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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中经贸》特 地 就 此

课 题专访了房屋 及地

方政 府部部长拿 督斯

里曹智雄，畅谈马来西亚房地产面面

观，让我们更了解政府在房产业发展

的立场与观点。

曹智雄说，从全球的趋势看来，

房地产价钱的长期走势是处于扬升格

局，尤其是在大都市的房产价格皆是

逐年上扬。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前，

马来西亚的房产价格上涨趋势并不十

分明显，但在走出金融风暴过后，房

产价格开始稳步扬升。

“从2002年至2011年期间，各类

房屋价格平均上涨了35%，而大都市，

例如吉隆坡、新山与槟城等地区的房

产价格涨势更为可观，大约超过60%

。”

他分析 说，逾 6 0%的国民是 居

住在城市地区，导致大都市的房屋需

求殷切，城市房产的涨势自然高过其

他地区。在政府积极推行各种发展政

策，力求在2020年使马来西亚成为高

收入国的目标下，十年后居住在城市

地区的人口预计会增加至70%。

其实世界各主要城市的情况相

同，在日本、香港、雅加达等，这些地

区的房地产价格飚升，这是国家与社

会前进的自然现象。

在这种全球大趋势下，再加上政

府积极转型经济，并努力招徕外资，

房屋价格，尤其是城市地区的房屋，长

期走势看俏是必然的趋势。对外资而

言，马来西亚的房产比起邻国是相对

地便宜，而我国政府也非常欢迎外资

前来投资，参与经济建设。

无论如何，部长认为我国房地产

泡沫化的现象并不存在，巴生河流域

房价高是因为建筑材料和建筑工人成

本上涨。但是这不会引发房屋泡沫风

险，泡沫破裂的情况也不会发生。

他说，我国房地产不存在泡沫，

政府在密切监督，中央银行正严密关

注房地产走势，必要时将采取一些措

施，确保房地产市场不会过热。

“目前邻国如新加坡及香港已实

施各项措施，确保房地产不会过热，

国行也有责任推出新措施，希望不会

出现泡沫现象，同时又不会破坏房地

产市场。”

马来西亚房价处合理水平

曹智雄认为，我国房地产价格的

升涨或下跌并不 在政 府的控制范围

内，而是根据国际市场的多项因素而

变动。“我们不能决定房地产价格，因

为这是开放市场。土地和建筑材料的

文 / 张秀芳

马来西亚房产价格近年来

搭上涨价列车，成为投资

界的话题，也受到市井小

民密切关注，其实马来西

亚政府是如何看待本地房

地产的房价趋势与未来前

景？又有什么措施稳定市

场，确保人民“居者有其

屋”并营造有利整体屋业

发展的利商环境呢？

曹智雄
马来西亚迈向高收入
房地产长期 

走势看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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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也都不是我们控制，而是根据市

场变动。”然而部长强调，虽然我国房

地产价格随着亚洲房地产价格一起升

涨，但在政府政策多管齐下之后我国

的房地产价格维持在合理的范围。

为了避免房地产价格暴涨，政府

采取了数项措施，包括两年内脱售房

产，须缴付10%盈利税、第三间房地

产只可获得70%贷款等等。

对于首次欲 购买 房屋的人士而

言，现有价格的确不便宜，导致他们必

须前往距离城市较远的地区如莎阿

南或巴生购置房屋。

曹智雄 部长 表 示，政 府 透 过 多

项房屋计划，致力协助国民居者有其

屋，而不致于被抛在发展洪流之外。

第 一 种 是 在 大

城市兴建廉价组屋，

让月入少过 2500令

吉的国民受惠，以月

租124令吉出租给他

们，或者以3.5万令吉

售卖给他们。在第十

大马计划下（2011年

至2015年），房屋及

地方政府部计划在全

马各州兴建3.8万间

廉价屋，让低收入者

申请购买，单在2012

年就将兴建1.5万廉

价屋。

在中等收入阶层方面，政府推行

两项协助国民实现“居者有其屋”的

房屋计划，这个由首相署负责的计划

是“我的第一间房子”(My First Home 

Scheme)，让月入3000令吉以下的国

民申请购买，房屋售价不超过40万令

吉，购买者可申请百分之百的贷款。

另一个计划是“一个大马房屋计

划”(One Malaysia Home Programme，

简称PR1MA)，这是让月入6000令吉

以下的国民申请购买，购买者须是马

来西亚国民，第一次购屋者，并在十年

内不可转售有关房子。他们也可获得

105%贷款，以应付房屋贷款保险与银

行手续费等。这类房屋的售价不超过

60万，政府的目标是兴建7000间。

国内发展商具备 

扩展海外市场能力

谈 到本 地 发 展商的 表 现 时，他

说，从本地发展商这几年向政府提呈

申请发展的房屋计划看来，本地发展

商晓得顺应市场需求，推出迎合市场

需要的产业，而且日渐具有创意，这是

可喜的现象。同时我国不少大型发展

商也发展到具备踏出马来西亚，扩展

海外市场的水准与能力。

他说，国内所有的房屋 发 展计

划，须获得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批文，

以确保 发 展商在各方面的操 作 都 按

照法令行事，藉以减少房屋搁置的情

况。该部门的主要角色就是确保整个

房屋发展行业健全地发展。

针对中国房屋发展商若有意来马

发展房产业，他表示欢迎他们前来房

屋部，而他们将安排官员讲解法令操

作，让他们熟悉在本地发展产业所须

符合的各项条件。

曹智雄之前与中国驻马大使柴玺

会面时曾表示，若外资欲在我国设立

办事处，凡是涉及房政部的事务，我

们都会全力以赴，以期在最短的时间

发出批准函。

曹智雄亦向中国大使柴玺承诺，

只要房政部能力所及，他都会全力协

助在马来西亚生活的

中国人，同时也希望

柴玺能助马来西亚一

臂之力，促进中国投

资者对马来西亚经济

情况的了解。

他相信，马来西

亚的多元文化与种族

环境，以及华语普遍

通行的情况，很适合

中国人来马居住，他

相信随着马中经贸关

系日趋密切，会有更

多中国投资者前来马

来西亚投资或就业。

总结而言，他相信随着马来西亚

推行经济转型大事发展推动下，房地

产业未 来的前景必随着经济成长呈

上扬趋势，而房产建筑业可带动144

种次领域，也对经济活动产生正面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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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laysian property prices have been on an upward trend 

in recent years, and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investment arena,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s stand on the 

local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and its future prospects. 

What are the initiatives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o stabilise 

the property market,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people have access to 

affordable housing, while creating a business-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the whole property development industry?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magazine conducted a 

special interview with Minister of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Datuk Seri Chor Chee Heung, to share the government’s views on the 

outlook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laysian property sector.   

Chor said during the interview that property prices would see 

an upward trend in the long run, especially in cities, judging from 

historical trends of property pric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rising 

trend in property prices was less significant prior to the 1997 financial 

crisis. Property prices, however, have gradually moved upwards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Prices of all types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have increased 35% in 

average between 2002 and 2011. For cities like KL, JB and Penang, the 

jump in property prices has been even more significant, rising about 

60% in average.”

He pointed out that about 60% of our population live in the 

urban areas. This has inevitably driven up the demand for housing 

properties in the cities. Thus, property price increase in urban areas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elsewhere. With the Government’s aim to 

become a high-income nation in 2020 via various developmental 

policies, urban residents are expected to make up 70% of total 

population in the next 10 years.      

In fact, major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recording a similar 

trend. Property prices are rising in Japan, Hong Kong and Jakarta, as 

they reflect the advancement of a nation and its society.  

A global upward trend coupled with the Government’s 

initiatives to transform our economy as well as attract FDI have 

resulted in housing price appreciation in the long run, particularly 

in urban areas. 

From a foreign investor’s perspective,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Malaysia are cheaper than in neighbouring countries.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welcomes foreign investment into Malaysia.

Nevertheless, Chor insisted there is no sign of a property bubble 

in the local market. Instead, he attributed high property prices in the 

Klang Valley to rising costs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s and labour. 

This alone would not cause a housing bubble.           

He said a property bubble does not exist in our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and Bank Negara are monitoring the market situation 

very closely. In any case, the authorities would take necessary steps 

to make sure there is no overheating in the property market.     

“Currently, neighbouring countries like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re taking various measures to ensure there is no overheating 

in the property market. Bank Negara is responsible for introducing 

¢ Written by Chong Siew Fung
Translated by Neo Chee Hua

Property Market Long-term Prospects 
Look Bright as Malaysia Moves 
Towards High-income Natio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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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easures to prevent a bubble occurring while ensuring the 

property market continues to grow and expand.”

Chor explained that the rise or fall of property prices are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and are subjected to changing factor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e cannot determine property prices, this is an open market. 

Land prices and construction materials cost are also beyond our 

control, subject to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market.”

Nevertheless, he said while our property prices are moving in 

tandem with regional price movements,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a 

number of measures to keep property prices in check.  

These initiatives include a 10% property gain tax on property 

sold in less than two years and a 70% loan for third properties, in 

order to curb sharp increases in property prices.     

First-time home buyers would probably feel that housing prices 

are currently relatively expensive. Thus,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to buy properties in areas further away from KL city, such as Shah 

Alam and Klang. 

Chor said the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a number of 

affordable housing projects aimed are helping the people to purchase 

affordable houses. One of the projects is to build low- cost flats in 

urban areas, which is expected to benefit those who earn a monthly 

income of RM 2,500 or below. 

The Government would either let the flat units to low-income 

households (with monthly rental as low as RM124), or sell the units 

to them at RM35,000 per unit. Under the 10th Malaysia Plan (2011-

2015),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is scheduled 

to build 38,000 units of low-cost houses for low-income households. 

There are 15,000 units of low-cost houses to be built in 2012 alone.    

For the middle-income group, the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two types of housing projects, My First Home Scheme and One 

Malaysia Home Programme (PR1MA). My First Home Scheme is 

targeted at households with a monthly income of RM3,000 or below. 

The selling price under this housing scheme shall not exceed RM 

400,000 and the scheme allows home buyers to obtain up to 100% 

loan financing.   

Meanwhile, the One Malaysia Home Programme (PR1MA) 

caters for households with a monthly income of RM6,000 or below. 

The eligible applicant must be a Malaysian citizen and a first-time 

home buyer, with a condition that home buyers are prohibited from 

re-selling the units within a 10-year period. The home buyers are 

allowed to obtain loan financing of up to 105% of the value of the 

property. The property price shall not exceed RM600,000, and the 

Government is targetting to build 7,000 units of houses under this 

scheme. 

Chor said the proposals sub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by local 

property developers indicated that these property projects are 

catered for real market needs and local developers have become 

more innovative. This is a good sign for the property sector. 

Moreover, there are a number of big developers who have 

reached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nd have the capability to venture 

into overseas markets. 

He pointed out that all domestic housing development projects 

require approval from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This is to ensure developers fulfil necessary procedur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abandoned housing projects. The key role 

of the ministry is to ensure healthy development in the property 

sector.

Chinese property developers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housing 

projects in Malaysia are welcomed by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The ministry’s officials will assist them in meeting all 

necessary requirements and procedur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local 

property development industry.                     

Chor has told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Malaysia, Chai Xi, in 

previous meetings that for foreign investo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setting up office in Malaysia, the ministry will issue approvals as 

soon as possible.

Chor also promised to provide all necessary assistance within 

his jurisdiction to Chinese citizens living in Malaysia. In return, he 

hoped Chai Xi would lend a helping hand to Malaysia by promoting 

the country to Chinese investors.

He believed that Malaysia’s multi-cultural, multi-raci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common usage of Mandarin by local 

society, makes it a good place for Chinese people to reside in. He 

also believed that with close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more Chinese investors are expected to invest or work in 

Malaysia.

In conclusion, he strongly believed tha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rogramme, prospects are good for 

the property industry and it is expected to grow in tandem with 

economic progress. The multiple effects of the property development 

sector on 144 economic sub-sectors will stimulate economic activities 

i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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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年底 在 砂 拉 越 州首府

古晋的 哥 打 三马拉 汉

地区，将会增添一个新

地标，因为令人注目的夏日广场(The 

Summer Shopping Mall)即将开张。

夏日广场之所以令人注目，主要

是因为它集购物、娱乐、休闲、饮食等

于一身的大型购物中心。它的落成将

为砂拉越人或是到来游客的增添一个

新的旅游景点。

这 座设有地下停车 场和三层 楼

高的百货 购 物中心，里 边 涵盖一 个

两层超市及百货商场、著名的电影院

Cineplex、诸如服装及生活品味零售

产品、饮食、娱乐等多元商品店，同时

也提供充足的泊车位。

所以这座广场将成为毗邻古晋哥

打三马拉汉教育及医疗中心的特出建

筑性地标，正好提供及迎合该地区密

集人口的需求。

而让这座前卫及完善的购物中心

得以落成的幕后推手，便是发展这座

夏日广场的特达发展有限公司(Tetap 

Majumas Sdn Bhd)董事经理李治辉。

李治辉在接受《马中经贸》访问

时表示：“我们是秉持坚定不移的信

念和愿望来发展这项长远计划，并让

这座地标重新定位砂拉越古晋哥打三

马拉汉。”

他说，夏日广场哥打三马拉汉地

区取得了多项“第一”，而这些“第一”

是与世界级零售事务相关，当中包括

在古晋推介国际性著名零售品牌。

砂州首个水上主题乐园

李治辉表示，这座广场将会是一

个以家庭为主的娱乐中心，适合小孩

及年轻人。它也将带来东马首个真正

世界级的购物商场、酒店与公寓，以

及“夏日湖”(Summer Lagoon)水上主

题乐园。

此外，它也将成为全东马拥有最

多屏幕电影院，也是全马LFS影院当中

规模最大的购物中心。

所以，夏日广场肯定是一座娱乐

场所以及一站式购物天堂，具备多种

产品及服务。

李治辉表示：“这座商场预料将

在今年杪开张营业。”

他相信随着这座广场以 及砂拉

越首个水上主题乐园的竣工之后，这

将大大利惠州内旅游业，并为这个领

域的成长带来贡献，此外也为该区的

居民带来大量的娱乐活动。

这座购物中心也成功吸引投资者

到哥打三马拉汉投资。例如本区域著

名实威霸级市场第16间分行，将设立

在古晋三马拉汉省的夏日广场。双方

已正式签署合约。届时，肯定将提供

大众另一个全新感觉的购物广场。

实 威 霸级市场在沙巴州是一间

家喻户晓及实力雄厚的中产阶级消费

层购物中心；同时，它在市场上也拥有

20年历史及丰富的管理经验。

实威霸级市场是一个专业，与时

俱进，具国际水准打造出自己风格的

霸级市场，销售的产品应有尽有。实

威霸级市场有食品，新鲜蔬果，冷冻

产品，日用品，除了有齐全的本地产

品外，也有进口产品如中国、印度、韩

国、日本、澳洲、泰国、越南、印尼等

等。

实威霸级市场百货部门有男女服

装品牌专柜、童装部门、手提包、鞋

类、袜子、棉丝制品、文具、礼品、装

饰品、家庭用品、五金、汽车配件、电

器产品和玩具等等，是所有顾客公认

最佳理想的一站式购物场所。

实威霸级市场不但提供了一站式

的消费，也有著舒适与宽敞的环境，

以及一流的服务，让消费者有宾至如

归的感觉。所有的产品在一个宽阔的

空间内井然有序的分类陈列，让消费

夏日广场
文 / 林杰森

东马首个世界级购物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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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目了然，简而易的享受购物的乐

趣。

此 外，在 政 府 致 力发 展 哥 打三

马拉汉，提高当地人们生活水准的当

儿，实威霸级市场的成立可说是非常

适时宜，为哥打三马拉汉区打造一个

高水准，低价格的多元化购物场所，惠

利当地消费者。

所以，李治辉表示，引进实威霸

级市场在古晋三马拉汉设立首间的分

行，将吸引广大阶级消费群，尤其是中

产阶级的青睐，因为他们将享受到更

多更好的优惠商品。

他表示，实威一直以来都在秉持

著《诚信，专业，和谐，回馈》的经营

理念下，除了让消费者感受到一流的

环境与服务外，也呈现最优惠的价格

予大众。

值得一提的是，拥有约2000个停

车位的夏日广场，也解决了消费者最

大的忧虑，不用再担心把时间浪费在

找停车位。

广场底楼单位几乎售罄

市场对广场的反应也是非常热烈

的，于2010年10月24日，特达发展有

限公司为夏日广场主持盛大举行的推

展礼后，便开始吸引各界人士及各领

域的投资公司陆续

前往购物买投资，

反应非常热烈，广

场底楼单位几乎售

完。

夏日广场所出

售的面积单位介于

200方尺至1188方

尺，共 335间店铺

单位，占地总面积

高达18英亩。

李治辉回忆当时情况时表示：“

自己无法想象推展礼后的反应如此热

烈，许多领域的商家及投资公司已经

前往购买，不仅如此，陆续还有民众

前往查询有关广场资讯。”

他表示，还有更多的国内外大众

化品牌的商家陆续前来洽询，而一部

分的品牌已经获得肯定，所以他深信

广场在开张之后，其卖点及潜能将能

够成功吸引民众的青睐。

当然，一座广场是否能够吸引人

流，最关键便是便利的交通。对于这

一点，李治辉也设想周到。

他说：“新的双层大道更可通往

该广场，因此邻近住宅区的车程距离

少于10分钟，为该区及区外的居民带

来极大的便利。”

此外，李治辉也表示，该公司经

验丰富的管理层也会提供一流的管理

服务及信誉，引进新的管理方式，并计

划提供免费的巴士载送服务。

所以，夏日广场的落成，无形中

将带旺有关地区，相信周围的房地产

业日益增值，并带动附近的经济发展

及商机，更提 升 哥 打三马拉 汉的形

象，成为新地标。

李治辉也表示：“该广场的市场

目标为中产阶级，因此顾客前往该广

场不仅 只是 光顾，亦有能 力在 此 消

费，而商业店铺不必担心缺少人潮。”

总的来说，夏日广场将是引领哥

打三马拉汉的潮流趋势，这包括时尚

的室内装饰及设计，以及拥有完善的

设施，形成一站式的“购物天堂”。

n 	李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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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杰集团顾名思义，就是由五

位 杰出 成 功商人 所 联 合成

立，它是在已故丹斯里颜清

文的号召下成立的，宗旨是进军中国大陆市

场。

现在担任五杰集团董事长的丹斯里林

源德表示：“五杰集团是在1992年应中国方

面的邀请下，而决定到当时中国二线城市贵

阳探讨商机。”

他说：“当时 很多马来西亚商人 到中

国探寻商机时，大都前往一线城市，例如广

州、北京、上海等沿岸城市，但是以颜清文

为首的五杰集团却决定选择走不一样的路，

而朝中国中西部当时被视为较落后的城市里

去。”

林源德回忆说：“当时我们这样做，确

实引来了异 样的眼光，认为我们为何这么

傻，往法律和基本设施还没有那么发达的西

部发展，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盘算，因为当时

我们的资金并不太庞大，往二线城市发展，

机会可能更大。”

“当时我们确实是这么想，不过没有想

到现在回头一看，我们当初确实是做了正确

的决定，因为我们当初在那里购买到价格廉

宜，而地点又处于策略的地段，如今这些地

段还没有发展已经为我们带来10倍以上的

利润。”

抢占先机享收成

如今中国已经决定展开中西部大开发，

而已经在中部站稳脚步的五杰集团，如今是

享受甜美收成的时候。

林源德说：“现在我们反而受到人家询

问，为何你们的眼光如此准确，知道这里会

发展起来，而很早在这里抢占先机。”

