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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别观察
SPOTLIGHT

东盟次国家经济与安全治理层面（2）：

最近的案例

A Sub-national Level of ASEAN’s Economic and 
Security Governance (2): Recent Cases

（续接 2016 年 2 月期）

在上期《中国 - 东盟观察》的栏目 I，我们针对

地区和城市的三大优势做出了深入分析，并阐释了

过去欧美的次国家合作案例。在本期，安邦咨询将

继续探讨次国家经济和安全治理层面（sub-national 

governance level）的问题，把目光转到东盟地区的当

今案例上来：东南亚创意城市网络和东盟环境可持

续城市倡议。

经济合作案例：东南亚创意城市网络（Southeast	

Asian	Creative	Cities	Network）

2014年3月和4月，为了探讨创意经济合作机遇，

东南亚各城市代表首次在清迈举行跨国论坛。在研

讨会之后，各代表同意建立东南亚版本的创意城市

网 络， 名 为 Southeast Asian Creative Cities Network

（SEACCN）1。由于城市成员的代表来自于各阶层（市

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个体代表），SEACCN 涉

及的重点极为广泛。它们包括共享知识 ( 建立区域

知识平台 )、联办项目、比赛、活动和研讨会、共同

1　SEACCN网络 :	http://seaccn.com/

图表 1：SEACCN 城市成员的创新经济发展领域

资料来源：SE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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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发展能力以及联合投标等 2。

目前，一共有 10 个东亚、东南亚城市参与其

中，9 个来自东盟地区，一个来自中国（香港）。如

图表 1 显示，各城市都按照各自的优势和未来发展

意向而分成 7 个领域，它们包括创意城、遗产、设

计和文化、艺术等等 3。城市们也通过这种形式建立

针对性的合作。比如，吉隆坡可以与香港、新加坡、

雅加达和曼谷合作举办研讨会或联合申请拨款赞助

创意城项目（例如，智能城市设施建设）。同样地，

其它城市也可运用这种形式来建立属于它们领域的

合作集群。

从未来发展来看，SEACCN 成员都积极寻求新

的中国城市伙伴。与香港建立合作关系是该网络集

团的第一步。中国各城市代表，如市政府机构、大学、

企业、民间团体和创业家都可参与 SEACCN，互补

各自的落实经验，加强各自的实力，并最后建立起

更为庞大的亚洲创意经济集群。

安全合作案例：东盟环境可持续城市倡议（ASEAN	

Initiative	o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Cities	）

2005 年，为 了 应 对 日 益 严 重 的 环 境 安 全 问

题，东 盟 环 境 部 长 会 议 达 成 了 协 议，全 面 落 实

东 盟 环 境 可 持 续 城 市 倡 议（ASEAN Initiative o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Cities ，简称 AIESC）4。

作为东盟城市的主要环境安全网络，其倡议由东盟

25 个城市所组成，它们包括巴东、斯里巴加湾市、

关丹和仰光等等（见图表 2）。

为了鼓励和协助东盟“微小”城市投入可持续

发展行列，城市成员创建了三大环境可持续城市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Cities， 简 称 ESC） 指

标：清新空气、干净土地和清洁水源。从 2008 年起，

AIESC 也根据其指标，颁发不同的奖项和认证书给

2　同上 . 这些重点由市政府机构，企业和个体代表进行

3　同上

4　东盟环境可持续城市合作网站：http://environment.asean.org/asean-

working-group-on-environmentally-sustainable-cities/

各城市，目的就是肯定它们的努力并鼓励各城市们

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迈进 5。

图表 2：AIESC 城市成员

资料来源：ASEAN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City

直到目前为止，AIESC 已获得非东盟合作伙

伴的协助。日本、德国和美国都各自落实它们与

AISEC 的项目。其中包括日本 - 东盟一体化基金

（JAIF）所资助的东盟 ESC 示范城市项目，德国国

际合作机构（GIZ）的东盟微小城市清洁空气项目

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城市连接试点合

作项目 6。值得一提的是，每个项目都具有自己的特

色和具体目标，针对不同的环保问题，其目的就是

保障东盟城市的环境安全。

（待续）

5　同上

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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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成越南企业利润流入税收

Near 40% of Vietnamese Business Profit Goes to 
Taxes

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年度报告》，

在 2014 年里，平均每家越南企业为缴税花了 872 小

时，而利润中的 40.8％ 流入了税收。

与东盟其他国家相比，越南企业在缴付税务的

时候需要花更多时间。越南的邻国老挝的企业平均

花 173 个小时缴税，税收占企业利润的 21％，而柬

埔寨的企业则平均需花 362 个小时，税务占利润的

25.8％ 7。这种情况到了 2016 年，也未见有太大的改

善。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营商环境年度报告》，

虽然越南的公司所得税从之前的 25％下降至 22％，

越南企业仍需缴付利润中的 39.4% 作为税收 8。

亚太国家的平均税收占利润的 33.5％；上述世

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利税占越南总税收 14.5％，而

24.8％来自劳动税及捐献，其他的税收则占了 0.1％。

世界银行的报告也称，越南企业在一年之内平

均缴纳 30 次税，共耗 770 小时；亚太国家平均则是

25.3 次、201.4 小时 9。

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中心（Central Institute 

for Economic Management）经营环境与竞争委员会

副主任阮明草（Nguyen Minh Thao）指出，若世界

7　World	Bank:	40%	of	Vietnamese	businesses’	profits	go	to	taxes，

30-10-2014，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business/115345/

world-bank--40--of-vietnamese-businesses--profits-go-to-

taxes.html

8　Taxes	eat	up	40%	of	business	profits	in	Vietnam:	World	Bank，26-

02-2016，http://tuoitrenews.vn/business/33429/taxes-eat-up-40-of-

business-profits-in-vietnam-world-bank

9　同上

银行的数据加上增值税，总税率将会更高。根据阮

明草的说法，和其他东盟国家相比，越南的总税率

来得较高；新加坡的总税率为 18.4％，而泰国的则

是 27.5％，她也声称即使是拥有复杂税务系统的韩

国，总税率是 33％，比越南的也要低。

图表 3：胡志明市的金融区

资料来源：Tuoi Tre

阮明草也透露，《全球营商环境年度报告》并

未考虑到越南企业需缴付的其他费用，而这些开销

也导致了许多企业不愿意增加生产和投资。她认为

税率由法律规定，不能减免，不过一些费用却应该

被取消 10。

对此，越南财政部称，应该以税率和国内生产

总值（GDP）相比，才能做出较为准确的国与国之

间的比较。该部还称，根据数据显示，在 2011 至

2015 年期间，GDP 的预算获取率是 23.3％，其中

20.9％来自于税收与费用。

与此相比，泰国 GDP 的预算获取率为 23％，

10　同上

II．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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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为 16.6％，老挝的是 23.4％，马来西亚的则

是 24.5％ 11。

马来西亚须治理贪污以提振经济

Malaysia Should Control Corruption to Boost 
Economy

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MACC）副主席拿督

斯里慕斯达法阿里指出，由贪污导致的经济损失约

占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而政府官

员的贪污行为也是促使国内生活成本上升的主因之

一，甚至不利于国际经济的长远发展 12。

慕斯达法阿里日前在第五届公共与私人界采购

与廉正论坛上表示，公共采购的贪污行为与生活费

高涨有着直接关联。他随后指出，无论如何，马来

西亚正努力改善上述趋势，透过减少审批过程中涉

及的人员接触，以限制潜在的贪污机会。

慕斯达法阿里以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报告

作为例证。他表示，在政府努力改善公共采购的程

序下，马来西亚在 2014 年的排名攀升至亚洲第 6

位。而根据去年末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马来西亚

在 2016 年的营商环境报告中在全球排名第 18 位（下

滑一位），但在亚洲区排名第 5，仅次于新加坡、韩

国、香港与台湾 13。

尽管马来西亚营商环境备受肯定，但在 2015 年

贪污印象指数排名上却从第 50 位下跌至第 54 位 14。

贪污印象指数的下滑，主要受到 7 亿美元存款与一

11　Finance	ministry	 clarif ies	 tax	 rate，01-03-2016，http://

vietnamnews.vn/economy/282985/finance-ministry-clarifies-tax-rate.

html

12　反贪会：贪污导致生活成本涨高，2016-3-10，http://mandarin.

bernama.com/v2/updatenews.php?id=127341

13　2016 年营商环境报告	大马亚洲第 5，2015-10-29，http://www.

