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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东盟动态
1、中国—东盟借商务与投资峰会深化双边经贸合作
2、中国—东盟加速跨境电商合作平台搭建

二、 东盟时政
1、阿尼斯击败钟万学当选雅加达首长
2、菲律宾当局在薄荷岛又击毙 3 名极端组织武装分子

三、 东盟经贸
1、中企助文莱建跨海大桥
2、菲律宾推出“大建特建”基建计划 六年拟投资约 2400 亿元

四、 东盟法制
1、马来西亚与联国难民署开始查验难民
2、税务特赦计划 75％达标 印尼首季税收增两成

五、 社会人文
1、蔬菜成柬埔寨餐桌“奢侈品” 逾五成靠进口
2、泰国泼水节“危险七日”交通事故伤亡 400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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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东盟动态
1、中国—东盟借商务与投资峰会深化双边经贸合作
2017 年 04 月 20 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图：4 月 20 日，第 14 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联络官会议在南宁召
开。图为会议现场。）
“2016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达到了 4522 亿美元，其中从东盟的
进口达到了 1962 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实现了略有增长。”中
国贸促会副会长陈洲 20 日在广西南宁表示，未来双方将借中国—东盟商务与投
资峰会平台扩大经贸交流合作。
第 14 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联络官会议当日在南宁举行，中国及东
盟十国官员代表围绕本届峰会主题“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助推区域
经济一体化”进行会商。陈洲在此间作上述表示。
陈洲介绍，自 2004 年首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办至今，13 年来，
共计 48 位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开幕式，
数以千计的中国和东盟工商界的代表出席峰会的各场次活动；中国—东盟在该平
台达成各类活动项目超过 300 亿美元。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成为推动中国
与东盟高层对话、经贸合作、睦邻友好、人文交流的重要机制和平台，为中国和
东盟经贸合作深化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据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透露，第 14 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
峰会定于今年 9 月 12 日至 15 日在广西南宁举办。针对本次峰会，陈洲提出三点
建议：一是围绕“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助推区域一体化”主题，积
极延伸峰会价值链，推动服务业水平的提高；二是加强工商界多双边合作机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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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推进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三是完善跨境电商平台建设，扩大受益范围。
图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陈洲在会议上发言。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晓钦在此间表示，当前广西正围绕着“一
带一路”建设，加快实现中央赋予的“三大定位”，积极深化与东盟全方位合作。
广西将为促进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稳定深入发展、共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做出积
极贡献。
张晓钦说，产能合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体支撑，广西与东盟之间正在合
作建设中马“两国双园”，中国—东盟信息港、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文莱—
广西经济走廊、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国际经贸投资的平台，愿意进一步为双方
的产业、产能合作提供优质服务，希望第 14 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继续
将促进区域内的产能合作作为重点内容，推动双方在汽车、工程机械、钢铁、农
业等领域开展项目合作。
当日会议上，与会东盟方代表表示将积极推动本国领导人、工商界领袖和企
业代表出席第 14 届峰会，借助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平台，促进多双边经
贸合作向深层次、多领域拓展，共同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

2、中国－东盟加速跨境电商合作平台搭建
2017 年 04 月 21 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如今东盟国家的投资者正纷纷把投资转向电商产业发展，中国将会在国
际电商市场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泰国工业联合会副主席宋悦·唐米拉近日
在中国南宁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第 14 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联络官会议近日在南宁召开。中国—东
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何小玲介绍说，由中国贸促会和东盟各国国家工
商会共同打造的中国—东盟电商平台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正式上线运营。截至
2017 年 3 月底，该平台累计上线东盟企业 135 家，期间共成交 64.6 万个订单，
涉及 907 种商品，全部出口至中国。
“通过中国—东盟电商平台，中国顾客可在该平台上购买来自东盟的食物、
保健产品和各种日常用品等，打破交易市场地理障碍。”何小玲说，该平台为中
国和东盟工商界提供了新的交易渠道和发展机遇，为区域内各国中小企业创造更
多商机。
“泰国的电商产业正在快速发展，2017 年泰国的电子商务总产值预估为 2.1
万亿泰铢，将居东盟各国之首。”宋悦·唐米拉表示，泰国当前中小企业规模达
270 万家，从业人员约 1000 万人，年生产总值占泰国 GDP 约四成，电商产业成
为当地中小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
2016 年，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斥资 10 亿美元收购泰国最大的电子商
务企业 Lazada。宋悦·唐米拉认为，这将加速泰中两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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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企业将加快布局泰国快递、邮政市场，中国中小企业将在东南亚市场上发挥重
要作用。
“东盟是全球经济非常活跃的国际市场，东南亚民众对高品质的生活商品消
费需求正在扩大。”苏宁云商集团南宁大区总经理谢靖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该集团看好东盟国家电商产业发展潜力，并正积极谋划其在东盟市场的电商
产业布局。
他说，该集团承担了中国—东盟跨境电商平台项目的开发建设及经营管理工
作，“我们正积极对接东盟优质供货商、大型商业超市等，建立供应链平台，率
先构建东盟商品向中国市场流通渠道。”
近年来，广西南宁市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迅速。据邕州海关统计，目前南宁市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共完成 3086 种商品备案，通过中国邮政实现跨境电子商务零
售出口业务覆盖泰国、美国、俄罗斯、巴西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广西南宁市官方介绍，未来几年，南宁将新建中国—东盟电子商务产业园、
空港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广西云图全球供应链平台、Google AdWords 广西体
验中心等一批项目，支持物流企业发展国内全货机航线，适时开通国际全货机航
线，吸引货运航空公司在南宁机场设立东盟转运基地。

