各国之首。中国旅游专业展总面积

达到 7488 平方米，参展单位 59 个。在本届展会上，

各方举办商务洽谈会累计超过 3600 场，其中有不少

达成了合作意向 57。

经过多年的合作交流，中国和东盟已互为重要

的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两地旅游资源互补性

强，旅游合作一直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据统计，

2014 年，中国和东盟国家互访游客总数已超过 1800

万人次。中国与东盟国家总人口数量接近 20 亿，旅

游消费市场巨大，陆、海、空三大旅游通道日渐畅通，

旅游合作条件得天独厚、合作空间广阔。中国愿与

东盟国家合作，在海上丝绸之路旅游精品路线推广、

旅游市场营销、旅游会展、旅游交通设施建设、旅

游教育培训、旅游项目融资等领域全面深化合作交

流 58。

我们认为，加强中国 - 东盟旅游合作，要有新

57　数据解读中国 -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参观者达 15 万，伍策、元月，

中 国 网，2015-6-1，http://www.china.com.cn/travel/txt/2015-06/01/

content_35708015.htm

58　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	开启海上丝路合作平台，新华网，2015-6-

6，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6/06/c_127884246.htm

思路和新着眼点。就中国而言，尽管广西是通向东

盟的桥头堡，而中国 - 东盟博览会旅游展也将永久

落户桂林，但双方合作的机遇更多还是存在于广大

其他地区。一方面，无论人文景观还是自然景观，

广西与邻近东盟国家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容易导致

旅游产品同质化；而中国广大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个

问题，更利于吸引东盟游客。另一方面，广西旅游

业在人才、管理、运营等方面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

仍存在一些差距，难以主导中国 - 东盟旅游业的深

化合作。

图表 15：2015 中国 - 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开幕式

资料来源：中国 - 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官方网站

东盟也是一样。传统上，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和越南是中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不

过，上述四国的旅游市场已基本发展成熟，正处于

平台期，未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还有赖于进一步开

发东盟其他国家的旅游资源。缅甸是一个很好的突

破口，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众多佛教遗迹和信息闭

塞带来的神秘感对于全世界的游客都有着极大的吸

引力。此外，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可以遇见未来会

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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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越来越多的菲律宾和印尼游客走出国门，他们对

于中国旅游业的影响将逐渐加大；反之，由于人口

和经济增速放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游客很难出现

大幅增长。

总之，加强“软件”对接，开拓新线路、新市场，

将成为中国 - 东盟旅游合作的主要方向。

华商项目为中国 -东盟合作增添商机

Overseas Chinese Projects Boost the New 
Opportunities for China-ASEAN

在中国 - 东盟经贸交流的过程中，华商正在发

挥重要的作用。以云南为例，作为第 3 届南博会重

要部分，6 月 10 日至 6 月 12 日在云南昆明举行第

13 届东盟华商会上，华商提交了 51 个项目，为云南

引资 70 亿元人民币以开展投资合作 59。

云南政府表示，截至 6 月 2 日，已有 42 个国家

和地区的商会、社团和企业的 750 余名华商和华裔

参会 60。其中包括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刘锦庭、马来

西亚常青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等一批知名华商和侨

领。华商会将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并重。“本届华

商会拟签约经济科技项目 5 个，资金合计人民币近

70 亿元”。还有云南全省 16 个州市，以及重庆、四

川、广西、贵州、成都等省区市的 160 多家招商部门、

园区和企业参会。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商会、

华商准备了 51 个经贸投资洽谈项目，吸引中资“走

出去”61。

不仅东盟，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

国等 11 个国家的知名大学、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的

50 名海外知名华裔专业人士携带 91 项科技成果参

会。并在会期组织海外华裔专业人士与云南省的大

59　华商带来 51 个项目	东盟华商会将为云南引资 70 亿，2015-6-5，

http://www.shangbao.com.ph/qwzx/2015/06-05/40679.shtml

60　同上

61　同上

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系列学术交流活动。

此届华商会由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和云南省

政府共同主办，以“一带一路、合作共赢”为主题，

围绕“一带一路”和“面向东南亚南亚辐射中心”

战略和东盟自贸区建设，发挥东盟华商会的涉侨国

际引资引智平台作用，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

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交流，世界各国华商之间的经

贸合作交流，并在国际区域合作中实现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

东盟华商会将努力服务“一带一路”，并尝试

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辐射中心。东盟

华商会自 2003 年创办已经连续成功举办 12 届，共

组织了近 30 场项目推介会，西南六省区市 2000 余

户企业参会，3500 多人次的华商与各省区市企业对

接洽谈，累计达成引资项目合同、协议近 100 个，

实际到位资金超过 50 亿美元 62。东盟华商会已成为

发挥侨务资源优势，服务西南地区加快开放发展的

一个特色品牌，也是国侨办重点支持的全国侨务系

统两大经济科技品牌活动之一。另外，藉此机会，

双方还举办华商论坛、投资项目洽谈专场、引智专场、

中缅经贸合作项目专场及海外华裔专业人士专场项

目对接洽谈等活动。

华商积极参与所在国与中国经贸交往的行动为

我们带来思考，合作的机会很多，但挖掘已有项目

和华商对自身经营项目有丰富经验的特点，组织、

理顺、整理和管理好这些重要项目，必将为拓展合

作机遇增添更大价值。

6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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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数字经济发展有巨大潜力

Digital Economy in Vietnam Has a Great Potential

越南 1986 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高速增长，

也带动了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数字经济在内

的新兴经济活动逐渐普遍。6 月 9 日，越南工商会与

技术项目研究中心举行“越南数字经济发展潜力——

吸取亚洲各国成功经验”报告发布会。这是越南工

商会举办的“支持企业和手工艺村加强电子商务应

用不断提高货物销量和出口总量”项目框架内的活

动之一 63。

数字经济指一个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数

字技术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经济环境和经

济活动的根本变化。数字经济也是一个信息和商务

活动都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 64。

图表 16：数字经济的一些领域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越南工商会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有

