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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专题

Goods and
Services
Tax

问：为何政府要实施消费税？

答：实施消费税配合政府税务改革的计划，以加强税务行

政管理的效率、效能与透明度。现有的销售税与服务

税制度存在固有的弱点。下表说明现有税制的固有弱

点，而物品与服务消费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简

称“消费税”或“GST”)如何克服这些弱点： 

 这 
几年来，马来西亚欲实施消费税(GST)皆“只

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然而，财政部副部

长拿督林祥才接受《马中经贸》专访时斩钉

截铁地说：“消费税势在必行，只是迟早的问题。”

受询及这会是三年或五年大计时，他表明：“不会拖到

那么久，应该最迟会在两年内落实。”无论如何，届时政府

会给予商家至少12个月的宽限期，以适应新税制的作业。

林祥才说：“宽限期未符合消费税不会被罚款，过了宽

限期才会被罚款。”

要实施消费税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政府，二是商家，

三是消费者。林副部长透露，政府相关方面已在最后的准

备阶段，他也相信消费者大致都明白我国迟早都需要实施

消费税。

现在反而是身为税收代理的商家，对于如何执行的细

节不甚了了。商家们，尤其是中小企业不太明白，需要安装

哪些电脑软件系统，以及如何去因应这项新税制，这是确

保消费税制成功实行的一个关键环节。

然而，政府会尽量去教育商家，因为各行各业，例如建

筑业、制造业等在作业程序上都有所不同，也会需要不同的

软件系统，政府将邀请电脑公司加入，以协助商家过渡到

消费税电脑系统。

他相信，诸如马中经贸总商会之类的商会组织，在协

助政府教育商家方面，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商会的会

员可透过商会更了解消费税，而这一期《马中经贸》制作消

费税专题，正是秉持要传播正确资讯的理念，让会员与读

者更深入了解消费税这个税制。

以下是林副部长就《马中经贸》针对消费税所提出的

提问的访谈精华：

文 / 张秀芳

林祥才：

 GST势在必行

销售税与服务税 物品与服务消费税

层叠征税(Tax cascading)（即缴了服务税又缴销售税，或缴
了销售税又缴服务税）

透过进项税(input tax)机制剔除层叠征税

转让定价（把销售税的价值转让到行销业务，并把服务税
的服务价值转让到物品价值）

每一交易阶段分别课税，即多阶段征税，以纠正转让定价
的现象 

出口物品无法全面获税捐减免（有些销售税与服务税已纳
入外销物品的价值内）

出口物品属零税率，出口商可索回进项税

税基狭窄 税基较大

最迟两年内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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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政府实施消费税会是什么税率呢？

答：在现阶段来说，马来西亚政府还没有决定消费税的税

率。

问：一般人的印象中，月入3000令吉者，现阶段无须缴付所

得税，但在政府实施消费税过后却须缴税，这种印象正

确吗？

答：这种印象并不正确，因为所得税和消费税是两种不同

范畴的税务。所得税是根据收入所得来缴税，而消费

税则根据消费物品与服务来缴税。目前，这些不需要

缴所得税的人，在消费时也有缴付销售税与服务税。

只是很多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所购物时所付的价钱，

其实已包含了销售税与服务税。事实上，实施消费税并

不会对月入3000令吉以下者有什么不同，他们同样需

要为所消费的物品与服务缴税。

问：政府会在何时实施消费税？政府不断展延落实日期，到

底是有什么问题？

答：政府还没有决定在马来西亚实施消费税的确实日期。目

前政府正积极地推动醒觉运动，力求让商家和人民了

解消费税的概念和机制。政府希望看到商家和人民都

了解消费税的影响，以便这个机制一旦落实可顺畅地执

行，而人民也会接受这个新税制。正因如此，消费税的

实施日期被展延了。一旦要正式实施消费税，政府会让

工商界有充足的时间去做好准备，至少会给12个月宽

限期。

 无论如何，林副部长不认为落实消费税的日期会是遥

遥的三至五年计划，而是应该会在两年内就落实。

问：所有的商品与劳务都需要缴付消费税？包括地产，尤其

是人民基本需要的住宅产业？

答：原则上，所有在马来西亚生产的物品与服务皆须缴付

消费税，包括进口产品。然而，一些基本粮食，例如米、

糖、面粉、食油、蔬菜、鱼、肉、蛋与必需的服务，例如

保健与私人教育、公共交通、住宅产业和农业地无须缴

付消费税。尤其是住宅产业的出售与出租，无论是否是

第一次，都无须缴付消费税。这些豁免措施是要确保实

施消费税，不会加重低收入族群的负担。

问：消费税会否导致通货膨胀？

答：财政部曾对95个行业的729种消费品和服务进行“价格

冲击研究”，以探讨实施消费税会带来的冲击。这些研

究结果显示，若以消费税率为4%计算，消费价格指数

预料会增加0.6%。根据澳洲、新加坡与其他有实施消

费税的国家的经验看来，预料只在实施消费税的第一

年出现一次性的通货膨胀效应。接下来几年预料不会

再造成物价上涨。

 有鉴于意识到某些物品与服务可能会因而上涨，政府

已采取以下步骤：

 a) 推出《管制物价与反暴利法》(2011)，授权国内贸

易、合作社与消费部监督并采取行动，对付趁机牟

利，抬高售价无良商家，以免他们牟取不正当的暴

利。

 b) 财政部，国内贸易、合作社与消费部，以及皇家关税

局紧密合作，以打击物价上涨。

 c) 寻求霸级市场合作，成为价格设定者，以确保物品

价格保持偏低。

 d) 实施消费税之前三个月，推出购物指南给消费人，以

标示有可能涨价或跌价的物品与服务。

 e) 透过马来西亚零售商协会与马来西亚连锁协会协

助，以教育商家需要检讨物品与服务的价格，以剔

除原本纳入价格的销售税与服务税。

 f) 寻求消费人协会协助，以敦促消费者别光顾那些不

合理抬高售价的商店。

问：商家可藉着消费税得着什么好处？

答：原则上，消费税并非营商成本，因为在消费税制下，已

缴付的进项税可以抵税金额（tax credit）方式索回。因

此，据估计，营商成本会减少43亿令吉，包括出口商在

进项税可节省14亿令吉。新税制有助减少营商成本，让

本地物品与服务在国内外市场更具竞争力。此外，GST

预料会鼓励守法纳税，管理者更易管理，因为这种税制

具有自我管辖功能。藉着实施消费税，政府传递系统

的繁文缛节会大幅减少。此外，消费税系统有设定一

些计划，例如特准贸易商计划、特准付费生产与保税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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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可展延支付消费税，以纾缓商家因支付进口货物的

消费税，而面对现金周转。

问：人民又可藉着消费税得着什么好处？

答：透过消费税征收的税收，政府可透过社会经济发展计

划让人民受惠，这些发展计划包括基本建设、教育、福

利、保健与国家保安。这些计划可让人民受惠，并推动

马来西亚朝向先进国。

问：与现有的销售与服务税相比，在实施消费税过后，政府

可增加多少税收？

答：政府可从消费税征收的税收，取决于消费税税率。根据

税收中性理论，消费税的税率估计为4%。若消费税的

税率为4%，因着更多人守法缴税，政府可获额外的28

亿令吉。

问：在实施消费税的过程中，政府会采取哪些措施协助中小

企业？政府是否需要更多地教育商家，尤其是中小企业 

？

答：政府已采取的措施包括：

 a) 透过与中小企业机构、中小工业协会与各行各业的

协会，政府对中小企业推行教育课程，帮助他们掌

握消费税的知识与技能。

 b) 提议设立消费税启动办事处，来进行消费税的教育

计划，其实关税局自2005年起，即定期举行公众论

坛、研讨会、业界咨询与训练计划来传播消费税的

知识。

 c) 政府也在研究一套机制，以津贴商家购买消费税会

计软件。

 d) 印有消费税资讯的传张、小册子与指南将分发给商

家。

 e) 在实施消费税的初步阶段，政府将注重咨询与合规

查帐，而不是对登记人士采取惩戒行动。

 f) 目前，政府设立了一个网站专页(www.gst.customs.

gov.my)以提供关于消费税的资讯，欢迎各界登入

浏览。

 g) 商家或公众人士可拨电关税局专线(电话：03-7806 

7200)询问有关消费税的详情。

 最后，林祥才副部长以“政府、商家、人民”三赢来形

容消费税的实施。

对政府而言，消费税可带来更多税收：

a) 与现在的销售税与服务税相比，消费税是较有效率

与高效能的税制。这将可促进守法纳税。

b) 在消费税制下，商家可索回他们购买供商业用途物

品所缴付的消费税。这将鼓励非正式领域（影子经

济）在消费税制下向政府登记，对税收作出贡献。

c) 促进守法纳税（商家保持妥善的帐目记录，以在消

费税制下索回进项税，这有助促进所得税与关税体

制下更多人守法纳税）。

对商家而言，消费税可减少营商成本：

a) 商家就索回他们购物时所支付的消费税。因此，消

费税不是营商成本。

b) 在消费税制下，政 府提出多项计划以减轻营商成

本。例如特准贸易商计划、特准付费生产、特准珠宝

商计划、保税仓库与游客退款计划等。

c) 消费税是自行估税制度。繁文缛节会大大地减少。

对人民而言，他们可享有更低的物价：

a) 消费税制下的进项税机制将大大减

少层叠征税，这是现在消费税与

服务税制度下会出现的现象。

b) 人民也可以透过零税率、豁免纳税与

进项税机制，得享较低廉的物品与服

务。政府提议让基本需要的米、糖、

面粉、食油、蔬菜、鱼、肉、鸡蛋等为

零税率，而必要的服务，例如从公共交

通、私人教育与保健、住宅产业和农业地则无须缴

付消费税。

c) 实施消费税之前与之后的三个月，推出购物指南给

消费人，以标示有可能涨价或跌价的物品与服务。

拿督林祥才总结说，实施消费税取代现有的销售税与服

务税，是我们朝向先进国的必经之路，这是势在必行的

新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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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Malaysian Government had originally proposed to 

implement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 last year but 

that plan has been put on hold. However, as Deputy Finance 

Minister Senator Datuk Donald Lim Siang Chai revealed in a recent 

interview with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Magazin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ST is inevitable, and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t will not be delayed for long, (GST) is supposed to be 

implemented within two years,” he said when asked i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ST would take three to five years. However, 

he said  the Government would give businesses a 12-month “buffer” 

period to adapt to the new tax system. 