二、东盟时政
1、阿尼斯击败钟万学当选雅加达首长
2017 年 4 月 20 日

来源：联合早报

雅加达首都特区首长选举昨天举行次轮投票的快算结果显示，前教育部长阿
尼斯以近六成的得票率胜出，寻求连任的钟万学只获得约四成的选票。由于选前
所有民调都指双方势均力敌，这与快算结果出入甚大。
分析师认为，这次选举结果将助长强硬派伊斯兰势力的气焰，因为他们将食
髓知味而继续故技重施大打“宗教牌”。也有分析师认为，阿尼斯是个温和开明
的穆斯林，因此阿尼斯当选其实有助缓和雅加达因这次选举造成的社会分裂。
选举投票率高达 80％，比 2 月 15 日首轮投票的 77％还高。投票在当地时间
下午 1 时（新加坡时间下午 2 时）结束前，已有超过 720 万选民在约 1 万个投票
站投票。
当地智库与媒体在投票结束后就展开快算，并在昨天傍晚 5 时得出初步结果。
这些结果都显示阿尼斯赢得约 58%选票，钟万学获得约 42%选票。选举委员会
将在 5 月初公布正式计票结果。
根据印尼选举条例，选委会批准的民调机构将能计算一定数量的选票，并在
投票结束后数小时公布非正式投票结果，即所谓“快算”。过去案例显示，快算
往往与正式计票结果相差不远。
在 2 月 15 日举行的第一次投票时，身为华裔基督徒的钟万学以约 43%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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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先，阿尼斯以约四成得票率居次，另一名候选人阿古斯则以约 17%的得票率
垫底。由于没人得票过半，得票最高的钟万学与阿尼斯在次轮投票对决。
根据次轮投票快算结果，钟万学的得票率与首轮投票差不多，显示他仅保住
其基本盘而无法再有突破。反观阿尼斯这次能与强硬派穆斯林团体合力扳倒他。
阿尼斯与其搭档企业家桑迪阿加当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向媒体发布类似“胜选
感言”的声明。阿尼斯在声明中赞扬钟万学，并指他与钟万学此次虽是竞争对手，
但双方其实也共同为了民主进程而努力。“我们已经开启新篇章，我们应该合作
改善这个城市。”
桑迪阿加则表示已经与钟万学的搭档查罗特“和解”。桑迪阿说：
“从现在起，
我们必须重修旧好。”
分析师指这份声明与其说是“胜选感言”，不如说是“和解宣言”，因为这次
选举严重分化雅加达甚至印尼社会，阿尼斯必须尽速弥合这种社会创伤以免影响
未来施政。
所有快算结果昨天傍晚陆续宣布大同小异的结果后，阿尼斯随即召开记者会
宣布胜选。阿尼斯的主要支持者、大印尼运动党主席普拉博沃也出来站台。阿尼
斯的胜出对普拉博沃 2019 年再次参选总统非常有利。
钟万学昨天承认落败并祝贺阿尼斯。他说，他在交接前将继续完成份内工作。
“新首长六个月后才上任，我们将继续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大家将来都
能忘记这段竞选经历。”

