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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国家投资机构的一份文告指
出，在该国总统佐科维多多访问
北京后，中国银行及国有企业已
展开初步洽谈，以融资高达634
亿美元的基建计划。
	尽管融资磋商对佐科政权而言
是项政治胜利，但从过去的记

资料来源:	
华尔街日报(2015年4月1日)

录来看，实际结果往往低于
预期；自2005年，只有7%
的投资项目融资是来自中国。
	无论如何，过去5年中国仍
是印尼第12大投资国，外来
直接投资从2011年起持续上
升；该初步洽谈的成果仅能于

2015年6月或7月趋向明朗
化，当所有细节已经敲定以
及资金获得发放。
	虽然印尼经济前景维持正
面，加上佐科导的经济改
革将确保未来几年的基本
面强稳，印尼对外资持股

限制严谨及多变的国有化
政策，经常令外资却步；
当前的政权会否维持过去
的作风或为外资提供自由
市场模式则仍有待观察。

印尼

01 中国注资印尼基建项项目

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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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7月1日起，当局允许
拥有有效居留签证的海外公民在
指定的行政区购买高达250间房
子及30%的共管公寓。
	产业代理已鉴定河内、胡志明
市中心及海岸度假区为外资的
主要需求目标；加上中产阶级

成长迅速和国民从海外回流，
短期内越南的产业市场料将持
续增长。
	虽然新外资置业政策获市场良
好反应，但当局如何处理签证
需求及贷款发放被视为产业市
场的主要隐忧；涉及机构投资

资料来源：

金融时报	(2015年4月日)

者的买卖活动及资金调动方面
的不明确条例，也被视为外资
进驻越南产业市场的主要障
碍。
	无论如何，值得一提的是，区
域内其他国家的产业投资回酬
高企，加上越南日渐升温的反

02 越南解除外资置业限制
越南

华情绪，是阻止外来投资进驻
越南的主因。

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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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福士伟根拟斥资2亿美元在菲律宾设厂03

菲 律 宾 福 士 伟 根 总 裁 兼 首
席执行员John Phi l ip S. 
Orbeta指出，与菲律宾政府
就设立组装厂的初步洽谈主要
取决于该国政府提供的奖掖。 

	目前，福士伟根与该品牌汽
车在菲律宾的官方分销商阿
亚拉汽车控股公司（Ayala	
Automot ive	 Hold ings	
Corp）展开一项研究，鉴定
在菲律宾设立厂房可捎来的
盈利；若菲律宾不合适，也
会考虑周边国家如越南、泰
国及印尼。
	福士伟根会否在菲律宾设立
厂房的其中一项决定性因素

资料来源:
		路透社(2015年4月10日)

资料来源:
新海峡时报(2015年4月2日)

马来西亚将决定是否参与泛太平洋伙伴协议04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
法在文告中指出，马来西亚将在2015
年第三季前决定是否签署备受高度争
议 的 泛 太 平 洋 伙 伴 协 议 （ T P P ） 。 

	倡导自由贸易措施的泛太平洋伙伴协
议的12个参与国包括澳洲、汶莱、加
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
哥、纽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及越
南。这些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洽谈该自由
贸易协议。
	除了自由贸易文件，已经泄露的草拟
协议也涵盖国际产业权力、环境、国
有企业、投资、原产地条规及金融服
务议案。
	为了定夺马来西亚应否通过该协议，马
来西亚普华永道（PWC）及马来西亚策
略及国际研究所（ISIS）受委展开成本利
益分析及针对国家利益进行一项研究。

菲律宾

是行政指令156（Executive	
Order	156），即在菲律宾汽
车发展计划下的一项奖掖，让
在本土进行汽车生产的公司，
以较低税率进口汽车零件。
	目前福士伟根不符合行政指令
156的资格，因为其在基本组
装过程中并没有使用本地组装
商或制造商。该公司当前已自
动化大部分的组装过程，因此
无法符合行政指令156的资
格。

马来西亚汽车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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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越南地方官员、老挝地方代表
及泰国联合会在一项活动上达至
共识，认同投资、贸易及旅游为
焦点合作项目，而旅游则扮演中
枢角色。各方受促加强探索各自
的潜能，并且发展合作机制建立
互惠互利的双边合作计划。

06 越南、老挝及泰国扩大合作

美国甜甜圈公司Krispy Kreme
与 柬 埔 寨 一 家 特 许 经 营 商
Express Food集团达成一项
交易。Express Food具备经
营快餐及餐饮业务的专业知识。

	根据2015年4月20日公布的
交易，Krispy	Kreme计划在

资料来源:
金边邮报	(2015年4月10日)

05 Krispy Krem扩展至柬埔寨

泰国

资料来源:
越南网	(2015年4月3日)

柬埔寨

5年内开设10家分店，以巩
固这家美国公司在本区域的
据点。
	目前Krispy	Kreme在美国以
外的销售点包括澳洲、巴林、
加拿大、哥伦比亚、多米尼
加共和国、印尼、日本、科
威特、黎巴嫩、马来西亚、