YB Datuk Donald Lim said there would not be any penalty 

imposed within the buffer period, and penalties would only come 

into effect after this perio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ST involves the Government,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The deputy minister revealed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in the final stages of preparation. He believed 

consumers reali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ST is inevitable, and 

just a matter of time.

The issue is that businesses, which act as tax collection agents, 

lack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etails of the GST and its implementation. 

Businesses, especially SMEs, have no idea which computer software 

systems to install, or how to deal with the new tax system. That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GST.        

Thus, the Government has to educate businesses, as different 

industries, such as constr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 

require different operating procedures and software systems. The 

Government would invite computer companies to assist businesses 

in switching their computers to the GST system.

He believed organisations such as the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could play a pivotal role in assisting the Government to 

educate businesses. Its members w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GST through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Indeed, Malaysia-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magazine’s focus story for this issue 

is on the GST. The objective is to provide accurate information to 

members and readers so that they may gain more insight into the 

GST system.           

The following are highlights of the interview with YB Datuk 

Donald Lim:-

         Will Be Implemented Within Two Years
Datuk Donald Lim: it is Inevitable

Q1: Why does the Government want to implement GST?

A1:  GST implementation is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tax reform 

programme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and 

transparency of tax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The 

present sales tax system and service tax system have inherent 

weaknesses. The table below shows the present taxation 

system’s inherent weaknesses and how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ax can overcome the weaknesses.  

Q2: What is the rate of the GST that will be imposed?

A2:  At the moment, the Government has not made a final decision 

on the GST rate to be imposed in Malaysia.  

Q3: Is it true that those earning RM3,000 per month who are not 

liable to pay income tax will now have to pay tax under the 

GST?

A3: This perception is not correct as the scope of charges for both 

income tax and GST are vastly different. The scope of charge for 

income tax is based on income received by an individual whilst 

the imposition of GST is based on the 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Sales Tax and Service Tax Goods and Services Tax

Tax Cascading (sales tax on 
service tax and service tax on 
sales tax) 

Eliminate tax cascading 
through input tax 
mechanism

Transfer Pricing (transfer 
value to marketing arm for 
sales tax and transfer value of 
services to value of goods for 
service tax) 

Tax at multiple stages 
addresses the transfer 
pricing

No complete relief for exports 
(some sales and services taxes 
are embedded in the value of 
goods exported)

Exports are zero rated and 
exporters are entitled to 
claim input tax

Narrow tax base Broad tax base

GST
¢ Written by Chong Siew Fung

Translated by Neo Chee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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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Presently, those who are not liable to pay income tax 

are paying sales and service tax on goods and services which 

they consume. The issue most consumers are not aware of is that 

the sales tax and service tax element has been embedded in the 

prices of goods and services sold by the retailer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imposition of GST will not make any difference to the 

tax burden of those earning below RM3,000 monthly as they 

would have paid tax on the consumption of those goods and 

services.

 Q4: When will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 the GST? The 

Government keeps delay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GST, 

what is the main problem?

A4:  The Government has not decid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date of 

GST in Malaysia. Presently, the Government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carrying out awareness programmes regarding the concept 

and mechanism of GST among businesses and the people. The 

Government wishes to see that businesses and the rakyat are 

consulted and aware of its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so that GST 

can be implemented smoothly and the rakyat can accept the 

introduction of GST. For these reasons, the GST implementation 

has been delayed. If GST is to be implemented, the Government 

will provide sufficient time (twelve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announcement for businesses and industries to be GST ready. 

Q5: Are all goods and services subjected to GST, including 

property, especially residential property, which is a need for 

the rakyat?

A5: In principle, the GST is imposed on all goods and services 

produced in Malaysia including imports. However, certain 

basic foodstuff like rice, sugar, flour, cooking oil, vegetable, fish, 

meat, eggs and essential services such as health and private 

education, public transportation, residential property and 

agricultural land are not subject to GST. In particular, the sale 

and rental of residential houses, whether first or subsequent 

sale, are not subject to GST. Such exemption is to ensure that 

the lower income group is not burdened by GST. 

Q6:	 Will	GST	lead	to	inflation?

A6: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has conducted price impact studies to 

see the effects of GST implementation on 729 types of consumer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95 industries. The studies showed 

that based on the GST rate of 4%,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by 0.6%. As experienced in Australia, 

Singapore and other countries which have implemented GST, 

this increase is expected to be a one-off increase in the year of 

introduction of GST. It is not expected to increase in subsequent 

years.

          Realising that prices may increase for some goods and services,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the followings steps:

(a) Introduce the Price Control and Anti-Profiteering Act 

2011 to empower the Domestic Trade, Cooperative and 

Consumerism Ministry to monitor and take action against 

unscrupulous traders for taking advantage by raising 

prices and through unreasonable profiteering.

(b)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Ministry of Finance, Ministry of 

Domestic Trade, Cooperative and Consumerism and Royal 

Malaysian Customs Department to tackle price increase.

(c) Seek the cooperation of hypermarkets to be the price setters 

of goods so that prices of goods remain low.

(d) Introduce a shopping guide for consumers indicating 

potential price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ree months before GST implementation.

(e) Educate businesses on the need to review prices of goods 

and services to remove sales tax and service tax elements 

embedded in the pric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retailer 

associations, namely Malaysia Retailers Association and 

Malaysia Retail Chain Association.

(f) Seek the cooperation of consumer associations to 

discourage consumers from buying from outlets which 

arbitrarily increase prices.

Q7:	 What	benefits	do	businesses	gain	from	GST?

A7: In principle, GST is not a cost to business as the GST paid on 

the business inputs can be claimed as tax credit.  As such,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cost of doing business will decrease by 

an amount of RM4.3 billion inclusive of a saving of RM1.4 

billion by exporters on their business inputs. The reduction 

in business costs will make the loc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more competitive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In addition, the GST is expected to improve tax compliance 

and is easier to administer due to its self-policing feature. With 

GST, bureaucracy in the government’s delivery system will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addition, the GST system has provided 

some schemes such as Approved Trader Scheme and Approved 

Toll Manufacturer and Warehousing Scheme to def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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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 of GST, and hence, alleviate businesses’ cash flow 

problems resulting from payment of GST on imports. 

Q8:	 What	benefits	do	the	rakyat	gain?

A8: From the revenue collected through GST, the Government 

can give more to the rakyat in term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ammes which include infrastructure, 

education, welfare, healthca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se 

development programmes will benefit the rakyat and propel 

Malaysia towards developed nation status.

Q9: How much additional revenue will the Government get from 

GST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sales tax and service tax?

A9: The GST revenue collection depends on the rate of GST imposed. 

For revenue neutral, the GST rate is estimated to be around 4%. 

If the GST rate is 4%, it is estimated there will an additional 

revenue of RM2.8 billion due to higher tax compliance.

Q10: What are the measures under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o 

assist the SMEs during GST implementation? Does the 

Government need to educate businesses, especially the 

SMEs, more on this issue?

A10: The measures taken are:

a.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SME Corporation, SMI Association 

and various industry associations, the Government 

has conducted courses to educate the SMEs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skills on GST.

b. It proposes to set up a GST Start-Up Office and the Customs 

Department has been conducting public forums, seminars, 

industry consultations and training programmes regularly 

since 2005.

c. The Government is also working out a mechanism to 

provide subsidised GST Accounting Software.

d. Leaflets, brochures and guides will be circulated to 

businesse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GST.

e. The Government will emphasise advisory and compliance 

audits and not punitive action against GST registered 

persons during the initial period of GST implementation.

f. Currently, a GST portal www.gst.customs.gov.my has been 

set up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GST. 

g. Businesses or the public can contact the Customs Call 

Centre (Tel: 03-78067200) to make enquiries on GST.

 Finally, Datuk Donald Lim describ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GST as a win-win-win situation for the Government, 

businesses and the rakyat.  

For the Government, GST is able to generate more revenue:

a. GST is a mor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tax system compared 
to the existing sales tax and service tax system. This will 
enhance tax compliance. 

b. Under GST, business can claim back the GST which they 
have paid on any acquisition for their business use. This 
will encourage the informal sector (shadow economy) to 
register for GST and contribute towards tax collection.

c. Enhanced tax compliance (proper booking keeping to claim 
input tax as in paragraph (b)) under GST will lead better 
compliance under Income Tax and Customs tax regime.

For businesses, GST Reduces cost of doing business:

a. Business can claim GST paid on their acquisitions. Therefore 
GST is not a cost to the businesses.

b. Various schemes have been proposed under GST to 
alleviate the cost of doing business. Examples of schemes 
are Approved Trader Scheme, Approved Toll Manufacturer 
Scheme, Approved Jeweller Scheme, Warehousing Scheme 
and Tourist Refund Scheme 

c. GST is a self assessment tax system. Bureaucracy will be 
greatly reduced.

