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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东盟动态
1、我国高校携手东盟学术机构成立“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
2、第 16 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新加坡开幕 聚焦安全与合作

二、 东盟时政
1、柬乡分区理事会选举 两政党 20 万人上街拉票
2、缅甸第二届 21 世纪彬龙会议就 33 项协议条款达成一致

三、 东盟经贸
1、越南总理访美 将签署百余亿美元协议
2、中越边境凭祥依托区位优势 架起连接东盟欧洲陆路便捷之桥

四、 东盟法制
1、菲律宾出台禁烟行政令 覆盖对象包括在菲外国人
2、朝鲜男子死亡案被移交给马来西亚高等法院

五、 社会人文
1、菲律宾酒店遭枪击纵火致百余死伤 警方否认涉恐袭
2、缅甸极端僧侣组织不顾禁令 更名继续举行活动
1

2017 年 6 月 5 日

中国法学会 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

一、中国—东盟动态
1、我国高校携手东盟学术机构成立“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
2017 年 05 月 28 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正在举行的上海论坛 2017 年会上，复旦大学携手来自东盟国家的 9 个学术
机构 28 日签署了《共同建立“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合作备忘录》，“中国-东
盟学术共同体”(the Network of ASEAN-China Academic Institutes, NACAI)正式成
立。
“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的宗旨在于鼓励各成员机构的研究人员对中国与
东盟关系等相关议题开展联合研究，为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全面发展贡献智慧；
为成员机构的研究人员提供交流合作平台，促进成员机构之间优势互补与协同创
新。
据介绍，
“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10 个创始成员包括文莱大学亚洲研究所(文
莱)、柬埔寨皇家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柬埔寨)、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
家关系研究中心(中国)、印度尼西亚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印度尼西亚)、老挝国立
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老挝)、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马来西亚)、仰光大学国际关
系系(缅甸)、菲律宾大学迪利曼分校亚洲中心(菲律宾)、朱拉隆功大学东盟研究
中心(泰国)、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东南亚研究所(越南)。
“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的常设秘书处设立在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
系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校长助理陈志敏教授、菲律宾大学迪利曼分校校长陈万杰
(Michael Lim Tan)教授、缅甸仰光大学副校长昂觉(Aung Kyaw)教授、老挝国立
大学副校长适马拉翁(Phout Simmalavong)博士在共建“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
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上分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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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教授主持签字仪式。今后，“中
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将每年举办国际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项目；进行联合研
究项目与学术出版。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教授当日宣布了 2017 年
度“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青年访问学者项目。“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秘书
处(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将在 2017 年下半年资助来自东盟国
家的 3 名青年访问学者前来复旦大学从事为期 2 个月的访学研究。复旦大学中国
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祁怀高介绍了“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的筹建
过程，并展望未来。
共建“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后，上海论坛 2017 子论
坛之一、“转型中的中国与东盟关系：分歧管控与合作共赢”(ASEAN-China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Differences Management and Win-win Cooperation)国际研
讨会举行。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复
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这一研讨会，来自中国、东盟 10 国的 26 位知名
学者参加。

2、第 16 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新加坡开幕 聚焦安全与合作
2017 年 06 月 02 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为期三天的第 16 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2 日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数十个国家
的 22 位部长级代表与 12 位军队领导人，以及众多防务高官与专家学者参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率团参加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根据
主办方公布的会议日程，3 日下午的四场分组讨论中均有中方参会人员发言。
会议期间，何雷还将与一些国家和国际军事组织的防务部门与军队领导人举
行双边会见。
在 2 日晚举行的开幕式晚宴上，香格里拉对话会主办方——英国国际战略研
究所所长奇普曼首先致开幕词，简单介绍了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主要议题与各
方参会情况，并对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对话机制予以肯定。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发表了主旨演讲，谈及朝鲜半岛局势、打击恐怖主义
等地区安全热点议题。他表示，香格里拉对话会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战略会
议之一。
据了解，今年对话会的全体会议将集中讨论亚太危机管理新挑战、地缘政治
与国防政策改变、寻找地区安全的共同基础、美国与亚太地区安全、维护基于规
则的地区秩序、全球性威胁与地区安全等议题。
起始于 2002 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起，并获得新加
坡政府支持。对话会每年 6 月初前后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并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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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盟时政
1、柬乡分区理事会选举 两政党 20 万人上街拉票
2017 年 06 月 02 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2 日是柬埔寨第四届乡分区理事会选举前游行拉票最后一天，金边 20 万人
的队伍拉票游行，柬最大的两个政党党魁上街助威。
上午 7 时许，成千上万的人民党支持者集结在洪森大道。柬埔寨人民党主席、
首相洪森在台上演讲后，站在一辆挂着人民党党徽的皮卡上，率 15 万人以缓慢
的速度行驶在金边街头，直升机和无人机不断在空中盘旋。许多柬国当红明星也
加入到游行队伍中，队伍所经过的街头人潮拥挤，洪森用麦克风高声喊道：“请
投票给人民党！”。
下午时分，金边的游行队伍换成了柬救国党。救国党主席金速卡亲率号称 5
万人游行，表示要进行最后一日拉票的最后一搏。
5 月 20 日开始的柬第四届乡分区理事会选举宣传拉票，到 2 日结束。3 日起，
禁止所有政党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拉票；4 日开始第四届乡分区理事会选举。
金边出动大量警宪官兵，以维护竞选宣传期间的治安和安全。
据了解，柬全国共有 786 多万注册选民，分 1646 个乡、分，12 个政党报名
参加第四届乡分区理事会选举，而金边市的合格选民有 84 万多人，设投票站 2080
个。

