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风险
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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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13年提出以来，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BRI）
引发了外界对其整体规模的

广泛讨论。鉴于与该倡议相

关的惊人数字—— 惠及世界

三分之二人口的4万亿美元

投资；超过2,000个基础设

施项目有望顺利进军南亚、

中亚以及其他更多尚未开发

的市场，这一现象在情理之

中。¹

    正是由于“一带一路”惠
及范围如此之广，社会各界

对其进行了层层解读，并着

眼于其对特定公司、经济体

和行业的影响，这也正是本

文要探讨的话题。本文将重

点探讨“一带一路”如何影响

中国公司对东盟（ASEAN）

成员国的投资战略，包括三

个较为活跃的领域：石油和

天然气；技术、媒体和电信

（TMT），以及电子商务。

 
    本文选择上述侧重点

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

作为“一带一路”投资的主

要受益者，中国企业的成

败对“一带一路”未来命运

有重大影响。其次，作为近

邻，东盟和中国长期以来

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和

文化联系。2005年²，双方

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合作

范围也将逐步扩大。 中国

企业通常将该地区作为拓

展国际市场的第一个“停靠

港”，以及在海外进行风险

投资的“试验台”。其核心地

理位置也意味着东盟将在

“一带一路”着力建立的全

新贸易和物流通道中发挥

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为中国企业

利用“一带一路”开拓东盟

市场，提供切实可行的见

解和建议，并推动这一转

型举措的发展。基于TMF 
Group专家的研究，本文

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点：

*  由于其发展前景和该地  

  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

  的核心地位，东盟将长

  期成为中国投资者关注

  的焦点 

*  投资形势将日益形成 

  以高潜力行业为主导的

  局面，在能源和电子商

  务等行业中，中国企业

  已在国内形成强大的专

  业知识储备

*  由于东盟地区不同市场

  之间的差距和迥异的复

  杂程度，中国投资者将

  在税务、会计和监管合

  规问题上面临挑战 

*  这些挑战应通过与当地

  合作伙伴、政府和社区

  建立长期互利互惠的关

  系来解决

价值万亿美元的商机

来源:
¹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five-years-later-0
²中国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http://fta.mofcom.gov.cn/topic/chinaasea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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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被视为中国公司在海外日

益积极扩张的主要平台。然而，尽管“一带

一路”倡议吸引巨额资金，中国公司对外直

接投资总额却在2017年出现近十年来的

首次下滑，一度降至1200亿美元，其主要

原因在于外汇管制和政府加大海外交易审

查力度。³  不过有证据表明，这种趋势即将

结束——2018年第一季度的直接对外投资

同比上升24％。4 

       在监管日益严格的环境下，政府的当

务之急是让“一带一路”相关投资项目从更

顺畅的审批流程，以及更便捷的融资渠道

中受益 。5 不出所料，即使在去年经济形势

整体下滑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所涉国家

的投资势头依然强劲，去年其占对外投资

总额的比例上升3.5个百分点，达到12％。6  
就“一带一路”而言，东盟国家已成为中国

企业的关注焦点。2015年，对新加坡的投

资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所涉地区海外直接

投资总额的一半左右。7  除新加坡以外，印

尼、越南和马来西亚也一跃成为中国投资

者的首选市场。虽然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

和法律制度有待完善，但由于其丰富的自

然资源以及年轻人口带来的“人口红利”，它
们仍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鉴于东盟国家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

地位，来自中国的资金将进一步流入该地

区。例如拟建的贯通中国南部、老挝和泰国

的高铁项目，一方面加强了该地区的基础

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巩固了地区

间的商业联系。8

    除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外，中国对东盟

的投资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集中在以下几

个关键领域：  

    石油和能源：虽然东盟国家拥有丰富

的自然资源，但某些地区的能源开采设备

欠缺，专业技术不够成熟，这一现状对拥有

相关专业知识的中国公司而言，是良好的

机遇。

        TMT和电子商务：这些行业是中国发

展最快的领域，亟需新兴市场支撑其持续

快速扩张。东盟地区毗邻中国，且线上零

售业快速普及，自然地引起了外界关注。截

止2025年，东盟国家电子商务消费总额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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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将增长32％，达到近900亿美元。9