For Rakyat, they can enjoy lower prices through GST

a The input tax mechanism under GST will greatly reduced 
tax cascading which exists under present sales tax and 
service tax system.

b. The rakyat will benefit from the cheaper goods and services 
through zero rating, exemption and input tax mechanism. 
The basic needs such as rice, sugar, flour, cooking oil, 
vegetables, fish, meat, eggs have been proposed to be zero 
rated and essential services such as public transport, private 
education and health, residential properties and agricultural 
land are not subject to GST.

c. Shopping guides will be circulated three months before 
and after GST implementation to inform the rakyat on 
the possible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prices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conclusion, Datuk Donald Lim sai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GST, as a replacement for present sales tax and service tax, is 
the way for us to move toward advanced nation, and thus it is 
inev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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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来西亚 政 府早几 年 就

欲实施消费税(GST)却

一直未落实，令商界与

消费者疑窦丛生，怀疑这个新税制“有

问题”，亦误以为是额外征收的税率，

再加上政府言明可藉此增加税收，更

令人民担心新税制将使“通胀压力逼

人来”。

特 许 会 计师 孔令龙 接受《马中

经贸》专访时力挺此新税制，认为此

税制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压力上涨。

他说：“消费税是取代现在已有征收

的销售税与服务税，而且税率更低，

这不是额外的税率，怎么会加重通货

膨胀 压力呢？”孔令龙也是《马中经

贸》“取金有道”专栏作者。

根据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2010

年度中小企业调查报告显示，82％的

受访者认为，建议中的消费税会对低

收入者造成负担，因为它会引发通货

膨胀。

孔令龙形容这是一种“错觉”，

而政府在消除人民对消费税迷思方面

的活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他

相信，很多人误以为消费税是在现有

销售税与服务税以外，额外征收的税

务，而担心新税制导致百物高涨。

形成消费税会导致 通货膨胀这

种“错觉”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政府

曾表示随着实施消费税，政府可增加

税收。一般人听到政府会增加税收，

自然就会认为人民的腰包又要被压扁

了，进而联想到通货膨胀压力。

政 府 设 立 的 消 费 税 官 方 网 站

(www.gst.customs.gov.my)的疑难

解答显示，实施消费税后，政府可增

加税收，商家可减少营运成本，人民

可享受较低物价。政府勾勒出这种三

赢 局面，不禁 令人好奇：“钱 从哪里

来？”

孔令龙解释说，实施消费税，确

实可形成“三赢”局面，关键并不在“

钱从哪里来”，而是“把钱找回来”。

先从政府的角度，消费税是更全

面的制度，可更有效地堵住漏税，这

是增加税收的途径。这并不会加重人

民的负担，也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此 外，消费 税也是 更公 平 的 税

制，举例说，月入三千的人民，收入主

要用来应付“柴米油盐”（政府曾表明

将豁免特定物品的消费税，例如米、

糖、食油和面粉等）。月入三千者没有

多余的钱买奢侈品，就无须缴付消费

税。反观月入一万的人民，除了“柴米

油盐”，还买了许多名牌包包或服装，

自然要缴较高的消费费。这套机制是

建基于“有消费才缴税，多消费多缴

税”的公平原则。

在这种公平制度下，人民会更愿

意消费，进而增加政府的税收。

取代销售税与服务税

站在人民的角度，目前凡进口的

产品和本地生产的产品都须缴付10%

销售税，而有涉及服务的行业，例如

餐馆、酒店则须缴付6%服务税。在我

们所购买的物品里，其实都已包含了

文 / 张秀芳

孔 令龙：
消费税“把钱找回来”

政府业者人民“三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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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税。

若消费税实施时，如依照政府之

前所提出的4%，人民缴付的税率其实

是更低了，因为消费税将取代销售税

与服务税，并不是额外的税制。按照

这个理论，消费税实施后，物品价钱

确实是应该下降的。

然 而，若 消 费 人不 明白这个 税

制，而在消费税实施前抢购货品，反

而会导致通货膨胀压力。

目前市面上有人担忧，消费税将

导致房产价格进一步上涨，其实政府

在消费税法令中已讲明住宅房产是可

豁免消费税的，至于是买来投资供出

租的房子是否要缴税，则有待政府进

一步厘清。

至于工厂、商业用途等产业则须

缴消费税，所以建筑商在处理消费税

时，须弄清楚那些建材的用途，以妥

当地处理报税与退款事宜。 

此 外，政 府 也 配 合 消费税 的落

实，而推出反暴利法令，就是为了避

免商家藉此新税制牟取暴利。以此看

来，实施消费税确实不应该会造成通

货膨胀压力的。

站在商家的角度，以前奉公守法

的商家会 诚实地 缴交10%销售税，

并把销售税加进售价里，例如原本卖

100令吉，加上10%销售税，就卖110

令吉。然而，在销售税时代，有许多同

行是漏税的，不缴销售税，而保持100

令吉售价，结果奉公守法缴税的商家

被迫也降至100令吉，而再自行承担

10%销售额缴付额。

在消费税实施后，不守法的商家

要漏税，已不那么容易了，奉公守法的

商家因此而不用再自行承担消费税，

这 对原本 就奉公 守法的商家岂不是

好事？真正要担心消费税这种新税制

的，应该是那些原本没有依法缴付销

售税的商家。

孔令龙说：“消费税确实可以令

到政府、商家与人民‘三赢’，因为这

种税制把原本流失的钱找回来了。”

无论如何，他承认这套税制的成

败关键是在于“执行”。若官员执行时

出现偏差，就可能会使这套税制无法

发挥原本的作用。他解释说，消费税

是很好的税务管理方案，然而实行时

却相当复杂，政府与商家需做好万全

准备。

大 致 上，物品 及 服务 供 应可分

为四大类，即在纳税范围之外(Out of 

Scope)、豁免纳税(Exempt)、零税率

(Zero Rated)以及标准税率(Standard 

Rated)。假设厂商向消费者征收的物

品及服务之销项税(output GST)高过

购买时的进项税(input GST)，消费者

就必须交消费税。反之，若向消费者

征收的物品及服务之销项税低于购买

时的进项税，纳税人可以索回已缴付

的消费税。

同时，商家亦是确保消费税机制

成功奏效的关键。商家须对消费税有

充分认识，以免受到一些不正确的资

讯所误导。政府预料会给商家12至18

个月的准备期，来为消费税准备好适

当的设备和人才。

商家要作的准备功夫主要是在电

脑设备，就是采用适当的软件，处理

缴税退税等详细事宜，同时也须有称

职的理帐人才在处理消费税的报税与

退款。若理帐的人没有妥善处理新税

制下的退款，可能会导致公司的现金

周转不灵，所以轻忽不得。

询及有人认为税务顾问与电 脑

软件专才将是实施消费税的最大受

惠者，孔令龙认为做生意总是有得有

失。虽然企业界在准备迎接消费税时

代过程中，会需要到税务顾问与电脑

软件专才的服务，然而，他们可能因不

明白新税制，而提出了许多额外询问，

而这些咨询并非全部可以收费。

换言之，税务顾问亦可能因消费

税时代的降临，而须为客户提供更全

面的咨询，亦须作好万全准备。同时，

税务顾问本身亦须遵守消费税，也须

作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主动了解消费税

无论如何，他认为中小企业应主

动地去了解消费税这种新税制，而政

府可能也可以更加全面地宣传这项税

制，以增加人民和商家的了解。他赞扬

之前政府在全国报章以全版广告方式

讲解经济转型等新政策，就是让人民

更了解这些政策的可行方法。

身为 税 务 专家 兼 利 安 达 L L KG 

INT.特 许 会 计公司总执行 长的孔令

龙，去年10月推介其第一本著作《报

税达人》，以浅白易懂的方式讲解税

务课题，获得市场好评，他相信，中小

企业与一般民众相当渴望得到这类的

有用资讯。

有人提出政 府应该降 低公司税

与所得税，才来实施消费税。孔令龙

认为这是可行的建议，但要看时机而

定。举例说，若政府已铁定要在2014

年1月1日实施消费税，就可以在2013

年10月提呈2014年预算案时，提议削

减公司税与个人所得税，而不是先削

减了公司税与所得税，最终消费税仍

未落实，如此做就显为不智了。

询及中小企业是否已准备好迎接

消费税时代的到来？他说，参加比赛

不可能永远在热身，上了战场就会看

出实际的情况。

马来西亚实施消费税看来是大势

所趋，“东风”即将吹起，然而，万事

是否已俱备？一切仍须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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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专题

Goods and
Services
Tax

 马 
来西 亚欲 实 施 消费 税

(GST )似乎已“如箭在

弦”，然而，税务专家

提醒政府要留意这项新税制对通货膨

胀的冲击，并应向已实施消费税国家

的取经，研究这些国家采取了哪些有

效价格管制措施。

诚国税务有限公司(Cheng & Co. 

Taxation Sdn. Bhd.)经理林贵顺在一

项有关消费税的专题报告中，均衡地

点评了消费税的利与弊。他就《马中

经贸》制作消费税专题，而与读者分

享这份报告。

他指出，消费税是削减所得税率

的替代解决方案，并弥补政府所流失

的税收。许多国家都已实施消费税，

是她们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此外，

消费税被认为是较公平的税制，有消

费或有花费时才需要缴税，花费更多

就须缴付更高的消费税。反观所得税

是根据收入所得来缴税，这种税制似

乎是在“惩罚“卖力干活以赚取高收

入者。

消费税制也可减少商家的疑惑，

不确定哪些物品与服务需要缴付消费

税。因为消费税是向广泛的物品与服

务征税，而不像销售与服务税只向某

些类型的物品与服务征税。销售与服

务税局部征收的做法，会令商家产生

疑惑，也令须缴销售与服务税的领域

出现灰色地带。

虽然林贵顺肯定了实施消费税的

正面意义，他也指出了消费税这种新

税制招惹的批评和争议。其中一项批

评是指，低收入群会比高收入群缴付

更多的消费税，这是因为低收入族群

按比例而言，会比高收入族群把较高

比例的收入花在必需品，例如食物、

衣服等。结果低收入族群所支付的消

费税，占他们总收入的比例会比高收

入族群更高。

“当然，政府可以豁免必需品缴

付消费税，以降低这种冲击，然而，要

决定哪类必需品豁免缴交消费税，并

不是件容易的事。“

实施消费税另一个受关注之处是

其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因消费税是税

基较大的税制，可对范围广泛的物品

与服务征税。在实施新税制初期，若

供应商趁机把价格调升，幅度高过消

费税征收比例，将导致物品与服务价

格上涨，对经济形成负面冲击。

“若要监督这方面的冲击，是相

当艰钜的任务。”

林贵顺认为，若政府要实施消费

税，应该好好地研究已实施消费税国

家的经验，以及这些国家采取哪些有

效价格管制措施。此外，政府也应举

行民众教育与对话，以教育民众有关

实施消费税的用意、好处与守法纳税

过程，以减轻民众对消费税的关注。

正因消费税是多阶段征税，若与

现有的销售与服务税相比，这是较复

杂的税制。在供应链的每个阶段都有

所增值，而消费税就会在每个阶段征

收。然而，现有的销售与服务税却是

供应链的单一阶段征收。 

在供应链的每个阶段，特许消费

税代收者（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等

等）将根据售价（销项税output tax）

来征收消费税。他可索回自己在购买

物品与服务时所支付的消费税（进项

税input tax）。销项税减去进项税，

得出的就是应缴消费税(Net GST)。

反观现有的销售税，只在一个阶段征

税，并交给当局，没有多阶段征税与退

税的问题。

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特许税

务代收者须收存所有相关文件，作为

索回退款的证明，当局也须检查所有

文件以确认要求索回消费税 退 款是

正确的。这将 导 致商家需 花 额外 费

用来监督消费税，间接地会增加营商

成本。然而，若政府能够削减所得税

率，将可弥补商家在这方面的额外开

销。

文 / 张秀芳

林贵顺：

消费税或带来通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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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马中企业家大会于5月