2、缅甸第二届 21 世纪彬龙会议就 33 项协议条款达成一致
2017 年 05 月 29 日

来源：新华社

缅甸第二届 21 世纪彬龙会议暨联邦和平大会正在举行。联邦和平对话联合
委员会大会秘书组 28 日晚答记者问时说，与会各方就 33 项协议条款达成一致，
本届大会可以说取得成功。
主持 28 日晚新闻发布会的大会秘书组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各方在对政治、
经济、社会、土地与自然资源管理四个方面的 41 项协议条款进行讨论后，最终
就 33 项协议条款达成一致。
这 33 项协议条款包括政治主题 12 项、经济主题 11 项、社会主题 4 项和土
地与自然资源管理主题 6 项，将记入预计于 29 日签署的联邦协议文件中。
据了解，安全主题内容仅进行讨论，因未到拟定协议阶段，所以暂时没有达
成协议条款。
大会秘书组成员、国务资政府部发言人吴佐泰说，本届大会一大成功就是达
成了这 33 项协议条款，这些协议条款将构成联邦协议的一部分，成为建立民主
和联邦制国家的第一步。
缅甸第二届 21 世纪彬龙会议暨联邦和平大会 24 日在内比都开幕，来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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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军方、政党、民族地方武装组织等各方代表约 1400 多人出席。与会各方
分组就政治、安全、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管理五个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会期原
定 4 天，但因有事项未讨论完毕，大会延长一天至 29 日结束。

三、东盟经贸
1、越南总理访美 将签署百余亿美元协议
2017 年 6 月 1 日

来源：联合早报

越南总理阮春福表示，他在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将签署值 150 亿至 170 亿美
元的协议，主要是购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
阮春福周二在美国商会举办的晚宴上说：“越南将从美国进口更多的高科技
产品，在此次访问期间，我们将达成很多重要协议。”但他并未透露有关交易的
细节。阮春福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第一个访问白宫的东南亚领导人。
出席宴会的通用电气（GE Power）总裁博尔兹披露，该公司将与越南签署
价值约 60 亿美元的新协议，但他也未提供详情。
此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美越之间迅速扩大的贸易赤字表示担忧，并期
待阮春福能帮助应对这一问题。他说，过去十年，美越双边贸易赤字从原本的
70 亿美元上升至近 320 亿美元。这个令人关注的贸易赤字增长对两国来说是个
新挑战，也说明了美越有必要进一步改善双边贸易关系。
莱特希泽和其他特朗普政府贸易官员较早时承诺，会努力减少美国与其主要
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赤字。越南是美国第六大贸易赤字国，美越的 320 亿美元贸
易赤字反映了，除了传统进口行业如鞋子、服饰和家具外，越南半导体等电子产
品的进口也在持续增长。
特朗普上任后，即宣布美国将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令越南
大失所望；越南经济以制造业及出口为重，一直被认为是 TPP 能落实后的主要
受惠国之一。

