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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走進緬緬 」」北北戰場戰場 系列 4

近期受影響的中國項目在緬甸民主改革的步伐和緬北隆隆的槍炮聲中，中
國在緬甸的多項投資項目遭遇重大損失，特別是2009年
被叫停的密松水電站項目。採訪期間，無論是專家學者
和克欽軍方高層人士，都對記者表示： 「中國作為負責
任的大國，應在緬甸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中國客觀公
正的立場和態度，有助於緬北地區走向和平。」

圖、文：本報記者 蓮 子

在克欽拉咱，儘管受到戰火影響
，當地仍然堅守數不清的中國商人
。1月13日上午，記者來到克欽拉咱
猛萊河畔，起伏的山坡和窪地裡，成
片成片的香蕉已經掛果。中國福建籍
投資者吳老闆告訴記者，這些香蕉都
是中國商人來投資種植的，也都是銷
往中國市場。據吳老闆估計， 「沒打
仗之前至少有近萬的中國商人，在克
欽地區約種植了14萬畝香蕉；打仗後
很多老闆回家去了，如今在拉咱大約
還有4萬多畝，這些都是中緬合作 『
毒品替代種植』 的組成部分。」

2009年，吳老闆看好 「替代種植
」 的商機，到石潭壩投資300多萬元
種植1000多畝香蕉。2011年克欽戰
火延燒， 「馬上就要收割了，一打仗
，就封關，就拉不出來，爛在地裡。
」 因為投資的錢是借債，一分錢都沒

收回來，為了躲躲債，
他至今不敢回家，又在
靠近中國邊境的地方再度投資
種植香蕉。他說： 「已經虧掉
一次了，再虧，就連褲子都沒
有了。」 他估計，單是在 「替
代種植」 香蕉項目上，中國商
人每年虧損數億， 「損失的都是
最直接的投資者。」 他急切地期盼
緬北早日平息戰火，走向和平。

經過七八年打拚，來自福建蒲田
的蔡老闆在克欽擁有了手機店、當舖
。去年4月，他抱冒險一博的心態
，在緊挨中國邊境的地上種了1000畝
香蕉。隨戰事升級，炮聲越來越近
，讓他感覺到了危險，但仍然堅守店
舖裡，他一邊向記者展示腰間那把
鋥亮的德國造77式小手槍，一邊說 「
我有槍，可以自衛。」

中緬關係風雲變幻
外交突破需要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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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密松水電站工程

毒品替代種植遇嚴冬
再虧就連褲子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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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松水電站的壩址屬於緬甸政府
軍的管轄範圍，但淹沒區卻在克欽獨
立組織控制區域。在地區武裝衝突與
被緬甸政府單方叫停的 「夾縫」中，
中方在密松水電站項目損失慘重。

本月中旬，記者深入克欽採訪時
，曾提出前往密松水電站項目，但被
告知通往密松附近城市密支那的公路
，已經被炮火封鎖。伊江上游水電有
限責任公司公共事務部處長王平介紹
說： 「武裝衝突導致橋樑被炸毀、電
機被拆盜、電壓器遭到破壞；現場人
員、設備無法撤離、損毀嚴重，索賠
無法解決，維穩壓力巨大。」

電站合作「沒給我們利益」
中國電力投資集團雲南分公司總

經理李光華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
表示： 「密松水電站項目已經投入70
多億人民幣，項目擱置造成每年4至5
億元的直接經濟損失。」結合緬北越
演越烈、日趨複雜化的軍事衝突，李
光華強調： 「局勢動盪，密松水電站
是否能重建懸而未決；作為投資方，
很希望緬北地區盡快達成和平。」

多位克欽獨立軍高層對密松水電
站的態度，大致可以歸納出三種：一
是克欽沒有反對的理由，中國來幫助
緬甸開發水電是好事；二是水電站選
址是克欽的文化源頭，中方要重視；
還有一種態度就是，如果緬北政治局
勢繼續惡化，加上多股國際勢力介入

，中國在緬甸的所有投資項目都
面臨巨大風險。但克欽方面也向

記者強調， 「克欽不反對密
松水電站的前提是，中國投
資方應該尊重克欽邦存在的
客觀事實。」

克欽中央委員比薩說
： 「2011年引發衝突
的太平江和密松等中

國水電站問題，是因為在克欽的地盤
上修電站，根本就沒有問過我們的意
見，也沒有給我們利益的打算。克欽
地區的事情很複雜，外國企業不能只
依靠緬甸政府做事，而把克欽拋到一
邊。」

緬甸密支那克欽傳文化研究會負
責人勒棕崩強調： 「密松水電站建址
是克欽人的文化起源地，這一點建設
方應該重視。」

投資緬甸風險多
儘管克欽方面對密松水電站的觀

點有所不同，但所有受訪者的共識是
， 「緬甸急需水電開發」。緬甸電力
短缺問題嚴重，至今全國只有15%的
人口使用電力，而緬甸豐富的水力資
源，讓電力行業已成為吸引外資的亮
點之一。常年在緬甸工作的王平，對
於缺電的困境深有體驗， 「停電在緬
甸是家常便飯，至今很多地區還要依
靠柴油發電機來臨時供電。」

面對近年一系列針對中資項目的
「倒牌」現象，中方投資者很無奈：
「項目是跟緬甸政府簽署的，項目地

在克欽邦；國家與地方的利益平衡，
這是緬甸的內政，企業無權干涉」，同
時也承認，「政策多變、官僚主義、國際
關係惡化、項目所在地政治關係複雜
等，是投資緬甸所面臨的政治風險。」

