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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兴亚难民的死亡人数突破百
人，基于周边国家所提供救援
有限，罗兴亚难民的命运难以预
测。
	罗兴亚难民因信奉穆斯林遭到
迫害而展开大逃亡，相信通过
泰国南部边界逃脱后，于2015
年5月13日首度被发现于东南 资料来源:	

土耳其周刊	(2015年5月18日)

亚海域。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截
至2015年5月18日，总共有
84名儿童及50名妇女证实为
一艘船只上的部分难民；相信
这艘破旧的渔船曾经一度运载
高达350名移民，这些移民过
去两个月半曾历经饥渴及在不

人道的生活环境中度日。
	目前，国际移民组织预计逾
8千名移民乘搭非法船只，
并漂流在泰国、马来西亚及
印尼海域上。单在5月份，
共有2606名移民已经获得
救援，令人担忧的是有报道
指称印尼及马来西亚的海军

将难民弃之不顾，而出现
向难民伸出援手的呼声。

印尼缅甸 泰国 马来西亚 东盟

01 东盟的罗兴亚难民前路迷茫

foreignpolic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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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新加坡

作为中国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
的一部分，此运河将可让船只从
太平洋的泰国湾直接进入印度洋
的安达曼海，并缩短当前的船运
路线至少1200公里，而且部分
路线更可完全避开马六甲海峡。
	泰国及中国双方所签署的广州

协议阐明，这项耗资280亿美
元及耗时10年完工的计划预
料在短期内开跑；基于中国有
80%石油运输从中东途经存在
海盗威胁的马六甲海峡，因此
运河的建设反映中国在本区域
的经济及策略利益。

资料来源：

旺报	(2015年5月18日)

	除了此运河计划，	加上中国持
续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及与俄罗
斯兴建高速铁路计划，反映中
国持续在本区域扩大经济影响
力。
	北京国际研究学院教授梁云祥
表示，打造克拉地峡运河受到

02 克拉地峡运河获批
泰国

中国有意持续建立中国东盟关
系所激励，同时解除美国在国
际政治格局需求之下封锁马六
甲海峡的威胁。

wantchinatimes.com

随着区域各国保健业的素质差距
收窄，新加坡医疗旅游因成本高
企而开始受压。
	业内专才指出，病人在选择医
疗旅游地点的主要考量包括专
才水平、现有程序、价格、信
誉及普及化；新加坡持续在大
部分项目中领先其他东南亚国
家，除了价格方面。
	目前，在医疗旅游中，新加坡
所面对的三大竞争国家包括马
来西亚、泰国及印度；基于马
来西亚存在价格顶限制度、泰
国变性手术监管宽松以及印度
心脏学专才增加，使到新加坡
在各个层面都面对挑战。
	由于新加坡的医药费用目前没
有严谨的顶限管制，专家预测
当地医疗领域将在中短期内采
纳此项制度以应对市占率下滑
趋势。

资料来源：

海峡时报	(2015年5月8日)

03 新加坡医疗旅游失色

每年游客量

游客量（百万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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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Rappler新闻网	(2015年5月18日)

新地图显示马尼拉大都会地震危险区05

政府机构推介最详细及最新版本
的地图，即位于马尼拉大都会东
谷断层线及西谷断层线的两大断
层线，为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
即从如今算起43年后发生的7.2
级地震作好准备。
	100公里西谷断层线所横跨

的城市或将经历高达里氏7.2
级地震。此外，较短的10公
里东谷断层线所横跨的地区则
将经历最多里氏6.2级地震。
	菲律宾火山学与地震学研究所
提出警告，所有高楼不能在活
跃断层的上方或是断层两边5

菲律宾

米之内的缓冲地带建造。不
过，确保缓冲地带外所建造的
高楼皆必须具备防震功能是应
对地震的最好方案。
	根据研究，马尼拉大都会的
地震死亡人数大约是3万3千
500人，并造成至少10万人