2、中越边境凭祥依托区位优势 架起连接东盟欧洲陆路便捷之桥
2017 年 05 月 31 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国)友谊关-(越南)友谊口岸国际货物运输专用通道目前已完成衔接工
作，贯通后将极大地缓解友谊关现存的堵车问题，推动凭祥形成一条贯穿南北，
连通东盟与欧洲的陆路便捷之桥。”广西凭祥市委书记邱明宏近日在接受中新网
记者采访时表示。
位于中越边境的凭祥市，往北，高速公路连通中国内地；往南，通过越南 1
号公路可直达 170 公里外的河内，进而通达老挝、泰国，是中国连接东南亚距离
最短、最为便捷的陆路国际通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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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底正是东南亚国家的西瓜、芒果、火龙果、山竹等水果的收获旺季。记
者 31 日在凭祥口岸看到，数百辆满载着水果的越南货车通过该处开往中国各地。
凭祥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凭祥水果进出口占到全国四分之一、
边境小额贸易占全国二成，凭祥还是中国最大的红木家具进口口岸和展销集散地。
目前，友谊关人车共用的通道已无法满足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急速发展的需
求。
“新建的国际货物运输专用通道全长 845 米，其中越方段约 700 米，中方段
145 米，通道实现(中国)友谊关-(越南)友谊口岸人货分离，大大提高货物通关速
度。”邱明宏告诉记者，越南方面对该通道的建设也信心十足，两边的基础设施
已基本具备，年内将正式启用。
为了提高通关效率，2016 年底，中国首个出入境验检疫试验区——中国—
东盟(凭祥)边境贸易国检试验区已在凭祥投入使用。凭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
业务科科长闫小兵介绍，如今出入境货物申报时间已由原来的 10 到 20 分钟，缩
短为 20 秒左右，货物普遍的通关速度提高了将近 60%。
而随着(中国)友谊关-(越南)友谊口岸，(中国)浦寨-(越南)新清两条国际货运
专用通道的启动，凭祥还将率先在全国推行“两国一检”政策。
“‘两国一检’就是中越两国海关通过实现联合查验，然后通过建立电子口
岸，实现信息共享，最终实现贸易便利化的目的，通关时间将会大大压缩。”凭
祥海关关长彭程表示。
正是看中了凭祥口岸经济迅猛发展势头以及日益显著的通道地位，越来越多
的国际物流品牌进驻凭祥市。马来西亚的国际物流品牌“捷递”，今年初就把中
国总部从深圳搬到了凭祥综合保税区。该公司负责人李传仁告诉记者，过去海运
产品，从泰国工厂到中国上海大约需要 10 天。现在经凭祥陆运只需 5 天，成本
节约了 60%左右。“我们相信凭祥今后将成为整个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集散中心，
所以我们来了。”
据悉，凭祥综合保税区自 2011 年 9 月封关运营以来，已先后开发出通往越
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物流线路。“未来我们将重点致力于参与建设从凭
祥综合保税区经由西安国际港务区和重庆公路物流基地连通到欧洲的物流线路，
使凭祥真正成为一条黄金大通道。”邱明宏说。

四、东盟法制
1、菲律宾出台禁烟行政令 覆盖对象包括在菲外国人
2017 年 06 月 01 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据菲律宾《商报》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签署的禁烟行政令，覆盖对象
并非只有菲律宾人，也包括在菲律宾居留的外国人。
菲律宾卫生部地区办事处的一名护士黎维拉说，如果外国人在第 26 号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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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的指定抽烟区以外的任何地方抽烟，他们也将会被捕。他说，外国游客入住的
酒店被要求设立各自的指定吸烟区。
外国人不能在他们的酒店房间内吸烟，因为如果被发现，游客本人及酒店业
者都将被追究违反第 26 号行政令的责任。
首犯者将被罚款不少于 500 比索但不多于 1000 比索，再犯者将被罚款不少
于 2000 比索但不多于 5000 比索，三犯者将被罚款不少于 5000 比索但不多于
10000 比索。
黎维拉说，当局将会向年龄 13 至 17 岁的少年出售香烟的商店实施更严厉的
处罚。首次违例者将被罚款 10 万比索及监禁 1 年，再犯者将被罚款 20 万比索及
监禁 2 年。

2、朝鲜男子死亡案被移交给马来西亚高等法院
2017 年 05 月 30 日

来源：新华网

马来西亚雪邦地方法院 30 日决定，将两名女子涉嫌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谋杀
一名朝鲜男子的案件移交给沙阿兰高等法院审理。
当天，印尼籍嫌疑人西蒂·艾莎和越南籍嫌疑人段氏香第三次出庭。根据马
来西亚司法程序，由于此案涉及谋杀，雪邦地方法院不具备审理权限，需要由法
官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后移交高等法院审理。
法庭没有宣布高等法院何时开庭审理此案。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表示，根据刑
事诉讼法流程，高等法院应在 60 天内决定开庭日期，而一旦谋杀罪名成立，两
名嫌疑人将会被判处死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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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蒂·艾莎的律师在庭审中再次抗议警方没有及时提供监控录像等关键证据，
认为此举可能导致判决不公。他说，警方一直坚持谋杀的说法而拒绝对两名嫌疑
人的说法进行深入调查，这是不公平的。
西蒂·艾莎和段氏香均坚称对朝鲜男子的袭击并非暗杀，而是被骗以为是在
“进行恶作剧”。警方认为，从作案后快速洗掉毒剂的行为来看，
“她们知道是谋
杀”。
当天参加庭审的除控辩双方外，还有一名叫贾格吉特·辛格的律师。他告诉
记者，他受雇于朝鲜驻马大使馆，被委托观察诉讼程序，旨在保护几名朝鲜嫌疑
人的利益。3 月 1 日，马方检察官指控西蒂·艾莎和段氏香与另外 4 名在逃嫌疑
人一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实施了对一名朝鲜男子的蓄意谋杀。
根据马方公布的信息，今年 2 月 13 日，一名朝鲜籍男子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寻求医疗帮助，随后在送医途中死亡。围绕此案的风波已延续近两月，其间马来
西亚和朝鲜围绕事件争执不断，互相扣留对方人员，并发生外交危机。3 月 31
日，随着双方互相释放对方人员，风波告一段落。