2、菲律宾当局在薄荷岛又击毙 3 名极端组织武装分子
2017 年 04 月 22 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菲律宾政府军和警察 22 日再度在菲国中部薄荷岛(Bohol)与极端组织“阿布
沙耶夫”武装分子交火，击毙 3 名武装分子。
“阿布沙耶夫”极端组织成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长期盘踞在菲律宾南部
的苏禄省和巴西兰省等地，屡屡制造绑架勒赎及杀害人质事件。4 月 11 日，菲
律宾政府军和警察在薄荷岛(也是岛屿省份)因纳邦加镇与一伙从南部经海上逃
窜到当地的“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交火，击毙 6 名武装分子，3 名政府军士兵
和 1 名警察牺牲。此后，菲律宾政府军和警察一直在薄荷岛追剿逃窜的数名武装
分子。
薄荷省警察局长纳提维达 22 日证实，菲政府军和警察 22 日中午 12 时左右
在距离上次交火地点 16 公里处的克拉林镇与残余“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交火，
击毙 3 名武装分子，之后仍有残余武装分子负隅顽抗。
薄荷岛是菲国中部著名旅游区，因巧克力山、眼镜猴而久负盛名，深受游客
青睐。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日前已专程前往薄荷岛视察，在媒体面前高调悬赏捉
拿在该岛藏匿的“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为每名武装分子开出高达百万比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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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金。
这是“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近年来首次从南部渗入菲国重要旅游目的地，
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三、东盟经贸
1、中企助文莱建跨海大桥
2017 年 4 月 22 日

来源：联合早报

中国企业正协助文莱建造淡布伦跨海大桥，图为大桥起点段的工程已经在最
近开始。
文莱淡布伦（Temburong）跨海大桥全线长约 30 公里，完成后将连接被马
来西亚林梦省分隔的文莱穆阿拉区和淡布伦区，实现文莱两地陆路直通，对文莱
社会与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据介绍，这个工程是文莱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大基础设施项目，
预计工期为四年。

2、菲律宾推出“大建特建”基建计划 六年拟投资约 2400 亿元
2017 年 4 月 20 日

来源：联合早报

菲律宾政府 18 日宣布正式推出一项名为“大建特建”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
资计划，将在六年内投资 8.4 万亿比索（约 2400 亿新元），在全国进行基础设施
建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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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报道，当天在马尼拉举办的“杜特尔特经济学”论坛上，政府经济团
队联合推出这项计划，称其为“菲律宾史上最大胆、最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建设
计划”，九位内阁部长联袂登台解说杜特尔特政府的经济发展大计。
根据计划，政府将在 2017 年到 2022 年的六年间投资 8.4 万亿比索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目前已经开工或正在筹备的项目超过 30 个，涵盖道路、桥梁、机场、
铁路、港口、防洪设施等各个领域。
财政部长多明格斯表示，过去数十年菲律宾忽视了基础设施建设，而邻国却
在大兴土木，这使菲律宾失去了国际竞争力。作为一个岛国，菲律宾落后的基础
设施使各岛之间的货物运输成本居高不下，推高了粮食、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使
制造业投资者望而却步。
他说，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三部分：政府税收、外国政
府开发援助和商业贷款。他预计，一旦税制改革成功实施而且各项基础设施建成，
菲律宾有望在 2022 年跃升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到 2040 年跻身高收入国家之
列。
交通部长杜加德特别介绍了棉兰老铁路、大马尼拉地铁、克拉克国际机场新
航站楼等一批备受关注的大型基建项目。他还表示，为缓解首都大马尼拉地区的
交通，交通部 7 月会把办公室从大马尼拉迁往克拉克。
一个名为“建设！建设！建设！”的政府网站当天也在论坛上正式上线。网
站上罗列了一批菲律宾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民众可登录查询有关信息，当局希望
借此提高基础设施项目运作的透明度。
不过菲律宾贪腐丛生、长期存在的繁文缛节和其他问题正威胁这项投资计划。
马尼拉反腐组织“透明与问责网络”执行理事拉萨丁告诉法新社，基建项目平均
约 10%至 30%的成本因贪腐而流失，而如果有国会议员直接参与分配拨款，难
免出现“政治分肥”的情况，流入贪官口袋的基建经费高达 50%。

四、东盟法制
1、马来西亚与联国难民署开始查验难民
2017 年 4 月 23 日

来源：联合早报

马来西亚内政部本月开始与联合国难民署合作展开难民身份查验计划，全面
检查境内 15 万难民。这将让当局更有效掌握这些难民的背景，避免恐怖分子滥
用难民身份混进马国。
内政部副部长诺加兹兰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马国公民和永久居民都向内政
部国民登记局申请身份证，在马国的约 15 万外国难民虽然向难民署登记，不过
内政部却完全没有这些人的资料。他说，内政部因此 4 月 1 日起与联合国难民署
展开为期三个月的“难民验证计划（proof of concept、POC）”。他表示：
“我们必
须过滤这些难民的背景资料，包括他们是谁、过去从事哪些活动及经济来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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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这个计划将让当局“得以确保不法之徒或恐怖分子无法利用难民身
份进入马国从事犯罪活动。”他说，在欧洲国家的外来难民不仅需要详细登记，
也只能在难民营内生活。