40% 的人口正在使用互联网。自 2010 年至今，越

南以互联网用户占据人口总数 30%，连续多年跻身

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前 20 个国家名单。预计到 2020

63　《越南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吸取亚洲各国成功经验》报告问世，

2015-6-10，http://cn.nhandan.org.vn/economic/item/3215901-《越南

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吸取亚洲各国成功经验》报告问世 .html

64　数字经济，百度百科

年，越南互联网用户可能提升到人口总数的 45% 至

50%。互联网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知识，创造了更多就

业机会。

越南工商会常务委员阮光荣介绍说，每一项有

关科技的工作就能创造新的 5 到 7 个相关的就业岗

位，信息技术和传媒产业每增长 20% 将带动国家

GDP 增长 1%。然而，最近公布的信息技术应用和

数字化转型考察结果却不如所望，在对 50 个国家进

行考察当中，越南排在第 45 位 65。

关于亚洲数字经济的榜样，越南技术项目研究

中心总经理约翰认为，越南完全有能力发展成为像

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那样的数字经济社会国家。当然

能达到这个目标，除了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外，人

才培训和宽松的政策机制也是极为重要的。以韩国

为例，早在 2010 年，韩国即在政府政策与蓝图和社

会与文化环境领域，分别仅次于瑞典和美国，排名

第 2 位；在互联网上网及技术水平、政府政策与蓝图、

社会与文化环境等三个领域，韩国位居亚洲国家榜

首 66。

亚洲目前正经历着一场数字化转型，IT 技术发

展浪潮席卷工业、贸易和医疗事业领域。相关领域

包括：物联网、低成本传感器、无线射频、移动、

数据安全、社交商务等 67。因此，越南发布关于其数

字经济的发展报告，给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越南

在这一领域有重要发展机会，二是亚洲已有的成功

经验对地区社会经济将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企业应

该利用好相关机遇，融入较高水平的发展链条中。

65　《越南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吸取亚洲各国成功经验》报告问世，

2015-6-10，http://cn.nhandan.org.vn/economic/item/3215901-《越南

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吸取亚洲各国成功经验》报告问世 .html

66　韩数字经济排名第十三	比去年上升六个名次，2010-28，http://

chinese.yonhapnews.co.kr/n_economy/2010/07/28/8300000000ACK20

100728002600881.HTML

67　CeBIT	2015——数字经济时代到来，2015-3-4，

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503/04/t20150304_47284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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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东盟加强核能领域合作

China- ASEAN Enhance Cooperation on Nuclear 
Power

首届“中国 - 东盟核电能力建设活动”6 月 1

日在深圳大亚湾核电基地正式拉开序幕。来自东盟

9 个成员国和中国的 20 余位政府高级官员出席了开

幕式，并参加为期七天的培训交流活动。此次活动

受中国国家能源局委托，由中广核与东盟能源中心

联合组织实施。双方希望通过活动增进相互之间的

了解，共同探索在核电等清洁能源领域开展互惠合

作的机会与模式 68。

图表 17：中广核与东盟能源中心签署合作协议

资料来源：中广核官方网站

此次活动开幕当天，中广核还与东盟能源中心

签署了关于核电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双方将共同为东盟国家发展核电提供帮助，并

68　李粼玮：首届‘中国-东盟核电能力建设活动’在深圳举行，人民网，

2015-6-2，http://sz.people.com.cn/n/2015/0602/c202846-25099321.

html

推动在中广核设立中国 - 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中

心。该协议的签署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核电及其他

清洁能源领域深入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近年来，为应对能源问题，逐步降低长期以来

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东盟国家纷纷制定了发展核电

等清洁能源的计划。中广核也在泰国、越南等地相

继设立了办事处，推进与东盟各国在核电等能源领

域的合作。截至目前，中广核已累计接待东盟各国

考察团愈 4000 人次，为它们培训核电技术人员超过

350 名。中广核还与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经

政府授权开发核电的企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69。

目前，泰国和印尼已对中广核自主开发的第三

代核反应堆“华龙一号”表现出浓厚兴趣。泰国已

启动了对“华龙一号”的独立评审，今年年内有望

将其作为可选技术纳入本国发展核电的“短名单”。

同时，该国也计划大规模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到中国，

学习、掌握“华龙一号”的相关技术。

我们认为，中国与东盟加强核能领域合作前景

广阔，但也会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东盟地区人

口密集、自然灾害频发，给核电机组的安全性带来

严峻挑战。其次，中国核电刚刚开始“走出去”，

在东南亚地区将会面临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激烈竞

争。最后，东盟各国内部对于发展核电的意见并不

统一，部分国家争议较大，有可能面临项目反复上

马 - 下马的窘境。对此，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要做

好充分准备。

69　郑小红：“中广核将为东盟培养核电人才”，中国新闻网，2015-

6-1，http://www.chinanews.com/ny/2015/06-01/7314573.shtml

中国东盟经贸往来与投资	/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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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西港特区为中国企业带来新机会

Kampuchea Sihanouk Port Brings up New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Enterprises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历时 8 年建设，采

用了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的经验和模式。目前，中国

前往柬埔寨投资经商的企业增多，因西哈努克港的

发展模式，使中国企业较易熟悉环境和尽快找寻到

在柬埔寨投资等商贸活动的适宜机会，由此，中国

企业已将那里当作“大本营”70。

图表 18：柬埔寨西哈努克港一景

资料来源：互联网

中国驻柬埔寨使馆经商处参赞宋晓国表示，

“2015 年 3 月底官方发布‘一带一路’愿景，明确‘探

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

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

展’，给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境发展带来极好机遇”。

相关消息指出，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由红豆

集团及 4 家无锡民营企业与柬埔寨合作建设的。现

已发展成为柬埔寨当地生产、生活配套及设施较完

善的工业园区，目前已有来自中国、日本、法国、

70　柬埔寨西港特区将成中国企业抱团出境“大本营”，2015-5-27，

http://www.qzbsg.gov.cn/zt/gzdm/Details/7d7a81b1-77f7-425f-884c-

1e776549996d

美国等地的 81 家企业投资入驻，带动当地从业人数

1.2 万 71，已经作为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境外经贸合

作区。

中国 - 柬埔寨两国政府已经成立部级委员会，

以“一站式服务”处理园区内劳动力和土地租用等

各类事务，服务效率很高，西港特区为走出去的中

国企业提供了很好的支撑平台，中国企业正将此地

看作在境外的“大本营”。

西港特区已经构筑了两地企业分工协作的开发

新模式，避免了以往中国企业在海外独自应对陌生

环境的困难局面，可以将中国企业至柬埔寨发展的

愿望与当地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增加当地就业，

改善当地生活水平，同时也为当地企业创造共生发

展的机会。

印尼发展石化产业，台企探讨投资合作

Taiwan Enterprises Try to Invest in Indonesian 
Petrochemical Industry

多年来，台湾石油化工业得到较快发展，积累

了相关生产和化工产品部署市场的经验。最近，台

湾企业探讨到印尼投资，计划兴建石油化工厂 72。一

家企业正计划投资印尼石化的上游直至下游的综合

工业。

台湾较大的石化企业有：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东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永光化学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长兴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肥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钢碳素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中碳）。