22日在财政部副部长拿督林

祥才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

馆经济商务处参赞宣国兴联合鸣锣推

介后，正式启动。

这项推介礼是在双 威 度假酒店

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雪兰莪州高级

行政议员郭素沁、马中经贸总商会总

会长拿督黄汉良、2012马中企业家大

会工委会主席林恒毅、马中经贸总商

会终身荣誉会长陈凯希、马来西亚对

外贸易促进局中港澳区主任温有志、

东海岸经济特区总执行长拿督惹巴辛

甘埃瑟约翰、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

长宋兆棠、刘俊光、荣誉顾问胡逸山

博士等。

这项推介礼也获得媒体的重视，

共有两家电视台，即国营电视台RTM

和八度空间(8T V )，五家本地报章，

即：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光华日报、

东方日报和英文星报，以及中国新闻

社派员采访报道。

2012马中企业家大会是由马来西

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主办，获得马

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支持，以及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

处的认可。

林祥才：商会角色日益重要

拿 督林祥才在推介礼上致词时

说：马中经贸总商会于19 9 0年成立

以来，积极推动马中的经贸合作和发

展，表现有目共睹。马中经贸总商会是

一个非官方、非盈利、多元种族的民间

商业团体，拥有1400家商号会员，涵

盖贸易、制造、金融、农业、房地产、

旅游、教育、谘询等行业，具有广泛的

财政部副部长拿督林祥才推介

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会

代表性和影响力。

“随着中国的崛起，马中经贸总

商会在促进马中经贸发展方面所扮演

的角色，日益重要。

“ 马 中 经 贸 总 商 会 曾 分 别 于

2002年及2011年举办“东盟－中国合

作论坛”与“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

，盛况空前，深获好评。

“今年马中经贸总商会再 接 再

厉，订于9月8日在双威酒店举办2012

马中企业大会，目的是促进马中企业

家的交流与合作，分享企业家的成功

理念，提升领导者的企业思维及关怀

青年企业家的成长发展。”

他 希 望 这 项

活 动 能 从中启 发

参 会 者 如 何 面 对

这个 世 界 经 济 充

满多变化的挑战，

在顺境时，事业越

做 越 发 达 ，逆 境

时，可以借助成功

人士的经验，化险

为夷。

他说，中国有句俗语说：“远亲不

如近邻”，近年来，中国提出“睦邻、

安邻、富邻”外交方针，身为中国近邻

的东盟国家，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全面启动。

也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

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马中关系　水乳交融

“身为东盟创始国之一的马来西

亚很幸运，在我们前领导人高瞻远瞩

的英明决策下，马来西亚早在38年前

已与中国建交。随着中国经济在近30

年来的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突飞猛

进，而我国也从马中经贸水乳交融的

n	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会获得电子媒体的重视报道。

n	林祥才副部长（左三）与宣国兴（左四）联手鸣锣，正式推介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
会。左起：陈凯希、黄汉良、郭素沁、林恒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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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受益不浅。

“马中两国在2011年的双边贸易

超过900亿美元，马来西亚也是中国

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近年中国与

东盟友好合作关系也不断深入发展，

双边贸易与投资合作增长迅速，东盟

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在促进马中贸易关系的历史长

河中，政府的政策固然扮演着举足轻

重的角色，而类似马来西亚中国贸易

总商会这些民间团体，也功不可没。

“我们相信，在共缔双赢的大前

提下，马中经贸总商会将继续为促进

马中两国的经贸发 展与投资 合 作献

力。在这里，我也预祝2012马中企业

家大会取得圆满成果！”

黄汉良：企业家分享成功经验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

良致词时说：马中经贸总商会去年主

办马中经贸国际投资大会取得一定的

成绩后，今年在这个基础上徇众要求，

再次出击，主办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

会。这次大会的亮点在于年轻化，由

总会主办，并由马中经贸总商会青年

团主导的企业家大会，着重于现代成

功企业家的成功经验分享。

干实务为会员谋福利

“马中经贸总商会青年团是马来

西亚商会史上最先成立的青年商家组

织，今天成为马中经贸总商会的有力

臂膀。9年来，我们栽培了大量的青年

接班人。今天马中经贸总商会上至副

总会长、秘书长，以及多位委员会主

席，均由一手培养出来的青年团优秀

份子接班，我们做到真正的老中青相

结合的商会，商会也朝向多元化，与时

俱进。

“总商会除了主持接待访问团的

传统工作之外，近期我们也大力落实

推展经贸实务工作，活动从且达到由

点到面。比方说，在2011年4月27日首

先与广西钦州市签署钦州马来西亚产

业园构架协议，通过落力宣传，最终

推荐了常青集团参与，扮演领头羊的

角色。目前这个计划在各方努力下顺

利地进行中，可喜可贺。现在本会又

落力在推动南宁华南城商贸中心的招

商工作，目前已取得非常良好的反应，

并且取得实际效果。我们会继续做更

多为会员带来利益的实际工作。

林恒毅：成功与你有约

“本会一如既往配合政府的转型

工作，努力向外招商引资，希望更中多

中国企业家前来我国投资。这是本会

今年主办马中企业家大会的动力和原

因，希望各界能够支持这项有利于国

家经济发展活动，踊跃出席大会。”

n	林祥才副部长在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
会推介礼上致辞。

n	工委会主席林恒毅：2012年马中企业
家大会让您广结人脉，深度交流。

n	黄汉良：配合政府经济转型，努力对
外招商引资。

n	林祥才副部长与嘉宾们在贵宾室欢愉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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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

主席林恒毅指出：十年前，在中国前

总理朱镕基先生刚提出１０+１合作概

念之后，本会即针对１０+１的合作概

念，举办了国际间第一场针对此课题

的“东盟－中国合作论坛”。当时，我

们邀请了超过４０名海内外著名学者

专家和企业领导，针对如何在全球化

的趋势中，进行区域的合作和策略联

盟作出了深度的探讨。这个论坛也间

接引发后来在中国广西南宁所举办的

一项国际展览盛会，也就是“中国－东

盟博览会”。

他说：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

全面落实，自贸区十一国之间的贸易

额 取得了明显的 增 长。本会再次 冲

刺，于2011年举办了“马中经贸投资国

际大会”。我们邀请了多位部长、还有

经济发展走廊的领导、以及学者专家

担任主讲人，向参会者分析自贸区的

经贸趋势和本国的优惠政策，以强调

这个自贸区的重要性和它带来的积极

效应。此次大会充实的内容让参会者

收益良多，大家都给予好评。

深度交流开拓人脉

他指出：我们相信，自贸区所带

来的积极效应，正是企业扩大版图的

时机。所谓“思路决定出路”，企业版

图的大小，来自领导者的企业思维。

本着这样的理念，马中经贸总商会将

在今年９月８日，假双威 度假酒店举

行《成功与你有约》“马中企业家大

会”，广邀来自本地、中国和东盟的参

会者参与其盛。我们希望借此机会，

让各国企业家进行深度交流、开拓人

脉，从而认识自我的价值和天赋，成

为有热诚及勇于创新的企业家。我们

将邀请中国商网一哥——阿里巴巴集

团主席马云，以及亚洲廉航一哥——

亚洲航空公司集团总裁丹斯里东尼费

南德斯等成功人士前来分享他们的成

功经验。

“与此同时，《成功与你有约》马

中企业家大会已经获得国际贸易及工

业部、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

务参赞处，以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

合总会的全力支持。

“为了取得更圆满的成果，工委

会日前已马不停蹄前往中国拜会多个

单位，包括国务院侨办、中国海外交流

协会、中华全国工商联、中国－东盟商

务理事会、中国际商会、中国国际贸易

学会、上海侨办、上海海外交流协会、

江苏侨办、江苏侨联、北京共青团、北

京青年商会、北京侨办、皆取得良好反

应。紧接下来我们将拜访国内社团及

媒体，扩大宣传效果。

“在此，我们诚意邀请各界人士

一同出席此次有意义的大会。欢迎有

兴趣的人士到大会官方网站MCEC.

MY查询资料和完成报名。我们也会

在稍后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

绍。

“最后，我谨代表马中经贸总商

会对各位出席嘉宾以 及各位 媒体人

员，致以我们最衷心的谢意。”

n	推介礼盛况。

n	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主席林恒毅率领团队约定各界相聚98。前排左起：林励肯、张柏垣、丘洁光、林恒毅、丁扬岗、	
杨碧珊、吴思颖、谢文英。后排左起：林恒谅、彭彦彰、杨子威、缪泷清、王志明、曾廖宁、马龙、李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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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广及宣传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成员已在4月初，由副主席丁

扬岗率团，前往上海、江苏与北京，会见了上海市侨务办公室、上海市海外交流协

会、江苏省侨务办公室、江苏省侨联、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共青团北京市委员

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侨商联合会、北京市侨务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

公室、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中国国际商会、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国国际贸易学

会等组织与单位访问，并汇报企业大会的筹备进展，加强沟通与交流。

代表团成员包括工委员副主席张柏垣、林励肯、秘书彭彦彰以及宣传组副主任

曾庆宁。

在上海期间，拜会了上海市政府侨办副巡视员陶国丰、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秘

书长郑旭东，上海市侨办海外处竺建平；在江苏期间，拜会了江苏省侨联主席郁美

兰、江苏省侨办副主任孙彬；在北京期间，拜会北京青年商会秘书长路靖、中国侨

联副会长陈桦、中国侨联杨秀波处长、中国国际商会秘书长赵晓笛博士、中国国际

贸易学会会长王俊文、北京市侨务办公室经济处副主任严卫群、中国国务院侨办

副主任任启亮等。

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会

n	拜会北京青年商会时，张柏垣（左五）赠送纪念品给秘书长路靖（左六）。

n	拜会中国国际商会，与王逯屏处长、赵晓笛秘书长合影。左起：彭彦彰、王逯屏、赵晓笛、丁扬岗、张柏垣、
林励肯。

风尘仆仆勤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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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拜会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秘书许宁宁。
	 左起：林励肯、彭彦彰、许宁宁、丁扬岗、张柏垣、曾庆宁。

n拜会中国侨联副会长陈桦。

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会

风尘仆仆勤推广

 
 