chinapress.com.my/20151029/%E5%B9%B4%E7%87%9F%E5%95

%86%E7%92%B0%E5%A2%83%E5%A0%B1%E5%91%8A%E5%

A4%A7%E9%A6%AC%E4%BA%9E%E6%B4%B2%E7%AC%AC/

14　政府拟重新检讨吹哨者保护法令	刘胜权冀今年内呈企业责任法案，

2016-03-10，http://mandarin.bernama.com/v2/news.php?id=127335

马发展公司等一系列丑闻影响，实际与施政表现没

有太大的关系。同时，马来西亚政府仍冀望，在逐

步改善国家施政方向的趋势下，能让贪污印象指数

的排名在 2020 年之际跃升至第 17 位。

图表 4：马来西亚在营商环境报告的表现

资料来源：中国报、世界银行

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公共采购的贪污比率

可能占 GDP 的 15-30%15，马来西亚的 2% 比率或许

看似不太严重。但实际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 GDP

总量并不高，尽管比率稍高，但以数额计或许不算

惊人。对于马来西亚而言，2015 年全年的 GDP 总

量达 1.06 万亿令吉，2% 就相等于 212 亿令吉（约合

51 亿美元）。

212 亿令吉的概念，相等于 2016 年财政总开销

2672 亿令吉的 7.9%。2% 的贪污损失若能控制，将

直接让国内的财政赤字从 3.1% 的目标，直接降低至

1% 的比重。换言之，这个微小的 2%，若不能得到

有效控制或改善，长远而言，将会对马来西亚的经

济发展，乃至人民的消费力，带来严重的冲击。

15　民调显示受访者强烈意愿	88% 企业赞同加强反贪，2016-3-10，

http://www.nanyang.com/node/751973?tid=460

东盟经济商业动态	/	ASEAN MACRO & BUSINESS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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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确定性导致缅元加剧不稳定

Political Uncertainty Increases Kyat’s Instability

2015 年缅甸大选之后，正如所预料的，昂山素

季领导的在野党全国民主联盟（NLD）取得了压倒性

胜利。与此同时，缅元对美元汇率重新走弱。根据当

时缅甸一些银行业者的反映，缅元贬值的 75% 主要

原因在于美元走强，而 25% 是缅甸国内政局，包括

选举所导致的 16。

随着缅元的贬值，缅甸境内的食物、生活必需品

的价格也随着提高，这也增加缅甸人民，尤其是低收

入群体的压力，更直接影响了该国的贸易收入。

图表 5：仰光市一名男子正在计算缅元

资料来源：华尔街日报

一 些 缅 甸 国 内 银 行，如 甘 勃 扎 银 行（KBZ 

BANK）和缅甸不少货币兑换商开始停止购买美元，

而截至今年 2 月，缅甸中央银行仍未采取应对措施，

对缅元能否恢复原来状况增添了不确定的因素 17。

16　Kyat	 resumes	weakening	 trend	after	election，11-11-2015，

http://www.bangkokpost.com/news/asean/761768/kyat-resumes-

weakening-trend-after-election

17　Unstable	 kyat 	 may	 h i t 	 economy,	 12-02-2016，http: / /

www.nationmultimedia.com/business/Unstable-kyat-may-hit-

economy-30279113.html

随着缅甸等地市场对缅元的要求减少，3 月份的

时候缅元对美元的兑换率持续下跌，不少观察家都认

为这是缅甸新总统提名不确定性所导致的。

截至 3 月，缅甸中央银行的兑换率为 1230 缅

元兑换 1 美元，而非官方的等地市场兑换率却跌至

1240 至 1210 缅元。

缅元兑美元的兑换率在去年 12 月和今年 1 月

初达至 1310 缅元，虽然在两个月之内兑换率稳定在

1280 至 1300 之间，二月的时候货币的浮动开始增

加 18。当地银行业者认为，目前仍然较难预测兑换率

是否会再度下跌，而这都取决于政治状况，据悉，当

地业者都采取观望态度，观察新政府成立之后的接下

来数个星期之内将会发生什么事。

自2015 年 12月缅甸公布新的汽车进口政策之后，

缅甸中央银行所设下的官方兑换率一度升至 1307 缅

元兑换 1 美元，而黑市交易则可达致 1315 美；这是

自 2007 年缅甸所爆发的佛教僧侣引发起的反军人政

权游行的“红袈裟革命”之后的最高点，当时的兑换

率是 1400 缅元兑换 1 美元 19。

根据合作银行（Cooperative Bank）的咨询家裴敏

（Pe Myint）的说法，缅元兑美元在今年二月中即持

续下跌，而他预计缅元会跌至 1200，之后将会稳定

起来。

银行业者披露，缅甸中央银行每日向私人贷款者

售出千万美元，而最近央行称将会控制兑换率；美元

在国际上价值下降也决定了缅甸政府的政策 20。

18　Uncertain	Political	Landscape	Causes	Further	 Instability	to	Kyat，

04-03-2016-，http://www.irrawaddy.com/business/uncertain-

political-landscape-causes-further-instability-to-kyat.html

19　同上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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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推动基建投资

Cambodia to Push for Infrastructural Investment

柬埔寨政府将发布一款专注公私伙伴关系的政

策，以满足该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和物流的要求。

该国总理洪森在《2016 年柬埔寨展望论坛》里

指出，柬埔寨国内和区域的联通发展已经有了成果，

仍然有必要增加公众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参与基础建设投资 21。

洪森表示，他已经指示经济与财政部准备发展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机制政策。洪森目前并未提供该

项政策的详情，不过却指出这项政策将会在近期之

内完成，也称该国需要优质的公私投资，以补充跨

境运输、维护国家公路和贸易与工业运输主要路线。

图表 6：柬埔寨总理洪森在论坛上强调该国正推动
基础设施建设

资料来源：The Cambodia Daily

《2016 年 柬 埔 寨 展 望 论 坛》由 柬 埔 寨 发 展

资 源 研 究 中 心（Cambodia Development Resource 

Institute）以及澳新银行（ANZ Bank）联合举办；主

办当局透露在 2013 至 2020 年期间，越南基建投资

21　Gov’t	to	pave	the	way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08-03-

2016，http://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govt-pave-way-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

需要 120 亿至 160 亿美元 22。除此之外，该论坛也强

调了柬埔寨的国内交通费用是邻国泰国与越南的两

倍，这对物流、经济发展实属不利。除了提倡推动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物流，也建议成立国家运输和

物流特别团队、成立专门培训专业人才的机构。

洪森声称，若柬埔寨要善用其地理位置、国际

关系，该国需要发展国家与区域性的基建网络、物

流能力。这包括了加强与国际边界的联通，也包含

了连接城镇、乡村以及特别经济区。

柬埔寨公共工程与运输部运输总局局长瓦辛·苏

丽雅（Vasim Sorya）表示，相对于海港和空港，该

国政府比较重视铁路的发展；据悉，柬埔寨目前正

在建造铁路接往泰国，也计划从金边连接至越南 23。

除此之外，该局也正计划把两条通道的公路扩

建成四条通道，以解决交通拥挤的问题。

瓦辛·苏丽雅也称，虽然柬埔寨的基建在过去

二十年来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善，该国的道路、铁路、

水路仍然落后于这个区域的其他国家，而柬埔寨物

流价格的费用也高于邻国，同时能降低交通费用的

内陆水路交通也往往被忽略 24。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2015-2016 全球竞争力

报告》，柬埔寨在全球交通基建中的 140 个国家当

中排名第 108；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则估计近

10年至2022年柬埔寨仍需要160亿美元的基建基金，

这与柬埔寨发展资源研究中心、澳新银行的预测相

似。亚洲开发银行则表示，柬埔寨的法律和监管框

架需要加以改善，为私营领域提供奖励与支持 25。

22　同上

23　Prime	Minister	Pushe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08-03-2016，

https://www.cambodiadaily.com/business/prime-minister-pushes-

infrastructure-investment-109578/

24　同上

2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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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加强物流业发展

Laos to Strengthen Logistic Development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老挝计划在 2020 年时脱离

世界最贫困国家行列的目标，建议老挝应该投资在

教育和社会基础设施、实施财政改革、积累国际储备、

改善数据的及时性及质量等方面 26。

在加强老挝经济贸易方面，物流业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角色，而老挝政府也了解这一点。作为一个

内陆国家，老挝现在正试图打造自身成为连接陆路

的区域性物流中心，以加强国际贸易联系。

图表 7：老挝的关税局

资料来源：jclao.com

老挝公共工程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司司长翁萨

瓦·辛攀东（Viengsavath Siphandone）表示，改善物

流是老挝政府的策略性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而该国

政府已拨出了大规模的预算，以便与周边国家联系

起来发展和改善基础设施 27。

老挝已经与柬埔寨、越南、泰国等邻国签署了

双边协议，而目前正与缅甸商讨双边协议事项；同

26　IMF	chief	 calls	 Laos	 to	 strengthen	basis	of	 future	economic	

growth，16-03-2016，http://www.shanghaidaily.com/article/article_

xinhua.aspx?id=323639

27　Laos	moves	forward	as	 logistics	hub，19-03-2016，http://www.

nationmultimedia.com/business/Laos-moves-forward-as-logistics-

hub-30281957.html

时，老挝也和多方签署了协议，如老挝 - 越南 - 泰

国、老挝 - 越南 - 柬埔寨、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运

输 协 定（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al Cross-

Border Transport Agreement）、东盟框架协议（ASEAN 

Framework Agreement）等。

不过，在实际执行中，老挝只能实行双边协定

的运输条约；由于老挝的车辆缺乏到周边国家海港

的长距离运输能力，其中大部分条约都涉及到从邻

国租赁运输车辆。

根据翁萨瓦·辛攀东的说法，之前的基础建设

发展，尤其是公路、桥、海港等，旨在于改善交通、

旅游与贸易，不过只获取了有限的成果；这些政策

仍然不能保证老挝能从内陆国家转换成以陆路接通

区域的国家 28。

由于老挝未能提供全面性的物流服务，从老挝

基础建设获取最大利益的是老挝邻国的物流业者，

而老挝自身不但只能获取微量利益，反而需背负庞

大的交通维修责任。

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老挝公共工程交通运输

部采取了运输、物流策略性发展计划，且在 2015 年

获取了政府的批准 29。

老挝是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政府间陆港协定》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Pacific's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on Dry 