71　同上

72　台湾企业探讨到印尼投资	计划兴建石油化工厂，2015-6-2，http://

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ce/%e5%8f%b0%e6

%b9%be%e4%bc%81%e4%b8%9a%e6%8e%a2%e8%ae%a8%e

5%88%b0%e6%88%91%e5%9b%bd%e6%8a%95%e8%b5%84-

%e8%ae%a1%e5%88%92%e5%85%b4%e5%bb%ba%e7%9f%b3

%e6%b2%b9%e5%8c%96%e5%b7%a5%e5%8e%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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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印尼经济的年均增速一直保持在 6% 以

上，且中产阶级人口不断增加，使印尼乙烯、丙烯

等主要石化原料的需求快速增长。目前，印尼石化

工业主要原材料 ( 包括石脑油 ) 均依赖进口，该国的

石油加工和石化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其原油加工能

力约 5000 万吨 / 年，乙烯产能约为 60 万吨 / 年，

而乙烯需求却超过 100 万吨 / 年。随着该国经济继

续快速增长，未来供应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73。

印尼工业部化学、纺织和综合工业局局长哈利

延多称，计划投资石油化工业的企业在台湾已有相

当的经验。投资额或达到 30 亿美元至 40 亿美元 74。

投资石油化工业的建厂地点是在万丹（Banten）

芝勒贡（Cilegon）工业区。生产过程是把原油化为

石脑油，然后再提炼石脑油裂解，之后进入下游业

把石脑油裂解提炼成为乙烯即成塑胶原料。

印尼媒体表示，台湾企业将把印尼作为生产中

心，把台湾的工厂迁移到印尼，正在征购芝勒贡的

Banjanegara 区土地。

很多印尼企业有意在石油化工业投资，因该工

业的 80% 石脑油原料仍须进口，而且，石油化工业

生产的下游产品，即塑胶原料需求，仍持续提升。

为方便在印尼建设化工厂，台湾企业将与印尼

能源公司 Medco 集团合作，并介绍前印尼贸易部长

穆哈默德 . 鲁特菲参与。

不过，在印尼投资产业，要先与投资统筹机构

（BKPM）联系。况且石油化工业利润率很小，参与

企业需要先计算。另外，印尼 Medco 公司尚未与任

何一家企业合作兴建石油化工厂，目前仅聚焦于发

73　印尼加快石化产业发展步伐，2014-03-27，http://www.pvc123.

com/news/55/pvc273563.html

74　台湾企业探讨到印尼投资	计划兴建石油化工厂，2015-6-2，http://

www.shangbaoindonesia.com/indonesia-finance/%e5%8f%b0%e6

%b9%be%e4%bc%81%e4%b8%9a%e6%8e%a2%e8%ae%a8%e

5%88%b0%e6%88%91%e5%9b%bd%e6%8a%95%e8%b5%84-

%e8%ae%a1%e5%88%92%e5%85%b4%e5%bb%ba%e7%9f%b3

%e6%b2%b9%e5%8c%96%e5%b7%a5%e5%8e%82.html

电业。因此，台湾石化企业投资印尼，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

中国 -老挝拓展更多新合作领域

China-Laos Are Developing More Cooperative 
Fields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和老挝多在水电工程方面

和场馆建设方面开展合作，近来，双方正在努力扩

大合作领域。中老经贸合委会加强磋商，探讨心得

合作机会。5 月 28 日，中老经贸合委会第七次会议

召开，双方就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经济

合作区建设、扩大农产品贸易、加强基础设施、产

能项目建设及融资合作、推动地方合作等议题深入

讨论 75。    

图表 19：中国 - 老挝贸易投资论坛

资料来源：CRI 在线

2014 年两国双边贸易额 36 亿美元，增长 32%；

中国对老挝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两国地方省区的经

贸合作有望成为双边经贸合作的新亮点。中方愿在

双边经贸合委会框架下，推动老挝经济合作区和园

75　中老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第 7 次会议在万象举行，2015-

6-3，http://l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6/20150601002857.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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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621

区建设、基础设施、电力、农业民生等领域的经济

合作项目。

老挝希望继续加强与中方在互联互通、减贫等

领域合作，开展规划对接。有效利用中方设立的各

类融资平台及合作基金，拓展资金使用渠道。扩大

自老挝进口农产品，鼓励中方企业赴老挝投资 76。

地方省份也积极参与中国与老挝的经贸交流，

寻找更多合作机会。例如，湖南省经贸代表团 5 月

16-20 日参加老挝炫烨公司与老挝农林部开发合作

协议签署仪式、中国（湖南）- 老挝经贸合作交流

会暨战略合作有关项目签约仪式、考察部分在老挝

湘资企业 77。

同时，中国较有优势的工程项目也在继续展开。

例如：

（1）、文化宫项目 5 月 25 日，中国援老挝国

家文化宫更新维修项目在万象交接。该更新维修项

目于 2014 年 3 月开工建设，2015 年 2 月竣工完成，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装饰装修、室内空调、舞台灯光、

屋面维修等，项目实施单位五矿 23 冶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78。

（2）、5 月 16 日，中国以优惠贷款资金支持的

老挝谢沙拉龙灌溉项目在老挝沙湾拿吉省塔邦通县

举行竣工仪式。老挝谢沙拉龙灌溉项目位于老挝沙

湾拿吉省他邦通县，由谢沙拉龙灌溉工程与赛格水

利工程两部分组成，于 2012 年 3 月开工建设，2014

年 8 月即已竣工。该项目金额约 3.5 亿元人民币，

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接该项目。项

目建成后可解决工程下游 2000 公顷土地灌溉及当地

76　同上

77　湖南省经贸代表团访问老挝，2015-5-21，http://la.mofcom.gov.