    在上述行业，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

经济活动明显增加。据报道，能源巨头中

石油（PetroChina）已经在印尼市场占主

导地位，并计划在该国进军其上下游产业。

此外，中石油在前景广阔的石油和天然气

行业近期几轮投标中拥有令人瞩目的竞标

实力。10 

       菲律宾官员指出，中国电信有可能成

为第一家打破该国通信行业长期双寡头垄

断局面的公司。¹¹ 与此同时，电子商务交易

形势一片大好，近期，阿里巴巴对新加坡本

土在线零售商Lazada掷出了20亿美元投

资。¹² 

       投资东盟市场满足中国企业的众多核

心需求：进驻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实现

业务范围多样化；以及架起通往国际市场

的桥梁。“一带一路”为潜在投资者创造了更

轻松和更快速的发展机会。

来源:
³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1-16/china-s-outbound-
investment-slumped-in-2017-as-deals-scrutinized
4 https://www.globalcapital.com/article/b17vhmzk6yrcgs/rmb-roundup-
new-outbound-quotas-on-the-way-ndrc-mulls-negative-lists-citi-teams-up-
with-chinese-banks-for-bri-business;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
ag/201804/20180402732784.shtml
5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east-asia/china-further-limits-overseas-
investment-in-push-to-cut-risk
6  https://gbtimes.com/chinese-investment-in-belt-and-road-countries-remains-
stable-in-2017
7 《中国2016年年鉴》、《经济学人》、《中国投资研究》、《行业报告》、CRISIL GR & 
Analysis
8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12/21/c_136843195.htm
9  https://sbr.com.sg/economy/asia/asean-e-commerce-forecasted-grow-32-
almost-us90b-2025
10  https://www.platts.com/latest-news/oil/singapore/petrochina-eyes-
aggressive-upstream-expansion-27904964
1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philippines-telecoms/china-telecom-
earmarked-as-the-philippines-third-telecoms-player-idUSL3N1OA09Q
12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libaba-lazada-funding/alibaba-doubles-
lazada-investment-to-4-billion-in-aggressive-southeast-asian-expansion-
idUSKBN1GV0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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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除了便于中国企

业实现其扩张目标外，借助“一带一路”

进军东盟市场，还有望增强这些企业的国

际竞争力、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并开创惠

及全国人民的新兴贸易，构建基础设施网

络。 

    然而另一方面，并非所有投资项目都

能顺利落地。例如，在缅甸，由于当地人民

的反对，拟建大坝、石油和天然气项目被迫

推迟或搁置；¹³ 在印尼等市场的拓展计划

则深受许可证、劳工和税收问题困扰。14    

    投资发展面临的障碍，部分源于东盟

保护伞带来的不平等。在该保护机制下，

拥有完善监管制度的富裕国家（新加坡）

与法律制度及其他基础设施相对不完善

的边境市场（柬埔寨、老挝、缅甸）抱团发

展。TMF Group发布的最新版《财务复杂

度指数》在研究全球主要司法管辖区的税

务和会计合规的复杂程度之后发现：在最

复杂市场名单上，越南和菲律宾分别在94
个国家中排名11和16，新加坡在《财务复

杂度指数》中排名第85位，属于最不复杂

的司法管辖区之一。

应对挑战

    中国投资者当前在东盟市场应该

注意的问题包括： 

越南   
    在东盟国家中，越南的会计和税务

合规最为复杂。由于它对会计凭证、账

簿/会计科目表、财务报表的格式和公司

治理有严格要求，即使轻微的违规也可

能导致重大的经济处罚。 

菲律宾  
    许多跨国公司在菲律宾开展业务，

但并不知道公司账簿须在菲律宾国内税

收局（BIR）注册后方可使用。一些实体

还忽略了另一项要求，即在向国内税务

局提交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后，还需将该

报表提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此外，菲律宾设有负责管理注册人

税收财政激励措施的机构，如投资委员

会（Board of Investments）和菲律宾

经济区管理局（Philippine Economic 
Zone Authority）等。对于在此类政府

机构注册的实体，必须将经审计的财务

报表连同要求的其他文件一并提交。公

司代表处应保存单独的账簿，和经审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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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报表。与此相关的疏忽经常导致相