Ports）的一员，目前在老挝已有九个地点设定为国

际物流园。

这 九 个 地 点 分 别 为 博 胶 省（Bokeo）的 会 晒

（Hoayxai）、 琅 南 塔 省（Luang Namtha） 的 南 图

（Nateuy）、乌多姆赛省（Oudomxay）的赛（Xay）、

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万象省（Vientiane）的

塔纳楞（Thanalaeng）、博利坎赛省（Borikhamxay）

的拉绍（Lak Xao）、甘蒙省（Khammuan）的塔吉

28　同上

2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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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kkhaek）、沙 湾 拿 吉 省 (Savannakhet) 的 色 诺

（Xeno），以及占巴塞（Champassak）的万涛（Vangtao）。

印尼优先发展八大项建设项目

Indonesia Will Boost Key Programs

印度尼西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德登称，印尼政府

已制订 2016 年与 2017 年重点建设计划，主要包括

八大项目 30。

这八大项分别为：一、粮食安全；二、海洋轴

心；三、大力建设巴布亚；四、能源安全；五、基

础设施建设；六、工业化建设；七、农村建设；八、

土地改革。

图表 8：《印尼政府 2015-2019 年中期建设发展
规划》的主要指标项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整理

30　印尼政府未来两年优先发展八大项建设，2016-3-5，http://www.

zaobao.com/realtime/world/story20160305-589243

根据《印尼政府 2015-2019 年中期建设发展规

划》，未来五年内印尼计划建设 2650 公里公路、

1000 公里高速公路、3258 公里铁路、24 个大型港口、

60 个轮渡码头、15 个现代化机场、14 个工业园区、

49 个大坝、3500 万千瓦电站、约 100 万公顷农田灌

溉系统，预计所需资金约 4245 亿美元。

有信息表明，印尼基础设施建设远落后于亚洲

其他国家，成为困扰印尼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之一。

基础设施落后导致生产和原材料供应及物流成本居

高不下，印尼政府十分希望外资和本国私营企业参

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并努力为投资企业创造各种

便利条件。近年来印尼经济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很大需求，是中国在东南

亚地区开展承包工程业务最大的潜在市场之一 31。

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主席弗兰基说，2015 年印

尼经济运行良好，吸引内外资呈现快速发展势头，

实际投资额达 4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8%，协议投

资额达 1482 亿美元，同比剧增 45%。

印尼佐科总统上任后即推广一站式服务，近期

又推出三小时办证服务，这些举措无疑为印尼吸引

外资创造了良好条件。

2015 年初时，印尼国家计划发展部曾表示，印

尼 2015-2019 中期发展规划不仅涵盖了佐科总统竞

选时的所有承诺，也是未来 5 年印尼经济发展的指

导性文件，今后每年的国家财政预算支出将在此基

础上进行编制。该规划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一是

提高印尼人力资源素质和社会生产力，这是印尼经

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二是创造繁荣。

所以，印尼在 2016 年里，将继续执行有关政策

和措施。并将八大项目优先争取落实。

31　 印 尼 启 动 2015-2019 年 建 设 计 划， 为 中 国 企 业 潜 在 市

场，2013-11-4，http:// id.mofcom.gov.cn/art icle/ziranziyuan/

huiyuan/201311/2013110039648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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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企业面临发展挑战

Singapore Enterprises Face to the Challenges

在世界经济总体的严峻形势中，新加坡企业认

识到当前面对内忧外患的处境。新加坡媒体称，全

球经济复苏不平均，市场波动，在新加坡国内，劳

工市场紧缩，营业成本高涨，这些情况仍然持续。

某些领域因经商环境改变而面对阻碍 32。

正如我们在上一期《中国 - 东盟观察》中所提

到的，新加坡经济需要转型，也必须转型。通过转型，

才能为新一代企业的成功提供支援。2016 年，随着

东盟共同体的建成，新的一个发展阶段已经开始，

新加坡既要面对更缓慢的经济增长，又要应对周边

整体的政治 - 经济 - 安全挑战。新加坡期望通过一

系列政策，为中小企业的转型继续提供帮助，以适

应改变来维持竞争力 33。

图表 9：公司历史悠久仍不断突破创新

资料来源：联合早报，安邦咨询整理

尽管中小企业面对种种局限和挑战，许多业者

一直坚持。它们改善生产力、提升能力、创新，以

及着力于人力资本，以提高营收和效率，同时也培

养了许多人才。以一些企业为例，它们通过改善业

32　劳动市场紧缩	建筑公司改善业务流程维持竞争优势，2016-2-4，

http://www.zaobao.com/finance/sme/story20160204-578573

33　同上

务流程和提高服务及产品水平，进而提高公司的竞

争优势。

例 如，当 地 建 筑 公 司“ 长 成 控 股”（Tiong 

Seng）在 2002 年面对建筑业陷入低潮，投标项目锐

减时，公司已开始思索提高员工效率的工作模式，

并且展开了优异业务（Business Excellence ）计划。

十多年后的今天，本地建筑业又面对经济前景

不明朗和劳动市场紧缩的严峻挑战，但长成公司业

务却能逆流而上，公司生产力更提高三至五成。公

司建立优异企业管理和流程，让公司不断通过内部

转型和改善业务流程，维持竞争优势。10 多年前当

公司面对业内激烈价格战时，公司意识到跟竞争者

竞相压低投标价格的局面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

于是决定转向产品和服务素质，通过提供更优质、

高效率的服务，为客户带来更多附加值。”

公司自采用了优化业务框架后，以系统化方式

来提升公司在领导、策划、资讯、人才、流程、客

户管理等方面的能力，这不但协助公司改善管理系

统与流程，也推动了公司业务表现，包括采纳更多

创新建筑技术。

在企业管理和素质水平方面，长成也不断精益

求精，陆续取得新加坡素质级（Singapore Quality 

Class）、ISO 14001、 OSHAS 18001 等多项认证，展

现了公司良好管理的特质。

由于在企业管理和流程等方面的优异表现，长

成在 2013 年获得新加坡素质奖（Singapore Quality 

Award），成为首家获颁该奖项的建筑公司。除了技

术和创新外，公司也需要投资在人才资本方面。

上述实例表明，新加坡的企业在严峻的形势面

前，可以通过创新和改进管理流程而达到良好的成

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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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经济低迷状态仍在持续

Thailand Continues A Weak Economic Situation

泰国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泰国 2016 年 1 月份

商业信心指数为 48.5，月比下降 1.4。出于对内需放

缓、经济复苏不均衡全面的疑虑，大部分运营商表示，

内需低迷仍是商业经营的首要限制因素，未来 3 个

月该信心指数会增加，与经济复苏后市场情绪的好

转相吻合 34。

商业信心指数，1 月份从前一个月的 49.9 降至

48.5，主要是由于内需减少影响销售业绩、商品订购

量以及非重要工业企业生产力，尤其是零售业运营

商。

上述情况一定程度上源于对内需放缓的疑虑，

自从此前政府为刺激消费采取税务措施以来，工业

部门运营商的信心指数便一直处于上个月的水平附

近。此外，经济复苏不均衡全面，导致大部分运营

商认为，内需低迷仍是影响商业经营的首要限制因

素。

大部分运营商预计，未来 3 个月，泰国商业状

况将有所好转，符合各项指数均位于 50 以上、平

均指数高于过去的发展形势。商业信心指数经过前

两个月连续下跌后，有可能从上个月的 52.3 上升至

54.1，符合经济逐渐复苏后的市场氛围走势。

出口方面，泰国出口商协会担心全球经济放缓

及可能出现的危机可能冲击泰国出口，从原预期出

口增长 2%，增幅可能剩余 0-1%。出口商必须谨慎

应对，建议官方加紧改革公务机构体系，以达到国

际出口标准，并且制定国际贸易战略 35。全球经济

放缓增长导致泰国今年 1 月的出口额度只有 157 亿

1130 万美元，年比降低 8.91%，已连续第 13 个呈现

萎缩，而且跌至近 50 个月来的最低位。全球经济可

34　内需低迷	1 月商业信心指数降，2016-3-4，http://www.udnbkk.