cn/article/jmxw/201505/20150500983479.shtml

78　援老挝国家文化宫更新维修项目举行交接仪式，2015-5-26，http://

l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6/20150601002839.shtml

18 个村庄生产生活用水 79。

（3）、为改善受南俄 5 水电站影响的村庄基础

设施水平，老挝南俄 5 发电有限公司近日向琅勃拉

邦省蒲坤县南汀村捐建了小学、会议室、卫生院 80。

南俄 5 发电有限公司由老挝国家电力公司与中水电

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2 月 19 日合资成立。

南俄 5 水电站于 2008 年 4 月 28 日正式开工建设，

2012 年 12 月 9 日投产发电。

中国民营企业在老挝的投资也向较大项目发展。

在近期举办的第 3 届中国 - 南亚博览会上，老挝馆

内的万象天阶展位引人注目。该项目投资方是中国

民营企业龙福投资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约 24 亿元

人民币，建成后将集商业、办公、居住、酒店、展览、

餐饮、会议、娱乐等为一体，成为老挝大型金融产

业示范区及万象的标志性建筑。

该公司负责人王超认为，“老挝区位优势明显，

具有很强的辐射作用。此外，老挝社会稳定，民众

对中国友好。最重要的是，老挝正处于高速发展期。

老挝政府提出到 2020 年，要把老挝贫穷的帽子摘掉。

未来四五年对老挝追赶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步伐

至关重要，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79　我优贷资金支持的老挝谢沙拉龙灌溉项目举行竣工仪式，2015-5-

18，http://l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5/20150500976893.

shtml

80　 中 资 企 业 投 资 的 南 俄 5 发 电 有 限 公 司 向 当 地 政 府 捐 建

基 础 设 施，2015-5-14，http:// la.mofcom.gov.cn/article/

jmxw/201505/201505009732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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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移民危机：东盟如何应对该问题？

Irregular Migration Crisis: How Should ASEAN 
Respond?

2015 年 5 月 29 日，马来西亚总理兼东盟主席

纳吉提出，东盟需要共同解决目前本地区所面临的

罗兴亚非法移民问题 81。这是马来西亚领导人在较长

一段时间以来对此问题发表的最明确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该问题其实由来已久。因缅甸

若开邦政局不稳定的关系，罗兴亚人民已在前几年

开始非法入境其他邻国，如孟加拉国和泰国。虽然

罗兴亚非法移民的背景很复杂，但我们可以将他们

分为经济移民和难民这两大类别。在其间，该问题

本来就在受控制的范围内，直到今年年初。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M）的数据，今年前三

个月，大约 25,000 名非法移民通过孟加拉国和安达

曼海湾，逃到相邻的国家。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人

数是去年的两倍。同时，IOM 也估计，今年三月到

五月期间，12,800 罗兴亚人和孟加拉国非法移民已

离开他们的家园 82，但该组织无法确认到底多少人已

到达目的地，多少人还在海上漂泊。所以，这样的

非法移民潮已升级为东盟地区的重大非传统安全议

题。

由于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对这些非法

移民实行了“驱逐政策”，由此，这些国家都迅速

81　Najib:	Resolve	Rohingya	 issue	at	Asean	 level,	The	Star,	2015-

5-29,	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5/05/29/death-

camps-najib-razak-rohingya-issue-resolved-asean-level/

82　IOM	Appeal:	Bay	of	Bengal	and	Andaman	Sea	Crisis,	 IOM 网 站 ,	

2015-5,	http://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country_appeal/file/IOM-

Appeal-Bay-of-Bengal-and-Andaman-Sea-Crisis.pdf

地成为国际组织和媒体的抨击对象 83。也因为这样的

压力再加上深入谈判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终

于达成共识，各自暂时收留一千多名非法移民，而

泰国虽没有加入相关安排，也会征询国内法律机构

关于收留非法移民的事务 84。虽然该问题暂时获得解

决，但它终究不是长期的解决方案。为此，怎样才

能更好地应对非正规移民危机是东盟目前需要解答

的问题。在此，我们认为有两点是值得各国思考的。

第一，东盟必须尽快颁布属于本地区的解决

贩卖人口问题策略。在这一点上，东盟十国已做了

大量的工作。以菲律宾为协调国的东盟专家工作组

（ASEAN Experts Working Group）已完成拟定两大

草案：东盟禁止贩卖人口公约（ACTIP）85 以及打击

贩卖人口区域计划（RPA）。按原定规划，这两个

草案将在本月（6 月）的东盟高级官员会议时进行

审理，并在 11 月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上审议通过 86。 

这也意味着一旦该文件顺利通过，东盟十国就

有义务严厉打击人口贩卖。而以往缅甸、马来西亚、

新加坡、文莱、越南和老挝可以避免签署联合国禁

83　UN	official	criticized	handling	of	migrants	 in	Southeast	Asia,	 共同

社 ,	2015-5-15,	http://www.kyodonews.net/news/2015/05/15/16748;	

Media	critical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handling	of	refugee	crisis,	

Deutsche	Welle,	2015-5-18,	http://www.dw.de/media-critical-of-

southeast-asian-nations-handling-of-refugee-crisis/a-18456488

84　Malaysia,	 Indonesia	agree	 to	provide	 temporary	shelter	 to	boat	

people,	海峡时报 ,	2015-5-20,	http://www.straitstimes.com/news/asia/

south-east-asia/story/malaysia-indonesia-agree-provide-temporary-

shelter-boat-people-20150

85　ACTIP 的主要规定是为了禁止妇女和儿童的贩卖

86　Drafting	of	ASEAN	Convention	To	Combat	Human	Trafficking	

Concludes	In	the	Philippines,	海外菲律宾人士委员会网站 ,	2015-12-

22,	http://www.cfo.gov.p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

ticle&id=2605:drafting-of-asean-convention-to-combat-human-

trafficking-concludes-in-the-philippines&catid=108:cfo-press-

release&Itemid=839

V. 东盟观察与思考
INSIGHTS O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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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贩卖人口协议和落实有关措施，未来此局面也将

改变。如果 ACTIP 和 RPA 通过了，这些国家都必

须参与和配合打击贩卖人口的工作以及实行多方面

的措施。随着非法移民现象的日趋严重，东盟领导

人没有理由不通过这两项文件，因为只有顺利审议

通过有关文件，东盟各国才能进一步打造一个打击

贩卖人口活动的共同策略，全面地打击贩卖人口的

供给来源。

图表 20：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外长
（左、中、右）

在马来西亚普特拉贾亚谈判前会见大家

资料来源：EPA

第二，东盟也需要拟定非法移民安置策略。相

比打击贩卖人口来说，关于非法移民安置，东盟还

没有一个具体的策略，也没有具体的公约和计划。

考虑到东盟国家的有限财力，其他成员国都需要协

助马印两方来安置人数日益庞大的非法移民。如马

印泰声明所说，国际社会必须参与和协助安置非法

移民的工作 87，不能只依靠这两国来承担所有的责任

（包括费用在内）。

目前，第三国的一些国家，如日本、美国、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伸出援手，而其他东盟国家除了