受伤。有40%的住宅高楼将
遭遇严重或部分毁坏。损失
总数将达2.3兆菲律宾比索。

0

3

6

9

12

15

印尼

7名涉嫌毒品走私相关罪案的外
籍人士被判处死刑裁决，印尼此
举引来国际社会的谴责，许多国
家都抨击该国的举措。
	在7名被处决的人士中，有2
人是澳洲人、1名巴西人及4
名尼日利亚人；至于巴西及尼
日利亚公开谴责有关裁决“残

忍及不必要”，而佐科威多多
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更令澳洲从
该国撤出大使，严重影响该国
的外交关系。
	针对外交关系遭到多方面
的强烈谴责的事件，印尼
总检察长莫哈末普拉塞特約
（Muhammad	Prasetyo）

资料来源：

雅虎新闻	(2015年5月2日)

强调印尼反毒的强硬立场，并
坚称死刑裁决并不受外交政策
左右，而是与印尼存亡的问题
有关。
	基于总统佐科威多多目前面对
贪污及裙带关系有关的政治问
题，持续出现指控总统在挽回
声誉时不惜牺牲人员伤亡成本

04 死刑法冲击印尼外交关系

而追求民粹主义的谴责声浪；
无论如何，根据印尼反毒机构
的资料显示，每天有30名印尼
人死于毒品相关问题。

OECD,	Southeast	Asia	Investment	Policy	Perspective	Decem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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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首个以东盟为焦点的旅游频
道于今年登场，全世界将能更清
楚一睹东盟的各种景点。全天候
播放的“Go Asean”频道将
放送独家节目内容至东盟，包括
推广区域作为旅游胜地及经济命
脉。
	该频道从6月起通过Astro	（频
道737）正式启播，在东盟10

07 东盟旅游频道Go Asean登场

马来西亚日前获得世界野生动物
基金会嘉奖，表扬其致力于沙巴
岸外的100公顷海洋区进行保
育任务。

	这项嘉奖是授予沙巴首席部长
拿督斯里慕沙阿曼，以肯定马 资料来源:

金边邮报	(2015年4月10日)

06 马来西亚的海洋保护努力获得嘉奖

资料来源:
星报	(2015年5月1日)

来西亚境内所打造的最大海洋
公园，这与世界野生动物基金
会向全球百万人口传达海洋资
源策略以及强化海洋生态保护
价值的目标一致。
	建议中的敦穆斯塔法国家公园
表示沙巴北部海岸线拥有接近

100万公顷的海洋生态保护
区；此公园包含50个岛屿并
且将成为保护其中一个拥有世
界上最多元性的海洋生态。
	捕鱼活动仍是沙巴北部海岸
的主要经济命脉，每天的鱼
量价值达20万美元，但长期

来说，旅游业的济效益仍更
胜一筹。

国采购节目内容及播放，为全
球观众推广各成员国的独特之
处，包括作为全球性具竞争力
的旅游及商贸据点，同时具备
世界级的基建设施支撑。
	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
第26届东盟峰会上推介有关频
道。纳吉称：“Go	Asean将
促进一个更紧密连系的东盟，

惠及区域内的人民，不仅让以
人民为本的东盟团结起来，更
迈向繁荣成长。”
	马来西亚旅游及文化部长拿督
斯里纳兹里则在文告中说：“
作为展示区域强项及多元性的
多样化平台，外加社会、经济
及基建的进步，Go	Asean将
成为一张大蓝图，让许多冒险

家及商业社群把东盟列为首选
的区域。”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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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经济
	数百名缅甸市民及佛教僧侣5月27日
于仰光展开示威活动，抗议联合国及
海外媒体对缅甸的施压，以遣返这批
偷渡至区域国家的非法移民。示威者
称大部分的移民是孟加拉籍，而非缅
甸籍，因此缅甸不应该成为单一受谴
责的国家。

资料来源：亚洲新闻频道（2015年5月27日)