com/portal.php?mod=view&aid=171028

35　景气欠佳	出口前景泰堪忧，2016-3-4，	http://www.udnbkk.com/

portal.php?mod=view&aid=171027&_dsign=bbe9dbb9

能出现危机，多方担心经济倒退，并且认为泰国出

口很难恢复正增长，如果全球经济衰退，泰国出口

负增长情况可能更加严重，建议出口商做好应对准

备，特别是汇率、大宗商品市场、燃油价格、黄金

价格等趋向继续波动。

泰国出口商协会预测，今年第一季度的出口萎

缩 4.5-5%，然后才缓步复苏，预测今年全年出口增

幅估约 0-1%，前提是 2-12 月的平均出口额必须达

到 180 亿美元以上的水平。值得关注的因素包括美

国经济复苏速度不如预期、中国经济出现问题、人

民币贬值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全

球经济增长预估值至 3.4%。

工业指数方面，工业经济办事处负责人表示，

2016 年 1 月工业生产指数年比负增长 3.3%，但是月

比成长 2.25%36。

工业生产指数衰退的重要工业包括电子零配件、

汽车零配件、钢铁业，原因是购买力已在去年底提

前用上。汽车产量为 14 万 7651 辆，降低 11.69%；

汽车出口量为 9 万 3714 辆，增加 1.38%。植物油制造、

燃油、纸制品产量则增加 1.04%，主因是国内需求增

长所致。

未包含黄金的工业品出口指数下跌 7%，主要来

自电子及电器、纺织品及成衣、橡胶制品、塑料粒

及塑料制品、化学品，但是欧盟、美国及日本等重

要市场的进口仍取得成长。

另一方面，资本商品进口也成长 0.9%，相比下

未包含黄金的生产原料及半成品进口则萎缩 16.9%。

36　1 月工业生产指数负增 3.3％，2016-3-4，http://www.udnbkk.

com/portal.php?mod=view&aid=1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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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强调为私有部门放权

Brunei Stresses on Empowerment of Private 
Sector

2016 年 3 月初，文莱举行第十二届司法工作会

议，总统文莱苏丹参会并致辞 37。会议的主要议题之

一是，推动司法管理工作，以促进私人部门在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

整个会议是围绕强化经济增长来展开。文莱苏

丹总统强调，“希望此次司法会议的各位委员能对

这一经济议题更加重视；希望听到各位委员的有益

建议，而且使国家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过度

依赖”；“文莱怎样才能取得更大的经济收益？而

且怎样才能使政府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并有利于人民

的良好伙伴？”。

图表 10：文莱地图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这位元首鼓励，在司法大会的系列会议期间，

各种建议、建言、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但不能

37　HM	calls	for	empowerment	of	private	sector,	2016-3-6，http://

www.bt.com.bn/news-national/2016/03/06/hm-calls-empowerment-

private-sector-titah

只是凭个人兴趣，不经过适当的研究就提出来。这

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就会弱化建言的意义，从而失

去战略的重要性；或是，提出的问题只是作了讨论

和争论，而不跟随相应的行动。

关于文莱的金融状况，苏丹总统说，国家仍能

担负得起发展计划及政府的运营，但是政府必须优

化和谨慎使用经费。

政府政策方面，总统也将强化私有部门的发展，

采取步骤改进商业环境，包括建立一项前 - 商业法

制基础设施。例如，商业登记现在可以在线操作，

只需要一天，而商业许可证并不需要是特定的项目；

建立“中小企业中心”将有助于企业向国际市场渗透；

到了我们应该改变商业战略的时候了，应从自给自

足向出口导向转移。

他说，“我们有了国家和国际网络机构，包括

BIMP-EAGA、ASEAN、亚太经济合作协议（APEC）

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些有助于经

济增长，以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应该抓住机会，敦

促当地企业家不仅在国内竞争，也到国际市场上去

竞争”。

其他议题还有外资、城市和农村居民问题等，

都需要进一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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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推进新航线的发展

Philippines Boosts the New Airlines

菲律宾政府近期已经拨款 6400 万菲元（136.96

万美元）用于举办“2016 亚洲航线发展大会”，此

项会议是世界航空企业最大的聚会。

2016 亚洲航线发展大会，于 3 月 6 日至 8 日举行，

为航空专业人士、航空公司、机场和其他旅游业者

提供一个见面、洽谈和挖掘市场机会的平台。今年

的亚洲航线发展大会是由总部位于伦敦的联合商业

传媒（UBM）主办，菲律宾旅游部承办，交通部和

马尼拉国际机场管理局协办。

图表 11：菲律宾地图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会议有来自欧洲、北美和南非总共 96 个航空公

司、169 个机场、12 个旅游主管部门和 17 家航空数

据提供商参加。这是在马尼拉 SMX 会议中心举行

的为期三天的重要盛会 38。

菲律宾旅游部航线发展小组负责人表示，该预

算将由旅游部、交通部和马尼拉国际机场管理局

（MIAA）提供。

对菲律宾来说，经济仍处于缓慢增长的状态。

旅游部会提供一半的预算（3200 万菲元），其余来

自交通部（1600 万菲元）和马尼拉国际机场管理局

（1600 万菲元）。该盛会，对尼诺·阿基诺国际机

场（NAIA）发展新航线、缓解拥堵和帮助支线机场

显得至关重要。

菲律宾将增加容量，并展示各支线机场，特别

是克拉克国际机场和卡里波国际机场。马尼拉机构

的空中交通约占 75%，其他支线机场仅占 25%。如

果能够发展新的航线，将提高支线机场的利用率，

将能够获得更多投资进入，特别是公私营合作伙伴

关系项目。旅游部还强调了发展新航线对连接亚洲

的重要性。在 2015 年全国航空座椅从 900 万个，上

升 7.9%，至 1300 万个，显示菲律宾正变成一个旅游

出行的主要目的地。

38　政府将投入 6400 万元主办“2016 亚洲航线发展大会”，2016-3-

5，http://www.shangbao.com.ph/jjxw/2016/03-05/486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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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纪录新高。2016 年初，FDI 资金继续涌入越南。

截止 2016 年 2 月份，协议外资金额 28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35%。

汇丰银行预计，2016 年越南 GDP 增长率保持

6.7% 和 2017 年 GDP 为 6.8%。该银行还预测，今年

年底，通货膨胀率或将提升至 5.2%，逼近政府提出

的最高上限。此外，2016 年第三季度，贷款利率可

能会增加。国家银行或采取紧缩政策，加强对房地

产等领域的贷款监管。

上述信息表明，在越南有几项重要的发展契机，

一是制造业，二是出口，三是吸引外资，四是整体

市场水平。对制造业而言，除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外，还有更多可待开发的制造业领域，例如汽

车业、电子产品等领域。良好的制造业也将带动出

口方面，这为国外资金提供了更多市场参与的机会。

外资方面也是如此，低成本和经商环境良好对外资

仍有很强的吸引力。另外，良好的经济发展趋势也

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带来更多机遇。

老挝房地产市场有良好发展机遇

Good Prospects for Laos Real Estate

老挝地处中南半岛北部内陆，人口约 650 万，

相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小国，与中国、柬埔寨、越南、

缅甸和泰国接壤，老挝首都万象是其主要的城市人

口聚居地以及政治经济中心。尽管人口稀少、国内

市场狭小，但近年来老挝经济快速增长，招商引资

力度大，东盟一体化愿景等优势不断吸引越来越多

的外国投资者，使得外商对老挝的投资热度日益加

越南呈现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Vietnam Shows Good Economic Prospects

根据汇丰银行近期发表的公报，越南市场发展

前景明朗。在本地区各国出口明显放缓的背景下，

越南制造业则呈现强劲恢复态势。这就是越南市场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主要原因之一 39。

相关数据表明，2016 年 2 月份，越南日经制

造业 PMI 指数保持稳定，为 50.3，增幅低于一月

份。值得一提的是新出口订单增加，招聘需求继续

保持稳定。2015 年，越南制造业增长 10.6%，拉动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6%，达 6.7%。汇丰银行认为，

2016 年越南制造业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增长率将达

10.7%。

图表 12：越南公路一景

资料来源：越南人民报

2015 年，越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资金（FDI）

39　汇丰银行：越南市场发展前景明亮，2016-3-5，http://cn.nhandan.

org.vn/economic/item/3917901- 汇丰银行：越南市场发展前景明亮

.html

III．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CHINA-ASEAN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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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40。　　

老挝房地产的商业地产、写字楼、住宅公寓等

近年来增长较快，其中 2011 年零售地产新增面积为

34000 平方米，2010 ～ 2012 年写字楼新增 5200 平米，

2009-2013 年新增公寓数量年均超过 150 套。

图表 13：中工国际在老挝的部分项目

资料来源：安邦咨询根据南博网信息整理

在房地产投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老挝的土地

政策。其土地分国有和私有两种，其中国有土地不

能进行买卖交易，只能用于租赁；而私人土地由政

府发放土地地契，可进行买卖或者租赁。对于外国

企业和外国投资者，购买私有土地的条件是外国企

业必须投资成立老挝落地公司，外国投资者必须办

理移民手续，成为老挝籍公民。而租用土地可与土

地所有者协商租赁期限和租金。

最新信息表明，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投资房地产

的企业迅速增加，在老挝也是如此。中国一直是老

挝主要的投资来源地之一。过去，中国在当地的投

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随着

老挝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近年来当地中资

企业也开始涉足房地产开发。由于目前老挝超过五

层的建筑数量还不多，分析预计房地产业未来的发

40　老挝房地产市场吸引越来越多中国投资者，2016-3-4，http://

www.caexpo.com/news/info/original/2016/03/04/3658475.html

展前景十分广阔 41。

中工国际是中国房地产企业进军老挝的主要企

业之一。

万象新世界广场建成后，将成为集风情购物、

滨河美食街、百货商场、电影院为一体的大型商业

综合体，为老挝人民和外国游客提供一个集购物、

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兼具老挝文化风情和国际

商业气息的现代化消费场所 42。

除中工国际外，其他中资企业也纷纷进入老挝

房地产市场。2011 年 12 月，上海万峰房地产有限公

司与老挝政府签署《塔銮湖专业经济区开发协议》，

并于 2012 年开工建设。项目占地面积 365 公顷，总

投资约 128000 亿基普（约合 16 亿美元），拟在万象

塔銮湖地区建成集文化、旅游、休闲、居住为一体

的湖滨新城。2014 年 2 月，重庆方德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与老挝国防部经济局合作开发的现代化城市