所以，有时候投资的东西真的是“此一

时、彼一时”，当年被 人家笑“太傻”的决

定，如今却被视为是一项明智的快择。

这次接受《马中经贸》专访五杰集团的

董事部成员，除了林源德之外，包括董事颜

登逸、杨耀才博士、林俊勤。颜登逸是颜清

文的儿子，继续在公司内推动父亲未完成的

遗志。

另一方面，林俊勤是林源德的公子，他

专门在中国负责五杰集团的发展计划。此

外，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也是

五杰集团的董事之一。

杨耀才博士表示：“五杰集团在 成立

以及在中国寻找商机约一年之后，也就是于

1993年便看中了贵阳市的地段，并将它购买

下来准备在这里大展拳脚。”

他说：“过后，五杰集团再到四川省成

都发展，由于当时这里准备进行旧城翻新，

所以我们觉得这里发展机会很大，也在这里

购买了地段。”

1998年，五杰集团进军云南的昆南发

展教育计划。目前坐落在昆明的五杰学校，

便是由五杰集团所创办的。这所学校创建于

2000年6月，是一所集小学、中学为一体的

全寄宿制学校。

杨博士表示，这所占地38亩以及学生

人数约700人的学校，在昆明也是属于少数

几家国际学校之一。

另一方面，林源德表示：“我希望再次

强调的是前任董事长颜清文的决心和毅力，

眼光独到掌握先机

五杰集团西部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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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造就了五杰集团今日的成就，如果

没有颜清文一再坚持下去，可能五杰

集团很早就撤出中国了。”

他说，颜清文生前到中国发展事

业，是怀着一个真挚的心，准备到中

国协助那里的同胞一起发展事业。

“所以，他到贵阳市发展时，是

毫无疑心地将全部权力交给中国伙伴

去处理，但是后来出现一些状况，令

到五杰集团蒙受重大的亏损，资金几

乎已经是全军覆没。”

林源德表示：“我在开始时只是

出资没有亲自参与五杰集团的日常运

作，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觉得亏了

就算，当作是学习经验，并认为五杰集

团应该撤出中国。”

然而，这时颜清文却展现了过人

的决心和毅力，不但没有退出中国市

场的意思，反而再掏出腰包拿出资金

注 入 五杰集团，准备 继 续未走 完的

路。

正如之前所说，颜清文是以一颗

真心到中国发展，他准备在中国深耕

自己的事业，绝对不是抱着准备赚了

钱就走的心态。

所以，就 算是 之前 投 资 下去的

资金亏掉了，但是他并没有对中国市

场灰心，反而更加用心在中国市场发

展。最明显的便是，他过后到云南省

的昆明去参与希望工程，为乡区的孩

子的办学校。

林源德表示：“颜清文的付出终

于也得到应有的回报，因为五杰集团

在中国发展事业越来越顺利。”

“举个例子，贵阳市购买的地段

为了搬迁问题一直迟迟不能发展，但

是拖了好几年之后，中国经济飞跃起

来，也一起带动贵阳市的产业发展，

最近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发现这地段

的价值已经翻十倍以上，所以我们决

定不发展而将地段卖掉。”

另一方面，林俊勤也 表示：“现

在我们专注发展成都的地段，我们在

这 里推出的发 展计划反 应都非常良

好。”

计划超标完成

他说：“这主要因为五杰集团在

发展计划方面都非常用心，因为身为

外资的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差错，而

破坏了自己的名誉，所以我们的任何

计划都是以超出标准的方式完成。”

“举个例子，当我们在成都开始

发展时，这里大部份的计划都没有建

设地下停车场，因为当时经济还没有

发展起来，汽车还没有那么多，所以

开发商都没有考虑建地下停车场，而

且建停车 场也会加重发 展计划的成

本。”

“但是，五杰并没有那么认为，

我觉得未来将会有这样的需求，于是

我们的发展计划都有停车场的规划，

现在成都经济起飞后，停车位子已经

不够用，大家如今都羡慕我们的计划

有停车位。”

林俊勤自豪地说：“如今五杰集

团在成都已经建立起良好的声誉，很

多人都 在期 待 我们所发 展的产业计

划。”

这意味着五杰集团在中国进行发

展，虽然经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

是在五杰集团的董事们，特别是颜清

文的坚持之下，五杰集团越走越顺。

虽然就在五杰集团开始在中国

起飞的时候，颜清文却在2011年3月1

日突然逝世，令董事们感到非常的婉

惜，但是董事们将继续追随着颜清文

的崇高信念，率领五杰集团驰骋中国

市场。

n	领导五杰集团的部份董事成员，左起为颜登逸、林源德、杨耀才博士和林俊勤。

n	08年汶川大地震后，五杰集团领导万里送温情，到都江堰灾区视探灾情、慰问灾黎。
左起：黄汉良、杨耀才、林源德、周裕民、颜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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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来西亚地产价格近年来节节上涨，一般人

总以为地产发展商可趁此好景时期大展拳

脚，积极推出地产项目，但本地著名房屋发

展商马星集团提醒说，发展商须对市场需求具备一定的敏

锐度，以免在部署推介项目时，出现需求与供应错配的情

况。

这确实是一番金玉良言，根据以往的地产业周期，在

地产价格上涨时，发展商往往更大胆地推介新项目，而缺

乏对整体市况审时度势，以致最终出现某类地产泛滥，甚

至拖累整个市场走下坡，有些小规模的发展商也因而被淘

汰出局。

马星集团董事经理兼首席执行员丹斯里梁海金接受《

马中经贸》访问，畅谈马来西亚地产业市场的前景，以及发

展商的应对之道。

以下是访谈重点摘要：

您如何预见本地产业市场的未来前景？ 

房产投资一向来都是值得投资的可靠资产。支撑我国

房产业的主要动力包括年轻的人口、组织小家庭、高储蓄

率、低失业率与强劲的经济成长等因素。

目前，马来西亚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成长率预计

至少达到5%，明年则介于5-6%。由于马来西亚的房产市

场主要由国内消费所推动，对马星集团而言，我们大部分的

购屋者都是为了自住与投资（而非投机炒楼），这类产品将

持续获得市场需求。认真要购屋者仍会寻求地点适中的房

产，也会喜欢品牌发展商的发展概念。

梁海金：房产价格涨势非全面

发展商须提防供求错配
文 / 张秀芳

n	梁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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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发展商今年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相信整个市况较受到市场情绪所影响。发展商须

对市场需求具有一定的敏锐度，以免在部署推介项目时出

现需求错配的情况。 

房产是重大投资，精明的购屋者作出决定前通常会先

研究发展商的过往业务记录与品牌，因此发展商须确保其

所推介的房产达到购屋者的期望。虽然说房产的地点是关

键条件，但设计概念、保安、生活时尚、环境、社区、便利设

施与交通是否便利亦可为房产项目创造价值，发展商须谨

慎地留意这些因素，以确保推介的房产受到市场欢迎。

贵公司今年推介房产项目有何策略？是否会格外谨慎？

我们有意在2012年推介总值约达30亿令吉的项目，以

达到我们的销售目标。大吉隆坡项目占了大部分，约相等于

推介目标的68%，而槟岛与新山则各占推介目标的20%与

12%。

我们今年很明显地专注在住宅产业，而高楼与有地住

宅项目占了我们推介目标的75%。商业地产则占了推介目标

的22%，而工业产业项目占了剩余的3%。我们最新的工业

产业项目——马星iParc，与丹绒柏勒巴斯港口只相距一公

里，距离新加坡裕廊工业园仅23公里。

从目前的市场趋势看来，我们将近70%的推介将来自

平均单位售价为100万令吉或以下的房产。这些是较小型的

服务型住宅或城镇内的排屋。将近30%的推介单位售价介

于100令吉至300令吉，主要是半独立式或成型发展计划内

的洋楼。部分的建筑工程将先动工，有助赢取购屋者信心，

进而推高认购率。

我们计划在2012年推介的崭新与现有住宅产业项目包

括Kinrara Residence、赛柏再也市(简称“赛城”)的 Garden 

Residence 2、赛城的 Garden Plaza in Cyberjaya、安邦路

的M-City、 乔治市的Icon Residence、槟岛的Legenda@

Southbay与Ferringhi Residence、新山的Sierra Perdana、 

Sri Pulai Perdana 2与Austin Perdana；商业产业项目，例如

八打灵再也的 Icon City与槟岛的Southbay City，以及马来

西亚伊斯干达的马星 i-Parc。 

可否说明贵公司2012年最新推介的部分项目？

销售

我们设定目标在2012年达到25亿令吉销售目标，66%

来自5大产业计划，即八打灵再也的Icon City、安邦路的 M 

City、Kinrara Residence、赛城的Garden Residence与万挠

的M Residence。

我们的产品迎合市场需要，而且坐落在策略地点，所

以我们有信心可持续获得强劲销售动力。此外，我们所提

供的产品在策略地点有出色构思，而且我们一应俱全的产

业系列，可迎合不同购屋者的需要。我们旗下具备有地住

宅、高楼、商业与工业产业，可迎合各种需要。

地库

近几年来，我们在成型地区或交通便利的成长地区购

买了镇区以及利基地库。由于销售表现强劲，我们的发展

周期，甚至包括镇区计划也大幅加速了。举例说，赛城的

Garden Residence与蒲种Kinrara Residence的地库分别有

150英亩与140英亩，原本估计可在5年完成发展，但我们在

三年内就完成了。因此我们有意购买镇区地库，供更长期

发展动力，并持续成长。

我们有足够的资产负债表来融资地库收购，但我们精

挑细选来购地。目前，我们未发展地库约有1060英亩，总

发展值与未进帐销售约148亿令吉。这些地库逾85%尚在

成长与规划阶段，可让我们忙碌5至7年。因此我们收购的

新地库须是优良地段，可符合我们的商业模式，有助我们

增加价值。

市场关心房产价格泡沫化，您认为这种担忧有一定根据吗？

首先，我们并不认为本地房产市场出现泡沫，因为近

几年来的价格涨势并非全面性，只有那些地点卓越的精选

房产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与其概括性地评论，倒不如研究产业市场的各别领域

更为实际可行。售价低过100万令吉的产品应该会表现良

好，至于售价高过100万令吉的房产，若地点卓越，亦可获

得不俗需求。我们相信地点卓越的有地住宅产业，尤其是

围篱保安社区。我们相信较小型的服务公寓，若售价在能

力可及范围，并符合购屋者需要，将会获得殷切需求。在商

业产业方面，小型的SoHo与SoVo产业将继续受欢迎，因为

售价尚容易负担，而且在特定地点缺乏这类产业，尤其是综

合发展项目内。

13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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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球 经 济 正 面 对 诸 多

挑战，前路充斥不明

朗，所以市场担心房

产业泡沫爆破确实有其原因。尽管如

此，本地知名发展商预期有地房产的

需求会保持殷切，因为马来西亚的房

屋价格，比起邻国仍相对较低。

林木生集团董事经理拿督林福山

接受《马中经贸》专访时，畅谈马来西

亚房地产业市场的前景，以及发展商

的应对之道。

以下是访谈重点摘要：

您如何预见本地房地产市场的

未来前景？有何特定领域须多

加留意？

市场的步调相当谨慎，我们预见

未来是充满挑战的一年。虽然市场有

稍微趋软的迹象，然而我们预期有地

房产仍可持续获得需求。

我们相信发展商推出的产品，须

顺 应购屋者不断演进的生活方式需

要，因此，我们今年将专注在几项主

要的发展计划。

房屋发展商今年内面对最大的
挑战是什么？

我们预见会有很多新发展商涌入

市场。这是积极正面的迹象，显示市

场还是具有一定潜能。

发展商主要的挑战是要 在琳琅

满目的选择中，具备竞争优势，突围而

出。

这种情况对购屋者来讲是好事，

因为他们有更多选择，以确保物有所

值。 

贵公司今年推介房产项目有何
策略？是否会格外谨慎？

在局势不明朗之际，我们认为须

在规划推介产业时审慎行事，而我们

相信朝向目标前进时，须承担必要的

风险。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2012年，我们

会推介综合产业项目。我们推出中价、

中高价与高价房屋来迎合不同的市场

需要。

作为以人为本的产业发展商，我

们一再自我提醒我们不是只是建造房

屋，我们是在建立家园与社区。

我们放眼 建立不 破坏生态平 衡

的生活空间，不仅迎合不断演进生活

方式的需要，亦要为各个家庭建立强

稳又平衡的社区。

可否说明贵公司2012年最新推
介的部分项目？

我们将落力地达到长短期目标。

撇开不可预见因素之外，我们未

来几年的三大发展计划，应可以帮助

我们达到目标：

文 / 张秀芳

林福山
泡沫忧虑有其原因

有地房产 
  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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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land Residence 
未来几年预计将贡献我们的30%收
入。
今年推介3个项目 
Nautilus,
三层楼超级排屋 24’ x 80’ 
三层楼半独立式 40’ x 80’
三层楼半独立式 40’ x 80’

Saujana Putra 城镇
预测将贡献我们2012年销售目标的
49%比重。
今年推介7个项目。 
BSP Avenue
围篱社区
精选发展计划
青葱郁绿－茶园

金马仑高原 
预测占2012年销售目标的10%比重。
今年推介4个项目：
六座商店公寓
三层楼半独立式，面积从40’x80’起
酒店、别墅与商业产业
公寓式商店

市场关心房产价格泡沫化，您
认为这种担忧有一定根据吗？

全球经济正经历诸多挑战，前景

充斥不明朗因素。市场担心产业泡沫

爆破确实有其原因。

尽管面对不明朗局面，我们相信

有地房产仍可获得需求。因为马来西

亚的房屋仍相对低于邻国。

在这个时刻，我们觉得须在规划

产业发展项目时更加审慎与小心。 

我国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步伐，
以助本地房地市场保持活跃，
并仍具吸引力？

政 府的转型计划都有顾及这方 -

面的课题。 

政 府最近的措施预料将抑制产 -

业的投机活动并有助稳定屋价，

让马来西亚 人更容易居者有其

屋。

持续的计划（例如马来西亚第二 -

家园计划），以增加外国人投资

在马来西亚产业市场，亦有助吸

引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

无 论如 何，研 究 显示 我国的 治 -

安、生活成本持续上涨与政府的

繁文缛节，都是欲在本地置业投

资者所关注的事项。 

对于有意投资在本地房地产的
本地与中国投资者，您有何金
玉良言相告？

了解自己要投资的产业类型，是 -

为了自住或出租。

-花时间研究与规划，最好先熟 -

悉当地的情况。

-了解市面上可供选择的产业项 -

目。

-选择信誉良好，未曾搁置产业 -

计划的发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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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 狮城 获垂青

马来西亚受看好
 近 

年 ，海 外 住 宅 物 业

在 中 国 销 情 持 续 理

想，2012年，加拿大温

哥华和多伦多、英国伦敦，以及新加坡

预料将成为中国买家境外购房热门目

的地。

目前，中国买家在这四个市场占

当地境外投资者比例约为20%-40%

。

加拿大

过去20年，在开放的移民政策推

动下，加拿大人口增长稳定，为房地产

市场带来了稳定的刚性需求，并推动

了中国投资者在加拿大购置房产的上

涨趋势。其中温哥华是中国人移民或

留学国外的首选城市。中国移民占整

个城市人口约30%。受到中国投资者

的积极影响，温哥华及多伦多的住宅

价格在过去的6年中平均年上涨幅度

分别为9%及7%。

在加拿大，中国投资者的置业原

因主要以为子女教育作房产投资的较

多，物业类型多选择一房或两房的小

户型房源。目前，购房群体有年轻化

的趋势，年轻的留学生购置大户型、

豪宅的趋势明显增加。

英国

在英国伦敦，市中心的新建物业

中，近两成由中国和香港买家购入。

自2009年来，英国各区域的房价同比

平均上涨了8.1%，其中伦敦市中心房

价增幅达到14.7%。在中国买家的推

动下，2012年伦敦市中心核心地段及

传统高端居住区域的房 价有望增长

5%-10%。

伦敦人口预计在10年后将由现时

780万增长至840万。供需失衡情况

将进一步加剧，伦敦房地产市场上涨

趋势仍将延续。

新加坡

新加坡目前私宅市场买家有接近

30%来自中国内地。截至2011年底，

新加坡住宅市场的总存量为1万1800

套，其中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俗

称组屋）占76%，普通公寓、别墅及豪

华公寓分别占17%、6%及1%。其中

公寓的售价根据不同的地段在每平方

米人民币4万元至18万元之间。

新加坡贷款利率为1.2%-2.0%

，外国人可享受60%-80%的贷款，

租金回报率约为5%，高于贷款利率。

这相对于目前中国楼市5%-7%的贷

款利率 和仅为2%- 3%的租金回报

率来讲，新加坡房产市场显现诸多优

势。

MarketWatch最近刊登的文章

指出：亚洲的房地产开始降温，已经不

象之前那么值得买了。香港房地产顾

问公司的负责人向对客户说，要想投

资房地产，现在应该着眼纽约和三藩

市这样的地方。

他对香港和新加坡的房地产不乐

观，认为可能有六个月到一年的调整，

现在这两个地方的人收入与按揭还款

不成正比。他还认为中国大城市的房

价会下跌两年，因此投资者最好离得

远一点。

中国很大程度上依靠房地产业，

将其看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目前

中国经济的40%是房地产，这是非常

危险的。中国现在什么人都可以进入

建筑业，原来造车的、糖果厂的，都变

成了建筑商，这说明中国建筑业“不

成熟”。

目前中国有很多待售的新房，但

是 价格还没有低到可以将这些房 子

清 仓的程 度。房 价之所以 还没有低

下去，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再次放松

贷款要求，竭尽全力维持房价，很像

孤注一掷的措施。但是价格不够低的

话，这些房子是卖不出去的。

看好马来西亚

到今年二月，中国的房价已经连

续下跌六个月，跌幅达到2011年9月

开始下跌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指数

研究院认为，价格下跌范围有进一步

扩大的趋势。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前工业化”

时期，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

好 生 活 ”，对 城 市 的 房 价 是 一 个支

持。

唯一受看好的亚洲房产市场是马

来西亚，因为这里的房价只是香港的

十分之一，而且马来西亚经济有原材

料做基础，会比亚洲其它国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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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房地产投资

　掀全新革命

 2 
012年马来西亚房地产将掀

开全新革命！

政 府 为了 提 升 我 国 成 为 高 收

入先进国，积极 推行 经 济 转型计 划

(ETP)，以刺激经济与房地产市场，一

些国家转型计划如吉隆坡国际金融

区(KLIFD)、吉隆坡捷运系统计划(KL 

MRT)、奖掖旅游及医疗服务产业等都

被列为重点提升产业热度的策略。

BANDACAYA集团董事经理丹斯

里拿督黎欣橃表示，国家关键成效领

域旗下的政府转型计划及经济转型于

今年开始实行及展开，再加上第十大

马计划，将可帮助马来西亚克服经济

困境，并成功达至国家经济转型的目

标。

“今年投资的转向焦点将会在旅

游产业及环保产业。”他认为马来西亚

仍未对这两大产业给予相当的关注，

他个人非常看 好 这 块区域 产业的发

展。“一切有关大自然、文化、美食、

娱乐及购物都可以吸引游客的前来，

并提高产业的价值。”

以区域发展而言，黎欣橃依旧看

好蒲种的未来发展，“其他外围地区

如鹅麦也有一定的发展潜能。”

华总经济研究委员会主席郭隆生

认为，在选择投资的地点上，如果选

择华人密集的地方，肯定是最佳的投

资热点，不管世界哪个国家，有华人密

集的地方就可带动经济成长，同时促

使产业发展更为旺盛。

他指出，虽然2012年仍然需要面

对严峻的经济考验，但如果个人经济

能力稳定及备有把持能力，购买地皮

将会一个更好的投资。他认为，今年

六七月将会是一个投资地产的良好时

机，地皮价值预计在一两年后会增高

反弹。

“在购买地皮上，一定要了解该

地段是否具有发展潜能，如在旅游或

生态旅游有未来的发展潜能。”

郭隆生坦言，以他个人的经验，

除非自用，投资者最好不要在国外投

资房产。“投资海 外房地 产，除了不

熟悉国外的法律、税务问题外，也因

距离问题，难以自行管理有关产业，

一般都会假手于代理人，而这其中涉

及许多程序及费用，投资者不容易获

利。”