菲律宾外都还没有表示。如果远在太平洋的国家都

87　Rohingyas	‘unlikely’	to	make	 it	 to	PH,	but…,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2015-5-28,	http://globalnation.inquirer.net/123607/rohingyas-

unlikely-to-make-it-to-ph-but

表示援助，那么作为邻国的其他东盟国家也没有理

由不参与此项工作。为此，东盟应该考虑欧盟的非

法移民配置建议，让有意参与此事的国家（比如菲

律宾 88）或者每个成员国分担安置非法移民的工作。

当然，这种配置制度是以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财

政状况、人口和其他因素而定。即使配置人数不多，

也至少可使其他成员国帮助马印两国减少负担的费

用、土地等等。

相关系统应该纳入在东盟需要商讨的安置策略

里面。如果它能实行，那么东盟就不会被外界认为

是一个“有福同享，有难不同当”的联盟。这才是

东盟一体化的真实体现。

总体来看，东盟不能轻看马印所面临的非法移

民危机。各项机构都不应以旧的思维和方法来处理

难民危机。种种的信息都说明，如果依然不采取有

利措施，难民危机会变得更加严峻，并不再是马印

泰三国的危机，也更是东盟以及国际社会的危机。

文莱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旅游业

The Key Point of Brunei’s Economic Transition Is 
Tourism

一直以来，文莱经济极度依赖石油天然气开采，

油气产业占 GDP 比重一度达 80% 以上。该国政府

很早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相继出台了多项措施

鼓励经济多元化发展。不过，这些政策起到的作用

十分有限，近年来国际油价大跌还是让文莱经济遭

受重创。

痛定思痛，文莱政府加大了对其他产业的扶持

力度，力图让本国尽早摆脱困境，恢复经济增长。

88　Joint	Statement	Ministerial	Meeting	on	 Irregular	Movement	of	

People	 in	Southeast	Asia,	 马来西亚外交部网站 ,	2015-5-20,	http://

www.kln.gov.my/web/guest/press-release/-/asset_publisher/

t3pS/content/joint-statement:-ministerial-meeting-on-irregular-

movement-of-people-in-southeast-asia-english-version-only?redir

ect=%2Fweb%2Fguest%2Fpress-release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624

目前，该国重点发展的领域是石油天然气上下游产

业、农林渔业和科技创新型产业。文莱试图将大摩

拉岛打造成石油化工基地，并建成完善的油气工业

保障基地。该国希望花费 5 年时间，实现粮食和主

要瓜果蔬菜的自给自足，并大量出口海产品。同时，

文莱政府也鼓励国内外投资者设立科技创新型小微

企业，并在税收和行政审批等环节给予特殊照顾 89。

图表 21：文莱海滨风光

资料来源：互联网

不过，以上措施能起到多大的效果仍然存在疑

问。首先，石油天然气上下游产业与国际油价和大

宗商品价格息息相关。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大环

境下，发展这些产业很难在短期内帮助文莱经济摆

脱困境。而该国的石油天然气储量也不足以支撑长

期的大规模开采。其次，通过引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文莱实现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自给自足并非遥不

可及。不过受国土面积和人力成本所限，要把第一

产业发展成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显然是不现实的。

与之类似的是，该国虽然靠海，但海域面积十分有限，

且附近没有大的渔场。大规模开山造田或扩大海产

养殖面积会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很可能得不偿失。

最后，文莱缺乏设立科技创新企业的氛围、技术和

人才，发展高科技产业不是中短期内能够实现的。

89　关于以上情况，请见《中国东盟观察》031-037 期

我们认为，文莱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旅游业。

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相比，该国旅游

业的从业人员素质较高，且社会稳定、治安良好。

与新加坡相比，该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文化也体现

出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旅游业与传统工业相比，

能够吸收更多的就业，提高普通人的收入，有利于

缩小文莱的贫富差距。而且旅游业的投入 - 产出周

期相对较短，容易在几年内见效，并具有很大的发

展潜力。

文莱应围绕海滨和伊斯兰两大主题，着眼中东

和中国两大市场，将本国打造成中高端度假旅游胜

地。对中东游客而言，伊斯兰传统与东南亚风情相

结合形成的独特文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当地能

提供的全套清真产品和服务也会让游人有宾至如归

之感。对中国游客而言，文莱的碧海蓝天、世界顶

级高尔夫球场、海上丝绸之路遗迹和贴心服务一定

会让人感到不虚此行。今后，文莱政府还要在交通

和推介两方面下大力气，并建设规模更大、档次更

高的购物场所，以吸引更多游客。

越南 -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协定有示范作用

Vietnam-Eurasian Economic Union FTA Sets an 
Example

我们曾在《中国 - 东盟观察》038 期讨论了越

南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的深层意义。从目前

情况看，这一自贸协议除了跨地缘的辐射意义外，

还将带来很强的示范效果，并会成为今后多国效仿

的重要模式。

越南与欧亚经济联盟 5 月 29 日正式签署了《越

南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协定》，旨在加强双方

的贸易关系及推进共同合作 90。

90　《越南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协定》将为印度贸易注入动力，

2015-6-2，http://cn.nhandan.org.vn/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_news/

item/3195801-《越南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协定》将为印度贸易注入

动力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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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