 

左 起：徐伟、张 柏垣、陈 桦、林
励

肯
。

n	代表团在北京拜会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王俊文（左5）。

n	拜会北京侨办。	
	 左起：彭彦彰、林励肯、	

张柏垣、丁扬岗、严卫群、
耿朝东、李德广。

n	拜会上海侨办副巡视员陶国丰（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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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会中国媒体新闻发布会后合影留念。前排左起：林恒毅、黄汉良、张翔中。	后排左
起：唐素婷、林恒谅、林励肯、彭彦彰、张柏垣、丘洁光、谭天良、阮晓光、姜玉龙、贺林平、孙晶、吴思
颖、马碧云。

n	总会长拿督黄汉良率领代表团拜会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宣国兴参赞。
	 左起：曾庆宁、张柏垣、林恒毅、郭隆生、黄汉良、宣国兴、尚升平、康伊明。

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会

风尘仆仆勤推广

n	工委会成员在总会副总会长郭隆生率领下，拜会首相华人政治秘书王乃志，汇报2012年马中
企业家大会的筹办进展。

	 左起：曾庆宁、杨碧珊、郭隆生、王乃志、林恒毅、张柏垣、谢中正、周美馨。

n	彭彦彰（左）与丁扬岗（右）拜会江苏省侨
联主席郁美兰。

n	丁扬岗（右）拜会江苏省侨办副主
任孙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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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拜会马来西亚中小型工业公会，与该会
全国总会长郑己胜，全国署理总会长	
江华强，全国总秘书彭文音及执行秘书
卓鸿耀商讨合作事宜。

	 左 起：彭文音、江华强、卓鸿耀、	
郑己胜、林恒毅、丁扬岗、彭彦彰、	
谢中正、王志明。

n	工委会负责人在总会副总会长宋兆棠的率领
下，拜会环球集团董事经理丹斯里陈炎顺，汇
报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会的筹办进展。

	 左起：张柏垣、宋兆棠、陈炎顺、丘洁光。

n	工委会主席林恒毅率团拜访联办单位
TNT全球快递（马）有限公司，与董事
经理张翔中及市场经理马碧云共同商
讨筹办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会事宜。

	 左 起：马碧云、张翔中、林恒毅、	
丘洁光、张柏垣。

n	工委会负责人在总会副总会长刘光俊率
领下，拜会实康集团副执行主席丹斯里郑
添利，汇报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会的筹办
进展。

	 前排左起：林恒毅、郑添利、刘俊光；
	 后排左起：张柏垣、丘洁光、林励肯。

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会

风尘仆仆勤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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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111届广交会

的举办成效备受各方关注。面对外需不振、

成本上升、融资困难、贸易摩擦等不利因

素，在国务院和商务部党组的高度重视和统一领导下，在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以及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

过全体与会人员的共同努力，本届广交会总体运行平稳，圆

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对巩固中国外贸良好发展势头，确保

全年全国外贸目标的完成作出了应有贡献。

截至5月4日，第111届广交会累计到会采购商近21万

人，来自213个国家和地区，比第110届同期增长0.23%，比

第109届同期增长1.23%。

采购商到会人数再创新高

各大洲采购商与会人数按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亚

洲，11万2993人，占53.89%；欧洲，3万8125人，占18.19%

；美洲，3万4232人，占16.33%；非洲，1万6896人，占

8.06%；大洋洲，7398人，占3.53%。与上届同期相比，非

洲增长13.18%，大洋洲增长10.81%，美洲增长9.41%，亚

洲减少0.33%、欧洲减少11.15%。

与会人数排名前20的国家和地区与会13万2981人，

占与会总人数的63.43%。与会人数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

依次为：中国香港、美国、印度、中国台湾、俄罗斯、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日本、澳大利亚、韩国。

2011年对华贸易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与会134,723

人，占与会总人数的64.3%，比上届同期减少1.7个百分

点。

在2012年最新公布的世界零售250强企业中有83家与

会，排名在前10位的有4家，分别是沃尔玛、家乐福、特易

购和麦德龙。

新采购商与会7万3977人，占与会总人数的35%；老采

购商与会13万5667人，占与会总人数的65％。其中，老采

购商中与会次数15次以上的忠诚客户有2万8621位，比上

届同期增长1.9%。

出口成交略有下降， 
成交订单以中短单为主

本届广交会累计出口成交360.3亿美元，环比和同比

分别下降4.8%和2.3%。主要特点如下：

欧美市场成交继续下降，新兴市场明显增长。受欧债

危机影响，欧盟到会采购商和成交金额分别下降15.5%和

5.6%。受美国就业形势严峻影响，美国市场成交金额下降

8.1%。金砖四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成

交增加4.1%，非洲国家成交增长13.5%。这一变化表明，

我方开拓新兴市场的成效逐渐显现。

中短单占比居高不下，长单占比依然偏低。6个月以内

的中、短订单占比达到86.3%，长单占比仅为13.7%。反映

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采购商下单谨慎，国内企业担心

原材料价格、汇率波动，不敢接长单。

品牌企业竞争优势较强，创新产品利润较好。品牌企

业1489家，品牌展位占出口总展位数的18.8%。品牌展区

成交133.0亿美元，增长5.6%；品牌企业平均成交893.3万

美元，是非品牌企业的5.7倍。部分企业依靠技术、品牌、

质量、服务等优势，成交大幅增加，一些高新技术产品价格

较高，企业利润较好。相比之下，代工企业、产品同质化企

业成交平淡。

电子商务网上成交活跃。网上广交会网站累计访问量

第111届广交会

平稳运行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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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26亿次，比上届同期增长0.8%。网上广交会累计意

向成交5094万美元。

知识产权投诉总体 
呈下降趋势

本届共受理知识产权投诉546宗，认定涉嫌侵权企业

398家，与上届相比有明显减少。境外采购商、工商团体非

常看重广交会这一品牌所体现的形象、信用和声誉。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既是增强我国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内在需要，

也是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本届知识产权投

诉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投诉准确率有所提高，但是复杂案

件增多，例如出现投诉双方均有相关权利证书的情况。这

些特点表明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有创新意

识的企业增多，企业自我维权能力、投诉应对能力也有明

显提高。同时，本届广交会上，各交易团、商/协会对知识产

权工作高度重视，并在案件处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关案

件、特别是牵涉面比较广的案件中充分发挥了商/协会的行

业协调作用，使有关案件快速、平和地得到了解决，投诉双

方都比较满意。

广交会产品设计与贸易 
促进中心(PDC)成效显著

本届广交会产品设计与贸易促进中心（PDC）继续优

化设计展示功能，提升专题活动举办成效。设计展示活动

共吸引了10个国家和地区的32家设计机构、120余名境内

外设计师参展，展示面积比上届增长45.82%；设计论坛活

动首次开辟国际营销、品牌管理等热点题材，通过科学选

择活动主题、定向邀请演讲嘉宾等手段，进一步提高了活

动质量；设计对接活动首次采取定向合作方式，有效结合

了地区产业特点和参展设计团队专长，浙江、广州、深圳等

交易团均积极组团参加，对接效果迅速提升。PDC各项活

动共吸引了5300多名企业代表参加，促成意向成交近1000

宗，受到境内外30多家重要媒体的关注。此外，首次举办

的“广交会国际市场论坛”以美国为主题，邀请到商务部有

关司局领导、美国州长、驻华参赞等嘉宾演讲，吸引400多

名听众与会。

推进现场服务质量 
由优秀向卓越迈进

本届广交会围绕搭建一体化的展馆高效运营体系和打

造服务品牌的目标，采取多项优化措施，稳步推进现场服

务质量由优秀向卓越迈进。广交会客户联络中心本届开通

30个座席，提供中、英、西、法、俄五种语言的人工和自动

语音应答全天候服务。热线4000-888-999累计接到来访

电话30400宗，外拨回访客户去话3177宗，利用端到端的

形式受理业务1275宗，回访显示客商满意率为93.84%，受

理采购商邮件12677封，审核采购商公司资料共35056宗，

受理网上客服来访客户共7811人次。此外，本届新开通全

国短信业务，共发送业务、提示、关怀类短信13万条。 

本届广交会采购商到会踊跃，现场洽谈气氛热烈，成

交活跃，这些都得到了与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广交会新

闻中心、《广交会通讯》和境内外新闻媒体高度关注国际市

场态势和参展企业的经营状况，对广大参展企业加强自主

创新和品牌建设，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产品质量提升，推

进外贸发展转型升级，努力增强议价能力的精神风貌进行

了充分、客观和深入的采访报道。

n	 黄汉良出席第111届广交会开幕招待会。

n	本会领导在开幕酒会与广东省长朱小丹合影。
	 左起：宋兆棠、黄汉良、朱小丹、杨天培、丁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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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期20天的第111届广