2、税务特赦计划 75％达标 印尼首季税收增两成
2017 年 4 月 18 日

来源：联合早报

印度尼西亚的税务特赦计划至今达标 75%，也使今年第一季度的国库税收同
比激增了近两成。不过，当局要吸引海外资产回流的计划反应并不踊跃。
印尼税务局说，截至 3 月 31 日，税务特赦计划在九个月里收获 4880 万亿印
尼盾（约 5125 亿新元）的资产申报。最新数据显示，其中 147 万亿盾是从海外
回流的资产。由于私人报税激增，印尼今年第一季度的税收同比增加了 18.13%，
达到 222 万亿盾。
税务局发言人赫斯图星期天表示，当局通过税务特赦计划追回了 35 万亿盾
的欠款。他说，虽然申报资产超出预期，但回流资产和税收都还没达标。“回流
资产的目标是 1000 万亿印尼盾，我们只得 147 万亿印尼盾。税收目标是 167 万
亿印尼盾，我们只得 135 万亿印尼盾。”
税务局在实施该计划期间，登记了 5 万多名新纳税人，不过在这同时，有 5
万 6600 人没缴税，另 72 万人甚至未提交税务表格，税务局将展开调查。
印尼在 2017 年的登记纳税人有 3603 万人，比 2016 年的 3279 万人来得多。
佐科政府为了增加税收，让国库有钱开发各种基础设施以推动经济发展，去年 7
月实施税务特赦计划。
在计划于 3 月结束前主动申报境内资产，或申报海外资产并转移回国保留至
少三年，就可只缴税 2%至 4%。若将申报资产留在国外，税率则是 4%至 10%。
此外，越早申报，特赦税率就越低。这些优惠税率都远低于顶级收入者一般须缴
付的 30%税率。

五、社会人文
1、蔬菜成柬埔寨餐桌“奢侈品” 逾五成靠进口
2017 年 04 月 22 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烈日下吃烧烤，是柬埔寨王国的一大景观，弥漫的烤肉香令初来乍到的外国
游客第一时间品味到异国的风情。但在金边的大小餐厅中，蔬菜却少之又少，而
且价格不菲。
来自中国深圳的许先生告诉记者，蔬菜在柬国餐桌上是“奢侈品”。他说，
柬埔寨属热带季风气候，蔬菜不易打理。本地人请客，满桌是煎烤肉类，难见瓜
果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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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农业总局总监黄万鸿表示，一到雨季，沿河田地常被河水淹没，蔬菜产量
减少，也导致柬国必须从邻国进口大量蔬菜。
当地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柬埔寨年均蔬菜需求量达 93 万吨，其中 56%依赖
外国进口；从中国、越南和泰国等国进口来金边的各种蔬菜日均达 200 至 300
吨。
记者在金边主要综合市场看到，鸡鸭鱼肉品类丰富，也有进口的茄子等，但
新鲜带叶蔬菜极少。傍晚时分，金边几个主要蔬菜批发集散地挤满了赶来“批发”
叫卖叶类蔬菜的大小货车，包括中国东北的大白菜。
金边一家湘菜馆老板说，叶类蔬菜贵过瓜类蔬菜，到餐馆来的人，常常要点
上两种不同的蔬菜吃。
在柬中资企业的李经理分析说，种蔬菜的防涝防晒成本高，是难倒许多外国
人原本立志在柬种菜的原因之一。
黄万鸿表示，柬农业部正组建农民社区，鼓励种植蔬菜及选择适合土壤地质
的蔬菜品种，向农民传授新种植技术，以增加本地蔬菜供应量，满足国内市场需
求。

2、泰国泼水节“危险七日”交通事故伤亡 4000 余人
2017 年 04 月 18 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泰国政府相关部门 18 日公布，今年泼水节“危险 7 日”(4 月 11 日至 17 日)
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3690 起，导致 390 人身亡，3808 人受伤。
泰国内政部官员表示，今年泼水节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比去年同期增加
7.05%，受伤人数升高 4.16%，但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 52 人，下降 11.76%。
每年的跨年和泼水节期间，都是泰国交通事故的高发期，这两个假期因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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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危险 7 日”。
据介绍，饮酒驾驶依旧是今年泼水节交通事故多发的最大原因，占所有交通
事故的四成三左右；其次是超速行驶。事故涉事车辆主要为摩托车，其次是皮卡
车。
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威胁生命安全的五大行为分别为拒戴安全帽(摩托车)、
饮酒驾驶、超速驾驶、违规超车和危险驾驶。

声明：本要闻提供的新闻和评论仅供参考，不代表本中心观点。部分
新闻为节选，全文可参见来源报刊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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