关公司在收到政府机构罚单或备忘录时颇

感意外。   

印尼 
    在印尼，所有外国公司都必须拥有当

地董事，由于它们在印尼的子公司经常成

为税务审计的目标，这一要求可能会变得

更加复杂。例如某些税种，如预扣税，需要

每月申报，这意味着频繁开展审计活动，并

可能要求董事多次回答审计师有关财务报

表或账单的具体问题。 

    在大多数公司，有资格讨论这些问题

的人数很少。错误或违规可能造成财务和

声誉风险，致使物色具有高水平本地会计

和法律专业知识的董事或服务供应商的过

程，面临更大压力。 

来源:
13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work-on-myanmar-dam-goes-on-under-heavy-guard;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yanmar-china-oil-
idUSKBN16S0XF
14  https://www.ft.com/content/bb1a9658-4517-11e7-8519-9f94ee97d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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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在早期投资阶段，外国投资者必须寻求合作伙伴，让当地专家在办理复杂的

注册成立和许可申请程序中为外国投资者保驾护航，并持续协助处理税务、法律和其

他监管事务。除当地语言和文化知识外，当地专家往往对外国投资者容易忽视的监管问

题，以及对当地法规理解和实施之间的差距有深刻见解。

    虽然本地专业知识非常重要，但由于许多投资者都有意向、或已经在多个国家/地

区开展业务，或正在寻求制定全球战略，它们还应考虑合作伙伴是否有能力在整个东盟

甚至更远的地区提供支持，为营商活动铺平道路。其他需要考虑的能力包括：能够为东

盟（或全球）安排一对一联系人，以加强控制和透明度；客户经理的能力；问题上报程序

的速度和效率；以及在多个合同中顺利协调交付的能力。 

寻找专家并与之合作

建立长期联盟  

    这些例子表明，中国企业需要在不同的东盟市场中了解税收、会计和人力资源等领

域的地方特定标准和具体操作方法。这一需求在企业寻求新机会、开拓新市场，以及涉

足受到严格监管和政治敏感行业（如能源和电信等）时尤为凸显。

    东盟地区的多样性意味着， 千篇一律的投资方式并不可行。但是，遵循基本的最

佳实践指南，有助于中国投资者在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阔的市场中取得成功。值得关注的

问题包括以下几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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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作为投资者的中国公司而言，与东盟地方政府和监管机构建立积极关系至关

重要。真正富有成效的关系不仅仅意味着与当地官员会面沟通。投资者需要采取措施，

确保其项目有助于实现当地政府的核心目标——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和

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此外，还需要努力吸引当地社区和媒体。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可能需要进行额外投

资，影响企业盈利能力，但在长期内有助于确保投资蓬勃发展。同时，在理解和遵守当

地法规的基础之上，良好的社会关系也有助于投资者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

建立长效合作关系

    论当地法规多么繁杂，使经营活动合法合规对可持续投资战略至关重要。虽然一

些东盟市场肯定存在投机机会，但外国投资者应避免在合规问题上走捷径（如贿赂），

因为从长期来看，这些行为对投资者的财务治理、企业声誉和公共关系都会造成负面影

响。

    

    投资者还应注意，当地法规可能会快速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前沿和新兴市场。例

如，缅甸在一年多时间内推出新版投资和公司法。15 外国投资者有责任密切监控这些动

态，并确保其经营活动与监管环境的变化保持一致。同样，了解行情的当地合作伙伴能

够在这个过程中提供极大的帮助。

遵纪守法并密切关注变化

来源:
15 https://www.dica.gov.mm/en/news/new-era-company-law-myan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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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光明 

    虽然经济下行或政策调整可能会暂时

减缓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步伐，但基于全球

发展趋势的长期增长势头是不可逆转的。

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作为战略重点的

“一带一路”将享有充分的经济和政策支

持。国际上对该提议的认可度也在不断上

升，近期调查显示，参与该倡议的国家90
％以上的中央银行都对“一带一路”推动经

济增长持有积极预期，近一半的央行将其

视为“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16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东盟将继续作

为中国投资者的首选目标，不仅由于其强

劲的增长潜力，更因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等工具，在中国、东盟

和其他亚太经济体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和

谐的区域纽带。这些不断增进的关系以及

中国企业、地方监管机构和社区之间的联

络，将促进区域的进一步整合，为中国和世

界各地的投资者及其子孙后代带来全新商

机。 

来源:
16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business/countries-joining-belt-and-road-
initiative-can-expect-growth-survey/articleshow/63828092.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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