此外，他认为有地房产(landed 

property)比起公寓，是更好的投资。“

有地房产的地价将随着年月而攀升，

公寓价格则可能因公寓逐渐残旧、管

理不善而降价。”

风水大师许鸿方则认为，今年上

半年房地产走势较不稳定，然而在下

半年会有一个大逆转，“今年是属于水

龙年，具有很大的水量，天气也趋向

不稳定，可能会有雨水干旱的天灾，而

天气不稳定也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冲

击，继而影响人心。”

而基于上半年的经济起步缓慢，

导致很多人不敢大量投资，无论是房

地产或股市皆一样，“以风水学来探

察，今年在八月前都会趋向不稳定，

但八月后就会出现转变，经济将会急

速上升，即是所谓的重生年。”

许鸿方表示，今年的经济放缓导

致一些产业的价格可能会下降，但天

气不稳定则会促使农作物价格攀升，

因此投资者可以考虑一些具有潜能的

外围区域，如果经济能力稳定，则可

考虑购置一些农地、胶园地、油棕地

等。

“以风水学来探讨，今年的发展

走向是偏向西北方向，如槟城，而西南

部也有不错的发展，如巴生谷一带，沙

亚南、巴生，加影等。”

法律顾问郑联荣律师表示，投资

产业最重要是取决于个人的经济能力

及预算，他认为一些较为外围的城镇

发展产业，若价钱是属可承担性，且

备有良好的公共设施及交通，则是不

错的投资选择。

他个人在今年投资方面会更为谨

慎，一些备有强稳基础的商业房地产

将会是他的首选，“如果是二手产业，

若可有6%的租金是属不错的投资，可

加为考虑。”

文 / 林艾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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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来西亚房地产在2008

年经 历了全球金融海

啸 的 沉 重 洗礼 后，于

2009年尾开始呈现触底反弹的格局，

并在2010年看到房地产稍微回升的现

象，2011年更是迈向更稳定的步伐。

那2012年会不会迈向另外一个高

峰的起步呢？

著名房地产顾问郑水兴表示，龙

年最重要的投资策略依旧是谨慎投

资。

他指出，在投资房地产上，很多人

容易犯下以下的错误。

▲ 过度负担，超过个人的财务能力

▲ 缺乏适当及正确的策划

▲ 超过个人的预算

▲ 过于急促投资而未事先作出详细

研究调查

▲ 未咨询专业人士有关投资

▲ 没有管理产业组合，缺乏行动力，

裹足不前

2012年，专家看涨的房地产是中

价房屋，成熟住宅区或商业区，经济

发展重点地区，旅游区的产业。而不

受看好的房地产则是较高价的公寓，

独立式洋房，地点不佳的SOHO产业

与偏远及无公共交通的中价屋也不在

投资考虑的范围内。

在今年，中价房 子 依然 傲 视 天

下，而二手房产及可承担性产业的前

景也备受看好。专家认为投资成熟的

住宅与商业区，或可重新翻新及装修

的旧产业，在经济衰退时所面对的风

险较低。因这些成熟区域的产业没有

公共交通的问题，同时拥有一定的消

费能力及就业机会。

中价房傲视群伦

另外，有地房屋将继续享有可观

需求，主要是3资本的增值比较理想，

坐落在理想地点、面积较小的公寓／

服务公寓，也可继续享有不错的租金

回酬，这将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投资选

择。而近期流行的绿色办公室、主题

性购物商场也是不错的选择。

政府最近推展的“我的首间房屋

计划”，让刚加入职场及月入少于3千

令吉的年轻人购买10万令吉至22万令

吉的屋子，有望推高有地二手房产价

格10%，至于中价公寓则看涨10%至

20%。

虽然这项计划对房地 产影响不

大，但整体而言还是会对中价房屋带

来一定的影响。郑水兴认为，PRIMA

基本上将重组中价房地房的市场，因

此现在是最 佳的投资中价房产的时

刻。

除了专 攻 二手市 场，郑 水 兴 认

为，2012年投资策略包括团购，主要

可以集合资金，并能向发展商争取到

优惠价。

“团购甚至还能整栋楼宇买下，

或以集资的实力购买到一些价格比较

昂贵、位于黄金地带的地段。” 

专业组合管理降低风险

郑水兴指出，投资房地产的成功

法则，最重要是有能力掌握风险及控

制预算，将风险减最低。“若投资于正

确的房地产，将确保您可以得到更高

的回酬。”

他说，龙年的投略除了慎选投资

外，也必须避开常人常犯下的错误。“

有进行专业的组合管理，将可以降低

风险。”

他表示，投资者必须掌握融资及

精明管理财务，同时整合资源越境投

境，勿只依赖单一的国内市场。

“投资房地产的时机很重要，是

否可以取得最高的回酬是胥视您是不

是在适当的时候进场，选对产业及地

点，同时在该卖的时候卖出产业。”他

劝告投资者，如果投资有误，更应该

快点卖出，勿让财富继续贬值。

一些产业如果已出现贬值现象，

且在接下来数年不会带来任何的生产

力，则宜尽速卖出，“还有很难出租的

房屋或办公楼，也应该工程建竣后以

最好的价格尽速卖出去，不要再眷恋

无法带来足够回酬的产业。”

他认为，很多人迷信于产业八年

一转的周期，实际上，房地产并没有

所谓的周期，任何时候都是投资产业

的最佳时期。

龙年求变之

 投资策略

房地产变幻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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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房地产投资一本万利，让专家

们为您指点迷津。

为了让房产业价格稳定，您认为政府

今年会在融资、税务等方面推出更严

厉的打房政策吗？

法律顾问郑联荣律师解答： 

基于今年国内及外围经济因素均不乐

观，加上国家银行已在去年推行一些

打房贷款上限，因此估计政府今年不

太可能再进一步实行更严厉的打房政

策。

去年国家银行设定的贷款上限，对第

三间房子贷款顶限调整至70%，导致

银行在批准贷款上更为严谨，而如今

的房价也趋向相当高的水平，因此今

年的房地 产市场将不会出现 过 热现

象。

在面对全球经济政治动荡的2012年，

您如何看待今年的房地产发展?

BANDACAYA集团董事经理 

丹斯里拿督黎欣橃解答:

虽然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系皆面临困

境，但我对我国今年的经济依然持乐

观态度。基于今年是大选年，政府也

将大力推动转型计划，这些都有助于

推动国内的经济成长。

虽然各方面皆预计今年的经济成长将

放缓，而政府在选后或会削减开支。

但市场的走势相信还是会保持相当

稳定，产业价格并不会出现很大的波

动。

我相信发展商在今年应该会著重于兴

建中价及可承担性的中价单位，这将

有助于提高中价产业的价格。

您个人今年于房地产投资的焦点会在

何处?

风水大师许鸿方解答:

以风水学来说，今年较有利的部位在

于西北方，或者是南方。以巴生谷一

带，我看好的是SS17商业店屋，而往

南方部位的产业也会有不错的发展，

如双溪龙及加影等。

除了房地产投资外，还可以往哪方面

投资可获得更稳定的回酬?

华总经济研究委员会主席郭隆生解答:

对经济能力较强的人来说，投资地皮

是不错的选择。地皮在未来一两年仍

有上涨的空间。此外，投资者也可以

考虑产业信托股，产业信托股每年皆

给予6％的回酬，而基于该股值较为

稳定，所需承担的风险也较低。

由于政府紧缩融资贷款条列，令购屋

者越来越难得到贷款。身为投资者，

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用最少的资金来

投资？

法律顾问郑联荣律师解答：

国家银行于去年推出的第三间房贷顶

限对房地产会构成一定的影响。这主

要是为了阻止炒房活动，以抑止房产

价格不断向上攀升。

投资者如果面对资金短缺的问题，可

以通过重新整合自己的投资组合，并

向银行探讨有关再融资的计划。

一些投资者可以向银行申请个人贷款

或装修贷款，但利率偏高，且有一定的

风险，投资者必须确保房地产的回酬

是高于个人贷款的利息。

此外，年轻的投资者可以寻找一些无

需付头期的房屋便利，促使在无需头

期的资金下，开始进行房地产投资。

目前巴生谷一带的房产价格已处于相

当高的水平，您认为我国房地产会否

出现泡沫化？

著名房地产顾问郑水兴解答：

当一个产业供过于求、市价超过实价

近倍，泡沫就会出现。以目前的经济

成长而言，我国的房地产不至于泡沫

化，市场上仅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泡

沫。马来西亚的房地产是以供求来作

为定价，因此不会如此容易出现泡沫

化。当投资者考虑某项房产的价格到

底合不合理，可以用供求量去分析。

投资者可以参考什么经济指数来探察

产业泡沫？

华总经济研究委员会主席郭隆生解答:

除了比 较 人 均收 入、国内生 产总值

(GDP)和通胀率，民众亦可参考银行

贷款在建筑领域的比重。如果银行在

建筑领域的贷款过高，这可能导致房

产泡沫。1997年金融风暴时，银行当

时在建筑行业贷款的比重就过高。

房地产投资问答锦囊
许鸿方 郑联荣

2012房地产
世
界
大
挪

移

黎欣橃 郭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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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1年，基于欧元区

主权债务危机深化、发

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

新兴经济体增速减缓等因素影响，导

致全球经济复苏趋缓，继而影响股市

及房地产投资的发展。

美国国际经济问题专家达杜什指

出，2011年全球经济步入减速通道，

而在去年，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表现也

不尽人意，而整体经济的发展并未恢

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

他预测，欧债危机在今年会出现

急剧恶化的局面，但是从现实局面来

判断，年中或者下半年，不排除欧债

危机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的可能性，同

时也对股市及房地产投资带来一定的

影响。

全 球 经 济 的 走 向 牵 引 著 各 国

的房地产投资，《The Great Wall of 

Money》报告指出，2012年投向全球

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金额预期为3160

亿美元，较2010年底估算的投资金额

下跌4%。

在经历大起 大落及 好坏交错的

2011年，2012年马来西亚的房地产走

势肯定是投资者最大的关注，今年在

面对全球经济政治依旧动荡的一年，

在房地产投资方面，是该守，还是该

放呢？

著名房地产顾问郑水兴表示，世

界政治经济局势不安影响著全球的消

费市场，这种连带影响也将呼应在房

地产市场。

他剖析，马来西亚的房地产市场

经历2007年的高峰期、2008年市场

暴涨到2009年陷入危机，2010年又疯

狂上涨至2011年好坏交错的一年，这

些峰回路转的变化源自于国际或国内

政治经济政策影响所带来的结果。

“由于欧美经济疲弱未消，对世

界各国经济依然造成冲击，复苏情况

暂 缓 无疑加大了亚洲经济的治理 难

度，因此2012年的市场前景是难以预

测的。”

他说，欧美债务危机导致的经济

崩塌仍未获得解决，加上国际政局动

荡不安的局势，2012年的房地产市场

也会相对的将呈现不稳定的局面。

华总经济研究委员会主席郭隆生

则认为，2012年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

很大的困境，这是因为世界正面临经

济萧条后的困境。全球三大经济体系

如美国、欧盟、日本，这三大经济体正

面临史无前例的经济困境。

“美国经济在这几年严重衰退，

信贷评级也从AAA降级到AA+。美国

高达8.5%的失业率也属非常严重，而

欧盟更是一片哀鸿遍野，欧盟四猪陷

入债务困境，其所存在的债务危机将

严重影响欧盟的经济发展。日本更是

逐渐迈向日落西山，日本在过去十年

面对很严重的经济衰退，本已有好转

趋势，但随后的大地震、海啸、核灾等

一连串事件，在三大打击下导致日本

经济更严重衰退。”

郭隆生预测，在未 来，中国、印

尼 、印 度、俄 罗 斯 及 巴 西 的 经 济 将

会一枝独秀。而 整 体的经 济 状况而

言，2012年的经济成长会比2011年更

为逊色。

郑水兴认为，2012年世界经济复

苏若参差不齐，全球经济产生大变化

也将增加投资者的惆怅情绪。投资者

因为市场不稳定性而采取观望的投资

态度，对拿捏不准的投资结果未敢轻

易决定。

“2010年房地产市场投资出现

大转向，店辅投资不再是最高盈利的

投资单位，商业投资不再独领风骚。

在今年二手市场将开始抬头，新兴产

业类型也开始有发展趋势。”

郑水兴表示，要在动荡的2012年

于房地产投资中求稳，可考虑几项重

要的投资方针。

一：投资于成熟地点的二手产业

二：二手中价房地产

三：一些坐落于策略性位置的刚建竣

工程产业

四：可翻新的旧工厂或正要转型的区

域

房地产如何险中求稳
全球经济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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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年是马 来 西 亚 的 大 选

年，大选一般上会对股

市及经济带来正面与负

面的冲击。因此2012年房地产市场将

充满很大变数，政治经济走向皆会对

房地产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

然而，无论经济如何低靡，政治

如何不稳定，从股票、黄金到葡萄酒，

投资者无不希望找到更理想的回酬。

对很多人来说，投资房地产还是比其

他类型投资可带来较稳定和多元的回

酬，这促使它依然是众多投资工具中

的首选。

著 名 房 地 产 顾 问 郑 水 兴 预

测，2012年房地产投资热点将会出现

大挪移，东南亚将崛起成为海外投资

的新兴市场。

基 于亚洲国家实施严厉打房政

策，如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尤以中

国严厉执行其房产政策措施，这驱使

很多中国投资者对外找寻黄金投资

地，一股海外投资潮流将从今年开始

爆发！

郑水兴揣测，东南亚国家将顺应

这股优势成为海外房地产投资的新兴

市场。“随着中国房地产的迅速成长，

房地产投资者也逐渐将目光转向新崛

起的亚洲市场，特别是东南亚，而在

此区域中，马来西亚已迅速成为必去

的投资地点。我国的稳健经济以及有

利的汇币兑换率，使到它成为那些寻

找长 远和扎实回酬投资者的理想选

择。”

他说，无论经济如何衰退，房地

产业依然是最保值的一项投资。东南

亚的房地产业在未来依然有很大的上

升空间，可望为投资者带来最高的回

酬。

他指出，一些国家如印尼、老挝、

缅甸及 柬埔寨会是全新的投资新焦

点。进军东南亚房地产的最后黄金十

年，就落在2010年至2020年。

“若投资房地产于东南亚国家的

经济重区、旅游区、外国人聚集区，价

钱在未来将会加倍的攀升，这就是所

谓最后的黄金10年机会。”

中国投资者情牵东南亚

基于长期关闭，导致东南亚房地

产价格依然偏低，在这近十多年来的

门户打开后，东南亚市场逐渐迈向全

球化，中国的房地产投资者则情牵于

东南亚国家。

郑水兴表示，中国严管房产泡沫

的措施，促使有更多的中国投资者有

兴趣到马来西亚探索投资产业。

“在过去10年，马来西亚产业相

比区域同侪增值最慢，整体只达3.3%

，相比新加坡38%，香港24.5%和台

湾台北12.74%。”

他相信随著外来投资者的加入，

将帮助带旺东南亚区域，甚至是马来

西亚的房地产业。“在投资东南亚的

新兴产业，投资者仍需按步就班，步

步为营。若能掌握风险走在前头，机

会自然就来。”

郑水兴认为，投资者的最终目标

应该是要迈向国际，因为这样风险更

低，赚得更多，“因为即使全球的经济

怎样不好，也不会全球一起倒台。”

他说，就以马来西亚为例，近年

是 海 外 投 资 者 的 热 点。“我 国 政 府

近期推行的经济转型计划(ETP)及于

2012年财政预算案颁布系列奖掖措

施，同时在经济转型计划下所积极推

行大吉隆坡计划，吸引更多的海外投

资者，这将帮助提升国内的经济成长，

让我国迈向全球化的舞台。”

他指出，奖掖措施除了是鼓励外

国投资者加入的重点外，我国的房价

与亚洲国家相比也普遍偏低。“在房

产措施方面，我国采取开放政策，宽

容以待外国投资者，无可置否，我国

将可迅速成为海外投资重镇！另外，

我国来届大选若没有带来太突然的变

化，相信市场仍然可以处于安然的状

态。”

郑 水兴 表 示，马来西 亚 产业 的

吸引力是无天灾，如果能改善公共交

通、治安、城市与环境管理，假以时日

定能吸引很多银发族在马安家置业。

他也认为这两年内不会发生产

业泡沫现象，除非有很大的经济大风

暴，才会发生泡沫。“整体上，马来西

亚房地产发展与价格还是会持稳健全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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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林艾萱

 2 
012年的市场将一反常态，传

统式的最佳产业可能面对窘

境，并出现零星泡沫！

著名房地产顾问郑水兴指出，去

年的房地产市场是好坏参杂的一年，

即最好最坏尽在2011年。然而，2011

年房市上涨的趋势会否延续至2012

年？

他预测，2012年的房地产市场将

会是步步为营的一年。投资者将会发

现另一片投资优势，即房地产最佳的

投资热点将出现大挪移局面。

他指出，投资在多变化的八打灵

再也，绝对是最好的投资，基于该新

旧产业集合了可以投资的产业类型。

新山与附近的依斯干达区，基于其亲

商环境与吸引新加坡与中东投资，也

将会成为是投资热点之一。

十大投资热点

他认为2012年的十大投资热点，

将会是槟城、吉隆坡、古晋/美里、依

斯干达特区、八打灵再也、马六甲、怡

保、亚庇、关丹和加影。

“欧洲投资者相对可能会选择

槟城、亚庇、马六甲等地置业，这些地

区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

录，且含有殖民地风情又是享誉国际

的重点旅游区。”

郑水兴说，这些投资热点不一定

是最好的投资地段，有意投资者还需

考虑其他因素，要做好功课，不要一窝

蜂盲目跟从。

他建 议投资者不妨留意一些坐

落在吉隆坡、八打灵再也或焦赖一带

的成熟商业或花园区，基于这些产业

无论在基建设施、就业机会及消费市

场方面都已稳定与成熟，风险相对较

低，是不错的选择。

“另外，一些在成熟地区重建的

产业或还未发 展的空置地也深具潜

能的投资项目。再者，中档产业将是

2012年的产业新星，”

不过，他劝请投资者务必做好投

资分析功课，特别是适当的设立一套

完美的投资管理组合，仔细考量风险

的大小，免得掉落发展商的陷阱！

在投资房地产时，我们也不可忽

略总值400亿令吉的吉隆坡／巴生河

流 域 捷 运 计 划，这项沿多个城 镇 发

展、全长55公里的捷运路线，将促使

已发展、未开发的土地业主受惠。

房地产投资者必须关注马来西亚

大型发展计划，因为他们将直接影响

房地产市场，一些大计划如：大吉隆

坡计划、MRT捷运计划、高速公路的

建设、旅游区的发展、国际金融区、依

斯干达经济特区、槟城、亚庇、马六甲

等发展都值得关注。

华总经济研究委员会主席郭隆生

认为大吉隆坡发展蓝图已拟定，未来

的产业发展将会以这些区域为主，特

别是MRT交通路线的周围地区肯定有

很大的发展潜能。

“巴生谷一带依然是最好的投资

热点，而槟城，依斯干达区域也是另

外受看好的热点。”

郑水兴表示，对本地与外国投资

者来说，接下来的10年，将是不可错

失的投资房地产黄金机会，但这也只

限于特定地段而不是整个马来西亚，

投资房地产最好是瞄准能增值的地点

和房产类型，只有好地段的房地产会

继续上涨。

错失赚钱良机

“如果你在接下来的10年，即我

所谓的黄金10年还没投资，你将可能

失去一生中在马来西亚房地产投资赚

大钱的机会了。”

他认 为10年后的马来西 亚，即

2020年，马来西亚城市的房价将呈现

全球化及商业化，届时更可能更难购

买经济实惠的房屋。

此外，他也非常看好旅游产业。“

旅游产业是属于没有日落的产业，旅

游相关产业将成为马来西亚最高价位

的产业，一些地区如槟城、亚庇、马六

甲、怡保、太平都具有很大的旅游发

展潜能等，而生态旅游市场更是刚开

始起步，最谨要记住的是，世界流行

什么，房地产就在那里，而当今世界

所流行的生态文化旅游，一切都尽在

东南亚。”