综合体项目拉萨翁广场动工。该项目建筑面积 15200

平方米，包括一栋五星级酒店、一栋甲级写字楼、

一栋酒店式公寓和一座现代化购物中心，预计将于

2016 年 3 月前完成主体工程。老挝外交部已在 2014

年 8 月出台文件，将拉萨翁酒店指定为 2016 年东盟

峰会接待酒店之一。2014 年 9 月，中航国际投资（老

挝）有限公司在万象举办了“AVIC Townhouse”联

排别墅项目开工仪式。该公司于 2014 年 8 月注册成

立，合资方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老

挝吉达蓬集团。“AVIC Townhouse”联排别墅项目

位于万象市北部，距离市中心约 3 公里，占地 9800

平米，本期别墅总共 53 套，2014 年 10 月开工建设，

于 2015 年 3 月竣工。

值得注意的是，老挝的发展水平目前仍然有限，

虽然投资的机会很多，但也应注意将发展契机与投

资项目以及目标结合起来，逐步发展。

41　同上

42　同上

中国东盟合作契机	/	ASEAN-CHINA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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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启动大量PPP项目

Philippines Promotes PPP Projects

据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信息，菲律宾政府

2016 年 1月 22日宣布，13 个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

项目不受大选禁制令的影响，在 3 月 25 日 -5 月 8

日大选期间正常招标 43。这 13 个项目总金额达 5140

亿比索，包括数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 1228 亿比

索的拉古纳湖沿岸堤防及高速路项目、1707 亿比索

的南北铁路项目南线工程、190 亿比索的达沃莎莎

港现代化升级改造升级项目以及 187.2 亿比索的卡

力瓦大坝项目等，保和、拉衮丁甘、达沃、巴克洛

德以及伊洛伊洛机场开发、维护或运营等总金额达

1081.9 亿比索的机场类项目也同在不受禁制名单之

列。

图表 14：菲律宾冀望通过 PPP 项目促进经济发展

资料来源：asean168 网

菲律宾基础设施薄弱，远远落后于印尼、马来

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东盟国家，较大程度

上制约了菲律宾的经济增长。通过落实等 PPP 项目，

公私合作修建道路、港口及通讯设施，减少成本的

同时，有利于改善经贸环境，促进投资、贸易，支

43　菲律宾 13 个 PPP 项目招标不受大选影响，2016-1-26，http://

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6-01/8448611.html

撑经济持续增长 44。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

模式，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在

该模式下，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

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按照广义概念，PPP 是

指政府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过程中，让非公共

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

实现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2015 年 12 月 13，菲律宾房屋城市发展委员会

负责人表示，菲律宾将启动最大的公私合作（PPP）

社会住宅项目，以弥补住房不足问题。该项目将于

年底前提交闲置土地情况后进行，包括国有公司和

国家控股公司的所有政府机构。房屋城市发展委员

会主席贝尼特斯表示，该社会住房项目将在马尼拉

15 处地点建设四层到五层的社会住房。由于土地有

限，拟建设包括 10 万套到 15 万套住宅的中层建筑，

但需要国有机构首先提交其闲置的土地 45。

而在 2014 年，菲律宾即开始启动多项 PPP 项目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据 2014 年 11 月 24 日的有关信

息，菲律宾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中心进行 10

个 PPP 项目招标的前期调研工作，其中三个项目基

本预算：圣费尔南多机场项目（81 亿比索）、南北

铁路项目（37 亿比索）和大型环线交通系统（1350

亿比索）。其他 7 个项目包括：轻轨一号线延长线

项目、八打雁 - 马尼拉天然气管道项目、马尼拉湾 -

帕西格河 - 内湖轮渡系统、5 环交通改造项目、克

拉克国际机场项目、综合交通系统项目北段以及尼

诺伊阿基诺国际机场改造项目 46。

44　菲律宾推出 PPP 项目	 助力经济发展，2015-5-3，http://b2b.

asean168.com/quote/show/1793/

45　 菲 律 宾 将 启 动 大 规 模 社 会 住 宅 项 目，2015-12-18，http://

ph.mofcom.gov.cn/article/sqfb/201512/20151201214041.shtml	

46　 菲 律 宾 将 推 动 10 个 PPP 项 目 招 标 2014-11-24，http://china.

huanqiu.com/News/mofcom/2014-11/5214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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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与中国开通多条航线

Indonesia-China Open More Airlines

印度尼西亚为了落实今年吸引 200 万中国游客

的目标，2016 年将共开启 18 条直通中国多个大城市

的航线。

图表 15：印尼繁忙机场的一景

资料来源：互联网

据印尼媒体 3 月 5 日的信息，印尼旅游业部国

际市场促销部门称，这 18 条直通航线瞄准的大城

市主要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也包括香港和澳门

等 47。该部门表示，印尼旅游业部预定 2016 年将吸

引大约 1200 万人次国际游客，其中包括 170 万至

200 万人次的中国游客。上述 18 条航线附带宣传性

质，比如宣传到印尼打高尔夫球。印尼约有 150 座

具国际水准的高尔夫球场，分布于雅加达、茂物、

万隆、日惹、巴厘岛、巴淡及民丹等地。游客还可

47　印尼今年开启 18 条	直通中国多地航线 2016-3-6，http://www.

zaobao.com/news/sea/story20160306-589306

同时享受清新的空气及观赏海景、沙滩。

印尼高尔夫球旅游配套还有价格的优势，五天

四夜的旅游配套价约 550 美元（760 新元），包括住

宿、交通费、场地费、球童费等。

在印尼与中国之间更多航线的开通带动了旅游

产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除了航空业、航线服务、

旅游服务等产业本身外，还将带动印尼多地的经济

发展及吸引更多的投资，同时也将有助于中国相关

产业的发展。

因此，印尼开通更多航线意味着扩展更多的发

展机会。

中国 -老挝尝试更多的经贸沟通

China-Laos Increase More Economic Link

《中国老挝磨憨 - 磨丁经济合作区建设共同总

体方案》2016 年 3 月签订，这将是中国在老挝以及

整个东南亚建立的第一个跨境经济合作区，暗示着

中国想要与其南方邻国扩大经济关系 48。

2015 年，中国对老挝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突

破 10 亿美元，达 1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2%，首

次超过印度尼西亚，位列新加坡之后，在东盟国家

中位居第二 49。

中国对老挝外派劳务大幅增长在亚洲国家中位

居第一。2015 年，工程承包项下中国对老挝派出人

48　澳媒：中国元素深入老挝小城镇	跨境经贸不断扩大，2016-2-29，

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160229/1087627.shtml

49　我对老挝投资大幅增长在东盟国家中位居第二，2016-2-14，http://

la.mofcom.gov.cn/article/zxhz/201602/201602012544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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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大幅增长，超过 1.1 万人，在东盟乃至亚洲国家中

位居第一。

2016 年 2 月 29 日有消息报道，中山大学中国与

亚太区域研究所所长顾长永发题为《中国在老挝不

断扩大的影响力》的文章，文章称，中国与老挝签

署了《中国老挝磨憨 - 磨丁经济合作区建设共同总

体方案》50。

中老边境附近的小城磨丁地处中国向东南亚扩

大影响力之路的战略要地，它把从中国通往东南亚

的两条重要交通线连接在一起。其中一条是昆曼公

路，它始于中国云南省省会昆明，经老挝到达泰国

首都曼谷。另一条是中老铁路，它从昆明通往万象。

万象是东西走廊的一个战略要地。昆曼公路在 2013

年就已贯通，而中老铁路 2015 年 12 月才开工建设。

50　澳媒 : 中国元素深入老挝小城镇	跨境经贸不断扩大，2016-2-29，

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160229/1087627.shtml

磨憨 - 磨丁经济合作区并不完全是新生事物。

几年前，该经济合作区的前身——磨丁经济特区——

就改变了磨丁的面貌。磨丁经济特区主要由中国企

业支持。该特区成立后，酒店、赌场、餐馆和市场

出现在了落后的磨丁。

受益于老挝便利的签证政策以及昆明 - 磨憨高

速公路（它是昆曼公路的一部分）的建成通车，中

国游客纷纷涌入磨丁经济特区。随后磨丁经济特区

遇到了一些问题。尽管目前磨丁的商业活动仍然低

迷，但一旦新的磨憨 - 磨丁经济合作区成立，这个

偏远的小镇很容易就能恢复往日的生机。

在从磨丁到琅勃拉邦途中的孟赛，中国的影响

力仍然十分明显。2014 年初建成的一家酒店是孟赛

最大的社会活动中心，它包括一家大型超市、一家

赌场和一家餐馆。在被问及为何要在一个人口不多

的小城进行如此大手笔的投资时，该酒店的经理说

他认为这是一笔前景光明的风险投资。这不仅是因

图表 16：老挝政府高官参观中企在琅勃拉邦承建的水电站项目

资料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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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昆明 - 磨憨高速公路，也是由于中国在老挝的