五、社会人文
1、菲律宾酒店遭枪击纵火致百余死伤 警方否认涉恐袭
2017 年 06 月 03 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当地时间 6 月 2 日凌晨，菲律宾马尼拉云顶世界酒店发生枪击和火灾事件，
导致 30 余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警方搜捕 5 小时后，在度假村内的酒店房间发
现枪手自焚身亡。当局称凶徒犯案动机是行劫，不涉恐怖袭击，但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发声明宣称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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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警方表示，根据监控视频，枪手驾车至度假村后，没理会保安员查问
强行进入赌场，抢劫总值 1.13 亿比索筹码，并用步枪向场内大型电视屏幕开枪，
将汽油淋向赌台纵火。由于火势蔓延至易燃的地毯，冒出大量浓烟，现场烟雾弥
漫，一片混乱，凶徒则趁乱逃走。
在火警灭火后，当局在赌场等地发现多具遗体，全是窒息致死，伤者则被送
院救治。警方其后在赌场相连的酒店房间，发现枪手倒毙床上，相信他身上淋汽
油后以毛毯覆盖，再点火自焚，尸体已烧焦至难以辨认，身旁留有一支步枪和一
支手枪。
警员还在酒店房间的厕所内，发现盛载筹码的袋。当局称凶徒是一名说英语
的白人，脸上留有胡须，身上无任何身份证明文件。警方还表示，正追缉一名相
信与此案有关的菲律宾人。
据悉，马尼拉云顶世界位于阿基诺国际机场对面，当局一度封锁机场所有客
运大楼，2 小时后重开，客机服务未受影响。当局事后下令马尼拉都会区内的奎
松市警方在市内设立检查站，并提高警觉。
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联系的菲律宾恐怖组织声称，此次袭击是由“伊
斯兰国”的独狼士兵发动。但警方称这是一宗抢劫案，凶徒因在赌场输钱而情绪
激动，希望抢回输掉的金钱，又或因精神出现问题而犯案。
菲律宾警方称，若属恐袭，枪手会杀掉赌场内的人，并指出“伊斯兰国”企
图借此事宣传。但“伊斯兰国”之后承认是其所为。有保安专家指出，度假村保
安松懈及人潮管制不周，是导致多人死伤的主因。凶徒携汽油及长枪，从停车处
步行往赌场，竟无人阻拦。
度假村营运总监雷利称，赌场外的保安员曾开枪击中凶徒，阻延了对方的行
动，并表示，赌场的防火系统运作正常，但不少人因慌不择路而被困。

2、缅甸极端僧侣组织不顾禁令 更名继续举行活动
2017 年 5 月 29 日

来源：联合早报

缅甸极端民族主义僧侣组织“缅甸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不顾当局下达的禁
令，表示将改名为“佛法慈善基金会”，继续进行活动。
由激进僧人维拉图（Wirathu）领导的缅甸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Ma Ba Tha）
2013 年成立，是一个以穆斯林为敌的激进组织。在缅甸前军政府统治期间，僧
侣带头的运动日渐壮大，留下佛教民族主义的烙印，并使压迫穆斯林的局势恶化。
近两年来，缅甸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一再发起反穆斯林示威，一些示威更是
演变成暴力冲突，至今已有数十人在冲突中死亡。以翁山淑枝为首的民盟上台执
政后，开始约束这个组织，并警告对方，如果一再散播仇恨言论，将对其下达解
散令。
缅甸佛教最高领导层缅甸国家僧团大导师委员会（Sangha Maha Nay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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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早在去年与缅甸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划清界限，本月 23 日更是下令
它在 7 月前停止所有活动，否则将被提控。不过，数百名僧侣和追随者昨天在仰
光举行大会，会场更是布满该组织的旗帜，显示信徒拥护该组织继续活动。它发
表声明说，今后将采用“佛祖佛法慈善基金会”（Buddha Dhamma Philanthropy
Foundation）为名。新名字不但没有原有名字那么具争议性，也显得较没对抗性。
缅甸是佛教徒居多的国家，根据 2014 年人口普查，缅甸 5148 万人口中，佛
教徒占 90%、基督徒 6.3%、穆斯林 2.3%（或 110 多万人）。缅甸佛教强硬派曾
宣称，穆斯林人口持续增加，伊斯兰已对佛教构成威胁，结果在缅甸国内掀起一
股伊斯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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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