今年投资热点何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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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年新春联谊会

马中经贸总商会领导在联谊会上与嘉宾恭祝各界万事如意。左起：华总义务总秘书陈耀星、中央理事包久星、终身荣誉会长陈凯希、
华总会长方天兴、首相中国事务特使黄家定、总会长黄汉良、中国驻马来西亚大大使馆领事参赞苏强、荣誉会长林玉唐、新华社驻马
来西亚分社社长胡耀光、法律顾问黄文华、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和董总主席叶新田。

郑添利向苏强致新春问候。左起：曾永森、
吴德芳、方天兴。

首相中国事务特使黄家定（右）在黄汉良陪同下进场。

霹雳分会会长廖志明（左三）率领分会领导与黄汉良
总会长向大家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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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总商会于农历初十（2月1日）在吉隆坡雪兰

莪中华大会堂举行壬辰年新春联谊会，获得国内

外商界代表、政府及外交使节出席，情况热烈。

出席嘉宾包括越南驻马大使Ngnyen Hong Thao、首相中

国事务特使兼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丹斯里黄家定、财政部

副部长拿督林祥才、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颜炳寿、妇女、

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拿督王赛芝、中国驻马来西亚大

使馆领事参赞苏强、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马中友好协

会会长拿督马吉德、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星洲日报首席

执行员许春丶企业公关及业务促进总经理陈金泉、南洋商

报总经理（文化产业）锺启章、东方日报执行总编辑陈利

良等。

马中经贸总商会终身荣誉会长陈凯希、丹斯里林源

德、拿督杨天培、荣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丹斯里吴德

芳、法律顾问黄文华等，也出席这次的联谊会。

他们抵步时受到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

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副总会长丁锦清、杨天德博士、廖

志明、宋兆棠、颜登逸、刘俊光、郭隆生、中央理事，以及

青年团理事的迎迓。

总会长黄汉良（左10）率领众理事及青年团理向嘉宾及会员拜年。前排左起：戴振标、罗章武、吴世才、陈天场、包久星、谢成进、
宋兆棠、廖志明、杨天德、、陈友信、丁锦清、刘俊光、黄锡琦、林恒毅、林国安、黎德坤、李素桦、张联兴、郭隆生、沈哲初。

甲洞客家公会龙狮团舞狮助兴。

雪隆河婆同乡会文艺团呈献的舞蹈表演。

29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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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总商会公共关系委员会主席兼

联谊会筹委会主席戴振标致词时说，本会成

立至今已有22年，在广大会员以及各界的支持

下，这些年来成功举办了无数的招商会、论坛、

国际大会等活动。

您们的支持与配合，我们永远铭记于心，

并藉此新春联谊会，来表达我们诚挚的谢意，

同时也让大家济济一堂，互相交流，联络感

情。

今天莅临的嘉宾包括马来西亚政府部门

高官、中国大使馆驻马官员、美国、澳洲、新加

坡、印度、越南、印尼的外交使节、各商会领

导、企业与媒体代表。

马中经贸总商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组织，

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工商界的友族同胞一起到

来同欢共庆。

我们新春联谊会采用较轻松、自由的方式

呈献，希望大家放松心情的用餐、进行交流。

新春联谊会增进友谊、加强合作，希望在新的

一年里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与财富。

谨此恭祝各界人士龙年行大运、身体健

康， 吉祥如意。

新春联谊会除由该会理事及青年团理事

向出席者拜年外，还设自由餐款待大家，举行

精彩的舞狮表演和歌舞节目，现场洋溢着新年

气息。

主宾席的贵宾，左起：吴德芳、苏强、方天兴、黄汉良、黄家定、陈友信、 
林玉唐、林源德、杨天培。

新春联谊会筹委会主席戴振标致词

新春联谊会的热闹场面。

左起：王赛芝、林祥才和颜炳寿。

联欢会一片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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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龙年将是我国历史上最富有意义和最深具挑战的一年，国人对龙年的到来充满希望和期

许，但愿今年会更好！国人个个龙马精神、龙腾虎跃，商界可以龙飞凤舞，大展英姿！

我国华社受世界汉学潮流影响，发起年度汉字的投选，结果，大家不选“变”、不用“贪”而选

中“转”。

对我们经贸界的朋友当然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货转如轮，飞黄腾达。

马中的经贸更上一层楼至达一千亿美元大关，希望中国商家

在马来西亚有更大的投资，而马中商会活动更频密，影响

更加深远。

“转”实际上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与时俱进，是本

会的宗旨，承前启後与时俱进的大方向，希望新的

一年我们转得对、转得好。愿国家转得更自由民

主、转得更开放进取。

我们要顺地球方向而自转，才符合自然规律，才能

顺应世界潮流以变应万变。

纳吉首相一上台就主张经济转型、政治转型，而308

大选后出现两线制的体制转型也在持续中。愿在龙年转

得更好！

祝各界　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愿龙年转得更好黄
汉
良

新
春
献
词

中央理事会成员与秘书处职员恭祝各界新春愉快、万事如意、身体健康、事业发达。

苏强参赞(前排左四)出席新春联谊会时与黄汉良（左三）及来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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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时间调整
 2 

012年新春伊始，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

作已全面铺开。据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介绍，

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时间调整为2012年

9月21-25日。

2012年是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关系全面深入发展的

一年，恰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十周

年，同时也是中国—东盟科技合作年。第九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将以“科技合作”为重点主题，设置商品贸易、投资合

作、先进技术、服务贸易和“魅力之城”五大专题，并配合

中国—东盟科技合作年举办中国—东盟科技部长会议等系

列高规格会议、论坛和活动，更好地服务中国—东盟合作，

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届时，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

将出席盛会，中国和东盟10国以及区域外企业商家将参展

参会，共享中国－东盟自贸区商机。

自2004年以来，中国－东盟博览会已成功举办八

届，搭建了中国－东盟友好交流、经贸促进和多领域合作

的重要平台。八届博览会共有42位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

人、1500多位部长级贵宾出席，共举办了200多个高层次会

议、论坛和相关活动，共有31.6万名客商参会，贸易成交额

116.9亿美元，签约国际合作项目投资额491.72亿美元，签

约国内合作项目投资额4759.02亿元。已成功举办八届的

中国－东盟博览会在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形成了广泛影响，

成为中国与东盟、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典

范。

东盟国家大力支持
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自 
2004年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以来，

东盟国家高度重视博览会平台和共办工作，

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在2011年中国与东盟

经贸合作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将于今年9月21-25

日举办的第九届博览会更是备受各国重视。

2011年底，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工作组应邀访问

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国，上述东盟国家政界商界表示将

大力支持第九届博览会筹办工作，充分利用博览会平台加

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各方高度重视　共办力度进一步加强

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共办方表示，2012年将继续加

强博览会共办力度，积极推动本国领导人率团出席第九届

博览会，大力支持第九届博览会筹备工作。“我们将继续

高度重视、支持博览会，积极开展第九届博览会的筹备工

作。”柬埔寨商业部贸易促进局局长孙索塔说。中国—东盟

博览会举办8年来，备受东盟国家的高度重视和赞誉，东盟

国家领导人均率团出席，并参加博览会的各场重要活动，深

化共办共赢。

作为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国，缅甸重视并积

极提前启动第九届博览会筹备工作。缅甸商务部、缅甸国

家经济计划与发展部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与中国－东盟博

览会秘书处共同做好主题国的各项筹备工作，充分利用博

览会这一有利平台向全世界展示全新的缅甸。目前，缅甸已

经确认将由国家领导人率团出席第九届博览会，并将举办

丰富务实的主题国活动，突出主题国元素。

中国驻东盟国家大使馆也高度赞扬和积极支持中国－

东盟博览会。中国驻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大使馆均表示，将

大力支持第九届博览会的筹备工作，协助做好东盟国家领

导人的邀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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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秀芳

 近 
年来密切留意中国动

态的商界人士总是感

叹：“中国进步得真

快！我们追都追不上了！”无论是马来

西亚人到中国经商投资，或者招徕中

国投资者前来的商机不断涌现之际，

本地商界期盼我国政府能更积极地推

动马中经贸关系，就在这个时候，前马

华总会长丹斯里黄家定受委为马中商

务理事会主席和首相对华特使，可说

是任重道远。

丹斯里黄家定三语俱佳，能以中

文和中方代表交流，亦能够以英文或

马来文与马方代表沟通，在建立关系、

传达资讯，甚至为商业交易穿针引线

皆事半功倍，值得一提的是，他受委的

马来西亚首相对华特使是一个新的职

称，其职务就是要更有影响力地去促

进马中经贸关系。

黄家定接受《马中经贸》专访时表

示，作为敦拉萨之子，拿督斯里纳吉接

任首相后，马中关系即已进入一个全新

的阶段。纳吉刚就任首相，就在2009

年6月遵循父亲的足迹访问中国。在当

时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国内外经济前

景不明朗的时刻，纳吉趁着马中建交

35周年偕同包括母亲敦拉哈在内，一

家人访问中国，政治、经济、外交、亲

善意义兼具。

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于

1974年推动同中国建立邦交，使马来

西亚成了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南亚

国家。

首相纳吉非常重视中国，希望马

中在各领域进一步合作，为两国带来

更多商机，达到互利互惠的目标。为

了加强合作和沟通，除了提升外交、

国际贸易投资等部门的人员和资源投

入，委任通晓中文的华裔丹斯里黄家

定担任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和首相对

华特使，也反映出首相在促进马中关

系确实费尽心思。

黄家定受访时不但畅谈他新职务

所肩负的责任，以及他将如何逐步去落

实这些计划，也谈及了马中经贸概况，

以及两国商家能够把握的商机。

他说，从2009年起，中国是马来

西亚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而马来西

亚目前也是中国在东盟区域的最大贸

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2009年的519.6

亿美元，到2010年的742亿美元再到

2011年的900亿美元（估计），马中在

双方的贸易重要性不言可喻。2011年

4月和10月，纳吉首相和温家宝总理分

别在马来西亚和中国会谈，清楚说明马

中关系的密切。

钦州产业园区重要商机

2010年1月1日起，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是

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东

盟作为整体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

目前是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

受委首相对华特使

黄家定任重道远
文 / 张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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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与东盟

双方90%的商品将享受零关税待遇，

将近20亿的人口因此被联系在同一个

市场中，成为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间

经济合作上崭新的一页。

中国政府圈定面向东盟的重镇

广西南宁钦州开发产业园区，以打造

中国—东盟合作的典范区为发展目标，

首选马来西亚共同开发，并以马来西亚

多媒体超级走廊的设计概念作为参考，

重点发展多媒体、电子信息、云计算等

相关产业，建立信息智慧走廊。这一个

计划说明马来西亚在中国—东盟自贸

区的重要性，这个占地55平方公里的园

区计划也是马来西亚，当然包括中国、

东盟乃是全世界的重要商机。

因为这样的贸易比重，以及经济

重要性，首相纳吉也已划定目标，希望

到了2015年，双边贸易额取得双倍增

长至1500亿美元。

在当前局势下，黄家定又将如

何发挥其角色，去促进马中经贸关系

呢？身兼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和首相

对华特使，以过去建立的国内外人际

网络，以及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国情的

认识，黄家定在现有策略性位置上可

以发挥效能。

他主要任务在于充当政府与政府

之间、政府与商家之间的沟通和联系的

桥梁，协助政府达成提升马中经济，特

别是引入中国直接投资的目标。通过这

两个身份，能够以半官方的软身段，会

见不同阶层的人士，特别是中方的高级

官员，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达成沟

通的作用，并且扮演协调的角色。

他说：“像目前与钦州市政府领导

人的工作沟通效果很好。”

黄家定亦希望借助这两个身份，

能够与国内相关组织，如中华总商会、

华总、马中经贸总商会、马中友好协

会，以及分布在中国各地的马来西亚

商会组织取得更好的联系和配合，促

进马中商贸。

“像最近协调和组织贸工部长与

华团及智囊团之脑力激荡会议和对话

会，有助于了解商家面对的困境和改

善投资环境。”

他当前一项具体的任务，就是协

调和监督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工作进

展，主要与中方联系，召集和组织马方

的工作会议，与国际贸工部配合工作，

并向首相汇报进展。

目前，马方投资公司的注册成立

已经在进行中，同时仍在接洽一些有

兴趣参与的财团，并确定在2个月左右

的时间内落实推展。中马双方已同意

成立联合理事会和工作组，推进园区

发展工作。

此计划一经启动，将全面拉动两

国的经济。目前，从钦州连接中国各

主要城市的陆路交通网络即将完成，

在交通运输方面将展现全新的面貌。

加上持续提升的钦州港，从地理、交

通和通讯方面，这项园区计划深具发

展潜能。

“我已亲自与亚航的最高领导层

谈话，请他们认真研究直航南宁机场

的可能性；他们会优先考虑这条航线。

相信一旦园区计划投入建设，吉隆坡直

飞南宁也将是热门航线。”

他认为，随着两国各别的发展渐

具规模，双边关系的融洽和持续深化，

双边贸易的依存性不断增加，马中经贸

关系的前景绝对受看好。虽然受到欧债

危机等国际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影响，中

国经济也预估开始放缓，可是整体的发

展势头还是值得期待的。

强化优势吸引中资

“目前已经有很多马来西亚商家

在中国各主要城市发展，中国经济“走

出去”的政策落实已经相当到位，我们

必须往积极的方面看。”

通过他多月来的走访，会见在中

国发展的本地大商团，以及中国国内

举足轻重的大机构领导人，看到很多

商机。通过会见中资国企领导人，进

一步了解中资在马来西亚投资所面对

的问题，以便从旁协助解决。比方说，

中国中化集团、海航集团，还有很多

中资国企都对马来西亚的原产品、港

口码头有兴趣。

“我们的深水码头在位置上具有

优势，巴生港口是东南亚其中一个最

繁忙的港口，关丹是另一个具有开发

潜能的港口城市。”

他解释说：“马来西亚在旅游业、

服务业、制造业、金融等领域都具有发

展潜能。中国企业有兴趣，也有需要‘

n	黄家定与黄汉良密切配合，落力促成中马钦州产业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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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我们就需要把他们引进来。

而我们确实具备优厚的条件。”

马来西亚无论在地理位置和自然

气候、多元的社会文化和语言环境、

稳定的政治经济状况方面都是有利的

投资地点，有足够条件成为东盟经济

圈的中心点。

马来西亚是一个迷你亚洲，亚洲

各主要族群和文化都齐聚马来西亚，

各具特色，而且一年四季气候宜人，马

来西亚因此深具吸引力。

我们不但可以华语的优势进入中

国市场，也应该发挥英语的优势，在

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让中国与西

方取得更好的连接。同时也能借助中

国的强劲发展势头，以及其对外资的

强大吸引力，进一步与西方企业展开

合作。

马中经贸总商会利招商

黄家定相信民间招商的动力也是

我国政府可以倚重的另一种优势。地

缘经济和乡缘经济是我们一个非常强

劲而稳固的基础，穆斯林经济（食品、

金融等）也是我们可以大事开拓的领

域。长久以来，像马中经贸总商会所

经营的人际网络和良好声誉，对招商

引资、与中国商家洽谈合作是很好的

联系基础。另外，在中国经商的马来西

亚商家也可以通过有效传达政府的商

务讯息，积极协助政府达致双边经贸

发展目标。华社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好

的工作，为两国谋求更好的商贸发展做

了很扎实的准备。

他认为，在招商引资的政策方面，

我们需要进一步开放。在行政效率方

面，也要持续加强。我们会持续向政

府提出改善政策的建议。

立志有效施政把握契机

他指出：“我们的优势很明显，弱

点也相当清楚。商家必须要有强烈的

意愿和冒险开拓的精神，就像当年我

们的祖先下南洋一样的冒险精神，才

能开拓新的商机。政府也必须展现有

效施政的决心和行动，把握契机创造

商机。”

他说，我们的官员应该向首相看

齐，放下历史的包袱大胆走向中国，带

领我们的商家前进中国，也将中国资

金吸引过来。

“我愿意这样做，也给我们的官

员和商家作示范。”

黄家定相信，中国人重视关系，也

念旧。中国一直没有忘记马来西亚在他

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支持他们。中国的

领导人如此，中国的老百姓也如此。

“我相信，马来西亚的领导人和

老百姓也如此。我相信这份细水长流

的友谊也能转化成马中经贸合作的巨

大动力。尤其是马来西亚首相和中国

总理已经做了最佳示范。”

他指出，凭着我们源远流长的友

好关系，改善经商环境，并让中国商家

充分了解马来西亚的优势，我们一定能

达成国家的经贸目标，我们的商家必定

能在中国强盛繁荣的发展趋势中开创

新的一片天。

摆在眼前是一个双赢的格局，双

方国家领导人都有强烈的意愿和足够

的诚意，两国社会也有足够的民间基础

作后盾，只要能够配合两国政府的政策

和发展目标，熟悉双边的经济和贸易环

境，将能够得到双赢的结局，由此全面

深化马中关系，为两国的繁荣发展带来

实质的帮助。

黄家定盼望能够出现更多在中国

营商成功的嘉里集团、完美集团、金

狮集团……

n	新职务让黄家定与商协会互动更为频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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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人民网特派记者孙广勇

 在 
吉隆坡马中经贸总商会

见到黄汉良时，他正在

为将于2011年9月9日开

幕的“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忙碌着，

办公室里摆着巨幅大会海报，相关的文

件堆满了桌子。

作为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黄汉

良表示，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企业领

袖将出席大会，马来西亚总理纳吉也将

发表主题演讲，所以一定要把会议组

织好，为中马在内的各国企业家创造投

资兴业的好机会。

2010年，马对华投资2.9亿美元，

累计投资达到56.5亿美元，位居中国吸

收外资国家(地区)第16位，中国对马投资6597万美元，累计

投资4.39亿美元。2010年马中双边贸易额达742亿美元，中

国是马第二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地，是马来西亚最

大的贸易伙伴。

谈到中马关系，黄汉良充满期待地表示，双边贸易可说

是“好上加好”，中马双边贸易额将很快突破1000亿美元。

作为最早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马中关系的发展远远超

越一般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得益于东盟中国自由贸易

区成立，马来西亚成为东盟国家中最大贸易伙伴，占了东盟

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一。成立于1990年的马中经贸总商会就

是为了加强马来西亚和中国有关政府机构与民间工商团体

的联系、促进两国经贸发展与投资合作。

2010年6月担任会长以来，黄汉良每月数次往返中马之

间，为推动两国经贸合作不遗余力。他对记者表示，30年

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企业目前也具有“走出去”的实力，加

上中国外汇储备金达3万亿美元。中资公司可以来马来西亚

投资石油业、种植业和房地产开发。中国的崛起对马来西亚

各族人民都是件好事，马来西亚正在推动新经济模式，设

立了几个经济特区，欢迎中国的商人前来投资，与马来共同

发展，互惠共赢。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开始，许

多马来西亚华商纷纷赴中国投资设厂，

修桥造路，建学校造房子。当初很多商

人基于乡情去投资者有之，去试探式的

投资者亦有之。黄汉良自己就于1993年

赴云南、贵州投资，他告诉记者，当时去

中国“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帮助家乡发

展”。黄汉良和五个朋友投资数亿元在昆

明成立五杰国际学校、在贵州兴建商业

大厦、又在成都开发芙蓉花园，还在贵

州、昆明、绵阳等地捐建希望小学。

在与黄汉良的接触中，记者能感觉

到他的稳重厚道、世事洞明，和一颗火

热的炎黄赤子之心，无论是经商还是社

团工作、以及推动中马经贸发展，他都

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黄汉良出生在马来西亚古晋，是第五代华人。1973年

大学毕业时，他看到当时马来西亚砂拉越地区局势有些动

荡，便留在新加坡，在一家纺织面料公司工作。后被外派去

印尼雅加达，从事纺织及百货的贸易。5年后，他回到马来

西亚。这个时候他已不再满足于打工，开始自己创业，投资

数万马币，在吉隆坡成立华丰行纺织品公司，他的生意蒸

蒸日上。随着马来西亚经济的不断发展，制成品取代很多

面料，单纯面料生意开始式微，他亦开始转行开设服装集

团，生产服装。

如今，黄汉良的精力一半花在经商上，另一半花在社团

工作上。从小他就深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影响，对于社会工作有很强的兴趣。“我对做社团

