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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本土组装汽车于2015年
1月按年成长19%，主要受到
商用车及私人汽车组别的正面表
现支撑。
	汽车制造业的杰出表现主要
受到三大因素推动，并促使

资料来源：	
新海峡时报（2015年2月25日)

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增加；
其中包括复苏努力推动经济
表现走强，商业程序外包领
域增长以及国际油价下滑。	
菲律宾汽车制造商商会
（CAMPI）指出，与卡车

制造商协会（TMA）所录
得的1月总销售为1.86万	
辆，创下有史以来的最佳
1月表现。营收增加促使外
国汽车企业受惠，其中丰田
攫取46.7%销售额，三菱

汽车攫取17.4%销售额，
至于五十铃及本田则分别
拿下6.6%及6.1%市占率。

菲律宾

01 菲律宾汽车销售量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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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抑制马币外流03

随着油价回扬消除市场对低油价冲击的隐忧，马来西亚的外汇储
备跌幅同样也放缓；马来西亚2015年1月的外汇储备下滑54亿
美元，显著低于2014年12月的97亿美元。

	兴业研究（RHB	Research）分析员预测短期内马币兑美元将
维持在3.55至3.65，并可能进一步贬值，胥视油价走势；目前
无法掌握国家银行是否会干预马币的跌势。
	目前，国家银行的国际储备企于1106亿美元，当中1014亿美
元为外汇储备，9亿美元置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亿美元特别
提款权，14亿美元黄金储备，而其他海外资产则为50亿美元；
国家银行指有关储备足以资助7.9个月进口，并相等于短期外债
的1.1倍。
	过去6个月油价急挫50%，导致作为净石油出口国的马来西亚
受到严重打击，并对石油出口收入预估造成负面影响；另外，
尽管国际油价波动，标准普尔（S&P）维持马来西亚信贷的短
长期评级，重申该国的强韧基本面。

资料来源：

海峡时报（2014年2月24日）

此贷款将充作融资改善竞争力计
划，有关计划放眼提升越南经济
在国际舞台的经济地位；亚洲发
展银行另提供420万美元以支援
基建措施。
	该计划将通过各种方式针对六
个政策领域进行改革，包括金
融领域、财政政策、公共领域
行政及职责，国营企业管理、
公共投资管理及经商环境。
	在发放此次贷款之前，亚洲发
展银行才刚于2015年1月提供
1.65亿美元的贷款充作建设新

校舍及乡村地区基建设施的经
费；有关贷款协助建造660间
课室、350项寄宿设备及250
间教师房屋。
	额外的420万贷款是用作支
持另一项由亚洲发展银行出资
进行的计划	–	河内第三地铁
线，确保该计划带来效益及持
续性，以改善各站的便利性，
并提升各站与其他公共及私人
交通的衔接性。

资料来源:
菲律宾星报（2015年2月4日）

02 亚洲发展银行向越南提供2.3亿美元贷款

马来西亚

越南

惠誉评级	公司报告

http://www.bernama.com.my/bernama/v7/ge/newsperspectives.php?id=1081355
http://www.cariasean.org/network-asean-forum/network-asean-forum/


CARI      •  第108期扫描东盟 2015年2月

免责声明:本报道中涉及的文章皆精选自各有公信力的媒体。CIMB  东盟研究所（CARI）对所涉文章的完整性、准确性、可行度和公正性不会承
诺任何明示、默示和担保。如对有关文章产生疑惑，建议读者朋友们做出自我判断和评估。

柬埔寨

东盟

泰国

无国界记者下调柬埔寨新闻自由04

法国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柬
埔 寨 的 新 闻 自 由 指 数 排 名 从
2014年的第144位上升至
2015年的第139位，并不是
因为柬埔寨自身的进步，而是
其他国家的新闻自由度倒退。 

	 柬埔寨的新闻指数从2014
年的40.97提升至2015年
40.99令人惊讶，因为被视
为缺乏新闻自由度的国家却取
得更高的分数；而且当地发生
记者在自由广场遭无礼警卫袭
击，当中涉及一名民主之声电
台记者被殴打。
	埔寨媒体研究所总监Moeun	
Chhean	Nariddh同意报告
结果，特别是2014年1月政
府暴力镇压纺织厂雇员，导致
数名记者受伤。与此同时，有
两名记者于2014年被杀害，
不过无国界记者无法证实两名
记者的死亡是否与工作有关，
因此报告并无提及此事。

