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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
区域
新闻

东盟5国经济预估调降
印尼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

全球经济展望预估

按年GDP
第四季（按季计）

与2014年10月的预估差距

预估

估计

目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5

2016

2014

2015

2016

6.4

6.5

6.4

6.2

-0.2

-0.3

6.4

6.3

6.2

中国

7.8

7.4

6.8

6.3

-0.3

-0.5

7.4

6.7

6.3

印度

5.0

5.8

6.3

6.5

-0.1

0.0

5.6

6.5

6.6

东盟5国

5.2

4.5

5.2

5.3

-0.2

-0.1

4.6

5.1

6.5

新兴及亚洲发展中市场

* 印度的所有数据及预估是以财政年计算，而经济成长则是根据市场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以要素成本计算的2013/14，2014/15，2015/16及2016/17
年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分别为4.7%，5.6%，6.3%及6.5%。

资料来源：IMF世界經濟展望

国际油价下滑导致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下调经济预测，2015年
及2016年的经济成长各别下调
0.2%及0.1%至5.2%及5.3%。
虽然油价下滑可提高石油进口
国的购买力及私人领域消费，

不过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如
投资情绪转弱，还有减低许
多先进及新兴市场的预期中
期成长，这将对经济成长构
成负面因素。
油价逐步回升料将持续惠及私

人及公共领域未来两年的购
买力，而政府的财政预算将
出现额外收入，特别是落实
石油津贴制度的东盟区域国
家。
随着东盟5国（马来西亚除

外）是石油净进口国，油价
下滑所带来的利好将较为明
显，至少到目前已经纾缓政
府削减石油津贴以应对赤字
持续走高的压力。
资料来源：
泰国国家报（201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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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放眼向新加坡销售电力

老挝

新加坡

包括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及
泰国在内的东盟四国一月间在永
珍举行会谈，探讨老挝通过马来
西亚及泰国输电线路向新加坡出
口电力的计划。东盟四国高官是
配合1月12及13日在老挝首都
举行的东盟高官特别能源会议而
进行此次会晤。
此次会议讨论了有关计划的商
业可行性及相关流程，涉及四
国的相关法律以及各国的任务

分配。此次会议的讨论结果将
提呈予今年稍后在马来西亚举
行的东盟能源部长级会议。老
挝的输电线路与泰国衔接，而
泰国的输电线路也衔接至马来
西亚及新加坡。
新加坡先前原则上同意在试验
阶段向老挝购买100兆瓦的电
力，至于泰国及马来西亚也对
这项计划表示支持。
近年来电力已成为老挝的主

要收入来源。根据近期发布
的报告，在2013及2014财
政年间，老挝的电力销售收
入创下逾8.809亿美元（逾
7.1兆基普），与年前相比成
长惊人。其中电力出口收入达
到5.3547亿美元（逾4.316
兆基普），与年前相较写下
6.62%增长。
截至去年10月，老挝拥有25
座水力发电厂，总发电量达到

3,230兆瓦，超越了国内所需
的1000兆瓦。老挝拥有设立
水力发电厂的庞大潜能，若加
上现有水坝发电，总发电量可
达2.8万兆瓦。

资料来源:
永珍时报（2014年1月14日)

03 赤贫问题阻碍东盟整合
东盟
鉴于仍有三分之一的东盟人口处于赤贫，东盟经济共同体定下的
减少赤贫目标俨然成了东盟整合的主要障碍。东盟整合寻求正视
粮食危机、气候变化及能源需求；无论如何，为了使东盟区域整
合为成员国带来正面效应，成员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必须受到关注。

落在后头。
东盟及东亚经济研究院资深经济分析员S Intal Ponciano表
示，若区域内的赤贫问题无法获得解决，这将导致落实东盟整
合更加耗时；他表示：“其中一个解决方案是推动东盟展开农
业革新。”

菲律宾已宣称无法达致2015年东盟设下的减少赤贫目标，至
于缅甸、老挝、越南在创造就业机会及落实最低薪金制方面仍

资料来源：
外交家（2015年1月6日)