工作很有投入。”1983年，他被选为吉隆坡中华百货商会会

长，从此进入华社。1998年进入马来西亚吉隆坡暨雪兰莪中

华大会堂，2004年当选为会长，后来担任马来西亚中华大会

堂副总会长。他积极为在马的华人争取权益，如维护华人的

华文教育权利，为失地的农民争取耕地，等等。因为他在社

会工作中表现突出，2003年，他被授予拿督的勋职。2010

年，黄汉良被推选为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全力为促进中

马贸易合作、共创两国互利共赢奉献自己的力量。

促进中马贸易合作  共创两国互利共赢
——访马中经贸总商会会长黄汉良

（这是人民日报属下人民网国际频道于2011年9月5日发布的报道）



中共钦州市委员会

尊敬的拿督黄汉良总会长：

　　您好！

　　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谨代表钦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全市

380万人民，向您积极推动中马两国合作共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作出

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是中马两国政府合作的第一个产业园区，对

深化中马两国经贸合作、发展中马战略性合作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能够成为两政府合作的项目，凝聚着您的

大量心血。正是在您的策划、宣传和推介下，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得

到了马来西亚贸工部和企业界的高度关注。对此，我们十分敬佩并

永远铭记在心。

　　作为中马两国政府合作项目，园区合作开发建设事宜已上升到

两国政府层面商谈。目前，马方已指定合作开发的牵头公司，中方

也正在组建开发公司，合作开发的各项工作正在往前推进。我们非

常欢迎您及马中经贸总商会的会员企业到园区投资兴业。我们将提

供优惠的政策和周到的服务。期待再次与您见面！

　　最后，请允许我向您和杨天培会长，以及马中经贸总商会全体

同仁致以最诚挚的问候！谨祝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事业兴旺，合

家幸福，龙年大吉！

	 中国广西钦州市委书记

	 钦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2年1月16日

广西钦州市委书记张晓钦致函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

40 2012/03



经验
分享

Ex
pe

ri
en

ce
 S

ha
ri

ng

42 2012/03

 想 
要在中国成功投资，

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

是必须获得正确的讯

息，因为唯有信息正确，投资决定才

能够正确，少走冤枉路。

不过，熟悉中国投资环境的亚洲

管理顾问集团总裁叶潍鸣向《马中经

贸》表示，中国的所有信息渠道，没

有来自其内政部和发改委的信息源比

对，所有自以为是“搞定”的方案均为

不可行！

他指出，系列的备选资源和可能

的合作伙伴，一定要根据宏观与地方

的可行政策和风险分析，给出相应的

对策，投资人一步到位的成功率才会

达到33%。

这里的关键在于要能设法了解到

计划投资对象所在地区的最新资源

信息、同时要具备能核对最新实况信

息、以及中央政府与相关地方政府政

策上可利用的空间。

举个例子，黑龙江省商务厅曾于

去年1月21日决定，2011年取消对外资

企业的若干税收优惠政策。如果仍按

照常规理念进行针对该地方的投资，

肯定会徒劳无功、吃大亏的。

令人难堪的是，当地的企业，想

急功近利地吸引外资，会隐瞒这些事

实，甚至会请来地方政府的要员，在

计划好的政府接待场地“进行项目论

证”，危害性更大。

所以，叶潍鸣表示：“一定要有

要有谙熟大陆现状和史鉴‘故事’的

精算师、与来自发改委渠道、各地方

政府要害部门的信息与现状的比对

结果，才可以产生投资的正确决策依

文 / 林杰森

掌握准确信息
免走冤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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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绝不可以以所谓的人情关系做出

发点。”

“尤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

益上的冲突空间，会出现有意识的掩

盖行为，真相藏得的很深，光靠表象

是很难做出正确判断。”

勿以人情关系为依据

大量的经验告知我们，从地方政

府报告看经济和政策走向，内需是重

点，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工作重点

是有出入的。

根据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李慧

勇、孟祥娟、徐有俊三位分析师最近

表明，地方两会政府报告资料显示，

今年地方政府设定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投资和消费增长目标平均分

别为11%、22%和16%（远远高于中

央政府的计划），均比去年实际增速

有所下滑，但比去年目标增速有所增

加，仍属于较高水平，从区域看呈现“

西高东低、阶梯分布”的格局。

地方政府对今年经济总体并不悲

观。在具体政策方面扩大内需，优化

产业结构是重点。在继续推进房地产

市场调控和节能减排的同时，将通过

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小微企业、大

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文化产业、

振兴消费等措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

叶潍鸣说：“唯有依赖合乎上述

条件的：精算师、发改委渠道、各地方

政府的要害部门政策与其实际需求以

及对其实际政策的掌控度，不然就会

像坊间传说的：去大陆十次可能都会

铩羽而归！”

“其根源在于，中国大陆政权组

织体系属于中央集权制类型。其特点

是国家的重大政策由中央统一制定，

地方政策主要是具体落实中央的重大

政策。”

他说，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也包

括了地方政策制定的内容,即依据中央

政策并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

贯彻落实中央重大政策的具有地方特

色的具体政策措施。因此，地方政策

的制定过程也可以说是中央政策的具

体落实过程。

但是，由于中国地大人多，经济、

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各异，中

央政策往往只是一些原则规定。地方

政策的制定过程，既是对中央政策的

具体落实过程，但又不能是中央政策

的机械照搬。从制定过程而言,中央

政策是制定地方政策的前提。作为前

提，它也可以看成地方政策制定过程

的逻辑起点。

这说明，为了政绩，地方政府有

着自己强烈的潜意识与实际需要的剪

刀差，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所谓的人

情，几乎都是靠不住的，唯有关注上

述不可不关注的细节，方可胜算。

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风险的预测和

防范措施必需列为第一要务，方可确

保我们的投资行为的获利标的。

下面要说的是，如何在表现出强

烈依赖和信任度、巧妙利用中国大陆

的经济工作领域中资深人士提供的信

息与信息依据，这里有两个领域的渠

道不可不下功夫：

各省的经计委、及其中央新闻机

构驻当地的办事机构，这里的实时信

息比对得来的依据，远远要超出任何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告的数据可靠

得多，自然带给我们的决策安全系数

也就高得多！

中国大陆各地方均有政策性投

融资行为机构，是由地方政府创立、

参股或保证，根据中央和地方事权划

分，主要为贯彻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

展政策或意图，在地区范围内和特定

的业务领域内，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投融资活动。

按照行为主体不同，可以分为政

策性投资和政策性融资两个方面，作

为一个整体，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

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

这样的机构从来都不会根据上述

两级政府所公告的数据去制定自己的

计划的。

叶潍鸣指出，目前相对独立性较

高、重视实际绩效的省份和地区有：

华东、湖南、两广、新疆、内蒙；机动

灵活的城市有：南宁、桂林、重庆（美

国人称之为长江上的芝加哥、环球热

点）、广州、深圳、上海、天津。

他说，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地方

的、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大量

的实例，均不方便在这里列举）。

马来西亚唯有针对中国大陆的“

胃口”、以“级别灵活的驻华、兼具马

来西亚形象代表性质、且能与驻华领

事、使馆管道通畅的民事机构的‘桥

头堡’”模式，应对投资人的先行决策

依据所需的调研工作。

马来西亚的投资者具备笑谈中国

市场方面的人才、资源、政策，确立自

己品牌方面的资格。

具备了上述笑谈荆棘似浮云的

基础，反观过来，参照中国大陆国务

院的办事惯例，可以轻松建立深层合

作的定期互访关系，这个基础操作环

节、将会成为我们避开了前述陷阱环

境、在阳光的环境中，引来中国大陆实

力客观的投资（其间游资比例惊人）

机缘。

中国大陆的资源、资本持有人天

性浮躁、极度缺乏深度修为、因势利

导，几乎没有不可为马来西亚利用的

层面，尤其当今中国大陆在国际上信

用严重失衡的时刻！

从某种意义上讲，谙熟中国大陆

的全部政策和各类事务的办事程序，

还远不足以表明就可以涉猎“大陆的

投资”了。

叶潍鸣说，由于他在中国拥有

广泛的网络和经验，因此他愿意为本

地企业挑灯指路，让本地企业到当地

投资时，可以避开障碍发展得更加顺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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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艺博2011取得空前的

成功，艺术品买卖的总

成交量高达马币1350

万令吉，参观人次14200人。马艺博自

首届以来入场皆免费，以鼓励公众踊

跃前往参观。

中国近年来跃升为艺术品交易的

重要市场，跟欧美市场不相上下，中

国艺术品的卖气也体现在马艺博2011

的销售成绩上。现场最受收藏家青睐

的作品为传统中国水墨画（王西京和

贾又福等）和当红中国当代艺术品（俸

正杰）。

马艺博自2010年起设立大使馆展

区，由各国大使馆推介该国艺术家。

马艺博2011年共有5国大使馆参与，即

巴西、古巴、厄瓜多尔、瑞士和哈萨克

斯坦。其中巴西大使馆旗下的安德如

门德斯(Andre Mendes)的作品色彩鲜

明且构图精简，成功将17件作品售出，

为该展区最受欢迎的艺术家。

为期5天的马艺博2011结束后，后

续的艺术品交易还在持续进行，参展画

廊纷纷报捷。其中传来好消息的画廊

包括新加坡Impress Galleries（再售出

3幅作品）、印度Chelian Art Gallery（

再售出3幅作品）和我国的House of 

Matahati（接到3幅作品的订单）。

由此可见，艺术博览会对一个国家

的艺术发展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第五届马来西亚国际艺术博览会

（马艺博2011）已于11月1日，在吉隆

坡外贸大厦会展中心圆满落幕，共有

来自24国的65个画廊和艺术机构参与

其盛，展出逾400位艺术家的2000幅作

品，可谓我国一年一度的视觉飨宴。

2011马艺博· 
千万元画作证艺术有价

旅游部长拿督斯里黄燕燕医生莅

临主持开幕礼，她于致词时赞扬马艺

博创办人沈哲初的精神，并指出推广

艺术活动不仅能陶冶人心、提升社会

的人文修养水平，还能替国家开拓财

源。“据我所知，上届的马艺博总成交

额达1100万令吉，而沈哲初有份创办的

国内唯一享利艺术品拍卖行，也创下以

57万2000令吉卖出一幅画的佳绩。旅

游部在推动艺术旅游之际，将研究以

后可能把外国人来马购买艺术品的花

费，列为国家旅游业的收入。”

马艺博主席沈哲初透露，本届马

艺博展出的压轴之作是来自北京今日

美术馆的国际艺坛当红炸子鸡岳 敏

君、王广义和方力钧，这3位艺术家的

作品拍卖价格媲美最高价中国当代艺

术家张晓刚，在亚洲甚至是西方拍卖

行备受瞩目。

“我们不惜重金，付出钜额的运输

费和保险费，将有关作品运来我国，让

艺术爱好者观赏，在我国是史无前例，

这也得感谢北京今日美术馆的密切合

作。此外，西安画院院长王西京和四

川著名当代艺术家俸正杰的作品也是

本届马艺博的重点之一，他们本身也

到场支持。”

马艺博2011开辟总面积约300平

方米的展位充作中国馆，并邀请多家

中国艺术机构参展，其中包括由王西京

领衔的西安中国画院、以俸正杰为首的

《88.6》6位四川艺术家联展、今日美术

馆中国当代艺术展、中山翠亨文化艺术

创作基地主题展以及缪晓春新作展《

灰飞烟灭》与《新立方投影》。

设中国馆促进马中艺术交流

马艺博作为东南亚地区规模 庞

大、形态丰富的艺术博览会，为推动亚

太艺术的发展，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

艺术交流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此次

集中展示中国传统与当代的艺术精品，

尽管题材、风格、表现手段各异，却都

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内涵、艺术特

征以及中国艺术家的创作精神和审美

思考。来自中国的参展画家逾50位，

主办单位成功邀请中国驻马大使柴玺

阁下代表陈德海先生为马艺博2011中

国馆主持开幕仪式，出席者包括马中友

好协会会长拿督马吉德、马中经济贸易

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等。

马艺博2011销售成绩长红
企业
特写

n	玻璃市州皇储与皇储妃（中）与嘉宾于中国当代艺术家岳敏君作品前留影。



46 2012/03

C
hi

na
 W

at
ch

神州
观察

文 / 黄汉良

(一)预料中的结果

 2 
012年台湾最高领导人的选举终于平和理性落幕。马

英九以689余万票击败来势汹汹的首位女候选人蔡

英文而连任成功。这次选举经过半年时间纷扰，华

文媒体充份报道，各方猜测纷云，但多数人还是认为马英九胜

算高。诚如我台湾好友易经卜卦大师林文仲先生预言：“台湾的

选举每四年总要乱一次，蓝绿两党互揭疮疤，又有橘的宋来捣

蛋，让海内外看笑话。但台湾势必要与大陆和谐共存，有此起

码给大陆百姓看也不错。现任马英九连任的机会较大，因百姓

不喜欢乱，而且以前的陈水扁贪污做不好，但所赢票数不多，

应该不超过5％。”。

这是2011年12月27日下午4时49分的预言，2012年1月14日

开票结果确实印证其准确性。

(二)蓝绿的对决

114台湾选举主要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之争。至于亲民党只

是为了政治上的生存而点缀战而已。事实证明选举结果宋楚瑜

只得票2.8％，连按柜金都被没收。台湾形成的两线制长远来说

对岛上人民是有利的。每隔四年政府就得面对人民，得民心者得

天下。两个阵营都将争取民心，因此听取民意，惠利人民的举措

就会屡见不鲜，人民真正做到老板，以民为上。

这次选举的过程和结果都显示蓝绿是势均力敌的。马英九

得票51.57％，而蔡英文也得45％之多，相差不及6％。

(三)台湾人的选择

2012台湾选举是当地人的明确抉择，可喜的是双方都能崇

尚民主精神，胜败都欣然接受，没有“奥步”发生，在亚洲民主

选举史上是光辉榜样。马英九宣布我们赢了后，随接蔡英文也

宣布败选，并很有风度宣称扛起一切败选的责任，毅然宣布辞

去民主进步党主席之职，各个紧绑的局势就缓和下来，大家都

松了一口气。虽然这是台湾岛上人民的抉择，但其影响是深远

的。大陆和美国领导当然可放下紧张心情而专注国内的事务，周

边国家也因此而高兴看到海峡两岸可继续维持和平共处。这次

选举台湾人是高智慧的，他们可以大局为重，摆脱地方主义，向

前看，共同为台湾人福祉而投下神圣一票。

这次的选举在公平、公正、公开情况下和平进行。这次自

由、民主选举也得到欧盟、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的肯定

和祝贺。

马英九连任台湾最高领导人已是既成的事实，大家祝贺之

余，也对他有许多期许和希望。

马英九的

历史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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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连任成功后许诺要给台湾脱胎换骨，未来四年

会大刀阔斧推动改革，争取10年内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

议（TPP）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大好机会。

(四)时机只争朝夕

他还说来年这4年“我没有连任的压力，可是有历史评

价的压力，我一定会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在国家跟社会的

历史上留下一个典范。我以这样的来期许我自己，也希望各

位帮我完成这4年的任务“。

这是马英九的最后4年任期。要做好事就在这一届。除

了他个人的期许和希望之外，世人，尤其是全世界中华民族

也对他寄以厚望，希望他以在位之年立下丰功伟绩，为伟大

中华民族的复兴而立下不朽的历史功绩！

(五)以中华民族为前提

马英九最大的优点是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

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承认九二共识的鲜明立场也是这次双

英对决取得胜利的关键。不过他在胜选后表示誓死保护中

华民国，也是这是讲给部份台湾人听爽的选举诺言。实际上

若以大局为重，关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中国远比中华民国

宽大得多，如果换着誓死保卫中国，将会得到全世界中华儿

女的永久掌声，何乐不为？

(六)以中华民族为前提

某评论家坦言，以马英九的格性和他的团队性质，不看

好他在任期内两岸关系有所大突破，还认为他是一边一国的

追随者。然而世间的事变幻难测，尽管马英九在选前的国际

记者会上说，访问中国的机会非常小，但并没完全否定，因此

仍有实现的可能性。

现在两岸都热衷于签署和平协议，当然这还需要时间

来酝酿，再交流解除舆论束缚，极积展开两岸贸易自由化、

放宽两岸人民自由来往，进一步开放文化教育的互动，到时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成鱼水关系。

被统一的恐惧感消除后，到时恐怕不是和平统一，而是

自然统一。届时水到渠成，环境成熟，民心所向，马英九同

意两岸统合协商，胡锦涛、马英九一旦会晤，打开统一谈判

大门后，马英九的历史定位就永垂不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

上可和秦始皇、孙中山、毛泽东媲美，也让他实现他崇拜的

偶像蒋经国未能完成的美梦。但愿如此，中国幸哉、中华民

族壮哉！

n	马英九 n	胡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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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乔 丹 ”“ 科 比 ”“ 姚

明”“易建联”— —这

些中国国产品牌，总部

都在晋江。 

尽管“飞人”迈克尔·乔丹诉乔丹

体育侵权一案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但乔丹体育的家乡——福建省晋江市

却风平浪静一切如常。

晋江庞杂的本土品牌，在国内知

名的有安踏、特步、361度、乔丹、匹

克、鸿星尔克、德尔惠、康踏、贵人

鸟、柒牌、利郎、金莱克等，这些品牌

习惯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搞广告轰

炸，以至于有人戏称CCTV-5为“晋江

频道”。

而随着在广告中突出自己是“民族

品牌”的“乔丹”日前陷入侵权风波，

傍名人的品牌开始进入人们视野。除

了“乔丹”外，晋江还有“姚明”“易建

联”“科比”等品牌。

晋江缘何能成为一个“体育用品

王国”？“乔丹”的这些兄弟品牌们又

是如何崛起的？

年产运动鞋5亿双

晋江是一个常住人口只有160多

万的县级市，2011年GDP（国内生产

总值）却高达1070亿元，人均GDP超

过6.6万元，令人瞩目。其支柱产业即

运动休闲鞋和服装 — — 仅陈埭镇此

类企业就有三千多家，一度年产运动

鞋5亿多双， 占全国运动鞋产量的一

半。

闽南人“爱拼才会赢”的性格甚至

赌性是晋江商业文化的发端。一旦有人

成功，就有无数人扎推。晋江人对“搭

便车”式的品牌策略从来乐此不疲。安

踏“成功”之后，晋江及泉州便涌现出

康踏、贝踏、锐踏、耐踏、质踏、新踏、

稳踏、建踏、国踏、宇踏等品牌。

叫某克（随“耐克”）、某迪（随“

阿迪达斯”）、某步（随“锐步”）跟风

国际品牌者也不少，实际上“匹克”就

有搭“奥林匹克”便车之嫌，361度早

期的名字叫“别克”，与通用汽车旗下

的汽车品牌“别克”相同，而耐迪龙

(Naidilong)、艾迪耐斯(ADDNICE)和阿

迪王(Adivon)等通过打擦边球，现在也

有了一定知名度。

晋江品牌喜欢傍名人。与引来诉

讼的“乔丹”情况类似，在晋江，也有

不止一家企业注册“科比体育”、“姚

明”、“易建联”等品牌。有意思的是，

对于晋江品牌为何只傍篮球明星而不

是足球或羽毛球明星，当地人的解释

是因为晋江人喜欢打篮球，村村都有

篮球场。

品牌名之外，商标Logo领域的取

巧、搭便车和山寨现象更随处可见。

晋江企业打品牌有“三板斧”，第

一板斧就是上述起名仿标；第二板斧

则是请明星代言。最早请明星代言的

体育品牌是安踏。1999年安踏以80万

元的“天价”请孔令辉代言，第二年孔

获奥运会冠军，安踏市场占有率迅速

攀升至13.4%。从此，晋江企业纷纷重

金邀明星代言，比如美克请伏明霞、金

莱克请王楠；娱乐明星也被体育品牌追

捧，利郎请陈道明、飞克请黎明，贵人鸟

签下刘德华等。

最 热闹的是每年的春夏和秋冬

订货会，各家企业届时邀请明星前来

为自己演出助兴，谁请的明星多、名头

响，谁就在代理商那里“有面子”。此

时的晋江俨然成了遍地是明星的影视

城，明星们在不同企业间串场走穴之

争，还曾引发场面失控。

晋江——中国鞋业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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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明星代言也有风险。与鸿星尔