交会日前结束。据广

交会官方统计，本届

广交会累计出口成交360.3亿美元，

环比和同比分别下降4.8%和2.3%。

从广交会历届发布的数据看，这是除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外，广交会历

史上罕见的成交额明显下降的情况。

欧美市场订单萎缩

首先，世界经济总体增长乏力的

态势 没有 改 变，中国外 需 将 持 续 疲

软。据广交会官方统计，受欧债危机

影响，本届广交会欧盟到会采购商和

成交金额分别下降15.5%和5.6%；美

国受其国内就业形势严峻影响，成交

金额下降8.1%，拉动成交额下跌。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显现一

些积极信号，美日经济温和增长、欧债

危机有所缓解，但世界经济和金融市

场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仍然很多，世界

经济复苏与增长前景仍不明朗。一些

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根本

缓解，全球性财政紧缩政策空间继续

收窄，高失业率和高油价成为经济复

苏的主要障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

球经济将增长3.5%。其中，发达经济

体增长1.4%，欧元区将出现温和衰

退，下降0.5%。

其次，出口企业对外提价困难，

利润空间受到压缩，企业成本上升，

经营压力加大。本届广交会中短单占

比居高不下，长单占比依然偏低。据

统计，6个月以内的中、短订单占比达

到86.3%，长单占比仅为13.7%。这一

方面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采购商

下单谨慎；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内企

业担心原材料价格、汇率波动，不敢

接长单。

工资3年涨33%

据了解，出口企业最“挠头”的是

各项成本的上升，不少企业遇到了“

有订单没人干”的难题。相关统计显

示，过去3年中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上涨33%，过去两年大部分地区每年

上调最低工资标准20%以上，今年以

来又有部分地区上调，企业“五险一

金”支出也相应增加。与此同时，原材

料价格也在上涨，过去两年工业生产

者购进价格指数累计上涨19.6%。而

中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仍很突出，

能取得贷款的企业也反映融资成本较

高。

此外，由于越南、巴基斯 坦、印

度等国中低档产品的价格更具竞争优

势，导致订单正由中国加剧向周边国

家转移，中国外贸出口的传统竞争优

势正在失去。

多头求解力争柳暗花明

由于我国开拓新兴市场力度的

加大，第111届广交会上，印度、巴西、

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成交增

加了4.1%，非洲国家成交大幅增长了

13.5%，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欧、美等

传统市场下降的缺口。

结合广交会反馈情况及国内外经

济形势，可以预计，经历过一季度包含

节日等诸多因素导致的进出口个位数

增长后，在国家“稳中求进”的政策推

动下，二季度中国对外贸易增速将低

位趋稳，全年将总体保持平稳发展，

但增速比去年两位数的增速将有所回

落。

“新起点、新机遇、新挑战”，

这是本届广交会的主题。面对严峻形

势，正如这一主题所昭示的，中国外贸

应当化挑战为机遇，着眼长远，加大

外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力度，才能

实现从侧重数量价格竞争向品牌效益

竞争的转变，从而增强外贸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

从广交会看今年外贸形势 

全球增长乏力

殃及中国外贸

（来源：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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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优化展会内容
 4 

月12日，在第九届中国－东

盟博览会筹备工作会议期

间，广西壮 族自治区副 主

席蓝天立在广州会见商务部副部长

钟山时表明，广西会进一步承办好

中国－东盟博览会，更好的服务自贸

区，以及服务各部委各省区市与东

盟的合作。

蓝 天 立 对 商务 部 和 钟山副 部

长对广西的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

展，特别是对中国—东盟博览会承

办工作给予强有力的指导和支持表

示感谢。蓝天立说，广西将进一步完

善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的机制化建设，继续塑造博

览会政治外交品牌，扩大影响力，优化展会内容，突出“走

出去”，进一步提高经贸实效，扩大多领域合作，为中国—

东盟经贸合作提供机制保障，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服务

自贸区、服务各部委各省区市与东盟的合作。

钟山说，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国内各省区市与东盟的

开放合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果和影响力涉及各方

面。商务部将与广西共同做好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

筹备工作。他指出，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全国的博览会，各

地商务系统要大力支持博览会工作，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平

台，与东盟开展经贸合作。钟山强调，第九届博览会要办得

比往届更好。在筹备好今年博览会的同时，要总结博览会

举办的成果，展开明年博览会10周年的相关的策划。

由商务部每年召开的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会议

是办好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重要筹备活动，全国各省区市

商务部门代表参会。这次筹备工作会议选择在本届博览会

中国魅力之城广州召开，对推动各省区市做好博览会筹备

工作，特别是魅力之城筹备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商务部有关司局、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广西商务厅、

广西科技厅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见。

把握发展商机  展示国家形象
缅甸出任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国

 缅 
甸将出任9月21-25日在中国南宁举办的第

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国。总统吴登盛

将亲率政府代表团和商务代表团出席博览

会。

缅甸政府高度重视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举办

丰富多样的主题国活动，国家领导人与中国企业家的座谈

会、缅甸与中国企业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缅甸国家推介

会、缅甸珠宝玉器专题推介会等。

博览会缅甸共办方副秘书长丁特温表示，缅甸将向外

商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将在第九届博览会上向中国以及

其他国家的企业商家解释缅甸的新投资政策和法律法规。

缅甸将更多地展示特色优势产品。博览会期间，缅甸

将使用独立展厅，展示非常受消费者欢迎和喜爱的缅甸珠

宝玉器、食品农产品、手工艺品、木材家具等。

雅丹纳博将作为第九届博览会的“魅力之城”展示独

特魅力。这个城市的主题与今年博览会“科技合作”的主题

相吻合。雅丹纳博有非常多的与政府合作的项目，这些项目

期待与中国、东盟其他国家和更多的区域外的国家和地区

进行合作。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代表团于今年3月底访问缅

甸，与缅甸商务部贸易司签署了《共同办好中国－东盟博览

会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就共同办好博览会，特别是第九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各项工作达成共识。目前，缅甸出任主

题国的各项准备工作有序、稳步向前推进。缅甸将在第九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展示国家形象，让全世界更好地了

解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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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总理温家宝于4月1日在广西钦州与马来西

亚总理纳吉共同出席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开园

仪式。温家宝表明，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扩

大对马来西亚的投资，双方可以探讨在马来西亚合建产业园

区，为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温家宝在致辞中说，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是中国和马来西

亚两国政府合作的国家级产业园区。园区建设要充分利用钦

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科学规划，高效运

行，稳步推进，着力深化传统产业合作，积极发展新兴战略

产业，为推动中马投资合作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温家宝说，近年来中马关系经受住了罕见的国际金融

危机考验，在政治、经济、金融、人文等领域深入发展，造

福了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

献。通过双方真诚、不懈的努力，两国合作一定会结出丰硕

果实，中马友好关系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纳吉在致辞中说，在马中双方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努力

下，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顺利开园，将推动两国经贸合作迈上

新台阶，也将带动地区合作深入发展。当前，马中关系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马方愿与中方密切配合，抓住机遇，全力搞

好园区建设，欢迎中国企业赴马来西亚投资，在马来西亚共

建经济合作园区。相信双方将以此次钦州产业园区开园为

契机，不断推进双方友好互利合作，为促进两国和本地区

的共同发展做出贡献。

温家宝和纳吉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奠基，并共同种下

一棵友谊树。开园仪式前，温家宝同纳吉一起参观了钦州保

税港区。

关丹设马中产业园
纳吉：欢迎中国著名企业投资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宣布将在彭亨州关丹设立“马中关

丹产业园”，欢迎中方著名企业前来投资。

第三度访华的纳吉于4月1日抵达广西南宁，并跟中国总

理温家宝见证“中马钦州产业园”合资公司签约仪式，以及

联合主持开园仪式，象徵产业园区的正式启用。

温家宝向纳吉承诺，随着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中马钦

州产业园”为国家级经济科技开发区地位，钦州产业园将能

享有现有国家级经济科技开发区的同等优惠。

他强调，中马钦州产业园是两国友好合作的结果，也是

新合作的开始。

“中马钦州产业园不只是广西自治区政府的事，而是中

国国家级的事。”

温家宝强调，两国政府高度重视中马钦州产业园项目，

并矢言要把该产业园区办的最好。

温家宝与纳吉见证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开园

n	视察园区。 n	深居简出的郭鹤年（左三）出席开园仪式，受到方天
兴（左一），黄汉良（左二）的迎接，右为黄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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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说，马中双方要进一步加强沟通配合，稳步推进

能源、交通、生产领域的大项目合作，拓展金融合作，加强执

法安全合作，启动中马引渡条约和刑事司法互助协议谈判，

商签打击跨国犯罪合作协议。

双方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友好、深入地交换

看法。

温家宝：加强大项目合作

温家宝说，当前中马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政治互信

牢固，在涉及彼此重大利益的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中马

贸易额连续4年位居中国同东盟国家贸易榜首，即将突破1千

亿美元。双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维护了共同利益。

温家宝今日为加强中马关系，列出6大须要努力的事

项。

他认为，马中方要进一步加强沟通配合，着重在以下几

方面作出努力：

1. 建设好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并积极探讨在马来西亚合建

产业园区；

2. 稳步推进能源、交通、生产领域的大项目合作，带动投资

和贸易合作；

3. 拓展金融合作，在扩大双边本币互换规模基础上，加快

贸易本币结算；

4. 加强执法安全合作，打击电信、诈骗和恐怖活动，启动中

马引渡条约和刑事司法互助协议谈判，商签打击跨国犯罪

合作协议；

5. 密切人文交流，办好两国青年互访活动，落实《中马高等

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定》；

6. 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推动10+1

、10+3、东亚峰会等合作机制健康发展，巩固东亚国家

的团结，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纳吉：马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纳吉说，马中建交38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有

着光明的未来。

他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马中互利合作有力地

促进了马来西亚国内建设，马来西亚政府愿与中方一起，将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打造成两国合作的示范园区，共同探索和

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深化经贸、能源、交通、金融、航空、

司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巩固两国人民的友谊，密切在

地区事务中的配合，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

方天兴：政府拨1千英亩地建马中关丹产业园 

政府已计划在彭亨关丹拨出1000英亩地段建设“马中

关丹产业园”，并与现有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建立“姐妹

园”关系，互相配合以达到双赢的目标。

2011年3月6日，广西钦州市副市长李杏率领先遣部队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率领代表团访马，推动