坦三国组成的经济联盟，对三国而言，是地缘邻国，

但这一机制本身不是欧洲 - 亚洲的地缘概念。欧亚

经济联盟的前身是欧亚经济共同体，1996 年，上述

三国及吉尔吉斯斯坦签订关税同盟。之后，俄罗斯、

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建立欧亚

经济联盟 91。目前，吉尔吉斯坦、亚美尼亚和塔吉克

斯坦也成为成员。至此，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

联盟仍表现出是通过地理上的邻近来通商互惠。

图表 22：越南与欧亚经济联盟有关国家举行会议

资料来源：中国 - 东盟产业研究网

此次协议的示范意义值得重视。以印度为例，

印度《经济时报》说，《越南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

贸易协定》将促进欧亚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经贸合作

迈出一大步，同时在推进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

与欧亚地区贸易关系发展有重要意义。如果印度决

定参加该联盟，该国将有机会充分发挥与欧亚经济

联盟成员国的贸易合作潜力 92。

对越南来说，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的自贸区协

议从实质上将使越南获得进入包括俄罗斯和伙伴国

居民在内的市场 93。再看俄罗斯的受益方面，俄罗斯

91　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2014-5-

29，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5_29_233687.shtml

92　同上

93　同上

近年已将更多目光投向亚太地区，其中在东南亚就

是加强以越南为主要伙伴的多方面合作。俄罗斯专

家分析称，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谈判及协议是该机

制与单个国家就建立自贸区签署的首份协议 94。这对

俄罗斯而言，是突破周边经济局限的重要一环。梅

德韦杰夫称，设立自贸区谈判，将讨论包括工业加

工方面在内的投资项目，以使俄罗斯公司能够在越

南经济条件下顺利工作。此外，还有与提供服务相

关的若干问题 95。

超越地缘的经贸关系值得关注：

首先，越南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是有长期合作

关系的国家之间通过自贸区加强经贸联系；越南通

过主导国家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

的经贸关系。

第二，辐射和深度发展方面的价值。俄罗斯呼

吁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德国也已为达

成这样的关系准备着。尽管其他区域经济联盟机制

之间也在进行跨地缘联系，例如，东盟与欧盟之间、

东盟与拉美之间等，但都明显是经贸关系为主的伙

伴机制；而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的自贸区，却将成

为跨越地缘，又辐射地缘——以越南引至东盟，以

欧亚经济联盟引至欧盟——的重要范例：以自贸区

的名义，将政治、军事、安全、经济和社会囊括一起。

第三，对中国的启示。中国尚未借力任何跨地

缘政治和跨地缘经济之力。“一带一路”和“亚投行”

都不属于跨地缘机制。因此，我们也应该思考探索

一些相关做法。

94　梅德韦杰夫说欧亚经济联盟和越南自贸区协议谈判接近尾声，2015-

4-5，http://news.ifeng.com/a/20150405/43489056_0.shtml

95　同上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626

日本与东盟多国合作的步伐正在加快

Japan-ASEAN Members Kick off the New 
Cooperation

近月，因南海问题，东盟国家中一些南海声索

国先向美国靠拢，并同时呼应日本参与这一地区事

务的愿望，也与日本加强建立合作机制。日本则在

军事 - 安全和经济、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快援助和与

东盟国家合作的步伐。

在《中国 - 东盟观察》038 期中，我们曾讨论

了东盟 - 日本加强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商界联系，

然而，近期的形势表明，双方的安全防务以及高铁

合作等具体工作正在有效展开。

日本 -马来西亚：安倍 5 月 26 日对马来西亚总

理纳吉表示，将加强两国防务联系，并就防务设施

及技术转让开启相关谈判 96；赞同将两国关系由双边

关系提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已在防务

设施展开合作达成协议，还包括加强对（马来西亚）

海上执法机构的支持，将会就海上安全问题展开合

作。

目前，关于防务设施及技术合作的相关细节还

未确定，但其中会涉及海上救灾及海上安全领域。

马来西亚是日本展开相关合作谈判的首个东南亚国

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达了对中国在南海行为的

“担忧”。 

在“船民”漂流至马来西亚及其他东南亚国家

的问题上，纳吉呼吁日本帮助。纳吉表示，“我们

正在寻求一个东盟的解决方式，这是一个国际性问

题，需要国际解决方案。因此，日本所做的任何有

助于我们缓解这一问题的行动，我们肯定表示欢迎。 

日本 -越南：近年来，日本对越南倾注大量投

资和援助，东京除了寻找廉价劳力之外，似乎也着

眼于安全考虑。中国和日本都在为越南提供大量援

96　菲媒：日本与马来西亚同意加强两国防卫联系，2015-5-26，http://

www.chinanews.com/gj/2015/05-26/7301824.shtml

助和投资，建立廉价制造业基地，争取扩大在东南

亚的经济影响力 97。

日本近年为越南提供的援助超过了给予任何国

家的金额。日本外务省和越南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显

示，2008 到 2013 年，日本为越南提供的援助金额为

100 亿美元。2014 年，日本出资 18 亿美元，在河内

建造一个新的国际机场，和一条通往河内的多车道

高速公路 98。 

有分析认为，越南的劳力市场比较成熟，受教

育程度高，对外资具有很大的魅力。可是除此之外，

美国经贸问题专家艾伦·唐纳尔森说，外国向越南

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越南一旦加入跨太平洋

战略经济伙伴协议，就会成为向美国出口产品的跳

板。“越南计划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第一轮成

员国，奥巴马总统正在和太平洋地区的 11 个国家谈

判这个贸易协议。很显然，外国制造商认为，如果

通过这个协议，那么美国市场会比现在更加对越南

开放。 

在钻井平台争端之前，日本公司以为中国会赢

得越南南部沿海海防市一座 688 兆瓦煤炭发电站的

合同，结果，越南去年 11 月把合同给了日本住友商

事株式会社。日本驻越南大使福田浩对《华尔街日

报》说，越南要求摆脱对中国依赖的呼声越来越高，

东京正在致力于加强和河内的外交关系。 

日本 -泰国：针对连接泰国曼谷和清迈的高速

铁路，日本和泰国政府 5 月 27 日达成一致，将在这

条高速铁路采用日本新干线 99。

相对于中国的纵向“泛亚铁路”，日本也在积

极打造横向的“外交铁路”。日本凭借“建一条、

占一条、看一条”的策略，已抢得泰国第一条高铁

97　日本对越大量投资：与中国争夺东南亚影响力，2015-6-1，http://

mt.sohu.com/20150601/n414219377.shtml

98　同上

99　 日 本 新 干 线 赔 本 抢 泰 国 高 铁，2015-6-7，http://news.163.

com/15/0607/01/ARFIDA6B00014Q4P.html

东盟观察与思考	/	INSIGHTS ON ASEAN



/	中国东盟观察	/	2015.0627

的建设权。目前，相关的可行性研究日方已经呈交，

拟于 2016 年初开工建设。日本方面计划将车辆、线

路、运输技术等在内的新干线技术全部打包提供给

泰国。日本将于下月派铁路专家团队与泰国共同调

研，东日本旅客铁道（JR 东日本）、三井物产、日

立制作所以及三菱重工共 4 家日本企业对泰国高铁

项目有兴趣。日方将向泰方提供低息软贷款，预计

利率不会超过1.5% 。工程总造价估值为2730亿泰铢，

约 502 亿人民币，一公里造价约 7500 万元人民币。

这个报价几乎是在“赔本赚吆喝”。一名日本官员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接表示，日本这样做的目的“纯

粹是为了和中国竞争或者说搅局，对此东南亚国家

应该看得很清楚”100。

图表 23：泰国总理乘坐日本高铁

资料来源：日本共同社

日本 -菲律宾：6 月 4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和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发表了包括强化安全对话等内