克分家后，鸿星沃登卡曾请陈冠希代

言，特步则请了Twins组合代言。“艳

照门”事发后，只得仓促解约。

请不起大牌明星时，也有一些取

巧省钱之计。比如签下一些不知名的

球员或过气球星，打上国际巨星的标

签；或者干脆通过服装、头巾、击球姿

势和庆祝动作等“山寨”一下纳达尔、

詹姆斯等明星，一切都惟妙惟肖，就是

不给脸部特写。

某品牌曾做过的一则广告上，全

球几大斯诺克高手全齐，就差丁俊晖

一人。该创意的狡黠在于，作者深知

外国球手不会专门来找麻烦，而独缺“

小晖”却可以触发观众的好奇，既安全

又有效。

晋江品牌的第三板斧，即是不惜

血本拿钱砸广告。2006年世界 杯期

间，CCTV-5每4个广告中就有一个是

晋江品牌。“晋江人赚10块钱，敢拿出

六七块钱来打广告。

不过，这类广告大多由企业自己

或小广告公司操刀策划，多数格调不

高。比如让广告中的主角在庄重的博

物馆里自顾跳舞，穿着跑鞋去追狗、追

飞机，在街头掀抬美女的座驾然后说“

有什么不可以”。

不要看不起这类广告，三四线城

市的消费者对品牌没有什么概念，真

的很买它们的账。

晋江的第一双运动鞋是1980年代

初在晋江陈埭镇洋埭村的一间家庭作

坊里做出。随后，外贸公司的职员接

下外单交给当地鞋厂生产，代工业由

此发展起来。

1990年代末期，安踏在丁志忠

的带领下开始探索独立品牌之路。

此举相当不易，因为当时做代工旱涝

保收衣食无忧，而自有品牌要从零开

始。丁志忠在现在的晋江富豪圈里，

仍是“大哥”级的人物，虽然他只有40

岁出头。

安踏于2007年7月在港交所上市

之后，特步和361度也先后在香港主

板上市。他们在2010年的营收分别为

74亿元、45亿元和43亿元，是晋江前

三大体育用品品牌。

以营收计，“乔丹”属于从二线向

一线品牌迈进的晋江品牌。

“乔丹”的发家过程中，早年比较

低调，很少花钱做推广，直到近两年才

开始为了上市而打广告，力推“民族品

牌”。2011年上半年，乔丹半年销售额

已做到超过17亿元，利润近3.5亿元。

为了活着而上市的后来者

上市对于乔丹来说是锦上添花，

但对于众多还未上市的晋江中小品牌

而言，眼下却是雪中之炭。2008年金

融危机后，成本疯涨、人民币汇率升值

导致了二三线品牌的溃败，资本运作提

上议事日程。

大部分 晋江中小企 业处于资不

抵债的境地，多靠银行贷款和民间借

贷支撑运营，银行一断贷企业就举步

维艰。

竞争 越 来 越 激 烈，成本 越 来 越

高，不少大品牌已开始将产能向内地省

市迁移，营销中心或总部则搬到厦门、

上海等地。比如安踏将部分产能迁往

安徽阜阳，贵人鸟在安徽芜湖设厂，七

匹狼和百丽在安徽宿州建厂等。“内地

免费给它们提供土地，还减免所得税，

当地劳动力又便宜。”

而中小品牌无力迁移 投 建 新产

能，生存越来越难，它们之中有的寄望

于先上市融资“缓一缓”，有的则已放

弃实业，炒房炒矿。

超过40家晋江企业全球上市

晋江目前在全球的上市企业已超

过40家，数量之巨在全国县级市中仅次

于江苏省江阴市。其中有的企业通过上

市获得转机，比如鸿星尔克，但也有很

多企业上市之后并未扩大知名度

扭转业绩颓势，比如2007年在

新加坡上市的“野力”牌运动鞋服生

产商中国体育国际有限公司，2009年

在加拿大上市的猛士达鞋业，2009年

5月在韩国交易所上市的鸿星沃登卡

(Worldcape)等。

很多中小企业纯是为了资本运作

而上市，与掮客合作，到海外买壳上

市，捞一笔就走，退市时又把壳卖回

给掮客。

为了达成上市目标，一些在草莽

时代成功打了擦边球的品牌也不得不

改头换面。比如2004年成立的艾迪耐

斯2009年7月在马来西亚上市，上市之

前，品牌更名为德意志高峰(GERTOP)

，公司更名为星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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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国 经 济 学 家 指出，人民币 可 望 在 5 年内

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

权”(SDR)一揽子货币的一员，10年内接近

完全可兑换，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人民币将削弱美国的

全球主导地位，但不会取而代之。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2月7日就人民币国际化举行研

讨会。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高级

教授埃斯瓦.普拉萨德(Eswar Prasad)作出这样的论断。 

普拉萨德指出，中国是世界6大经济体中，其货币唯一

没有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但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已

取得进展，主要表现在，中国推动国际贸易以人民币结算;

放松人民币跨境汇款限制;允许香港和大陆外资金融机构

发行人民币债券;允许特定银行提供离岸人民币储蓄账户;

建立与其它外国央行的本币交换业务等。虽然这些步骤范

围还有限，但香港为中国在不完全开放资本市场情况下提

供了试验平台。 

这位金融和贸易专家分析，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

前景受5大因素影响： 

★ 经济规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球10%，贸易占9%

，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 资本账户开放。中国已经选择性地放松资本进出的限制，

其资本账户事实上已更加开放，但仍有广泛的限制。 

★ 汇率灵活性。中国仍然实行严格管理的汇率制度，但随

着资本账户更加开放，汇率管理也更加困难。 

★ 金融市场发展。中国金融市场深度依然不够，政府和公

司债券市场尚未发育。 

★ 宏观政策。中国显性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低

于多数储备货币国家，近年通胀率也维持于温和水平。 

曾任IMF中国部主任的普拉萨德预期，鉴于其经济规

模和影响力，中国政府正采取“有中国特色的资本账户自由

化”的独特方式，今后5年的目标是有大量“软控制”的资本

账户开放；5年内人民币会被纳入IMF的特别提款权一揽子

货币中，为此IMF将调整SDR组成货币的标准，因为“现在

IMF需要中国的程度超过中国需要IMF”。 

普拉萨德表示。虽然中国快速发展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在

国际上使用，事实上有些国家已经将少量人民币作为其储备

货币，但金融市场发展水准不够是人民币获得国际储备货币

地位的主要限制因素。他说：“今后10年内人民币将非常接近

完全可自由兑换，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人民币将开始

影响甚至削弱美元的主导地位，但不会取而代之。”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非执行主席罗奇(Stephen Roach)在

研讨会上表示，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他说：“

完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储备体系的日子在某个时候，也许

在今后5到10年会走到尽头。” 

前美联储副主席、英国央行金融政策委员会委员科恩

(Donald Kohn)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是“双赢”，符合美中和

全球经济利益，美国应积极鼓励中国实现这个目标，但人民

币不可能很快取代美元的主导地位。

美学者：
人民币10年内成国际储备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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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

面建成后，双方医药商

品关税大幅下降，医药

贸易正在以年 均20%的速 度稳步增

长，东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医药贸易

伙伴。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

长孟冬平指出，马中双方在经济上具

有很强的同一性和互补性，两国的医

药保健产品贸易的蓬勃发展已经充分

证明了这点。

孟冬 平 是 于2月2 0日在 吉隆 坡

InterContinental酒店举行的“中国国

际健康产品展览会推介会及中马医药

企业对接会”上发表这样的谈话。马

中经贸总商会是这项活 动的协 办单

位，共有40多家企业代表踊跃出席这

项活动。

受邀出席这项活动者包括马中医

药保健商会会长陈凯希、马来西亚华

人药业出品厂商公会会长王绍荣、马

来西亚直销业公会会长吴晋安，马来

西亚农业发展局研究员陈春生博士，

著名企 业 海 鸥 集团、余 仁 生有限 公

司、怡保的文强药厂和槟城的义合豆

蔻厂等。

这项活 动也 获得中国中央电视

台、新华社、中国新闻社、星洲日报、

南洋商报、东方日报和联合日报等媒

体的关注报道。

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览会於3月

22至24日，在中国上海国际展览中心

举办。这个展会内容涵盖营养保健食

品、天然药物、家庭复健及护理用品、

美容化妆品、养生疗法等。

孟 冬 平 指出，中国 是世界 制 药

大国，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医药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产品质量更加成熟，

新产品和技术不断涌现。2011年，

中国医药产品进出口总额733亿美元

（2200亿令吉），同比增长30%。目

前，60%以上的中国医药产品出口到

欧洲丶北美洲丶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赢

得当地企业和消费者的信任。

她也说，2009年中国已经以人民

币1000亿元（470亿令吉）的保健食品

市场规模荣登世界第二，预计2015年

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马来西亚

是中国中医药业在东盟的第四大经贸

市场。

优势互补　携手进军国际

她说，相比两国国内巨大市场需

求，中马中药贸易规模总体还比较小。

她希望在马能开拓更多中国医药保健

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医药保健进出口商会是中国

商务部所属的行业组织，2000名会员

涵盖了中国最优秀的医药生产和经营

企业。这次随行的企业包括北京同仁

堂丶中国医药集团丶东北制药集团丶天

津天力士集团丶无锡美锡贸易有限公

司、西安利君制药公司丶山东明源进

出口公司代表。

马中经贸总商会第一副会长陈友

信说，马来西亚中医药商家可以考虑

与中国企业联合生产中医药所需的原

料，以便一起打进国际市场。

他 说 ，中

国 研 发 的 人 才

多，而部份的中

医 药 原 料 这 里

也有，比如传统

的草本植物，再

加 上 清 真 医 药

这个领域合作，

那麽，马中两国

便能双赢，产生

优 势 互 补 的 作

用。

陈友信指出，一般医药产品素质

的评估和批准耗时5或10年，为了赢

取消费群对中药产品的信心，中方应

与海外的药品质量鉴定机构展开联合

评估行动。

他说：“一般年轻人都担心中医

药产品的质量问题，所以质量的鉴定

丝毫马虎不可。”

双边经贸900亿美创历史新高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政务参赞

陈德海说，中医药和养生保健品如今

广受马来西亚华社欢迎，而中国对马

来西亚的中医药及保健品出口，也保

持快速增长势头。

他指出，2011年，中马双边经贸

额达900亿美元，同比增长21.3%，创

下历史新数据。

陈参赞说：“中国和马来西亚医

药企业对接会将为双方提供一个贸易

合作的机会，也可成为彼此沟通和合

作的平台。”

n	出席对接会嘉宾，左起：陈春生博士、陈友信、陈凯希、孟冬平、林隆发、刘琰、张联兴、张志聪。

n	陈德海参赞致词。

马中医药贸易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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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跌破招股价成为惯例

红筹股在马交所受冷遇
2009年下半年，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终于迎来纯中资企业的登陆，当年7月，来自福

建省晋江市的星泉鞋材有限公司成为首家在马交所挂牌的纯中国企业。2009年和

2010年分别有3家中国企业在马交所挂牌，2011年则有一家，2012年2月再迎来另一

中国企业上市。除此之外，还有另两家中资企业以借壳的方式后门上市。这些企业的

业务涉及体育用品、鞋业、葡萄酒、进出口、服装、文具等领域。马来西亚媒体把这些

来自中国企业的股票称为“红筹股”。不过，这几只股票的表现并不理想，跌破招股

价逐渐成为“惯例”。

公司名称
股票
代号

上市背景 IPO日期
IPO

价格RM
29-2-2012
闭市价格RM

溢幅/
跌幅

星泉鞋材
Xingquan

5155 首家在马交所上市的纯中国公司，主要业
务为生产及销售鞋材

09年7月10日 1.71 0.970 -43.27

华运控股
Multi Sport

5150 第二只红筹股，华运(中国)是一家以”中国
鞋都”厦门晋江市为基地，专注於研发设
计丶制造及销售高品质运动休闲鞋鞋底的
鞋材制造商。目前公司之产品主要提供给
中国大陆各中阶运动休闲鞋品牌商，如三
六一度丶喜得龙及德尔惠等使用。

09年8月18日 0.85 0.400 -52.94

喜得狼
Xidelang

5156 第三家于马交所上市的中国体育用品公
司。喜得狼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综合性大
型体育用品品牌企业之一，致力于生产跑
鞋、滑板鞋、休闲鞋、篮球鞋、网球鞋等运
动鞋与服装、箱包及配件一体化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

09年11月11日 0.58 0.395 -31.90

KStar运动
KStar

5172 K-Star运动是一家投资控股公司，并独资
持有福建省晋江市帝星塑胶鞋业公司，后
者最初参与生产鞋底和帆布鞋，而随后也
参与鞋类的制造设计及发行。

集团的知名品牌包括帝星（DiXing）和K-
Star，品牌名下的产品包括运动类和休闲
类鞋子。

10年6月4日 2.15 0.265 -87.67

中国欧华
China
Ouhua

5188 欧华庄园葡萄酿酒公司是欧华酒业公司和
西班牙HCB公司于1997年合资兴办，是
一家集葡萄种植、酿造、灌装为一体的专
业葡萄酒公司。公司坐落于烟台市南部的
卧龙外商投资开发区。

10年11月3日 0.60 0.215 -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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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马来西亚媒体和股市分析师

认为，在马来西亚上市的中国企业应

努力改善与投资者的关系，增加投资

者信心，改变其心目中“中国制造”廉

价却品质不佳的印象。

中资上市公司在海外交易所涉及

的丑闻，包括会计舞弊与违反上市条

规，对红筹股在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

的表现，没有任何帮助。　

虽然一些中资上市公司的基本状

况良好，而且股价相对便宜，但是，它

们就是表现欠佳。这当中牵涉到股市

投资者对中国企业的印象问题。

筹组中资企业联盟

就在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挂牌的

中资企业迎来第八家中资上市公司之

际，马来西亚中资企业联盟很快就要

诞生。

在马来西亚挂牌的中资企业目前

正筹划设立一个联盟，作为马中两国

招资及互相挂牌桥梁。这项计划也受

到政府鼓励，希望借此可强化马中两

国的投资关系，同时催化两国公司在

对方国家股票交易所上市。

已在马来西亚挂牌，源自中国福

建省晋江市的喜得狼（XDL,5156）董

事经理兼总执行长丁鹏鹏是这项计划

的统帅。

丁鹏鹏希望这个联盟可协助更多

中资公司到马来西亚来挂牌。

纵观东南亚各国，马来西亚是最

理想的挂牌平台，因此该联盟组织起

来后，也会协助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到

马来西亚上市。

丁鹏鹏坦承，中企要吸引投资者

注意并不容易，尤其之前一再传出在

新加坡、香港、加拿大和美国等地上

市的中国公司爆出会计丑闻事件。

因此，在马来西亚挂牌的中企公

司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对外、面向媒

体和投资者的组织，即时回应各种课

题的统一发言单位。

目前，在我国挂牌的中资企业，

超过一半都是来自晋江，因此在筹办

这个组织时也理所当然遴选晋江企业

领头。

索卓环球
Sozo

5187 山东省便利食品出口商 10年12月16日 0.80 0.61 -23.75

Maxwell 
国际Maxwell

5189 Maxwell国际是一家投资控股公司，
持有振兴鞋塑有限公司（Zhenxing 
Shoes）100%股权。振兴鞋业在中国福建
省晋江市竹书下工业区，拥有一座4条生
产线、平均年产800万双运动鞋的厂房。

11年1月5日 0.54 0.445 -17.59

华安国际 
Sino 
Hua-an

2739 借壳上市，前身为安达控股，由中国华安
国际倒置收购。华安国际有限公司是一家
特别用途公司，为了方便山东临沂烨华焦
化有限公司倒置收购马来西亚交易所主板
公司安达控股有限公司而注册成立。烨华
是一家在中国从事冶金焦碳生产、加工与
销售业务。

07年3月26日 0.25

顶峰控股
Sinotop

8532 借壳上市。前身为尊爵工业(JMI)，2010
年1月由中国托普集团以发股的方式来倒
置收购。

与此同时，托普集团也将在2009和2010
财政年提供不低于1亿人民币及1.25亿人
民币的盈利担保。

10年1月4日 0.10

中国文具
China 
Stationery

5214 曾经获准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后因雷曼
等经济风暴影响而将上市计划搁置。

总部在中国福建的中国文具成立于1991
年，经过了20年的努力后，现在是中国第
四大的文具生产商，目前拥有五家子公
司，三家位于中国。

12年2月24日 0.95 1.38 45.26



专栏
C

ol
um

n

孔令龙特许会计师

取
金
有
道

 去 
年 年尾，我 应毛 里求

斯 华 商 经 贸 联 合 会

(Chinese Business 

Chamber, Mauritius)之邀，出席常年

代 表 大 会 晚 宴，成 为当天晚 宴的主

讲 嘉 宾，对着当晚出席的国家 领导

人包括总统阿内罗德 l 贾格纳特(Sir 

Anerood Jugnauth)、其他贵宾以及

当地商家等，分享了我对目前世界经

济实力的逐渐东移，企业家应如何在

这个转捩点上把握商机，而马来西亚

地处东盟的中心，将是投资者进入东

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踏板等课题，发

表了看法。

这里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当天

我所谈论的一些重点。 

今天的全球化与市场经 济自由

化，颠覆了传统企业的生存模式，国

与国之间疆界的模糊，让跨国企业公

司的竞争更见日益激烈，加上日益高

企的营运成本以及不断缩窄的利润空

间，让全球进入纳米（微型）利润的时

代，而能让企业在这个时代上屹立不

倒的成功关键，就是不断地加强企业

内部的效能与效率。 

说起前些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相

信许多企业尚有余悸，加上近年来欧

美经济的疲弱不振，也让市场对全球

经济前景不抱乐观，也害怕“危机”的

再次降临。

其实，面对这么多的不定因素，

身为一名精明的企业家，首先要克服

的就是对“危机”的概念改变。 

其 实 中 文 字“ 危 机”，若 依 据

文法上来说，“危”在“机”（名词）

的前 面，是 形 容词。“危”可意 指“

危险Danger”，“机”可意 指“机会

Opportunity”或“机遇”。所以，做人

处事，在看待事物上应该看看事物的

两面。现在只要观念改一改，所谓的“

危机”也可以被理解为可以为您带来

改变现状的“机会”。

2008年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以

及近期欧洲的信贷紧缩的后果，已为

这个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带来严重的创

伤，享誉全球的企业巨头，可以在一瞬

间就垮掉了，这个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的失败所引发的国际大型企业危机，

像是“毒瘤与癌症”，迅速向世界“蔓

延”，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其深

远的影响，也让世界见证了全球经济

实力，从西方逐渐向东移的趋势。

东方世界的经济发 展传统以出

口为导向，为西方跨国企业提供了无

数在生产线 上低 成本运作的熟练员

工。2010年1月1日起，东盟-中国自由

贸易区全面落实，90%的产品实行零

关税。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消除了

区域的贸易壁垒，加强经济交流，相

互依存、互惠互利、共同携手促进经

世界经济实力

 由西向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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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与繁荣。

