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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波」 友誼情濃 合作關係無間
中國古代的西南人，把 「緬」字表示遙遠的、而

「甸」是 「郊外的地方」。 「緬甸」的意思便是 「遙遠
之郊外」的意思。中國人民與緬甸人民的交往源遠流
長，早已結下 「胞波」傳統友誼。自中國與緬甸於一九
五零年六月八日建交以來，兩國關係穩步發展，各領域
友好交流與合作取得豐碩成果。近年來，兩國在政治、
經濟、文化、科技等各領域的友好合作正深入發展。二
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緬甸總統吳登盛對
中國進行國事訪問，訪問期間，兩國領導人決定在業已
存在的友好合作基礎上進一步提升中緬雙邊關係水平，
正式建立中緬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文人政府登台 政經改革並舉
緬甸土地肥沃、自然資源豐富，在古時早有 「黃金

之地」之稱。該國的礦產豐富，計有錫、鎢、鋁、石
油、鋼玉及玉石，其中紅寶石及翡翠的質量甚佳。緬甸
的森林覆蓋率達全國面積的百分之五十，林區產硬木和
貴重柚木，而柚木更是 「國木」。緬甸至今仍是一個以
農業為主的國家，農產品有稻米、小麥、甘蔗等。雖然
該國自然資源豐富，但自一九六二年開始實行社會主義
計劃經濟，加上在政治上受西方國家的孤立與制裁，令
國家經濟發展裹足不前。一九八八年軍政府掌權後，逐
步以市場經濟取代中央計劃經濟，並在政治上提出以
「七步路線圖」的民主政治改革進程。二零一零年十月

二十一日，緬甸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頒布法令，緬甸
正式啟用《緬甸聯邦共和國憲法》、確定新的國旗和國
徽，而國歌則保持不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七日，緬甸
依據新憲法舉行了多黨制全國大選、二零一一年二月四
日，緬甸國會選出吳登盛為緬甸總統的新政府。新政府
上台後，致力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穩定，促進全國各族人
民的團結和大和解。為此，新政府先後實施一些措施，
包括特赦政治犯、解除互聯網封鎖及對媒體的審查，以
上的措施得到西方國家的認同，因而得到美國及歐盟放

寬對緬甸的制裁及恢復經濟援助。二零一二年七月，美
國財政部發出兩項牌照，一項是經特別准許可在緬甸投
資、另一項是經批准可在緬甸進行金融服務業。另一方
面，緬甸的對外關係也有所突破，在新政府上台後新增
與外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達八國，直至二零一二年十
一月，與緬甸存有外交關係的國家超過一百一十國。

在進行政治改革的同時，新政府亦推行經濟改革。
雖然農業暫仍是經濟的主要成分，但製造業及服務業的
份額正在增加中。政府現正鼓勵和發展私人企業、特別
是中小企業。此外，除個別種類外，幾乎所有行業均歡
迎外國直接投資。這些措施有力地促進經濟，人民生活
水平正逐步提高。在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緬
甸的人均收入已達八百七十七美元，預料在二零一二至
二零一三年度，緬甸的人均收入有望達到九百三十四美
元，隨着人民生活的改善，緬甸呈現生氣勃勃的景象，
仰光街道車水馬龍，甚至時有交通擠塞現象。而新型的
現代化商場正陸續落成啟用，供應品種豐富且不乏舶來
品，而化妝品更成時代女性的熱賣品。迅速發展中的緬
甸，現已成為新興的投資熱門地。

改善基礎設施 吸引外國投資
緬甸位於東南亞中南半島西部，西南臨安達曼海、

西北鄰印度和孟加拉、東北鄰國是中國、東南接泰國和
老撾，地理位置優越，是貫通南亞─中國─東南亞的通
道，加上自然資源豐富、勞動人口充足、人民的消費能
力逐步提高等，為吸引外來投資創下一定的有利條件。
然而，新政府也深明緬甸的基礎設施薄弱、工人有待培
訓；法則法規有待修訂和完善的弱點，因此作出了一系
列的措施。為改善營商及投資環境，新政府在營業牌
照、關稅、外匯等各個方面都作出了有利營商的修訂。
而一些以前被禁出口的農產品，例如大米、紅芝麻籽等
現已允許出口；以往不准進口的汽水、餅乾、罐頭、即
食麵等禁令解除，更容許緬甸公司進口汽車及設立營銷
中心等。至於商品稅方面，除原油、天然氣、柚木、硬
木、翡翠及珍貴寶石等五類天然產品外，所有出口商品
均獲免稅或寬減稅項。而進口商品的進口稅，除十八種
商品是百分之八至百分之百交稅外，絕大部分商品的進
口稅為百分之五，在工業園生產的產品更只收百分之三
稅。

此外，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緬甸頒布《緬甸聯
邦共和國外國投資法》，在法律上給外國投資者予

以投資保障、保護和指引。明確在獲得緬甸投資
管理委員會批准後，外國企業可在緬甸獨

資；外國企業可與當地企業、政府或機構
組建合資公司；外國企業在緬甸投資，從
投產或啟用之年起，可享受五年免稅待
遇；對於產品出口的外資企業，商業稅
可適當減免。允許外國投資者將淨利潤