容的共同宣言。日本 6 月 8 日决定向菲律宾派遣海

上自卫队的 P-3C 巡逻机，参加 6 月下旬在南海举

行的灾害搜救联合训练 101。训练包括：菲律宾海军

队员将搭乘 P-3C，进行空中搜索遇难船只、救助

伤员等。日本陆上幕僚长（相当于陆军参谋长）岩

100　同上

101　日美：日本将与菲律宾在南海联合训练	或为牵制中国，2015-6-

9，http://news.163.com/15/0609/08/ARLFEOCI00014SEH.html

田清文与菲律宾陆军司令 Hernando Iriberri 会谈，考

虑到在南海扩大影响力的中国活动等，双方确认将

强化防卫合作和交流方针并认为多边合作对维护地

区稳定十分重要，决定启动有关负责人之间定期交

换意见的机制。

图表 24：日本 - 菲律宾加强合作

资料来源：凤凰资讯

经贸方面，菲律宾 - 日本两国也将加强合作。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 6 月 4 日在东京表示，该国基础

设施建设预算“2016 年将增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呼吁日本扩大对菲投资。今后将充分使用官民合作

（PPP）方式，促进基建投资 102。现在，菲律宾公共

交通和道路等基础设施薄弱，经常出现慢性交通堵

塞和港口物流不畅等问题，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

相关信息表明，日本正借南海议题，加强与东

南亚国家的联系，并趁势加速将自卫队、武器、军备、

企业、投资带到东南亚地区，特别是从南海周边地

区事态中渔利，也从相关活动中，强化日本的战略

意图。

102　菲律宾总统在东京演讲	呼吁日本扩大对菲投资，2015-6-4，

http://world.huanqiu.com/article/2015-06/65997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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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2014-2016 年投资优先计划实施指南》

Philippines Released The Investment Priorities 
Plan of 2014-2016

2015 年 4 月 6 日，菲律宾投资署（BOI）发布

《2014-2016 年投资优先计划（IPP）实施指南》，

规定政府鼓励投资政策的具体准则。该准则为去年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签署的三年滚动计划，以确保国

内与外国投资者的持续性、一致性与可预见性。与

以往计划不同的是，鉴于投资优先计划（IPP）将为

期三年，政府将按年度对其进行评估修订。

图表 25：世界第五大造船业国家

资料来源：菲律宾投资委员会，

http://www.boi.gov.ph

2014投资优先计划具体鼓励以下商业活动 103：

1、制造业

A. 机动车辆（不包括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和高

103　http://www.boi.gov.ph/files/2014%20IPP.pdf

尔夫车），机动车零件等

B. 船舶制造的零件

C. 航空零件

D. 化学品：包括人造黄油、石化制品及衍生品、

氯碱工厂

E. 可再生纸浆

F. 铜线与铜杆

G. 碱性铁与铁制品，铸铁磨球，长钢产品（坯

料与钢筋条），热 / 冷轧扁钢产品

H. 工具与冲模：各种五金冲压件等

2、农业综合企业、渔业

A. 商业生产：椰子、玉米、木薯、咖啡、可可、

鱼类、禽类，高价值作物如橡胶、辣椒、蔬菜和水

果，新兴商品如菠萝蜜、北京烤鸭、本地产猪、花生、

胭脂树等

B. 商业加工：通过生物加工技术将高价值作物

或林木原材料提纯，将农作物与鱼类产品加工包装

C. 禽类及水产品，用于作为宠物或娱乐的动物

除外

D. 农药及杀虫剂的生产

E. 制糖厂的现代化

F. 机械化农耕器具，用于收割、翻耕、喷洒等

G. 支持农业的基础设施，如干燥、冷链储藏、

速冻、大量处理储存，包装厂，交易中心、欠发达

地区的制冰场，3A 级屠宰场，3A 级选矿厂

项目与合作	/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VI. 项目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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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业

A. 复合电路设计

B. 创意产业和知识型服务业（仅适用于新开办

的国内小型公司）：动画产业、软件开发、游戏开发、

健康信息管理系统

C. 船舶维修

D. 电动车充电桩

E. 飞机保养与大修

F. 工业废料处理

图表 26：成熟的菲律宾水果加工业

资料来源：菲律宾投资委员会，

http://www.boi.gov.ph

4、经济节能型住房

5、医院（需考虑地理区域因素）

6、能源

A. 能源的开采与发展（包括能源作物与上游生

物燃料）

B. 发电厂，辅助服务

7、公共基础设施、运输业

A. 针对乘客与货物的机场运输与海运

B. 空运、及水陆交通（仅限新船只、飞机、水

上飞机、滚装船只，公共汽车，船，大规模轨道——

仅限资本设备）

C. 液化天然气的储存及再汽化设施

D. 大型水处理及供应系统

8、公私合作项目（Public	and	Private	Partnership）

本届菲律宾政府已经完成了 9 个 PPP 项目招标，

在去年 6.1% 的经济增速中，有 2 个百分点是由 PPP

项目贡献的。预计在 2015 年任期结束前，还将发出

25 个 PPP 项目。希望下届政府能够继续执行剩余的

50 多个 PPP 项目，推动菲经济更加快速增长。

除此之外，该投资优先计划还包含出口贸易以

及有特殊法律规定的商业活动。出口贸易包括：出

口产品的生产与制造、服务业出口、支持出口贸易

商的活动等。

特殊法律规定的包括：工业林木种植；勘探、

采矿业、采石及矿产加工业；出版业或书籍印刷；

石化产品的精炼、储存及市场分销；残障人士的康复、

自我发展、自立更生；可再生能源；旅游业。所有

以上项目的基本原则，将旨在推动菲律宾经济可持

续发展。

公 司 的 所 得 税 免 税 期（Income Tax Holidays, 

ITH）将基于以下因素：项目的增值净值、所刺激

的就业数量、乘数效应、以及能力估值。除可再生

能源项目外，其他净收益符合 ITH 标准的项目，

在 BOI 登记申请表中最多只可填写预计总收入的

110%。若项目盈余超过 110%，BOI 将在之前对 ITH

标准进行调整。

IPP 提出了一系列政府鼓励的商业项目，是菲

律宾政府为发展当地工业、支持本届政府包容性增

长的重要举措。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本届政府

还将继续推出公私伙伴合作项目（PPP），如机场、

高速公路等 PPP 项目等，带动投资支撑菲律宾经济

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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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	