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结合起

来是19亿人口的大商机，因为合作与

团结 还将 抵 消其他自由贸易区的挑

战。目前，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是全

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整个自由贸易区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值达13兆美

元。

零关税降低了销售成本，也降低

了东盟产品的价格，大大刺激了中国

对东盟进口产品的消费。东盟产品也

因此持续不断进口中国，也彰显了中

国对支撑整个东盟出口市场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 

据官方的数据显示，东盟与中国

之间的贸易近年来不断地显著增加，

就2004年至2008年之间，双边贸易

额就从1,060亿美元，扩大至1,920亿

美元。2010年自由贸易协定的首个生

效年份，东盟中国双边贸易达2,930亿

美元，年成长超过3成。中国也因此成

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东盟也提

升为中国第4大贸易伙伴。

目前，东盟最需要投资的领域包

括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这些都是

增强其他经济领域生产力的至关发展

领域。其他需要投资的领域还包括促

成东盟地区大部份上下游产业链的经

济如制造业。另外，东盟较不发达国

家包括柬埔寨、越南、老挝和缅甸，也

需要外资发展基建。 

马来西亚蕴涵多样化实力

然而，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启

动，到底能为这个区域吸引更多的外

国投资上，发挥什么作用？身为企业

家，要如何进入这块区域经济体，参

与东方世界的崛起？

自从 东 盟 - 中国自由 贸易 区在

2010年全面落实以来，双方的贸易规

模成长快速。东盟已成为仅次美国和

欧盟之后，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

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

伴国。 

中国和东盟在钢铁、服装、棕油、

树胶等传 统商品贸易持 续 成长的同

时，机电产品等高技术产品所占比例

不断提高，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根据

中国海关署统计，2011年首10月，中

国与东盟贸易额达到2959亿美元，成

长25.7%，高于同期中国外贸增长速

度。其中，马中双边贸易额达736亿美

元，按年成长22%，约占中国与东盟

贸易额的四分之一。

马来西亚已连续3年成为中国在

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马

来西亚全球最大贸易伙伴。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国

家，因此它也蕴涵多样性的实力，这

也给了我们超越他人的竞争优势，包

括成本极具竞争力的高学历与熟练技

术劳动力，能掌握多种语言优势的社

会。 

另外，在全球经济都笼罩在金融

危机和自然灾害等的困扰之下，加上

大伙头痛的能源和食品物资的短缺，

多国的通胀压力加剧，以及政治动乱

相比下，马来西亚无疑是幸运的。它所

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和相对稳定的地

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虽然它也面对来

自四面八方不利的因素，但它经济基

础面，仍然企稳，并没有十分受到太

大的动荡和负面影响。 

马来西亚在2011年第一季度，经

济成长高达4.6％，第三季度的经济

增长更达5.8％，并高于市场的期望！

为了让国家经济更进一步的发展，首

相在2010年9月21日推出了经济转型

计划，并期望这个计划能将国民毛收

入，突破中等收入的瓶颈，让马来西

亚的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

许多外国投资者因此对我国的经

济转型计划深感兴趣，也因此让我国

的外来投资逐步回升。这项经济转型

计划，基本上也可说是马来西亚经济

发展的重要蓝图，是政府与私人领域

携手共建的目标，它标志着我国要实

践2020年先进国目标的经济规划的根

基出发点。 

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实行，马

来西亚的优越策略性地理位置加上其

它优势，势必能作为外来投资并再进

一步踏入这块富饶区域的中心枢纽。

企业可以通过投资马来西亚，站稳马

来西亚，利用自由贸易协定下所提供

的优惠市场地位，以及种种出口优惠

契机，包括在减少关税而节约成本等

优惠下，把握机会，赶搭东盟-中国开

放经济领域的这趟列车，或是可与中

国企业进行精明结盟，从这个庞大的

市场中受惠。 

世界发展的脚步是不可能停滞不

前，而是时时刻刻都在改变、都有变

化。原产品价格的上涨、发达国家疲

弱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

增强、美国债务评级的降级，这些是

目前艰巨的挑战，更是机会。

除了政府对促进与提供有利经商

环境须付出努力，我国私人企业家也

应该扮演重要角色、应该把握机遇，

为这个新发展与趋势 做“长征”的准

备。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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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群邑智库·2011胡润财富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大陆千万富豪的人数已达96万

人，其中，超过3成选房产投资致富。这似乎与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热衷房地产的情结

有关，他们把挣家业当成人生最重要的大事之一，而是否拥有房产，则成为是否拥

有“家业”的重要标志。

 目 
前，中国投资者的身影正越来越多地出现

在吉隆坡、较多华人聚集的槟城以及紧邻

新加坡的新山，来自中国的开发商、企业

以及个人投资者正在改变马来西亚的房地产生态。

马来西亚房地产成为中国资金新目标

事实上，中国资金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等欧

美国家的房产业一直很活跃，但这些国家目前经济或疲软

或危机的现象，让中国投资者感觉投资前景暗淡。精明的

中国投资者自然把目光转向了新兴的、成长中的经济体，

马来西亚也自然成为了中国投资者的目光聚焦地，这与马

来西亚本身的条件与政策是分不开的。

东盟国家各有各的优势，但马来西亚凭藉基础设施

的优势，成为中国企业进入东盟市场的桥头堡。并且，马

来西亚是世界第四大适合华人居住的国家，凭藉着稳定的

货币和经济条件、宜人的地理气候、人口年轻化、中文语

言通用等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到马来西亚

购置房产和居住生活。

中国目前实行房价调控政策，目标是要使中国房价“

稳中有降”。但是，由于中国庞大的城镇人口对房产的需

陈浩天
（登尼特集团董事经理）

中国人为何爱投资

马来西亚房地产

56 2012/03

专栏
C

ol
um

n



专栏

C
ol

um
n

求巨大，专家预计，中国今后30年内房地产的需求都属于

刚性需求期，中国房价降幅不会太大。

中国人投资马来西亚房地产的优势

这样的形势，对投资者而言，会在政策调控与市场的

夹缝里进退维谷；对购买者而言，实际上也不大可能从根

本上减轻他们的负担。因此，会有不少开发商、企业及个

人投资者，开始考虑到国外进行投资。

根据厦门的晨先生说，马来西亚最吸引他置业的理

由，是马来西亚房产的永久产权。这相对于只有50年或70

年产权的中国房产，更能给他安全感。而且马来西亚的房

产投资额总价不多，首付较少，甚至可以贷到高至70%甚

至80%的贷款额度，仅需首付30%，投资门槛较低，且都

为精装房，还有免费车位，可节省装修成本，加速现金流

动，提高投资回报。

另外，来自中国温州的张总表示，马来西亚房地产市

场易贷易租、回报率高。相比中国繁杂的贷款手续，马来

西贷款手续相对简单。因马来西亚大多为旅游城市，其出

租回报率稳定且较高，像吉隆坡，这一区域的房产投资年

回报率普遍达到6%至10%。

完善的体系也是吸引中国资金的一个重要因素。马

来西亚政府通过一系列服务和计划积极鼓励与支持海外

投资，房地产交易已形成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在马来西

亚买房，买家签订正式合同后，首付款打入买家指定的律

师信托账户，开发商、买家、律师任一方无权动用，专款专

用，直到房屋产权证、质检证、合格证全办理完毕。经买

家律师审核通过的合同以及预付款会在审核完成之后转

交至开发商所委托的律师处。卖家律师确认无误，再通知

买家办理房款过户手续，此时买家已拿到正式的产权证。

因此，开发商不会携款而逃，若开发商不按期合格交楼，

一分钱也收不到；而买家也无任何损失，将收回全部首期

付款及利息。

移民投资：“马来西亚——

我的第二家园”侨居计划

马来西亚移民是马来西亚政 府为吸引外国资金、促

进旅游、发展经济而出台的一项移民政策，又称“马来西

亚——我的第二家园”侨居计划。 

“马来西亚— —我的第二家园”计划是马来西亚政

府推出的政策，允许和鼓 励外国人在马来西亚长时间居

住。此项计划于2004年2月28日推出，以其简洁的申请方

式，快速的审理周期，以及申请者获批准后可得到的优厚

待遇，引起了广泛的回应。获得此项计的批准者，将获得

马来西亚政府批准的10年居留证。持此证件，投资定居者

可在有效限期内无限次出入马来西亚。此项计划对申请人

在有效期内是否留居马来西亚，以及留居长短没有任何的

限制，是一项灵活度极高的定居项目。

相对于欧美国家动则百万、千万的资产要求而言，“

我的第二家园”移民计划非常简单，具备条件的申请人只

需要在马来西亚存入至多30万马币的个人存款，即可获得

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身份，在马来西亚定居和投资可享受政

府的多项优惠政策。申请人可以投资于马来西亚政府批准

的投资基金或合适的商业项目。不久前，来自深圳的陈女

士，60天内就办妥了第二家园的申请手续，长期在马来西

亚居住了。

委托代理公司代买、代租、代售

马来西亚房地产市场相对成熟规范，有健全的法律

制度，信息公开透明，开发商诚信度较高，专业律师维护

业主的利益，能够最大限度降低购房者风险；同时，物业

管理人性化、水准高，房屋保值情况良好，房产出租容易，

管理规范。因此，投资者可长年委托代理公司负责代买、

代租、代售。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政府从2010年1月1日起，允

许外国人购买马来西亚的任何财产（马来保留地除外），

但规定外籍人士所购买的马来西亚财产必须价值马币50

万令吉及以上。

任 何投资都要经过认真考察研究、谨慎对待的。对

于那些对马来西亚还不甚了解，甚至完全陌生的中国开发

商、企业以及个人投资者，可以借鉴目前一些大的中国企

业初到马来西亚时的做法，找一家值得信赖的公司，对在

马来西亚投资或者开办公司做前期的调查与全程辅导；或

者，参加专业机构举办的马来西亚投资考察团，亲自过来

考察马来西亚的投资环境之后，再做是否投资的决定。详

情可电邮 tannetpropert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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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家族企业延续计划 李国源硕士

粉碎富不过三代紧箍咒

 最 
近，白手兴家，在马来西亚商业杂志4 0

富豪排名榜居第13位，创立企业王国成

功集团的丹斯里陈志远，卸下该集团最

核心的旗舰公司——成功机构（Berjaya Corp）的主席棒

子，不再扮演积极企业角色，宣布退休，并由其长子，也是

成功机构行政总裁的陈永钦同时兼任主席职务，企业迈

入第二代领导。 

根据资料，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份有关家族企业的

研究报告显示，全球的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4年，大

约30%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传到第三代的家族

企业不到13%，三代以后的家族企业更减少至5%。德国

的“创造、继承、毁灭”这三组词句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富

人们面对“富不过三代”的困境。

家族企业平均寿命24年

中文也有另一句俗语可以解释“富不过 三代”的原

因，那就是“创业容易，守业难。”由此可见，就算生意多

兴旺，若没有完善的财富转移计划、训练有素的接班人、

企业精益求精的态度等，也难保企业的阵亡和财富的萎

缩。

亚洲的家族企业信手拈来就有日本的松下、韩国的现

代、马来西亚的杨忠礼机构、云顶集团等等。但是，不是每

个家族企业都能在几十年或几百年后仍在市场上占一席之

地。所以，家族应当做好财富管理规划，当中规划包括了

以下：

(一) 家族成员的利益安排， 

周全的企业财富规划

人是企业的推手，没人才，就没有稳健发展的企业。

企业从小到大，都经过初创、成长、稳定的阶段。往往企

业家忙于发展企业，忘了人生风险，比如死亡、残废、严重

疾病等，一旦这不幸事情发生，谁是股权的拥有人？股权

受益人真的能延续下去吗？现有的股东能满意吗？引起家

属与其他股东之间的争执？造成不愉快及诉讼问题等？

很多本地华商还是希望孩子能继承父业，把企业发

扬光大。所以，他们都会尽量为孩子铺路。在这过程中，

很多华商已开始聘请专业经理人，配合孩子打理公司的生

意。财富的循环包括了财富创造、累积、保障、保值和分

配，很多家族企业只着重在如何创造、累积和保障财富，

却忽略了财富保值和分配的重要性。若企业家或其继承

马中经贸总商会中央理事
马来西亚金融顾问公会副会长
多家报馆的经济财经理财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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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没有将资金投入在可以对抗通货膨胀的投资工具中，

就算再多的财产，也无法获得增值或保值。也有在财富分

配中不够完善，造成企业内部股东出现分歧，最后企业分

裂。赚越多，缴的税也越多。所以，税务规划的作用是，企

业的资金不会因为缴纳过高的税款而大幅度减少，善用节

税、税务优惠，以做到税税平安。

有些家族成员在创始人去世后，即结束掉生意或出售

企业的股票，这也是缺乏继承规划的后果。当家族生意延

续到第二、第三代后，所牵涉的人、事、物也越来越多。若

创始人没有进行继承规划，继承人的能力可能会受到家

庭成员或股东们的质疑和不信任，进而形成“孩子不如父

亲”的观念。这不但造成家庭纠纷，更影响企业的运作和

成长。

为此，企业可选择用

信 托 架 构 的方 式去 建 立

家族股权，以避免股权持

有人因自身的需求而拖垮

家族企业，并有效地掌控

家族的生意和财富。对于

太 年 轻 或 经 验不足 的 继

承人，信托架构则帮助他

们 按 部 就 班 地 接 手家 族

生意和财富，而也可以在

家族慈善里，流芳百世。

家族信托作为传承家族财富的一种方式，在欧美已

经比较普遍，而在亚洲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很多企业家也

纷纷设立各种家族信托，期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家族基

业长青，永续经营。家族信托具灵活性有很多好处，并有

多种免税功能，通过信托来进行的财富分配基本上不牵

涉征税。例如：它可以避免富豪未成年的后代太早接手巨

额财富，最终沦为花天酒地的“败家子”；也可交由于有金

融财富管理机构在掌管和负责家族财富的投资管理，以

让专家管理，财富继续增长。

信托架构的规划，能将家族的大部分财产都由家族

信托所控制，通过信托对家族成员进行分配的原则与步

骤：家族信托的收益将用来满足每个家族成员“合理分配

的需要”，并不是个人财富的来源，一切都由立信托者来

控制，又名为“家族财产分配摇控器”，摇控着家族生意

投资以及慈善捐赠事业，以望能打造百年基业。

(二) 建立财富理财的教育

若继承人因缺乏经营、理 财知识而挥霍无度，如早

前曾经入狱的希尔顿 酒店集团继承人芭莉丝.希尔顿 般

狂购名牌、开豪华派对，家族企业就迟早败在她的手里。

因此，父母应从小培养孩子的财商，让他们明白金钱的来

源、投资的知识和企业的运作等。而在信托规划里，就能

设立管制财富的种种限制。

香港首富李嘉诚就对他的孩子采取了严格的态度，

除了限制物质的享受外，孩子在求学时所动用的银行 储

蓄，都必须先向他汇报。如今，李嘉诚的两个儿子，李泽钜

和李泽楷已是商界的风云人物。从小培养正确理财观念，

商业道德观，以免财富迷

惑，而导致成为败家族。

在欧美国家，甚至犹

太人民族，理财观念早已

深入人心，然而在中华民

族国度里，许多家长依然

避讳和孩子谈钱的问题，

对钱的错误种观念，钱是

肮脏的，总不让孩子太早

接触金钱，担心会对他们

造成负面影响。理财教育

不仅是一种生存教育，更是一种素质教育，教会孩子正确

对待金钱、合理运用金钱，会让孩子受益一生。

中华民族的家文化讲究以和为贵，以家为中心，或许

对于中华的企业家们来说，除了学习西方的家族如何设立

家族信托，也更加花点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言传身教地

教育自己的下一代，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的家庭，共存共同

的生活理念。

总而言之，家族企业面对着急速变化的经济、国际化

的竞争等各种挑战，企业若想世代相传确实是不容易的

事情。因此，家族企业应摒除老套的思想，面对商业传承

问题，因好好规划，将企业现代化、继续创造品质优良的

产品和服务，以及不断栽培继承人等，就能事半功倍了。



马来西亚高庭执业律师
马中经贸总商会中央理事
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国际贸易的

基 础 知 识罗章武律师

法律专栏

 中 
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是马

来西亚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国。

无论是有意进军中国庞大市场，要进口中国价廉物美

商品的马来西亚商家，还是要以马来西亚为东盟跳板，出口

到清真市场，或者是进口马来西亚特色产品的中国客商，都

应该对国际贸易合同的订立、付款方式、国际贸易惯例和贸

易术语的基础知识有所了解。

在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可以通过口头、电讯等方式洽

商，就各项交易条件取得一致协议后，买卖双方的合同关系

就成立。签订一份正式的书面合同，可以成为合同成立的

法律证据和作为合同履行的依据，让买卖双方有明确的权

利和义务。合同的名称和格式的繁简并没有统一的规定。

在国际贸易合同中，完整的合同要有争议解决条款，

应包含合同实体法(governing law)的约定，因为纠纷涉及

至少两个国家的当事人。双方当事人由于对本国法律比较

了解，通常都希望选择本国法为实体法。如果双方不能达

致协议，那就选择第三国法律作为实体法。第三国法律体

系应当是中立的、可预见性的、易理解的。接着，双方还须

订下提交仲裁条款，包含选定仲裁委员会、仲裁地、语言和

费用等。

在国际贸易合同中，重要的商品条款包括

商品的品名条款：在国际贸易，看货交易的情况较少，一

般凭借对货品品名或描述来确定。

商品的品质条款：品质决定商品使用效能，不可忽略。

商品的数量条款：买方可以拒收超额部分，也可以拒收分

批发货。

商品的价格条款：通常列明单价和总值及价格术语。

如果卖方交付的货物不符合以上约定，买方有权索

偿，甚至拒收货物或撤销合同。

此外，由于买卖双方相距遥远，货物从启运地到目的

地，要办理很多手续，支付各项费用，还有承担运输过程货

物丢失的风险。买卖双方各自承担的义务，有必要明确的划

分，各种术语因而产生。

比较常用贸易术语是FOB和CIF两种。

FOB是Free on board的缩写，即装运港船上货。意思是

卖方须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在指定的装运港将货物交到

买方指定的船上，并负责货物越过船弦为止的所有费用

和货物损坏的风险。

CIF是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的缩写，即成本、保险

加运费到指定目的港。意思是卖方负责租船订舱、支付

到目的港的运费，并在规定的装运港和期限将货物装上

船上，装船后通知买方。卖方也负责安排从装运港到目的

港的货运保险和支付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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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贸易合同中，买卖双方最注意的莫过于结算的条

款。

国际贸易的结算，以汇款(remittance)、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和银行保函(Bank Guarantee)最常见。