资料来源:
		柬埔寨日报（2015年2月13日）

资料来源:
经济观察网（2015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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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首相建议政党签署选举协议05

由于担心选举后会再爆发政治
乱局，泰国首相巴育周四提出
一项根本性措施，以避免再发
生冲突。他建议所有在来届选
举 中 竞 选 的 政 党 签 署 一 项 协
议 ， 表 明 会 接 受 选 举 结 果 。 

	巴育表示，这些政党须根据
协议遵守选举结果，并指他或
国家和平及秩序理事会将履行
有关措施。
	泰国新一届选举将在今年杪或
2016年初举行，胥视新宪法

日本的东盟职责与安倍鼓吹人权与民主相辅相成06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被视为有意打
破日本传统的外交政策，着重于
强化东盟民主与人权的需求。
东盟-日本对话逾40年来，日
本官方发展援助机构（ODA）
负责巩固日本与东南亚的双边
关系，协助建设重要的基建，
同时为日本企业建立全新机会
与市场。

	通过日本官方发展援助机构

的协助，日本与东盟的贸易往
来已经超越美国及欧盟，仅落
在中国之后。安倍晋三主张“
确保海事问题通过法律程序治
理，而并非以武力解决”。自
由航行是日本获取安全交通路
线的基本条件，以便持续攫取
天然资源。日本放眼强化与东
盟成员国的策略合作，强化一
些国家的海事力量如菲律宾、
越南及印尼。

完成后，须耗多长时间拟定法
律。巴育指在新宪法完成后，
他将功成身退。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在新政府
筹组后，巴育的任务将宣告完
成。他期望所有政党能够从过

去的事件中吸取教训。

	日本官方发展援助机构也向部
分东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援助，
应对非传统安全课题如遏制恐
怖主义及对抗盗版活动，将之
列为执法议题而不是国防议
题。安倍晋三政府与东盟关系
方面开始着重于规范价值观，
而非仅是经济及策略利益。安
倍也在印尼发表”日本东盟外
交的五大原则”。
	印尼成为日本日益重要的经济

伙伴，并且可作为抗衡中国在
区域内影响力的策略。在这方
面，日本重申”分享“价值例
如民主及人权的立场	–	此价
值是印尼在东盟框架内极力鼓
吹的议题。东盟的价值观与日
本相近，将毫无疑问地促使东
盟未来更倾向于与日本合作，
胜过中国。

资料来源:
经济观察网（2015年2月13日)

印尼

http://www.cariasean.org/network-asean-forum/network-asean-forum/
http://www.cariasean.org/network-asean-forum/network-asean-forum/
http://www.cariasean.org/network-asean-forum/network-asean-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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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政治
	自2月9日以来缅甸军方与反叛武装
果敢军再次爆发冲突，造成超过130
人死亡。政府消息指出，死者包括61
名军警人员以及大约72名反叛份子。
因冲突事件而被迫从缅甸逃离至中国
的平民人数预计介于3万至10万人。

资料来源：外交家（2015	年2月23日)

	缅甸警方采取法律行动对付在仰光
北部工业区发动示威活动长达一个
月的三家外资纺织厂雇员。这群雇
员在过去三天堵住了这些外资工厂
的入口处，要求达成东盟薪资标准。	
						资料来源：环球邮报（2015年2月21日)

经济

	在缅甸经商须面对更长的等待期，而
外资的贷款或不被批准，因为缅甸央
行仔细检查各项贷款，对利率、汇率
及投资的合法性紧密关注。大约6个
月前启动这项加强监管之举，导致在
缅甸的经商难度扩大。

资料来源：缅甸时报（2015年2月22日)

外交事务

	马来西亚及缅甸同意哈里发国组织
（IS）的威胁具真实性，而该组织尝
试在东盟的热点区散播它们的理念。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拿督斯里希山慕丁
表示，两国已经同意东盟成员国必须
加强合作以对抗这项威胁，特别是通
过东盟国防部长级会议（ADMM）
这项平台。身在缅甸的希山慕丁是
以东盟国防部长级会议主席身份展
开东盟之旅。