经济活动日益增多。

孟赛的商业区沿该城的主要道路延伸，中国人

的商店和广告在道路两旁林立。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中国人开设的中小规模的汽车修理店、小卖部、五

金店、电脑店、宾馆，当然还有餐馆。现在，新的

中国移民控制着当地经济，这使得一些当地人被边

缘化。

在孟赛的公共汽车站，站牌用中文、英语和老

挝语三种语言标注。尽管中文标牌在琅勃拉邦的较

大城市很常见，但在小城镇都能见到汉字还是很让

人意外的。中国在老挝北部进行开发，似磨憨 - 磨

丁经济合作区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要为中国向老挝以

及东南亚其他地区进一步扩张创造便利条件。

中国 -菲律宾加强贸易与投资

China-Philippines Show Good Economic Relations

3 月 3 日，菲律宾《马尼拉时报》等媒体发布《中

国外贸成绩不易，中菲贸易逆势而上》的中英文署

名文章，作者中国驻菲使馆商务参赞金远表示，在

2015 年全球贸易出现两位数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

外贸 8% 的降幅远低于其主要贸易伙伴和全球贸易

降幅，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反而提高一个百分点至

13% 以上 51。

2015 年，中菲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达到 456.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在中国与亚洲国家贸易下

滑 7.8%、与东盟国家贸易下滑 1.7% 的背景下，中菲

贸易逆势增长实属不易。

回顾双方经贸活动，反映出双方的经贸合作有

很好的基础。1975 年 6 月 9 日，在北京签署《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51　中国外贸成绩不易，中菲贸易逆势而上，2016-3-3，，http://

p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03/20160301267887.shtml

1992 年 7 月 20 日在马尼拉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

定》，2000 年 5 月 16 日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与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二十一世纪双边合

作框架的联合声明》，2004 年 9 月 3 日在北京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菲律宾共和国政府联合新

闻公报》，2005 年 4 月 27 日在马尼拉签署《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贸易和

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5 年 4 月 28 日在马尼

拉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

和 2006 年 6 月 5 日在马尼拉签署《关于建立中菲经

济合作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等。

根据菲律宾方面统计，现在中国是菲第二大贸

易伙伴、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市场。中菲

贸易在产业内、产业间都有很强的互补性，中菲应

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潜能，加大贸易和投资合作，

把地缘优势、互补优势转化为增长动能。两国间希

望远比困难多，共识远比分歧多。不断推进中菲贸

易与投资，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两国人

民福祉和地区和平稳定 52。

越南 -中国台湾 -韩国发展经贸关系

Vietnam-Taiwan-Korea Develop Economic 
Partnerships

据越南人民报信息，越南同奈省计划与投资厅的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初年，在对该省投资的 40 个

国家和地区中，投资额超过 50 亿美元的有中国台湾和

韩国。具体，台湾在同奈省展开投资项目共 283 个，

投资总额51.3亿美元，韩国投资的项投资项目共312个，

投资总额 50 亿多美元 53。

52　中国外贸成绩不易，中菲贸易逆势而上，2016-3-3，http://china.

huanqiu.com/News/mofcom/2016-03/8646592.html

53　2016 年越南同奈省力争实现吸引投资总额达 10 亿美元的目

标，	2016-3-5，http://cn.nhandan.org.vn/economic/investment/

item/3917601-2016 年越南同奈省力争实现吸引投资总额达 10亿美元的

目标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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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和韩国投资商近年来不断扩大制鞋、纺

织品服装、木制品、电子零件、辅助工业等领域的投

资规模。台湾和韩国的投资项目大多数取得积极成效。

越南同奈韩国企业协会主席朴铉培表示，同奈省

交通运输方便，因此韩国企业十分看好该省投资环境。

未来，龙城国际机场建成将吸引更多投资商。韩国企

业希望，同奈省继续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

化投资手续。

同奈省工业区管委会代表表示，该省正大力推进

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外国投资商可受到工业区管委会

“一站式”服务部门的协助。在同奈省的外资企业若

遇到问题可通报工业区管委会或直接向有关机关领导

人通报。

2016 年，同奈省力争实现吸引投资总额达 10 亿

美元的目标。截至 2016 年 2 月底，该省新注册的外国

直接投资项目共 14 个，协议资金近 1.7 亿美元，同比

增长1.6倍，增资项目共17个，增资金额近2.99亿美元，

同比增长 3.4 倍。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中国台湾在对越南同

奈省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高居首位。2016年前两个月，

台湾投资商在同奈省展开投资总额 1.25 亿美元的四个

投资项目。此外，投资总额超过 1000 万美元的项目共

有五个。上述情况表明，越南的不同省份仍有很值得

分析的外资利用特点，相关信息也值得中国大陆企业

注意。

图表 17：越南同奈省一景

资料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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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2016 年大选后选人盘点

Analysis of 2016 Election Candidates of 
Philippines

菲律宾将于 2016 年 5 月迎来总统大选，后选人

竞争成为选前政治发展主线，各路“门派”使出浑

身解数，战情激烈。目前，选情起伏，谁能最终胜

出尚难预料。比较热门的人选有反对党“团结民族

主义联盟”领导人、现任副总统杰约马尔·比奈，

自由党参选人、前内政部长马尔·罗哈斯，独立候

选人、女性参议员格雷丝·傅，以及达沃市市长杜

特尔特。 

图表 18：杰约马尔 • 比奈的总统竞选海报

资料来源：新华网

四位热门候选人中，比奈是菲律宾政坛老将，

曾于 2010 年击败阿基诺三世的竞选搭档罗哈斯，当

选副总统，之后又兼任内阁职务，个人能力较强，

尽管身陷腐败丑闻，但仍然拥有较高的支持率。罗

哈斯家世显赫，其祖父是菲律宾摆脱美国殖民统治

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又有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的支

持，强大的人脉资源将是其取胜的法宝。格雷丝·傅

形象清新，曾经多次在民调中领跑，但受参选合法

性问题的负面影响，2015 年 12 月仅仅收获 21% 的

民众支持率，滑落到第三名 54。杜特尔特以铁腕打击

犯罪著称，雷厉风行的风格在民众中享有好评，但

也因其言行彪悍多次引发争议。

此次菲律宾大选的最大看点在于，新任总统对

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的态度如何。一般来说，新任

总统对往届总统的看法往往决定未来菲律宾国内

政治和对外政策的走向 55。特别是阿基诺三世在执

政期间，借民族主义问题转移民众注意力，多次挑

衅中国，使得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的矛盾日

益突出。因而，新任总统对阿基诺三世的态度将对

未来中菲关系、美菲关系产生直接影响。比奈现在

已与阿基诺三世分道扬镳，并受到阿基诺政府的贪

腐指控和调查。他可能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中菲

关系，注重中美之间的平衡。罗哈斯是阿基诺推举

的候选人，与阿基诺家族的关系亲密。现任政府的

支持可能不会让其轻易更改既有的外交政策。格雷

丝·傅、杜特尔特与阿基诺的关系外界尚无过多报道，

但格雷丝·傅长期定居美国的背景值得注意。

此次大选的另一个看点，是几位候选人如何

赢取民心。虽然菲律宾政治生态仍然以家族政治为

主，但是，随着菲律宾国内民众政治意识的觉醒，

民众诉求日益多样化，民意在决定选举结果方面的

影响力在提升。阿基诺三世执政期间，菲律宾经济

增长率平均达到 6% 以上，是 40 年来最佳的 5 年纪

54　菲律宾选战激烈	选情多变，环球网，2015-12-25，http://world.

huanqiu.com/hot/2015-12/8258838.html

55　鞠海龙：菲律宾的政治生态与 2016 年大选，和讯网，2016-2-1，

http://opinion.hexun.com/2016-02-01/182116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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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56。但是，菲经济发展问题仍然面临挑战，特别是

民众普遍感到未能充分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腐败

问题严重。因而，各位后选人的施政理念和执政能力，

恐怕将会对民意产生重要影响，继而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选举结果。比奈曾痛批阿基诺三世的执政表现，

指责阿基诺政府让少数精英阶层获利却无视穷人痛

楚、“歪曲公义”57。

罗哈斯拥有庞大的政治资本，这会对其处理经

济问题产生帮助，但阿基诺三世对其的支持可能对

其进行大胆的经济改革会产生阻碍。杜特尔特领导

达沃市长达 20 多年，让该市成为公认治安良好的城

市，有一定的执政经验。根据 2015 年 12 月菲民调

机构“社会气象站”的调查，杜特尔特获得 38% 选

民支持 58，遥遥领先其他候选人，反映出民众对当前

菲律宾社会治安及秩序的不满，以及对传统政治人

物的失望。格雷丝·傅的执政经验不及上述三位，

但其作为一名无党籍人士的背景，以及其年幼时被

领养的经历，可能令其更多从平民和非家族利益的

角度去考虑问题。当下，她已提出了多项政见及施

政愿景，包括扶贫与肃贪。

柬埔寨期望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ambodia Hopes to Join in TPP

在东盟十国中有四国已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后，其他未加入国家也在注意讨论

如何参与的问题。柬埔寨财经部高级官员近期表示，

柬埔寨官员将访问美国，届时，会受到美方加入（TPP）

的邀请；柬埔寨政府已成立一个研究工作组，以准

56　菲一明显养女民调支持度高	有望成下届总统，新浪网，2015-9-

21，http://news.sina.com.cn/o/2015-09-21/doc-ifxhytxr3942739.