通過授權的本地銀行按照與市場匯率
相當的指定匯率匯出緬甸。新的

外國投資法規定外資
企業應優先錄

用緬

甸公民以及有責任對緬甸技術工人進行培訓，以提高其
技術水平。

在二零一一年一月，緬甸政府頒布 「經濟特區
法」，現至少有三個經濟特區正在開發中，包括靠近泰
緬 邊 界 的 土 瓦 （Dawei） 、 鄰 近 仰 光 的 廸 拉 瓦
（Thilawa）和深水港皎漂（Kyaukphyu）等。此外，為
配合經濟特區以及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新政府加大基
礎建設的力度和廣度，包括公路、鐵路、碼頭、機場的
建設，並歡迎外國企業的參與和投資。舉例來說，靠近
廸拉瓦經濟特區的仰光港便有龐大的擴建工程，包括增
設貨櫃船停泊位、倉庫以及其他物流設施。緬甸政府繼
正在建設的皎漂及土瓦深水港外，現正計劃增建格勒溝
深水港和波彬深水港。內河運輸方面，緬甸政府計劃在
伊洛瓦底江新建四個碼頭、在欽敦江流域新建兩個碼
頭，從而有利發展緬甸的航運、物流、沿江經濟特區及
工業區和旅遊業。機場設施方面，緬甸政府計劃在勃固
省勃固市附近建設汗達瓦底國際機場，歡迎外商參與此
項建設。

外商探路劇增 日商投資明顯
近月來，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台灣、日本、韓

國、泰國、新加坡、越南、英國、美國以及一些歐洲國
家的緬甸商機考察團劇增，他們均認為緬甸具發展潛
力。目前中國內地是緬甸最大外來投資地，佔該國外來
直接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三十四點四一，而香港則佔百分
之十五點三，即中國內地加上香港的投資額差不多佔緬
甸外來投資總額的五成，然而這種情況在未來數年內會
出現變化，因為在亞洲國家中，除中國外，日本亦對緬
甸的投資甚感興趣，投資的項目及金額有明顯上升趨
勢。日企明白緬甸的急需及所需，較着重在基礎建設方

面的投資，例如日本政府計劃向緬甸提供長期低息貸
款，幫助緬甸建設迪羅瓦港口經濟特區。日本並有意在
緬甸的航運、鐵路、公路及航空交通等領域向緬甸提供
幫助。例如日本擬與緬甸合作，修建仰光─內比都、仰
光─毛毯棉、仰光─卑謬及仰光─密支那等地的子彈列
車線，其中仰光─內比都線的設計時速為三百公里，預
計一小時車程。此外，緬日合組公司，引進日本三千輛
公交車，由日方提供車輛及相關技術服務，而上述公交
車擬使用液化天然氣。西方國家方面，現時英國較為積
極，主要是在能源方面，據聞英國公司現已開展對緬甸
近海石油區塊的初期勘察。

環保意識增強 投資注意環保
隨着新政府對政治及經濟進行改革，緬甸民眾對環

保的意識正在增強，他們對一些製造污染、環境破壞的
項目甚為反感，不時向政府反映、提出意見，甚至要求
停止項目。因此，緬甸政府在歡迎外來投資的同時，亦
很重視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平衡。為此，緬甸政府現
正加大對環境保護的力度，防止及制止對民眾身體造成
傷害或破壞大自然的行為或項目。令人關注的措施包
括，政府計劃在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起全部停止原木出
口，並按比例逐年減少柚木及硬木的砍伐；能源方面盡
量採用環保能源，例如最近緬甸與泰國公司簽署諒解備
忘錄，泰國公司在緬甸南部設立風能發電站，而日本、
印度、韓國等公司擬在仰光設立垃圾發電廠等。

銳意改革中的緬甸將是二零一四東盟輪值主席國、
二零一三第二十七屆東南亞運動會主辦國以及二零一五
東盟峰會主辦國，預料緬甸將會在地區性及國際性事務
發揮更大的作用，日新月異的緬甸，將會令世人眼前一
亮！ 駱勵生

緬甸銳意改革緬甸銳意改革 成果陸續浮現成果陸續浮現

曼德勒皇宮正門

緬甸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緬甸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早於五千年前在緬甸的伊洛瓦底江邊的村莊已有人類居住早於五千年前在緬甸的伊洛瓦底江邊的村莊已有人類居住。。約在一零四四年約在一零四四年
形成統一的國家後形成統一的國家後，，經歷了蒲甘經歷了蒲甘、、東塢和貢榜三個封建王朝東塢和貢榜三個封建王朝。。英國於一八二四至一八八五年間先後發動了三次侵緬英國於一八二四至一八八五年間先後發動了三次侵緬
戰爭並佔領了緬甸戰爭並佔領了緬甸，，一八八六年英國將緬甸劃為英屬印度的一個省一八八六年英國將緬甸劃為英屬印度的一個省。。一九三七年緬脫離英屬印度一九三七年緬脫離英屬印度，，直接受英國總督直接受英國總督
統治統治。。一九四二年日軍佔領緬甸一九四二年日軍佔領緬甸，，一九四五年緬甸人民發動全國總起義一九四五年緬甸人民發動全國總起義，，光復緬甸光復緬甸。。其後英國重新控制緬甸其後英國重新控制緬甸、、一九一九
四七年英國被迫公布緬甸獨立法案四七年英國被迫公布緬甸獨立法案、、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緬甸脫離英國宣布獨立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緬甸脫離英國宣布獨立。。

緬甸佛教聖地
蒲甘其中一座佛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