墨西哥、菲律宾、俄罗斯、
卡达尔、沙地阿拉伯、新加
坡、韩国、台湾、泰国、土
耳其、阿联酋及英国。
	该公司在2月已达到1000家
分店，其中700家为国际分
店；该公司期望到了2016年
能在全球各地多开设95家至

110家分店，而进驻柬埔寨市
场将协助实现这项目标。

老挝

	越南、老挝及泰国目前面对
环境及气候的严重变化；因
此，此合作不仅协助推动三国
的旅游业，并且显著增强彼此
关系，同时推动社会经济、文
化及旅游发展活动。
	文化、体育及旅游部副部长Ta	

Quy表示，老挝及泰国地方政
府必须为投资者及游客推行更
亲善的政策，以便促进投资及
旅游合作。
	参与者誓言投入伙伴合作项
目，并且支持商业社群，以增
强旅游、贸易、投资及人力资

源训练的合作。
	此外，他们也会探讨扩大合作
范畴，包括让第四国以及其他
金融机构及组织加入，并维持
惯常的资讯分享。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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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经济
	四月间，首三家外资银行获准在缅
甸开设分行，这反映当地银行业潜
在显现股权变动。4月23日，日本
三大银行之一的SMBC于仰光分行
开幕礼上，表示有意收购缅甸最大
银行Kanbawza银行的15%至20%
股权。

资料来源：缅甸时报(2015年4月24日)

	缅甸放眼2015及2016财政年吸引
60亿美元的外来直接投资。此目标被
视为相当适中，因为去年的外来直接
投资已超越80亿美元，而当时的预
期是40亿美元。缅甸过去三年的外
来直接投资已成功超越其所设目标。	
	资料来源：The	Irrawaddy(2015年4月24日)

外交事务

	美国将缅甸商业大亨及缅甸商会巨
头温昂（Win	Aung）从“朋党”
名单中除名，日后可与美国进行商
业往来。美国财政部指出，将之除
名符合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而且
温昂已采取措施支持缅甸的改革。

资料来源：上海日报(2015年4月18日)

政治

	缅甸政治及军事领袖，包括总统吴登
盛及反对派领袖昂山舒吉于4月10日
会面商讨政治改革。政治分析员扬妙
登(Yan	Myo	Thein)指出，他对会
谈感到失望，因为缺乏实质内容。
他说：“洽谈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感
到鼓舞。”

资料来源：ABC新闻（2015年4月11日)

缅甸视窗 07 新加坡与环球基建枢纽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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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财政部指出，新加坡是其中一个与环球基建枢纽达成伙伴关系的7个国家之一。环球基
建枢纽为20国集团的措施，在为期四年内满足全球基建需求。
	新加坡是于澳洲悉尼与环球基建枢纽达成伙伴关系的7个国家之一。其他参与20国集
团措施的国家包括澳洲、中国、墨西哥、纽西兰、韩国、沙地阿拉伯及英国。
	在这项合作项目之下，新加坡将为环球基建枢纽在资讯分享及合作方面提供金融支
援，增强投资气候以及增加参与国的投资项目，同时在为期四年内遴选匹配的投资
者进行基建计划。财政部表示，此措施将包括开发资料库，简化环球基建枢纽全球
伙伴与计划的资讯分享，从而建立更为庞大的产能。
	财政部补充说，新加坡与环球基建枢纽的合作关系，将进一步强化新加坡基建业者与
全球伙伴的商业及合作机会。

资料来源:
亚洲新闻频道(2015年4月18日)

09 新加坡寻求与汶莱展开回教文学合作

新加坡

新加坡清真寺官员表示，汶莱与新加坡可以寻求发展回教文学的契机，作为两国拓展
合作项目的另一个领域。
	新加坡代表团的领袖相信汶莱在恢复和发展回教文明扮演重要的区域角色，因为苏丹
王朝体制的国家拥有更具活力的回教文学文化。
	在语言与文化局所举办的回教文学嘉年华活动上，他对汶莱文化工作由政府全面支持
深表赞赏。
	宗教师阿都马纳夫表示，通过政府的支持，他有信心汶莱可以实现成为其中一个最活
跃回教文明区域目标，并协助区域其他社群达成此目标。
	基于汶莱许多著名文学界专才都属于资深一辈，他认为栽培传承者持续发展回教文学
非常重要。他说，在校园内学生应该被鼓励在回教文学界开拓事业。

资料来源:
AsiaOne	(2015年4月20日)

10 老挝-缅甸大桥料于5月开通

首座连接缅甸及老挝的大桥已竣工，预计会从5月起正式开放使用。该座桥连接老挝17
号公路及缅甸4号公路，由两国政府共同融资，耗资2600万美元。
	该座大桥连接老挝的一个河港至缅甸的一个村落，可支撑高达75公吨的车辆通行，
并可抵御高达里氏7级地震。
	建造桥梁及提升公路是两国甚至与邻国例如中国、越南、孟加拉及印度提升跨境贸
易、投资及旅游的部分努力。

资料来源:
全球时报	(2015年4月7日)

汶莱

缅甸老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