shtml

57　菲副总统与阿基诺反目	欲竞选总统，新华网，2015-6-25，http://

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25/c_127948549.htm

58　菲律宾“粗口市长”领跑大选民调	或因最近才宣布竞选，环球网，

2015-12-8，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12/8123185.

html

备加入 TPP59。

2016 年 2 月举行的美国 - 东盟峰会上，各国进

行了贸易和投资协议等谈判。金柬埔寨也派代表参

加了会议。美国与柬埔寨双方代表也单独举行了会

议，双方把重点放在扩展双边投资协议、提高贸易

能力方面 60。这些框架协议讨论如何能提高两国之

间的贸易和投资，以及提供解决双边贸易难题的论

坛。

图表 19：TPP 成员国举行会议

资料来源：柬埔寨金边邮报

两个国家 2006 年即组成了联合贸易和投资委员

会，讨论奥义和投资框架（TIFA），近期再次举行

了双方的碰面会。

尽管双方建议的细节还在讨论中，但是已开始

集中讨论柬埔寨实施 WTO 承诺的情况，包括电子

商务规则、通关、卫生设施等。目标都是巩固贸易

并鼓励更多美国资金至柬埔寨投资。在签署一项自

贸协议后，双方希望加快对话进程。同时，美国将

帮助柬埔寨吸引更多的美国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并为

59　柬埔寨受邀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6-1-19，http://

cb.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01/20160101237588.shtml

60　US	trade	treaty	to	aid	Kingdom's	TPP	ambitions，Mon,	15	February	

2016，	http://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us-trade-treaty-

aid-kingdoms-tpp-amb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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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61。

双边投资协议将为私人投资建立一系列便利条

件，即开放的、透明的和可预测的、为每个投资者

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目前 TPP 有 12 个成员，包括

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重要邻居，

越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之所以关注邻居

越南的 TPP 成员身份以及与欧盟已经签署的自贸协

议，是由于美国以及欧盟也都是柬埔寨的重要出口

目的地。所以，对柬埔寨而言，柬埔寨 - 美国双边

贸易协议是河等地重要。在柬埔寨的美国商会表示，

TPP 对越南的政府和商界都有重大意义。

假如美国和日本最终都正式批准了 TPP 协议，

那将代表了 40% 的世界经济。因此，柬埔寨目前也

开始考虑走上申请成为 TPP 成员的道路。柬埔寨已

经开始了自由市场经济，然而，还有大量的问题存在。

例如，目前的规则都是美国制定的规则，柬埔寨还

希望自贸谈判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柬埔寨去年向美国出口 20 亿美元物品，向欧盟

出口 34 亿美元物品。尽管欧盟提供给柬埔寨免税出

口除了武器以外所有物品的待遇，但是出口到美国，

特别是服装，情况还是很好的。

上述分析表明，柬埔寨期望加入 TPP，有几方

面考虑：一是自己的产业结构适合加入 TPP 这样的

伙伴关系协定；二是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关系已经

处于良好发展的状况；三是邻国越南已经加入 TPP

协定，并在产业结构方面与柬埔寨接近，可以作为

柬埔寨的榜样及竞争对手；四是美国希望拉入更多

的国家在自己确定的贸易规则之一；五是柬埔寨希

望能通过加入 TPP，而加速自己融入世界市场的步

伐。

61　同上

印尼期望能远离伊斯兰国

Indonesia Expects to Be Far From IS

印度尼西亚政治、安全和律政统筹部长鲁胡特

说，印尼将不加入由沙特阿拉伯架构的伊斯兰诸多

国家的军事联盟。

印尼《商报》5 日援引鲁胡特的话说，已经有许

多伊斯兰国家表态加入该联盟，但印尼没有理由参

与，因为印尼有自己的影响并可给中东国家作借鉴。

图表 20：鲁胡特说， 印尼不会加入伊斯兰国家
军事联盟

资料来源：联合早报

他表示，在处理激进主义犹如“伊斯兰国”事

情上，印尼不希望跟随众多方面采取暴力的错误方

法，而是利用软手段通过接近即利用宗教和文化影

响途径解决为优先 62。

鲁胡特指出，在伊斯兰国家组织里，印尼被认

为在经济和伊斯兰居民总数方面是最大的国家。为

此，印尼是确定表态对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应该

62　印尼不会加入伊斯兰国家军事联盟，2016-3-5，http://www.

zaobao.com/realtime/world/story20160305-58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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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他表示，印尼没有理由加入这个或者那个军事

组织。“别的国家应该随着我们，因为我们国家是

世界伊斯兰居民最多的国家。”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穆斯林人口的国家，近些年

也纠结于伊斯兰化国家意识的发展及非宗教化的现

代形态发展的矛盾之中。无论是政治、宗教，还是

社会发展上，相应问题始终呈现于国家治理和政策

制定及运行的各个层面。我们的分析表明，是否伊

斯兰化和是否现代化将为印尼和周边国家带来重大

挑战。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文化身份——

越南为例

TPP vs. Cultural Identity——Take Vietnam as An 
Example

在越南加入 TPP 后，越南在国家层面讨论 TPP

的影响，以往较多讨论的是越南加入 TPP 后对产业

和经济的影响，最近，越南开始了 TPP 与文化认同

关系的讨论。如下以越南人民报的观点为例，主要

有几个方面：

1、越南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因此国家不选择成

为一座“孤岛”，就避免不了融入的趋势。越南已

加入东盟共同体、世界贸易组织和参加《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在不远的未来，越南将参与世界

的所有运动。世界既把越南视为一个平等成员并对

越南给予尊重，又同样要求没有任何优先。因此，

越南不应该等待别人予以优先 63。只有如此，越南才

可以强大。

2、对于越南而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63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越南文化身份，2016-2-5，http://

cn.nhandan.org.vn/theodongsukien/item/3849501-《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与越南文化身份 .html

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除了

高兴以外还怀着担忧的心情。参加《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各国的经济集团将有权在成员国的“舞台”

上参加一场公平且不让步的竞赛。然而，我们一直

以来几乎只参加自己单方面的游戏。国家领导人了

解对越南经济的巨大挑战，然而也看到未来在进入

一个平等竞争时越南迈向强大的新机遇。从现在起，

可以初步形容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启动和

加速时，越南经济体的“现状”，估计越南经济中

多家企业将会失败或放弃，但是多家企业将渡过困

难和挑战而成长。那时越南将有真正的经济集团，

并推动越南社会可持续发展。

图表 21：越南歌舞剧院艺术家在韩国文化旅游
国际展览会表演节目

资料来源：越南人民报

3、全球性的贸易协定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协定，

因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仅是经济领域，

而且也包括文化领域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往，

人们总是认为文化是一个神圣的、无形的、很难经

营的东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想法又不

正确。以电影和文学两个领域来看。

关于电影领域，外国电影制作家可以在越南建

立摄影棚，他们使用由越南人撰写的剧本和故事，

邀请世界著名导演，通过他们本人的电影思维和技

术制作有关越南的电影。他们将会为越南人制作出

有关越南人、越南历史和生活的具有吸引力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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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电影的人几乎都知道好莱坞不仅为美国人制作

有关美国的电影，而且还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制作有

关该国家的许多好电影。基于越南当前的电影制作

思维和技术，越南电影制作家马上就会输给外国电

影制作家。

外国出版社也是同一个道理。他们不仅直接向

越南推荐世界好书，且邀请越南作家和记者按照他

们的要求创作。当然作家和记者是自由创作，但也

要关心外国出版社的要求，因为这是出版社的利润

及其经营活动，并不是他们为越南作家投资的。他

们给越南作者带来的利润高出国内任何一家出版社

和电影制作家的利润。

4、那么，很自然地将会碰到的问题是：上述做

法有没有违法？答案是，没有违法。

他们完全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规定的

法律框架内运行，也获得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各国的同意。然而，他们的看法、思维、技

术及其经营艺术是值得越南学习的。输给他们是必

然的。但到此时，越南电影制作公司和各家出版社

只有两个选择，自己退出或者给那些新老板打工——

世界各国早就得出了这一教训。

打工并不是可怕的问题，可怕的是在文化被隶

属时将面临蜕变危机，尽管这是一种柔和的蜕变。

柔和得自己认为还是自己，可是已经是别人的一部

分或完全是别人的了。那时，确定自己是谁就确实

不是简单的事情了。这里并不是确定一个名字或种

族、皮肤颜色而是文化身份的确定。

文化身份并不是一个新的术语。自 20 世纪初，

世界文化家和教育家已经就有关人类失去自己的文

化身份的危机提出警告，在失去了这最重要的身份

时世界将变得紊乱。澳大利亚是个多文化国家之一。

该国政府从不主张同化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其他不

同文化。澳大利亚观念是，“增加了一名印裔诗人，

澳大利亚国家增多了一种语言；增加了一名南斯拉

夫裔音乐家，澳大利亚国家增多了一个节奏；增加

了一名华裔画家，澳大利亚国家增多了一种颜色；

增加了一名越裔建筑师，澳大利亚国家增多了一个

空间等”64。这意味着在该国，每个人应有自己的文

化身份，使澳大利亚文化更加多样与丰富，而不是

融合和撤销它。

可以肯定地说，未来越来越多外国人赴越南工

作和生活。因此，我们国家将会共同存在许多不同

的文化群。尽管各文化群没有打算相互同化，但是

如若一个文化群发挥其权力，同时让另外一个文化

的居民享有利益，其将成为优越的文化。因此，其

他文化群将成为薄弱或被融合是容易理解的。这是

任何一个文化在同其他文化交流时都要面临的威胁。

当一个文化实体不能保留和推广时，文化王国

的边界线将会日益缩小。因为文化没有自然遗传的

能力，而要推广和传播并为该文化实体创造当代生

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突然为文化产品，

尤其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的文化产品

进军越南市场敞开大门。如果不能使越南产品比自

己“对手”的产品更加优越，那么“越南人优先使

用越南货”的呼吁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上述将国家文化与贸易协定认真关联起来的方