东盟首脑会议为东盟最高决策机构，每年举行

两次会议。东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峰会上决定有关东

盟一体化的关键问题，决定发生紧急事态时东盟应

采取的措施，任命东盟秘书长。设立 4 个理事会，

其中一个由外长组成，负责协调东盟重要事务，另

外 3 个分别负责政治安全、经济一体化和社会文化

事务；每个理事会各由一名副秘书长负责。成立一

个人权机构，致力于改进本地区人权状况。 

【其他】	

宪章将英文定为东盟的工作语言，并规定每年

８月８日为“东盟日”，并对东盟旗帜、徽章作出

相关规定。

《东盟宪章》	-	问答	

一、东盟为什么需要《东盟宪章》？	

随着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东盟越

来越感到大力推进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性，而推动一

体化进程就需要一部对所有成员国都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基 本文件，以确定东盟发展方向，促使成员国

为共同目标而努力。《东盟宪章》就是旨在增强东

盟凝聚力、提高东盟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一份基

本文件。 

二、《东盟宪章》出台经过了几个阶段？	

严格地说，《东盟宪章》出台经过了五个阶段：

2004 年 11 月，东盟领导人签署《万象行动计划》，

正式将制订《东盟宪章》列为东盟的一个目标；

2005 年 12 月，东盟领导人签署《吉隆坡宣言》，并

关于《东盟宪章》

On the Chart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要点】

《东盟宪章》是东盟成立 40 年来第一份具有普

遍法律意义的文件。这份长达 31 页的文件确立了东

盟的目标、原则和地位。其主要内容如下。

【目标】	

维护并加强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保持本

地区无核武化，支持民主、法制和宪政，为东盟居

民提供公正、民主与和谐的和平环境。致力于经济

一体化建设，构建稳定、繁荣和统一的东盟市场和

生产基地，实现商品、服务和投资自由流动，促进

商界人士、技术人才和劳动力的自由往来；增强合

作互助，在本地区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加强

开发人力资源，鼓励社会各部门参与，增强东盟大

家庭意识。 

【原则】	

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尊重各成员

国的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民族特性；坚

持以和平手段解决纷争；不干涉成员国内政；就涉

及关系东盟共同利益事宜加强磋商机制，依照东盟

条约和国际惯例解决纷争，棘手问题将交由东盟首

脑会议协商决定。 

【地位】

《东盟宪章》对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赋予东

盟法人地位。 

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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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一个由 10 人组成的“名人小组”负责为宪章的

制订提供建议；2007 年 1 月，东盟领导人确认了“名

人小组”提出的关于制订《东盟宪章》的具体建议，

同时签署了关于制订《东盟宪章》的宣言，并指定

一个由 10 人组成的“高级别特别小组”负责起草宪

章文本；2007 年 7 月，“高级别特别小组”向东盟

外长会议提交宪章草案；2007 年 11 月 20 日，东盟

领导人在新加坡签署《东盟宪章》。 

三、东盟宪章的主要框架是什么？	

《东盟宪章》由前言和正文组成。正文共分 13

章 55 款，内容涉及东盟的总体目标和原则、东盟的

法律地位、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东盟的机构构成

和各自职责、东盟吸纳新成员国的标准、解决成员

国分歧的机制、对外交往的原则以及宪章的修订等

内容。 

四、《东盟宪章》何时生效？	

根据《东盟宪章》的规定，成员国领导人签署

该文件后，各个成员国需要根据各自的法定程序批

准这一文件。批准的文本需要存放在东盟秘书长处。

自最后一个成员国提交批准文本30日后，《东盟宪章》

即可生效。有媒体报道说，《东盟宪章》有望在一

年后生效。 

五、《东盟宪章》如何修订？	

宪章规定，宪章实施 5 年后，可以对其内容进

行审议和修订。成员国都有资格对修改内容提出意

见和建议。修订的内容需经东盟领导人会议“一致

通过”，并交由所有成员国根据各自法定程序批准。

批准后的修订内容自最后一个成员国递交批准文本

30 日后生效。

《东盟宪章》	-	评价	

◆《东盟宪章》：重要的里程碑

《东盟宪章》对东盟而言具有划时代意义。它

是东盟成立以来第一份对所有成员国具有普遍法律

约束力的文件。这一文件的签署是东盟在机制化和

法制化建设上的重要举措，是建立东盟共同体的重

要法律保障，是东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东盟宪章》：推动一体化的重大举措

◆《东盟宪章》：用“东方智慧”凝聚东盟

《东盟宪章》是一份适应东盟自身现状特点的

法律文件，它将使东盟从一个松散的组织，转变成

为一个更具凝聚力、更有效率和更以规则为基础的

组织，促进东盟走向以宪章为本的共同体。和本届

东盟峰会的另一项成果——《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

一道，《东盟宪章》将成为东盟迈向更深层次一体

化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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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东盟中心

APPENDIX A    ABOUT ASEAN-CHINA CENTRE (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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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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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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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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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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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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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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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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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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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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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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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共同为中心揭牌。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心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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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文化和教育的综合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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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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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显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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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的教育机会，促进文化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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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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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开展市场调查活动，确定潜在市场和合作领域；

附录一	/	APPENDI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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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理中心框架内设立的永久性东盟贸易、投资和旅游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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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寻找当地的商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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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便利；

（十一）提供中国和东盟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有关的机构和政府官员名录；

（十二）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活动；

（十三）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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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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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互了解；

（十六）研究开展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相关的人员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十七）支持关于缩小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的项目；

（十八）开展中心实现其目标所需其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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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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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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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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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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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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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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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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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金融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东盟地区有着多年成功的投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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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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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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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投资不断实现优化、升级和持续成长。

主要特点

- 是目前少数致力于投资东盟地区的大型私募股权基金；

- 专注于支持基础设施、能源以及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优秀企业和项目；

- 可投资于不同阶段的项目，实现商业成功和最佳社会效应的双重目标；

- 资金募集的目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其中一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

- 拥有一支国际化的专业团队，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以及相关行业经验。

投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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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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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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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笔投资额通常介于 5 千万至 1.5 亿美元之间；

- 希望与其他战略投资者实现共同投资；

- 采用多元化的投资形式，包括股权、准股权及其他相关形式；

- 不谋企业控股权，持股比例小于 50%；

- 可投资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

- 既可单独投资企业或项目，也可同时投资企业和项目层面；

- 推动资产和运营的整合、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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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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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筛选标准	

- 实力较强且可靠的项目发起人；

- 已见成效且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 经验丰富、有抱负且稳定的管理层；

- 可靠稳定的未来现金流或可预见的盈利能力；

- 具有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china-asean-fund.com



 / CHINA-ASEAN WATCH /  2015.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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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