04 东盟开放领空政策向前迈进
东盟

印尼

尽管日前发生印尼亚航QZ8501客机失事意外，印尼交通部发
言人J.A. Bharata仍坚称将致力实现航空领域开放政策，履行
东盟“开放领空”政策。
此项预定于2015年年杪前落实的政策，预计将简化区域内复杂
繁冗的条例，达至各项更具成本效益的措施；以期带动东盟航空
领域及成员国普遍经济体的增长。
开放领空政策仍然是印尼交通议程的基础，在安全及防御措施方
面寻求更为严谨的条规也是印尼航空领域的焦点课题。
在东盟日前发生的航空意外事件中，亚航QZ8501客机坠入爪
哇海，导致机上162人失踪；当局已经寻获100具尸体及机身残
骸，至于剩余尸体及飞机黑箱的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
失事客机是在12月28日坠入爪哇海域。失事客机的残骸是在12
月30日被寻获，而黑箱则在1月13日被打捞起来。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搜寻区域
班机机尾及其他残骸
在距离最后客机位置
的6英里被寻获
印尼

162名乘客的搜寻工作于
7时55分早上开始
客机于6时17分从雷达范围消失

苏门答腊

与失事客机的最后通话时间
为6时12分，报道显示天气恶劣

最后客机位置

雅加达
爪哇
12月28日亚航QZ8501
意外事件演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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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新加坡加强反贪措施
新加坡
基于政府高官过去两年涉贪
丑闻影响了新加坡廉洁政府
的形象，该国总理李显龙宣
布实施更严厉的反贪措施。
李显龙指出，政府将成立一站
式贪污举报中心，同时增加贪

污调查局的人手并且检讨采购
法令。
上个月全球监管贪污机构所
发布的2014年国际透明指数
中，新加坡连跌两级排在第七
位，不过仍是亚洲区域最廉洁
的国家。贪污调查局于2013

年向市场抛下震撼弹，因该局
高官杨少雄涉及挪用176万新
元（470万令吉）公款，作为
赌本。同年，新加坡民防部队
前任总监林新邦也因商业利
益，接受一名公司女执行员的
性贿赂，而被判监禁6个月。

新加坡作为活跃的商业及金融
中心鲜少发生大宗贪污案件，
而政府也致力于确保该国继续
享有世界贪污水平最低的地
位。

资料来源:
星报（2015年1月15日)

06 2015年印尼经济改革
年国家修正预算案重点

印尼
继削减汽油津贴，印尼总统佐科威宣布拨出
3.84兆印尼盾，以投资在35家国有企业。
尽管此动议未获国会通过，不过印尼料将
为Aneka Tambang开采公司注资5.55亿
美元及为Krakatau Steel钢铁公司注资
7650万美元，而建筑公司Weskit Karya
及AdhiKaraya则分别取得2.8亿美元及
1.12亿美元。
整体而言，WaskitaKarya、 AdhiKarya
及Aneka Tambang取得的资金，加上这
三家公司的募股计划，将确保取得足够融
资以刺激印尼的基建领域。
除了注资举措，当局也深入检讨国有企
业的相关条规及营运，以确保这些公司
更具效率；政府期望通过此举取得2.79
兆美元股息。

1

宏观经济估算
成长
: 5.8%
通膨
: 5%
印尼盾
: 12,200/美元
油价
: 每桶70美元
石油提炼量: 每天84.9万桶
三个月国债回酬率: 6.2%

2

3

国有企业派息额从44兆印尼盾下
降至35兆印尼盾

4

增加乡村拨款
20兆
印尼盾
9兆
印尼盾

三个取得较高额外预算的部门
公共工程及房屋部
33兆印尼盾
交通部
20兆印尼盾
农业部

5

汽油津贴从276兆印尼盾下滑
至81兆印尼盾

16兆印尼盾

资料来源:
雅加达环球报（2015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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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削减财政预算获标准普尔赞扬

马来西亚
修正预估
• 国内生产总值预估从6%下调至5.5%
•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目标从3%扩大至3.2%
• 政府营运盈余为10亿美元

预算案主要重点

促进旅游

新专注于国内生产

国内航班乘客服务
执行监管及财
收费新条例及为国际游客
政津贴措施以推
提供免费签证
广马来西亚制造商品

全国性客户措施e

政府全面鼓励
全国性大促销

终止国民服务

在政府检讨马来西亚
国民服务计划之际，
政府可省下1.1亿美元

尽管标准普尔评级服务（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赞扬马来西亚政府致力达成财政整合的承诺，但目前
的经济情况料将阻滞国家减低赤字目标。
在最新的修正预算案中，马来西亚政府放眼通过削减开销以达到
3.2%赤字目标；不过，该评级机构董事Phua Yee Farn指出，
油价或持续下跌将对政府的目标构成主要障碍。
作为石油净出口国，油价下滑导致油气领域走跌，并影响整体经
济成长放缓，而早前设下的2015年4.5%至5.5%经济成长预估
也引起疑虑；不过，油价滑落却减低最近政府削减汽油津贴的影
响，而随着人民的购买力增强，则有望协助应对经济放缓走势。
最近首相拿督斯里纳吉重申政府对早前设下的目标的承诺，表示
即使油价下滑至每桶55美元，政府仍可达致3.2%赤字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目标。此外，首相指政府将因当前的经济情况而失去38亿
美元收入，而必须进一步削减预算案。
资料来源:
星报（2014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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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倡议推行东盟驾照