法很值得我们思考。对于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欠发达

国家来说，保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文化不被冲击同

等重要。没有了自己的文化，也就谈不上真正的经

济起飞。

6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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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加纳工业园集团大城工业园	-	1

Thailand Rojana Industrial Park - AYUTTAYA 
Project - 1

泰国洛加纳大城工业园区位于大城府佑泰区，

是一座占地面积 15000 莱的全方位服务的成熟的工

业园区 65。 

大城工业园区是沿着大城府的洛加纳大道而建，

此条大道连通泰国 32 号国家公路（亚洲公路），这

条公路使得洛加纳大城工业园区成为泰国中部的物

流中心。

此外，大城工业园区还方便的连通曼谷的孔堤

海港，洲际高速公路和曼谷外环路。从大城工业园

区到曼谷市中心及苏瓦纳朋国际机场仅一小时车程。

洛加纳大城工业园特点

· 临近大都市

从曼谷到大城工业园区仅 1 小时车程

· 完善的基础设施

园区可供给充沛的高品质用水，10立方/莱/天，

电力由国家电网及园区自备燃气电站联合供给

· 节省电费

按省电力局（PEA) 颁布的电费标准给予用户

10% 优惠。

· 丰富高品质的人力资源

65　洛加纳工业园集团大城工业园，http://www.rojana.com/ayutthaya_

project_ch.html

园区临近曼谷大都市便于招聘优秀的管理人才，

工程技术人员和一般劳工

· 由园内日系工厂主持的常规信息交流会

交流信息冠之为“洛加纳会议”的各种座谈会

与会的有上百家日系企业

· 专业支持服务

工业园合作方日本索米金公司设置专人照料日

本合资企业。

· 为园区内的外籍专家和管理人员提供舒适的

居住和旅行环境

由于日本索米金公司是洛加纳工业园集团的合

作伙伴，园区内约 60% 为日资企业。大约 100 家的

商店在园区周边营业。一小时车程即可从园区抵达

曼谷市中心。园内的公寓区可以为园区内人员和外

籍专家短期和长期的居住，公寓内有银行服务，日

本餐馆等。

· 向客户提供全面周到的“一站式”服务。

VI. 项目与合作
PROJECT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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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洛加纳大城工业园

资料来源：洛加纳工业园区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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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 -美国领导人特别峰会发表

《阳光之乡联合宣言》

Joint Statement of the ASEAN-U.S. Special 
Leaders’ Summit: Sunnylands Declaration

2016 年 02 月 17 日，越通社

（人民报）越南时间 2 月 17 日在美国加州安纳

伯格阳光之乡庄园会议中心，东盟 - 美国领导人特

别峰会发表了《阳光之乡联合宣言》，内容如下 66。

我们，东盟各成员国与美国国家 / 政府首脑已

抵达加州安纳伯格庄园出席从 2016 年 2 月 15 日至

16 日召开的领导人特别峰会。这是东盟与美国领导

人在美国召开的首场特别峰会，也是东盟共同体建

成后举行的首场峰会。

本次峰会标志着东盟乃至东盟 - 美国战略伙伴

关系的重要转折点。2015 年，东盟各国庆祝东盟共

同体建成，力争建设为东南亚地区人民提供更好的

服务的东盟共同体。

2015 年 11 月在吉隆坡召开的峰会上，我们已把

东盟—美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双方

关系迈上新发展阶段。

值本次特别峰会召开之际，我们，东盟各成员

国与美国国家 / 政府领导人，再次重申有助于引导

双方今后的合作方向的以下关键原则：

一、在维持联合国宪章、东盟宪章和国际法等

原则和目的的基础上，尊重所有国家的独立、主权、

66　东盟 - 美国领导人特别峰会发表《阳光之乡联合宣言》，http://

cn.nhandan.org.vn/international/in_forcus/item/3875001- 东盟—美国领

导人特别峰会发表《安纳伯格庄园宣言》.html

领土完整和独立政治；

二、重视共同繁荣、经济增长、可持续全面发

展以及青年一代培养等的重要性，为维护地区和平、

发展与互惠互利做出贡献；

三、共同注重推行面向建设活跃、开放、有竞

争力和紧密连接的各经济体的系列政策的重要性，

助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促进互联互通、革

新和经营精神，协助中小型企业和缩小发展差距；

四、我们承诺通过加强民主、管治好和遵守法

律规定，促进、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权，鼓励宽容、

温和、环保的精神等，确保我们所有人民的机会；

五、尊重与支持东盟核心作用以及由东盟在亚

太地区正在定型的区域架构中所引导的机制；

六、坚持奉行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与国际

秩序，其中维持与保护所有国家的权利与特权；

七、共同承诺以和平措施解决争端，其中包括

尊重法律与外交进程，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以及符合包括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以

及得到国际法律广泛认可的原则；

八、共同承诺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保

障航行安全，其中包括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明确规定的航行和飞越的自由，其他海洋合法利用

目的以及无受阻碍的合法商务；同时非军事化并在

其他活动保持自律；

九、共同承诺促进合作，解决海上各挑战；

十、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贩毒、

贩卖人口、非法捕鱼、野生动物非法贸易、非法采

VII. 东盟知识库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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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木材行为等各全球性问题的行动中以最大决心扮

演突出角色；

十一、共同承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建设适应

气候变化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东盟，实现《巴黎

气候协议》中“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承诺；

十二、共同承诺以国家的责任促进网络的安全

和稳定；

十三、协助建设一个强大、稳定、政治上团结、

经济上融合、能担负起社会责任、以人民为导向、

以人为核心和基于规则的东盟共同体；

十四、共同承诺通过东盟与美国公民，特别是

青年们参与的活动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为所有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创造机会，以完成东盟

共同体愿景；

十五、共同承诺通过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促进致力于可

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确保一个可持续、公平、

全面和包容的社会；

十六、共同承诺深化在地区与国际论坛上，特

别是由东盟主导的现有机制中的协作配合；

十七、共同承诺通过领导人出席东盟—美国领

导人峰会和年度东亚峰会保持国家元首 / 政府首脑

的高级别政治对话。

         2016 年 2 月 15-16 日于加州阳光之乡庄园

图表 23：美国 - 东盟安纳伯格阳光之乡庄园会议

资料来源：越南人民报网

东盟知识库	/	KNOWS ABOUT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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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东盟中心

APPENDIX A    ABOUT ASEAN-CHINA CENTRE (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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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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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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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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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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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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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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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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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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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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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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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共同为中心揭牌。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心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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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文化和教育的综合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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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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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显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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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的教育机会，促进文化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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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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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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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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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寻找当地的商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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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便利；

（十一）提供中国和东盟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有关的机构和政府官员名录；

（十二）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活动；

（十三）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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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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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互了解；

（十六）研究开展与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相关的人员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十七）支持关于缩小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的项目；

（十八）开展中心实现其目标所需其它活动。

附录一	/	APPENDI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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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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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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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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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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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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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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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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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金融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东盟地区有着多年成功的投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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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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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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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投资不断实现优化、升级和持续成长。

主要特点

- 是目前少数致力于投资东盟地区的大型私募股权基金；

- 专注于支持基础设施、能源以及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优秀企业和项目；

- 可投资于不同阶段的项目，实现商业成功和最佳社会效应的双重目标；

- 资金募集的目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其中一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

- 拥有一支国际化的专业团队，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以及相关行业经验。

投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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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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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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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笔投资额通常介于 5 千万至 1.5 亿美元之间；

- 希望与其他战略投资者实现共同投资；

- 采用多元化的投资形式，包括股权、准股权及其他相关形式；

- 不谋企业控股权，持股比例小于 50%；

- 可投资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

- 既可单独投资企业或项目，也可同时投资企业和项目层面；

- 推动资产和运营的整合、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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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力较强且可靠的项目发起人；

- 已见成效且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 经验丰富、有抱负且稳定的管理层；

- 可靠稳定的未来现金流或可预见的盈利能力；

- 具有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

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china-asean-fund.com

附录二	/	APPENDI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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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安邦咨询简介

APPENDIX C    ABOUT ANBOUND CONSULTING (AN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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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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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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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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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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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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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实用建议和项目评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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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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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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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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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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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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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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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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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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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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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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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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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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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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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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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营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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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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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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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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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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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的主要大学展开研究合作，专门用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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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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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INA-ASEAN WATCH /  2016.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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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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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