中马钦州产业园计划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在晚宴上，马中

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指出，由于马来西亚企业

在现阶段还不了解中马钦州产业园这个项目，不会贸贸然

签约。因此向李杏副市长建议，如果中方认为合适，可由

马中经贸总商会先与钦州市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负责

推广及宣传，而李杏副市长也认同这个看法，所以，在郭声

琨书记访马时，于4月6日在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见证马中

经贸总商会与钦州市政府签署合作协议。

过后，马中经贸总商会在中央理事会成立“马中经贸中马

钦州产业园促进委员”，由黄汉良出任主席，陈友信执行

主席，副主席郭隆生，秘书林恒毅、财政黄锡琦。

常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周国华于7月7日率领4人代表

团拜会本会，由黄汉良接待，双方就中马钦州产业园项目

进行深度交流。过后本会致函钦州市委书记张晓钦，安排

接见常青集团领导。

这期间，本会领导多次率领企业代表团前往钦州考察。

n	黄汉良、方天兴、张晓钦、慕斯达化在南宁喜相逢。

n	两人启动开园。 n	预祝成功。

背景资料



28 2012/06

Bi
la

te
ra

l R
el

at
io

ns
马中
关系

常青集团与实达签协议书

共同开发中马钦州产业园

 常 
青集团执行主席丹斯里

张晓卿爵士与实达集团

总裁丹斯里刘启盛于3

月31日在广西南宁签署一项共同开

发“中马钦州产业园”的投资合作框

架协议书。

这项框架协议书主体为有4家公司

参与，即马方为常青集团与实达集团，

而中方为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钦州

政府的钦州金谷投资有限公司。

常青集团（中国）总裁周国华说，

马方率先签署协议书，为了缩短首相拿

督斯里纳吉及中国总理温家宝见证“中

马钦州产业园”的签约时间。

黄家定：基建顺利完成
产业园3年后可入驻

首相中国事务特使丹斯里黄家定

说，从“中马钦州产业园”快速发展的

情况来看，首阶段约7.87平方公里的地

段，未来3年基本设施及规划应可顺利

完成，让投资者陆续入驻。

他说，整个占地55平方公里的产

业园，预料花10至15年分3阶段落成。

更重要是中国国务院已批准产业园为“

国家级经济、科技开发区的地位”，享

有与其他开发区，包括苏州工业区及天

津生态园同等的特别优惠。

园区布置保持马来西亚特色
中马钦州产业园将全球招商

他说，产业园的签署象徵合资公

司开始跨出一大步，这是各造在过去8

个月来很多努力的成果，更值得鼓舞

是两位领袖拿督斯里纳吉及中国经理

温家宝在日理万机中，专项前来主持

产业园开园礼，显示两国政府皆重视

产业园的计划。

黄家定说，产业园将保持马来西

亚的特徵及文化，特别是开幕仪式的

节目显现出来，以及园区用的布置保

持了马来西亚的特色。

此外，他说，在园区进口处建立了

永久性的大牌楼，一边用锡铸有马来

西亚特徵的建筑物如双峰塔，另一边

是具有钦州特色的景物，首相与温家宝

将在牌楼上一起签名，并永远的保留下

来，两国领袖也一起种植罗汉松，象徵

两国友谊常青。

他说，园内设有中马大街，还建有

具马来西亚特色的建筑物屋顶，反映中

国给予马来西亚的尊重及诚意，以打造

具有两国特色的产业园。

他说，开园之后，合资公司将向

马来西亚、中国、东盟及全球招商引

资。

黄汉良：产业园前景受看好

马中经济贸易总商会总会长拿

督黄汉良说，中国能把一个渔村的深

玔，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

市，因此，钦州产业园的发展前景备

受看好。

他说，有能力的公司能掌握机会，

捷足先登享受开发区所提供的投资特

别优惠利益。

n	纳吉与温家宝见证合资开发公司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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莅访马来西亚
 中 

国海军“郑和”舰于4月29日上午抵达马来西亚巴生

港，进行5天的友好访问。

当天上午10时，悬挂马中两国国旗的“郑和”舰，在

马来西亚巡逻艇的伴航下，缓缓靠上巴生港码头。中国驻马来西

亚大使柴玺率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留学生、华人华侨代表，

马来西亚海军有关领导及官兵代表等近100人在码头迎接“郑

和”舰到访。

马来西亚海军为“郑和”舰到访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马

来西亚海军官兵代表向中国环球航行出访指挥员、海军副参谋长

廖世宁少将敬献了鲜花。欢迎仪式结束后，部分华人华侨、留学

生及中资机构人员代表参观了“郑和”舰。

 马 
来西亚皇家海军副指挥

拿督莫哈末诺丁上将指

出，中国训练舰“郑和”

的到访，显示马来西亚与中国海军合

作关系更跨进一步。

他于4月30日出席欢迎中国海军

招待会时说，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友好关

系其实建立在15世纪以前，当时的航海

家郑和曾5次率领舰队到达马六甲，而

这也记载在马来西亚建国的历史内。

他指出，“郑和”训练舰此次的到

访，足以加强两国海军在维护本区域和

平与稳定的信心。

“相信通过这次的到访，两国之

间的海军，尤其是少将有更多的学习

机会，同时也建立两国海军的友谊网，

彼此可分享经验及学习。”

莫哈末诺丁也建议中国海军趁此

机会参观国首都吉隆坡及到马六甲参

观郑和博物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廖

世宁海军少校指出，中马两国都是发

展中国家，两国海军在保护海上事务

安全和人道救援等领域，都有广阔的

合作前景。

海军合作前景广阔

他说，近年来，中马两国的军队，

尤其是海军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而“

郑和”舰到访马来西亚，本身就是意义

深远的。

“郑和舰这一次到来马来西亚

来，就是要弘扬郑和探索海洋，传递友

谊精神，进一步为构建和谐世界、和谐

海洋贡献。”

他说，在随后几天的访问活动里，

两国海军还将进一步开展更加丰富的

参观和交流活动，两国舰艇还将举行

海上联合演练。

廖世宁相信通过海军海上演练活

动，能进一步增进双方的了解，加深两

国军队的友谊。

马皇家海军设宴接待

中国“郑和”舰海军

n	“郑和”舰，在马来西亚巡逻艇的伴航下，
缓缓靠上巴生港码头。

n	廖世宁少将（左三）赠送纪念予锺廷森（左四），在场者，左起：缪进新、黄汉良、
方天兴、姜国平、陈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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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与4大华团
 联合设宴款待308官兵

n	马中经贸总商会连同4大华团设宴欢迎中国军舰“郑和号”访马，华团领导与嘉宾一起和军官合影。前排左起：杨天培、韩建平大
校、缪进新、黄汉良、杨忠礼、廖世宁少将、柴玺大使、方天兴、许子根、姜国平、锺廷森、李深静、陈凯希、陈炎顺及陈明山。后
排左起：陈耀星、林峇、古润金、陈德海、宣连军中校、吴德芳、范魁举上校、锺来福及丁重诚。

 马 
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华总）丶马来西亚中华总

商会丶马来西亚中国经济

贸易总商会丶马中友好协会及七大乡团

于5月1日在吉隆坡联合设宴，欢迎中国

军舰“郑和号”访马。

军舰的308名官兵一律以别致海

军装赴会，整齐亮丽，在宴会上与华团

领导交流，同时展现学员多姿多彩表

演才华。

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和中国

驻马大使柴玺也出席这项欢迎宴。“郑

和号”军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

谋长廖世宁少将率领，并任舰长。

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致词时强

调，“郑和号”军舰重走七下南洋路

线，展开友好访问任务，具有特别意

义，尤其是在马来西亚逗留，进一步深

化双方了解。

他说，历史证明，中国从郑和远

航时代迄今，尽管国力不断加强，包括

军事丶科技和经济，但都没有任何侵犯

或占领他国的野心。

他指出，中国以最实际行动和历

史证明，是一个力主友好丶和平与稳

定的国家。

“马来西亚及全球华社，应给予

中国在和平崛起的历程中，给予最有力

的期盼丶支持丶配合和欢迎。”

方天兴也提到，马中两国持续蜜

月期发展，30年来一切进展良好，尤

其近年，双边贸易数据不断取得新高，

去年达900亿美元，预料今年可突破1

千亿美元。

他说，今年马中启动“中马钦州产

业园”及最近宣布在关丹批准设立的“

马中工业园”，这两大计划将进一步提

升两国经贸表现。

“郑和号”军舰副舰长姜国平大

校说，军舰航行展开友好访问，加强海

洋事务合作。他相信可以藉此机会深

化中国与各国海军的交流基础。

出席者尚有丹斯里杨忠礼丶丹斯里

李深静丶丹斯里吴德芳丶中国驻马大使

馆商务参赞陈德海丶华总署理会长拿

督锺来福丶副会长陈明山丶总财政丹斯

里古润金丶副总财政丹斯里陈炎顺丶副

总秘书陈耀星博士丶中华总商会会长丹

斯里锺廷森丶副会长丹斯里林峇丶马中

经贸总商会会长拿督黄汉良丶马中友好

协会秘书长陈凯希丶七大乡会署理会长

缪进新丶副会长拿督杨天培及台商联合

总会名誉会长拿督拿督丁重诚。

n	军舰的308名官兵一律以别致海军装赴会，整齐亮丽，在宴会上与华团领导交流。

n	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宋兆棠（左一）、总会长黄汉良（左二）与中国驻马来西亚
大使柴玺（左三）、杨忠礼（左四）及方天兴（右一）在巴生港口等候“郑和”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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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华商华团登郑和舰

 中 
国海军“郑和”舰在五一

劳动节当天开放一天给

民众参观，吸引全国各地

逾千名的民众蜂拥而至，只为了一睹“

郑和”舰的风采！

当天清晨约7时起已有民众在南港

关卡排队，清晨8时许开始排队的人龙

已达2公里外，场面甚为壮观。

逾千人一早来排队

原本当局准备开放两个时段，即上

午9时至11时30分以及下午2时至下午4

时30分给民众参观，惟上午10时许告

知迟来民众需等到下午时段时，引起民

众起哄和埋怨，当局最后决定取消中午

休息时间，继续开放给民众参观。

登记的民众已超过1000人，人潮

在下午时分还陆续涌现。当局会在下

午4时30分截止民众登记，开放参观

时间则会在登记的民众都上舰参观后

才结束，民众在登记后也获分配矿泉

水解渴。

由于只是开放一天，吸引来自全马

各地的有兴趣者前来，他们来自吉隆

坡、雪州、柔佛及其他州属。此外也有

学校组团、制服组织如志愿警卫队、

童军团等组团同来。由于人潮蜂拥，公

众的车辆必须停放在2公里外的路边

或空地，然后步行来到港口关卡排队

及登记。

对中国海军存好感

参观的公众受访时纷纷表示对

此行满意，虽然排队几个小时，参观

过程仅约短短15分钟，而且也只能在

军舰的前后甲板参观和聆听海军的讲

解，无法入舰内参观，但却也甘之如

若饴。公众也对中国海军友善的态度

留下美好印象。

n	本会中央领导及青年团领导参观“郑和”舰。左起：林励肯（青年团财政）、张联兴（中央理事）、包久星（中央理事）、杨天培
（终身荣誉会长）、林恒毅（秘书长）、黄锡琦（总财政）、丁扬岗（中央理事）、谢中正（青年团理事）、陈振发（中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