	一项针对罗兴亚穆斯林困境而在奥
斯陆诺贝尔和平中心召开的国际会
议邀请了三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出
席，唯独昂山舒吉没被邀请。挪威
已经准备拨出130万美元协助缅甸
若开邦市罗兴亚人，以提升他们的
生活环境。昂山舒吉表示自己是名政
治人物，并不曾寻求成为人权斗士。	
		资料来源：ABC新闻（2015年5月26日)

经济

	缅甸酒店及旅游副部长赛翁觉
（Sai	Kyaw	Ohn）指出，该国将
在年杪前批准新酒店设立在墨吉群
岛（Mergui）。他说，共有27家
本地公司及联营公司正等待缅甸投
资委员会的批准，以在该岛展开新
酒店及度假村计划。

资料来源：曼谷邮报（2015年5月25日)

	尽管缅甸拥有丰富天然资源，资本及
科技的投资却未能及时让这些资源释
放价值，以满足电力需求增长。与此
同时，能源部正考虑其他方法，包括
进口液化天然气（LNG），在不对其
他资源如煤炭及水力发电产生负面影
响的情况下，提供短期的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缅甸时报（2015年5月26日)

外交

	5月20日，中国方面的消息指中方对
缅甸提出抗议，因为缅甸发射的炮弹
上星期导致中国云南西南部省的5个
平民受伤，这起涉及边境交火的最新
事件导致两国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气
氛。联合国预测，事件导致大约6万
人越过边境逃至中国，而当中一些人
已于上个月返回缅甸。

资料来源：路透社（2015年5月20日)

	美 国 副 国 务 卿 安 东 尼 布 林 肯
（Antony	Blinken）于5月21日
与缅甸政府官员洽谈关于在安达曼
海上漂流的难民危机。为了逃离受
迫害及贫困的问题，超过3千名难民
以仅有的少量食水及食物漂流到安达
曼海后，本月终于在印尼及马来西亚
上岸。两国表示会暂时援助及允许7
千人上岸。

资料来源：亚洲新闻频道	(2015年5月20日)

缅甸视窗 09 柬埔寨整顿高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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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柬埔寨更广泛的改革议程，该国教育部开始针对高等教育展开期待已久的改革行
动，以期减低大专生学术资格与雇主需求不相称的问题，并提高课程素质及确保其教
育体系能在2030年达到国际水准。
	柬埔寨2014年4月所发布的2030年高等教育宏愿议程放眼打造更为平等及普及化的
高等教育课程、发展更为妥善的课程以迎合国家及就业市场需求、改善教学、学习及
研究素质，并为高等教育设立一个监管体系。
	柬埔寨政府计划协助学生作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当前出现显著不对称的情况。作为
一个农业国，柬埔寨有近50%大专生是来自商业管理系，相对只有3%是毕业自农
业系。
	该国政府也放眼提高高等教育机构与国际伙伴的合作，以拟定学生交换计划及奖学
金。

资料来源:
金边邮报	(2015年5月8日)

10 世界银行推动森林管理

环境保护基金昨天签署一项协议，协助老挝国家保护区提升管理表现。此计划涉及维护
森林的管理系统及确保水源的持续性，并且将开跑长达6年，从2015年至2021年。
	除了源自世界银行的资金，国际组织以及投资老挝水力发电厂的外资支持，将能够
确保该计划达成多项目标:（一）增强森林管理设施及监管；（二）改善人民的生活
状况及其他发展层面；（三）确保环境可持续性。
	不过，问题在于政府的预算不足以支持保护森林及支付工作人员薪酬的费用，而且
由于老挝面对广泛的森林砍伐问题，因此每年需斥资数10亿基普以提高受保护森林
区的面积。
	目前老挝有49座国家保护森林，占地750万公顷，但该部期望在2015年达到820
万公顷的森林保护区。

资料来源:
永珍时报	(2015年5月7日)

资料来源:
全球时报	(2015年4月7日)

老挝

柬埔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