资料来源：马来邮报（2015年2月20日）

缅甸视窗

资料来源：越南国家统计局

区区0.56%。这是泰国官方发布截止2014年杪的失业率数据。与全球各地比较，泰国
是其中一个失业率最低的国家，而区域国家如印度及菲律宾则分别写下9.4%及6%。这
并不是近期的就业现象：自2011年起，泰国大部分时候的失业率都维持在1%以下。
	泰国是怎么办到的？泰国失业率低于不是因为与其它国家的诠释不同，而是因为结构
性问题。农业领域吸纳当地的劳工，而那些无法取得工作机会的人可在“非正式”领
域寻求工作或自己经营业务。	
	泰国经济的“非正式领域”包含正式工作安排以外的范畴，并占2013年总就业人口
的64%以上。这包括成为街边贩商及德士司机，自雇及涉及经济体内“灰色地带”行
业。他们大部分都被统计为受雇人士。
	超过40%泰国人口以务农为生，导致当地面对高失业率及季节性失业机率。未充分就
业人士占整体就业人士的0.5%。举例而言，您任职银行出纳员遭辞退后并回家协助父
亲耕作至少一个星期一小时，您就被视为受雇人士。
	随着就业市场无重大政策改变，加上通膨率自2009年1月来首次出现下跌，加上1月
通膨率呈2009年以来的首次跌势，因而无迹象显示政府或金融管理局对通膨率感到担
忧。为此，失业率将持续处于非常低水平。泰国今年的通膨率料将跌破泰国央行1%至
4%预估的低端水平。

09 泰国低失业率靠5大因素

菲律宾财政部长塞萨尔普利斯马表示，若东南亚有意要实现区域的经济整合，投资于
基础设备显得非常重要。普利斯马周五于日经亚洲论坛上发表演说时强调东盟有必要
大力投资于基建设备以维持现有的经济成长动力。

	东盟作为中国及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在素质基础设备方面落后于香港、
新加坡、韩国及斯里兰卡。东盟未来15年预计需要7兆至8兆美元来发展基础设备。
	基建缺乏持续性投资，东盟区域不可能达至全面性的潜能及释放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契
机。东盟经济共同体旨在打造一个单一经济市场，东盟区域内的商品、服务及过投资
将可自由流动。自2010年期，大部分东盟商品交易已享有零税率，包括来自菲律宾
的商品。
	为了确保持续性经济成长，菲律宾政府致力刺激公共基础设备开销以占该国今年整
体经济成长的4%。该国放眼在2016年进一步提高至5%。
	国家公共工程及大道局获得第二大拨款份额，高达68.2亿美元，这也是按年成长率
最高的拨款。比去年的2199亿比索，总共增长了37.9%。其中的1858亿比索将在
2016年前用作承建全国道路，以及在2015年前承建所有道路上的桥梁。

资料来源:
菲律宾星报（2015年2月4日)

08 基础设施对东盟整合至关重要
东盟

泰国

资料来源:
曼谷邮报（2015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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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印尼总统佐科威上任后对马
来西亚展开首次访问，经济、劳
工及领海课题料将成为两国双边
会谈的焦点。
	佐科威去年11月在缅甸内比都
举行的东亚峰会表示印尼放眼
成为全球海事中心后，印尼的
海事外交将在接下来的会谈中

10 双边会谈应对印尼与东盟国家的课题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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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越南国家统计局

10 双边会谈应对印尼与东盟国家的课题
印尼

面对考验；在维持与区域各国
的合作之际，印尼也将面对各
种挑战，包括领土、非法捕鱼
及海盗课题的相关纷争。		
	过去马来西亚及印尼已通过
详细列明双方在同意范围内
职责的谅解备忘录，但近期
发生的事件如数百名巴夭渔

民遭扣押，令人质疑该法律
的有效性。尽管亚洲经济共
同体的目标是让外籍雇员享有
更为开放的边界，并受到各成
员国的认可，但马来西亚及印
尼因遣返及对待外籍雇员而导
致紧张局面升温，成为两国期
望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提出的

课题；最近马来西亚职工总会
（MTUC）对一些工业领域的
外籍雇员所设下的限制，只会
加剧当前的紧张局势。

资料来源:
新海峡时报（201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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