泰国

政治
一项针对政府、国营机构及私人企
业发布资讯的公开性调查中，缅甸
在86个国家中排在榜末。经开放数
据晴雨表分析，缅甸被列入十大备
受限制的国家之一，与泰国、印尼
及越南齐齐入榜。
资料来源：The Irrawaddy(2015年1月24日)

经济
泰国第三大私人医院集团 – 吞武里
医院集团（THG）预计2月初将在仰
光与Ga Mone Pwint（GMP）公司
签署备忘录发展两家高级医院，以满
足缅甸市场的需求。吞武里集团预计
将持有两家医院的40%股权，而这两
家医院料在未来数年内投入服务。
资料来源：曼谷邮报（2015年1月26日)

外交事务
缅甸国营媒体1月24日报道，缅甸
国会已经同意签署协议以设立相互
承认东盟旅游专才的区域秘书处。
此协议将带来多项利好，包括增强
区域旅游的宣传合作项目，减少旅
游领域限制，推广东盟区域，同时
发展旅游服务及人力资源。
资料来源：环球邮报（2015年1月24日)

在东盟驾照计划之下，游客将获准乘坐私人轿车到泰国旅游，此举有望推动东盟旅游
业。从东盟国家进入泰国的游客人数未来5年预计增长500万人。
泰国境内旅游协会主席Yutthachai Sunthornrattanavej促请政府尽速与各省市
商会、边境移民局办公室、邻国官员展开会晤，联手拟定推动个人旅游的条规。
在此条规之下，从邻国进入泰国的游客将获准驾驶轿车到其他省市。至于原先的条
规则将驾驶旅游的范围限制在距离各关卡的200公里内。
政府受促尽速为所有边境关卡制定条规，避免游客感到混淆。过去20年，跨境旅游
仅集中于与马来西亚毗邻的南部省市。不过，老挝、缅甸及柬埔寨的跨境旅游也不
容小觑，因这些新游客拥有购买力。
资料来源:
曼谷邮报（2014年1月6日)

10

泰国银行进军柬老缅越市场

泰国

缅甸

柬埔寨

老挝

越南

柬老缅越的特定商业银行

BBL 盘谷银行
Kbank 开泰银行
KTB 泰京银行
SCB 汇商银行
CIMB 联昌银行
MBB 马来亚银行
DSB 苏里南银行
OCBC 华侨银行
UOB 大华银行

BBL盘谷银行
SCB汇商银行
CIMB联昌银行
MBB马来亚银行
Pbank 大众银行
DBS 星展银行
OCBC 华侨银行
UOB 大华银行

BAY大城银行
BBL 盘谷银行
KBank 开泰银行
KTB泰京银行
SCB汇商银行
TMB军人银行
CIMB 联昌银行
DBS 星展银行
OCBC 华侨银行
UOB 大华银行

BAY大城银行
BBL 盘谷银行
KBank 开泰银行
KTB泰京银行
SCB汇商银行
TMB军人银行
CIMB 联昌银行
DBS 星展银行
OCBC 华侨银行
UOB 大华银行

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即将落实，金融市场的整合也变得更为显著；其中最新的例子是，
泰国主要银行开始扩展至成长型市场，如柬埔寨、老挝、缅甸及越南。
泰国最大银行--盘谷银行（Bangkok Bank）是首家获得在缅甸开设分行执照的银
行，而且也获准在老挝及柬埔寨营运；目前，在泰国境外营运的企业对有关服务感到
满意，因为可简化获取资金的程序。
在老挝，开泰银行（KBank）开设一家独资子公司以展开银行业务，除了具伸缩性营
运，也允许该银行在缅甸设置提款机。
此外，开泰银行也开始提供针对老挝高收入群的金融产品，如为老挝富裕群体提供 财
智贵宾服务(The Wisdom Lounge)及 保险箱(Safe-box)服务。
资料来源：越南国家统计局

资料来源:
永珍时报（2014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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