李光華說，這令中資企業蒙受了
巨額損失的同時，也為中緬經貿蒙上
了陰影。2011年，中國對緬直接投資
4.7億美元，而去年1至6月，中國對
緬直接投資僅有600萬美元。

雲南省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研究
員陳鐵軍認為，水電站建設本身是一
個經濟問題，但因為牽涉能源、生態
問題，再加上緬甸國內政治局勢的複
雜性，加上西方力量的的插手，導致
密松水電站成了一個 「政治問題」。

來源來源：：本報資料室本報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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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南水電站耶南水電站
廣朗普水電站廣朗普水電站
匹撒水電站匹撒水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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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培水電站其培水電站
密松水電站密松水電站

密松水電站是中國電力投資投資集團（簡稱中電投）與
緬甸第一電力部以及緬甸亞洲世界公司，在緬甸伊洛瓦
底江上游流域合作開發的七個梯級電站中的第一座

位於幹流位置的密松水電站裝機容量600萬千瓦，年發
電量308.6億千瓦時，總投資80億美元，於2009年開建
，是目前緬甸境內規劃裝機容量最大的電站

密松水電站大壩建成後，將形成一個面積約為766平方
公里的水庫，相當於整個新加坡的面積，超過60個村
的1萬2千多名居民須為此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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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緬甸的重要鄰邦，中緬兩國自古以來山水相
依，情同手足。特別從經貿關係上來看，中緬兩國的
經貿與投資合作取得了積極的成果。據緬甸方面統計
，2012年1-10月中緬雙邊貿易額達39.5億美元，同比增
長5.5%，佔緬甸外貿總額的近四分之一，中國已成為
緬甸第一大貿易夥伴。截至2012年10月末，中國對緬
甸投資額共計141億美元，佔緬甸外資總額的三分之一
，是緬甸第一大投資國。中國在促進緬甸國內民族和
解上也做了不少 「勸和」工作，包括在雙方要求下提
供談判場所。這種談判至少在中國進行了三次，包括
最近的一次。中國用實際行動促進緬甸的民族和解，
努力建立有利於兩國人民利益的和諧邊疆。

但近年，中緬關係風雲突變，其速度讓人震驚。
從昂山素姬獲釋到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緬甸，再到日
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宣布免除緬甸5000億日圓債務，緬
甸正成為大國博弈的新舞台。特別是美國實施重返亞
太戰略以來，中國投資緬甸的重大項目卻遭遇多米諾
骨牌效應，紛紛被叫停。

經貿關係受損的背後，是國家安全和邊境群眾生
命安全開始受到挑戰。在雲南盈江縣那邦鎮，一位當
地吳姓生意人指一處土坑告訴記者， 「這是去年12
月30日傍晚，一顆落入中國境內的緬甸炮彈留下的。
」這個彈坑距離加油站旁的民房僅20餘米，民房頂沿
的瓦片上也留下了擊穿的洞痕。

記者在採訪中聽到多方人士表示，中緬外交需要
新思維。雲南省東南亞南亞研究院研究員朱振明認為
，中國政府除了對這次緬北衝突雙方進行勸和外，今
後還應加強同緬甸各派政治勢力的交往，包括反對派
、民族地方武裝等。同時，要通過中緬雙方媒體和其
他各種渠道，把中國支持緬甸改革開放，希望緬甸繁
榮進步，希望中緬關係健康發展的誠意和聲音，讓更
多的緬甸民眾了解。這樣才能在促進緬甸進步、促進
中緬關係順利發展上起到更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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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緬甸政府軍與克欽軍開戰，中國
大唐集團投資24億元人民幣的緬甸克
欽邦南部太平江電站停產至今

由中色礦業在緬甸投資8.7億美元的
達貢山鎳礦項目，因緬甸爆發局部戰
爭致使供電線路中斷，生產被拖延一
年，去年10月開始出產第一爐鎳礦

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與緬甸中央政
府合作，在克欽獨立軍控制的區域投
資興建密松水電站，因國內抗議聲音
強烈，被總統吳登盛下令叫停

投資10多億美元的中緬萊比塘銅礦持
續發生大規模抗議事件，投訴中國的
萬寶公司在銅礦拆遷過程中補償不公
、污染環境等，銅礦的建設被迫全部
停工兩個多月，令合資項目前景蒙上
了陰影

▲緬北地區武裝衝突，橋樑被炸
（伊江上游水電有限責任公司供圖）

▲▲項目被擱置後項目被擱置後，，密松大橋銹跡斑密松大橋銹跡斑
斑斑
（（伊江上游水電有限責任公司供圖伊江上游水電有限責任公司供圖））

▲站在克欽前線來孔崩營地，猛萊河沿岸綿延起
伏的香蕉地，都是中國商人投資種植

▲在克欽拉咱臨時戰俘營
，克欽獨立軍情報部參謀
木力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緬甸密支那克欽傳統文化
研究會負責人勒棕崩（左）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密松水電站被擱置後密松水電站被擱置後，，滯留設備在滯留設備在
雨季損毀嚴重雨季損毀嚴重
（（伊江上游水電有限責任公司供圖伊江上游水電有限責任公司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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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公司興建的緬甸密松和其培水電由中國公司興建的緬甸密松和其培水電
站施工電源電站工程站施工電源電站工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緬甸伊洛瓦底江緬甸伊洛瓦底江
美聯社美聯社

▶2011年，一名緬
甸人在馬尼拉的緬
甸駐馬來西亞大使
館前高舉標語，呼
籲保護伊洛瓦底江

路透社

▲▲中緬合作的萊比塘銅礦舉行奠基儀式中緬合作的萊比塘銅礦舉行奠基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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