汇款是最快速、操作简单、成本低的付款方式。但是，“ y

先款后货”还是“先货后款”对买卖方各有贸易风险，双

方是以对方的信誉为基础。

信用证适用于对彼此信用不了解的交易双方。开证行一 y

旦开出信用证，只要受益人（即出口商）在规定的期限交

出相符的单证，开证行就必须履行付款责任。信用证的

特点是，各方处理的是单据而非货物。一旦付款后，买方

（开证申请人）发现卖方（受益人）交付的货物不符合合

同的约定，也只能有买方与买方交涉。除非买方在付款

前，以诈骗为由，向法庭提出支付令，才可以禁止开证行

付款。

银行保函有别于信用证的重要区别是在于银行保函的担 y

保行，凭受益人提交的违约声明或索赔书付款，使用范围

非常广。同样的，如果可以证明卖方诈骗或有不当行为，

买方应向法庭提出支付令，才可以禁止银行保函的担保

行付款。

由于信用证操作复杂，所以在此多加注解。

信用证的主要的当事人有四方。开证申请人通常是

指进口商或买方，他填写开证申请书并签字，请求往来银

行开出以国外出口商或卖方为受益人的信用证。受益人

(beneficiary)是信用证上所指定的出口商或卖方。开证行

(issuing bank)是应开证申请人的请求代表申请人开出信

用证的银行。通知行(advising bank)是应开证行委托将信

用证通知给指定受益人的银行，往往是出口商的银行。通

知行的责任是审核信用证表面的真实性和开证行的资信状

况。如果出口商直接把信用证寄给受益人，受益人应把信

用证拿到银行，以证实信用证的真实性和开证行的资信状

况，以免上当受骗。议付行(negotiating bank)是指由开征

行指定的愿意购买该信用证项下的汇票或单据的银行，往

往是通知行担任议付行。

信用证结算的业务流程涉 
及以下的环节：

⑴ 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并同意使用信用证结算

⑵ 进口商提出开证申请

⑶ 开证行开信用证给出口商所在地的通知行

⑷ 通知行核对信用证，通知受益人

⑸ 受益人备货装运，并取得单据

⑹ 受益人备齐单据，在信用证有效期内交给议付行

⑺ 议付行核对单据无误，押汇给受益人

⑻ 议付行将汇票和单据寄给开证行索偿

⑼ 开证行核对单据无误，偿付给议付行

⑽ 开证行通知进口商付款

⑾ 开证申请人向开证行付款赎回单据

⑿ 开证申请人凭单据向船公司提货

互联网世纪的到来，给商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方便，

要货只要上网搜，不需费太大的劲。但是，互联网也给诈骗

者制造了行骗的温床。笔者接获多宗受害商家被诈骗的投

诉，受害者往往忽略了一些基本的调查工作或普通常识，

因此蒙受少则数千元，多则百万美元以上的经济损失。诈

骗的手法最普遍的莫过于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货价请君

入瓮，受害者利欲熏心，心荡神迷，贪小失大，反而得不偿

失。

买家选择供货商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核实供货商的登记注册证件，但是电脑科技可以以假乱 y

真，防不胜防。

核实接洽人与签约人的真实性，通过网上订货，和不曾谋 y

面的卖家交易风险非常高。

地址是否存在，诈骗者往往用虚假的地址，只用手机和 y

邮箱，没有固定电话。

付款方式； y 在国际进出口业务中，一般是以信用证方式结

算货款，如果卖价提出要求预付超越正常10%-30%的

现金汇款，买家不得不提高警惕。

交易的合理性： y 如果卖家能够大量供应所在地不生产的

货品或原料，值得怀疑。

交易的合法性： y 来源可疑或违反法律的货物

买家应该留意以上的细节以防受骗。如果涉及款项

大，买家更要谨慎，在交易付款之前，应该咨询所在国大使

馆或委托有经验的专业律师或机构代为调查。

如有疑问，欢迎来邮：cwloh@cwloh.com

受益人/
出口商

开证人/
进口商

通知行/
议付行

开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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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举办、马中商务理事会及马来

西亚中华总商会协调的“贸工部与华团

及智囊团之脑力激荡会议”于1月12日

在雪兰莪Glenmarie Golf and Country 

Club顺利召开。

贸工部与出席者在会议中，主要

讨论两大课题，即如何进一步吸引中

国投资者，以及如何改善国内的投资

环境。共有200多名来自华总、马来西

亚中华总商会、马中经贸总商会、七大

乡团协调委员会、各州华团代表及智

囊团的成员出席。

马中经贸总商会提呈予贸工部的

建议书如下：

1. 如何增加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及台

湾）在马来西亚的外来直接投资

为了有 效 的 达 到沟通与宣传目

的，贸工部、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以

及经济走廊发展机构应广泛采用中文

宣传册或华语宣传短片介绍我国的投

资环境与机会。

每年应组织更多的商务团前往中

国各省市举办投资说明会，以强劲攻

势招徕中国投资者。

采取下列步骤来改善我国的吸资

条件：

在面对激烈竞争之际，我国有必 X

要制定一套透明且具吸引力的投

资政策，以便能与其他国家一比

高低；

打造更开放的金融市场； X

促成马币与人民币、新台币及港 X

币的直 接 对 换，以 减 少汇率 损

失；

改善移民厅形象。移民厅作为迎 X

接外来投资者的第一道关卡，过

去曾发生几宗刁难或不合理对待

中国商家的事件。该局官员应以

友善的态度与高效的办事能力来

赢得口碑；

提高审批与发放证件之政府部门 X

的工作效率；

减少公司所得税，建议从26％降 X

至20％；

推行不分种族且公平的“一个马 X

来西亚利商政策”

减少贪污和腐败； X

确保政治和政策稳定，朝令夕改 X

往往令投资者无所适从；

拼治安，保障投资者安全； X

马中经贸总商会

献议如何引进中资

n	黄汉良（前排左4）呈交建议书给贸工部长穆斯达法（前排左5），前排左起：林恒毅、颜登逸、刘俊光、丁锦清、杨天德、李素桦。
后排左起：谢中正、李志贤、彭彦章、张联兴、杨子威、罗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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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更开放的外劳政委，引进中 X

国劳工；                                                                                                                       

马来西亚需要聚集发展高科技、

资金密集以 及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工

业，来吸引着重效能的投资者。本会

见解如下：

中国企 业已没有必 要 在我国投

资于劳工密集和简单科技的工业，因

为，在中国，类似的工业比比皆是，甚

至比我国更胜一筹。

马来西亚需要转型 至制造高科

技，而且比中国更先进的产品，方能吸

引中国投资者的眼球。

绿色工业和生物质工业是其中能

吸引西方和区域投资者的领域。

促进技术转移和研发活动。本会

见解如下：

许多技术是从先进国转移至发展 X

中国家，如马来西亚。

中国有很多技术，无论是素质或 X

效能方面，都能与欧洲媲美，而

且成本较低。

中国技术蓬勃发展，更容易获得 X

马来西亚吸纳。

我国人力资源面对的另外一个问

题是，每员工的附加价值比其它区域

国家，如泰国、菲律宾、韩国等来得

低。情形如下：

工作队伍生产力较低。 X

研发开支较少。 X

私 人界对研发活 动的参与度不 X

足，仅是停留于技术转移（购买、

营 运，但不 再进 一 步 提 升或 革

新）。

因此，通过先进技术引进外资的 X

周期并没有完成。

缺乏科学家。 X

2. 如何提高国内投资

为本地商家提供一个公平且开放 Ì

的投资机会；

提供低息贷款； Ì

建 立完善的交 通 系 统，如 轻 快 Ì

铁、地铁 、高铁、电动火车等。

3. 如何与民间团体配合

★吁请政府资助民间商会推动招 Ì

商引资的工作。

民间团体如马来西亚中国经 济

贸易总商会在促进贸易与投资方面扮

演重要角色。本会多年来已和中国各

省市政府、商贸团体和企业家，建立

了良好的关系，我国政府可善用马中

经贸总商会这个平台，招徕潜在投资

者。

目前，华人民 间 团 体 无 论在 国

内或国外协助政府招商，都是自掏腰

包，默默的付出。我们希望政府能认

同民间团体的贡献，提供奖掖或赞助

机票与住宿费用。

4. 如何发展服务业

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在提升科 Ì

技之际，同时发展国内服务业。

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区域服务中心 Ì

(例如通讯服务、教育、咨询等。)

政府应利用我国清真食品认证的 Ì

优势，积极组团参与每年在中国

举行的宁夏国际清真食品及用品

展览会、哈尔滨经济贸易洽谈会

等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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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林恒毅（前排左四）率领代表团参加第四届粤东侨博会时合照。

参加第四届粤东侨博会

广
东省政府主办，广东省外经贸厅、

广东省侨务办公室和汕尾市承办

的广东省第四届粤东侨博会暨深汕特别合

作区招商会（简称“粤东侨博会”）于2011

年12月在汕尾市举办。

“粤东侨博会”，是广东省委、省政

府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推动粤东地区改善投资环境，展

示潮汕文化独特魅力的重要举措；是广

东省政府为广大海外华商开展与广东合

作交流搭建的平台。

第四届“粤东侨博会” 以“情系四

海，瞩目粤东”为主题，海内外共800

多名嘉宾应邀出席活动，活动内容包

括项目签约、投资推介、文化展览、旅

游宣传等。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总会商也由秘书长兼青年团团长林恒毅领导17人代表

团参与其盛。团员包括：丘洁光、谢文英、彭彦彰、唐素婷、张民生、陈伽铭、龙

添仲、梁顺宝、梁家伟、林文强、郑启孟、陈国基、曾添隆、张文华、杨家财、陈寿

锦。

出席粤东侨博会期间，代表团成员也获得安排参加考察惠州市仲恺高新区

潼侨镇（潼湖华侨农场）工业园以及深圳市东部华侨城等活动。

n	团员在惠州西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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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嘉年华推动旅游业
2011年9月9日至9月16日由马中经贸登州分会协办“2011

唐人坡久久中秋嘉年华”一系列活动，成功吸引数以万

计人次到访唐人坡.在这一系列中秋嘉年华活动中，马中经

贸登州分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登州旅游局在今年把中秋

嘉年华华族庆典活动列入为州旅游活动项目，成为推动登

州旅游业发展的卖点。

从9月9日开始一连举行8天的唐人坡中秋节庆典，主

要的活动有市集、摄影比赛。汽车音响交流、免费流动诊

所、粤剧、美食展卖、街头综艺游戏、燃放孔明灯，及放

烟花等一连串闹哄哄的节目，马中负责重头的大型表演

活动是在9月16日的“马中之夜”演唱会，大会特别邀请了

ASTRO五位冠军歌星献唱，吸引了登州数以万计各族子

民、各华团领袖及游客参与盛事，出席的特别嘉宾有马华

登州联委会顾问丹斯里拿督刘衍明、马中经贸登州分会顾

问丹斯里拿督管荣光和丹斯里拿督郑添利、马中经贸登州

分会秘书施明玉、分会副会长伍步雷、财政黄金华、登嘉

楼中华大会堂会长陈明山、副会长陈永升、建造行会长萧

志甬、潮州会馆会长姚进明、青运登州分会主席周世文及

巫统瓜登区部主席拿督旺法立等，场面热烈。

值得一提的是，在燃放孔明灯项目成功吸引各族人

民，包括游客也参与其盛，估计共燃放的孔明灯有上千盏，

把八天的庆典推上高潮，尾声燃放长达10分钟的璀璨烟花

为年度唐人坡中秋庆典画上圆满句典。

珍珠假期获颁

最佳本地旅游社奖
本

会中央理事卢国祥先生领导的珍珠假期（马）有限

公司在2011年大唱丰收，除了赢得“金牛奖”最杰

出中小型企业奖，以及广西桂林旅游贡献奖之外，更获得

马来西亚旅游部举办的马来西亚旅游奖，荣获最佳本地旅

游社奖。

珍珠假期（马）旅游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9月6日，

公司拥有40辆游览车车队，数目尚在与日俱增中，员工总数

多达123人，在亚太区和世界各地分布有广泛的附属机构和

人脉网络。 

珍珠假期曾荣获多个奖项：2007年中小型企业卓越成

就奖；2008年金牛奖（十大杰出奖），2008年最佳服务奖。 

珍珠假期落力为顾客提供无懈可击的多元化服务，不

断致力改善服务质量，秉持“以客为尊”的企业至理名言，

立意成为本行业热门首选的旅行社。

珍珠假期的雇员训练有素，不遗余力为顾客服务，全

心全意信守承诺，确保公司的营运基本建设、系统以及与

供货商维持的良好关系能让顾客心满意足。

珍珠假期的入境部打开了马来西亚门户给予全世界。

派遣专业导游率领游客旅游、安排度身订造的行程，适合

不同难度的要求。珍珠假期的宗旨是为全体顾客提供物超

所值，平易近人的游览服务。

n	卢国祥(后排左二)与国家元首及元首后及得奖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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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州元首出席

金德昌新春联欢会
马

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兼沙巴分会会长

拿督刘国城经营的金德昌有限公司于天

公诞（农历正月初九）前夕，举办庆祝成立75周

年及新春门户开放，获得沙巴州元首敦朱哈马希

鲁丁及州元首后杜藩诺丽达，商界翘楚，以及马

中经济总商会沙巴分会会员前来共欢共庆。

出席者还包括沙州副首席部长业资讯及

资源工艺部长拿督于墨斋伉俪、州助理地方政

及房屋部长拿督杨爰华伉俪、沙巴独中董总主

席丹斯刘瑞发、沙巴木材业公会主席拿督方友

铨、华侨日报社长拿督叶参、屋业发展协会主

席拿督黄小娟、马中经贸总商会沙巴分会副会

长刘顺泰、副秘书刘威泽、公关廖志国。

这项活动也安排龙狮队及以亚庇建国中

学华乐团表演助兴。

n	左起：叶参、于墨斋夫人、刘林素清（刘国城夫人）、州元首后杜藩诺丽达、
州元首敦朱哈、刘国城、于墨斋及刘瑞发恭祝各界新春快乐。

	 沙巴州元首与夫人（前排右四及五）、刘国城、于墨斋、刘瑞发向各界祝新
春快乐。

业等的发展，更是可观。近年的改革

开放，亦让扬州这个滨江的城市，得

到突破性的发展。如：大众汽车设立

了可年产30万部汽车的装配厂；去年

到扬州市观光的旅客已突破1000万人

次；透过重新划分，扬州市的城市面

积由1000平方公里扩增至2300平方

公里，人口由108万增至230万。这些

都对扬州市发展的利多，亦能对于到

扬州市投资发展的马来西亚厂商提供

极优的利商环境。

张静秘书长亦指出，现今扬州市

的整体条件都相当成熟，超过百年的

美景就有上百处，而中国的四大菜系

之一的淮扬菜系，就是源自扬州市。

所以也期待大家以后到扬州市亲身体

验。

出席交流会的还有马中经济贸易

总商会副总会长丁锦清、中央理事包

久星局绅和李国源。

江苏省扬州市海外交流协会

江
苏省扬州市海外交流协会副会

长方军和秘书长张静，于3月7

日到访我会。方军和张静也是扬州市

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和外联处

处长，此次来访，由马中经济贸易总商

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主持接见。

拿督黄汉良总会长欢迎方军副会

长一行人的到访时表示，中国近十年

来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贸的影响之

重大，由大家对中国今年的第十八届

人大会议发展的关注和报导程度，就

可略见一二。除此之外，中国也在去年

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

提到扬州市近来也是发展得十分

火热，黄汉良认为，若长江大桥一旦

建峻，对经贸交流更是有利。

方军副会长提到，再过两年即是

扬州市建城2500周年，而且扬州自汉

代以降，已是名城重镇，在战略和经

济方面，影响甚重。特别是在清代，其

税收为全国税 赋的1/4。加上其位处

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对运输业和盐

n	方军(左二)移交纪念品给黄汉良(左三)，左起：张静、丁锦清、包久星、李国源。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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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居环境协会中国区项目合作部副主任林建于12

月16日率领5人代表团拜访本会，由本会副总会长刘

俊光主持接待。

林建指出，亚洲人居环境协会是一个非政府、非盈利

的学术组织，致力于推进人居环境建设领域的合作。该协

会自2004年2月在香港成立以来，得到联合国人居署、世界

绿色建筑协会、世界景观规划协会、欧盟人居署及世界各

国的大力推崇。目前除了香港总部之外，该协会在北京也设

有联络处，其成员主要来自中国（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地

区）、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和地区。

他表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各个

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影响和联系日益紧密。人类所面临的一

些重要问题，例如人口爆炸、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城市人口

两极化等，使得人们日益认识到，只

有构筑全球化的生态、经济、文化与

社会的体系，才能有利于人类的生存

与发展。

他说，日本福冈是亚洲人 居环

境建设与发展研修基地，今年11月，

以“生活环境与城市复兴”为主题的 

“2011亚洲都市景观奖”颁奖典礼在

福冈市召开，获得100多位来自日本、

中国、韩国、泰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

从事城市开发、规划、建设、管理等

领域的专业人士出席。

代表团此行主要是来考察及研究马来西亚的人居环

境，来访成员包括山东鑫乐居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卜

令琪、常青藤伟业国际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江合以及新加坡宝路集团董事长助理张中懿。

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表示，随着世界城市

人口不断增加，各个国家在基本设施、垃圾及水电等处理

方面，都需要有专才来处理。

他说，在这一方面，马来西亚还需要向中国、韩国等国

家学习，例如发展再生能源、处理工业废料等。

参与交流的本会领导包括副总会长颜登逸、青年团理

事谢中正以及林恒谅。后二者过后陪同代表团前往马来西

亚政府行政中心－布特拉再也观光、考察。

亚洲人居环境协会

马中国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表示，马来西亚

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接连带动与广东省的

经贸互动，希望这种关系能够一直维持下去，以增加两地优

势互补及合作。

他指出，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首10个月，马中两国

双边贸易额达736亿7000万美元，同比增长22.1%，估计全

年将突破800亿美元。

“广东省方面，截至今年1月至9月，马广双边贸易额为

161亿310万美元，同比增长20%。”

黄汉良是于12月19日在会所接待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厅代表团时说：“马来西亚向广东省出口逐年增长，从

2008年的95亿488万美元、2009

年的99亿5900万美元至2010年的

130亿3200万美元，占了向中国出口

总额的26%。去年马来西亚向广州

出口的产品主要有铜、铝、天然气

及石油、电子机械、塑胶、化工原料

等。”

广东省政策科学研究会会长吴

茂芹表示，广东向来重视与东盟之

间的经贸投资及发展，随着去年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广东企

业更是加快到东盟进行资源开发的

步伐。

他说，去年，马来西亚与广东省的双边贸易额在东盟

国家中占居第一，因此他希望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能与马中经贸总商会在信息上建立快速的通道及互动，协

助两地企业共谋合作，扩展商机。

代表团成员包括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研究所高

级经济师兼研究部长汪田姣、人事教育处科长沈建波、广

东省政策科学研究会办公室主任朱小媛、研究会研究员孙

春明及发展研究所中级经济师朱昭瑜。

出席交流的本会代表包括副总会长丁锦清及刘俊光、

中央理事张联兴、包久星及执行秘书周美馨。

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接待代表团

n	亚洲人居环境协会代表团与本会领导交流后互赠纪念品。左起：张中懿、卜令琪、 
江合、林建、刘俊光、颜登逸、林恒谅、谢中正和周美馨。

n	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与本会领导交流后互赠纪念品。左起：孙春明、朱昭瑜、	
沈建波、朱小媛、汪田姣、吴茂芹、黄汉良、丁锦清、刘俊光、包久星及张联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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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博览会／交易会 地点 网址／电邮

4月15至5月5日 第111届广交会
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展馆 www.cantonfair.org.cn

5月10至12日 2012第8届中国（广州） 
国际食品饮料展

广州-琶洲保利世贸 
博览馆

www.cifexpo.org

5月18至20日 第7届中国中部投资贸博览会 湖南长沙 expocentralchina.mofcom.gov.cn

5月27至30日 2012侨商北京洽谈会 北京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

www.bjqb.gov.cn/forepageview/yhwl/
hdcx.jsp

6月6至10日 第2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云南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www.kmfair.org

6月8至11日 第11 届中国国际日用消费品博览会
浙江宁波国际会议 
展览中心 www.cicgf.com

6月10至12日 第3届物流装备与信息化展览会 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展馆

www.chinalet.cn

6月15 至19日 第23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 黑龙江哈尔滨 www.ichtf.com

9月1至5日 中国－亚欧博览会 乌鲁木齐-中国新疆 
国际会展中心

www.caeexpo.org

9月1至6日 延边中国朝鲜民俗文化旅游博览会、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waishiban.2007@163.com

9月6至11日 第8届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 吉林长春 www.neasiaexpo.org.cn

9月8至11日 第16 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福建厦门 www.chinafair.org.cn

9月20日至25日 第十三届西部博览会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 
会展中心

www.westernchinafair.org

9月21至25日 第9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www.caexpo.org

10月15至19日 第112届广交会 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展馆

www.cantonfair.org.cn/cn

11月28日至 
12月1日

第九届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暨投资洽谈会

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 ciem.fairwindow.com

2012年主要博览会/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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