民众劳动节争睹“郑和”舰风采

 马 
来西亚6个华团组织及

华商组织于5月1日受邀

登上中国海军“郑和”舰

参观，趁此机会增广见闻并与中国海

军交流一番。

登舰参观的组织包括马来西亚中

华大会堂总会（华总）、马来西亚中国

经济贸易总商会、马来西亚广东会馆

联合会、马来西亚客家联合会、巴生中

华总商会及巴生港口中华商会，一行

约50人。

在场者包括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

易总商终身荣誉会长拿督杨天培、秘书

长林恒毅、总财政黄锡琦、中央理事张

联兴、包久星、青年团第一副团长丁扬

岗、财政林励肯、理事谢中正、华总署

理总会长钟来福、中常务张国安、青年

团常务陈国耀、广联会副总会长拿督萧

楚钗、广联青顾问梁瑞荣、妇女组代表

房秀玲、巴生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拿督黄

福美及吴文钦、文教主任郑联兴及巴

生港口中华商会主席沈庆华等。

海军讲解装备设施

当天登舰参观的华团及华商领袖

们在“郑和”舰海军们的带领下参观

舰内装备。

众嘉宾同时也受邀参观舰上的导

航室、驾驶室及教学课室，海军们在

众嘉宾游览的当儿，也对装备及设施

讲解一番。

华团及华商领袖们纷纷对于这

次的登舰参观感到满意，并觉获益良

多，除了可以见识“郑和”舰的结构

及装备，也对大航海家郑和的历史事

迹，以及“郑和”舰航海历史及足迹

加深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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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合作发展推介会
 福 

建省副省长倪岳峰指

出，福建省的外国旅客

当中，马来西亚旅客最

多，而福建省在2011年与马来西亚的

贸易总额高达37亿美元。

倪岳峰是于5月28日在布城万豪

酒店举行的中国福建－马来西亚合作

发展推介会上致词时发表这样的谈

话。

他希望马中双方加强贸易、投资、

工业、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同时，也促

请马来西亚商家去福建省考察和参加

各种投资贸易活动。

针对即将在马来西亚开展的马中

关丹工业园计划，倪岳峰表示中方有

兴趣参与投资；他也邀请我国企业家

参与即将于9月8日在福建省举办的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加强双方的战略

合作。

他也表示，两国可以进一步推动

旅游业方面的合作，因为福建与马来西

亚一样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能够促进

两地成为游客主要目的地。

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副部长拿督

慕克力邀请中国企业家来马来西亚投

资经济转型计划与东海岸的关丹工

业园。

他认为我国具有政治和谐、亲

商等优势，是一个非常适合投资的国

家。

他指出，中国目前是马来西亚最大

n	贸工部副部长慕克力（左六）与倪岳峰（左五）握手，祝贺推介会成功举行。左起：方天兴、莫哈末拉斯兰、林玉唐、李深静、	
柴玺、郑福成、锺廷森。

n	倪岳峰吁参加福建各项投资贸易活
动。

n	慕克力：马来西亚推行亲商政策，是适
合投资的国家。

贸易伙伴国，希望两国继续加强经济和

政治联系。

“在两个月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在中国广西推介的钦州工业园区，象征

着马中关系向前迈进一大步。”

出席这项推介会的嘉宾包括、中

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柴玺、华总总会长

丹斯里方天兴、毕马威经营伙伴莫哈末

拉斯兰、发林集团董事主席丹斯里林玉

唐、IOI集团董事主席丹斯里李深静、福

联会总会长丹斯里郑福成、中华总商会

总会长丹斯里锺廷森、中国驻马来西亚

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宣国兴、马中经

贸总商会长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终身

荣誉会长拿督杨天培等。

李深静致词时说，有不少马来西

亚华人的祖籍来自中国福建，可以利

用一种乡亲的关系作为延伸优势，让

中国企业家到马来西亚来投资时感到

特别亲切和方便。

他表示，马来西亚华人也非常热

心公益，大力支持中国地方事业发的

展，希望双边能长期保持密切关系。



中国贵州－马来西亚经贸合作论坛暨贵州投资项目推介会

马来西亚商家热烈参与

 马 
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

督黄汉良鼓励马来西亚

商人到贵州投资，并指

在当地经商，不会遇到官僚作风。

他说，五杰国际集团1993年就到

贵州投资，遇到困难时，获得贵州各

级领导的关怀和帮助。

“我们成功建立的中山路腾达广

场市值好几亿人民币，多年后，房地产

增值以倍数成长。今天国晨百货租用

了广场门庭若市，经济效益非常好，而

附设的KFC更是座无虚席，天天排长

龙等位子。”

他希望本地商家把握贵州省政府

到来招商的机会，与相关人士多了解、

多接触，以便建立起良好关系。

他指出，贵州省是个资源丰富风

景宜人的好去处。

“贵州人口有4000万，结合许多

民族。20年前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大开

发以来，贵州的社会面貌起了很大变

化，尤其是近年来的发展更是突飞猛

进。”

他也赞扬常青集团执行主席丹斯

里张晓卿爵士有远见，让他的常青集

团在贵州开发了常青工业园。

贵州省是个资源丰富气候宜人的

好地方，是山明水秀，让人乐不思蜀的

好去处。贵州人口有3800万，是民族

众多的内陆省份。20年前中国政府提

出西部大开发以来，贵州的社会面貌

起了很大变化，尤其是近年来的发展

更是突飞猛进。因为贵州除了有丰富

的矿产，充足的能源之外，还有亲商能

干的省市领导，大家来贵州投资绝对

不会碰到官僚作风，遇到任何问题可

以即时得到帮助和妥善的解决。

贵州省的现任 领导 都是有能力

有学问的才子，赵克志省长、蒙启良副

省长，还有众多各级领导都是平易近

人，能说能做的好领导。在中国政府

西部大开发政策，和中国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的若干意思的鼓励支持推动下，贵

州发展存在着极佳的后发优势和无限 

潜在商机。

现在贵阳市的地铁也在兴建中，

五星级国际大酒店多家正开业，市面

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些现象一扫

贵州过去给人的评语“人无三分饭，

地无三尺平”的穷乡僻野印象。现在

的贵阳是内地的小香港。

除了贵阳之外，我们也到过其他

城市，如著名的遵义市、六盘水、黔

东南州、黔西南州、黔南州、安顺、毕

节，都是朝气蓬勃发展中城市。今天

他们来到马来西亚招商，希望我们的

马来西亚朋友不要错过这大好机会，

多了解，多接触，建立起关系。将来有

机会去看看，到贵州投资贵在分享，让

我们本着互惠共赢的原则来分享世界

资源和财富。

n	黄汉良盛赞贵州没有官僚作风。

 贵 
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蒙启良于2012年3月21

日率领60人代表团，在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

举办“中国贵州－马来西亚经贸合作论坛暨

贵州投资项目推介会”，共有两百余名马来西亚商家热烈

参加这项推介会，掌握贵州省的无限商机。

这项推介会是由贵州省人民政府和中国国际商会共同

主办，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为协办单位。

“中国贵州－马来西亚经贸合作论坛暨贵州投资项目

推介会”也获得本地媒体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东方日报、

中国报、英文星报和砂拉越联合日报，以及中国新闻社、新

华社的重视与报道。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柴玺阁下和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

长拿督黄汉良受邀在推介会上致辞，长青集团执行主席丹

斯里张晓卿爵士则受邀在会上分享在贵州的投资经验。

受邀出席者包括：马中经贸总商会终身荣誉会长丹斯

里林源德、拿督杨天培、IOI集团执行主席丹斯里李深静、马

中友好协会主席拿督马吉德、马来西亚五金机械建材总商

会总会长拿督林权兴、马来西亚外对贸易促进局部门总监

温有志等。

黄汉良：

  后发优势商机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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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柴玺

深信中国和马来西亚的

总贸易额今年能突破千

亿美元。

到时，马来西亚会是继日本和韩

国之後，成为第三个与中国突破千亿

美元贸易额的亚洲国家。

柴玺出席中国贵州省马来西亚招

商引资推介会致词时说，中马两国的

贸易额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四分

之一。

他 认 为，尽管 世界 经 济 环 境不

好，但中马两国的经贸合 作，仍然取

得令人鼓舞的成绩。“今年首2个月，

两国的贸易额仍然取得较大幅度的增

长。”

他指出，去年4月27和28日，中国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马来西亚并取

得圆满成功，两国领导人去年10月也

共同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八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

他补充，两国领袖今年四月初将

再次相会於广西南宁，两国领导人会

晤非常频繁，这对双方的合作关系和

发 展 推动作用是其他方式 难以取代

的。

他 说，中国 与马 来 西 亚 是友 好

近邻，中马两国建交38年来，双边关

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两国高层互访频

繁，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贸往来迅

速扩大，各领域务实合作日益深化。

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大

贸易伙伴，马来西亚也一直稳居中国

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11年，中

马两国贸易额达900亿美元，同比增

长21.3%，创历史新高，中马双边经贸

合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走遍大地神州　醉美多彩贵州

贵 州省 位于中国 西 南 部，面 积

17.6万平方公里，人口4000万，是一个

拥有悠久历史和多元民族文化的省，

境内蕴藏着丰富的水、煤、矿、生物等

资源。贵州地理环境独特、气候宜人，

人民勤劳、善良，被誉为中国西南部地

区的一颗“明珠”。

贵州与马来西亚虽然 远 隔千山

万水，但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日益深

化，特别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

贵州省进一步加大投入，依托快速铁

路、高速公路和航空等多种渠道，将

贵州打造成为连接东盟国家和中国西

南地区的重要“桥梁”。

柴玺大使透露，中国中央政府特

别针对贵州出台政策，将贵州定位为

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

地、特色轻工业基地、以航空航天为

重点的装备制造基地和西南地区重要

的陆路交通枢纽。这必将对贵州未来

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

时也为马来西亚企业与贵州开展多领

域互利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他说：“虽然贵州省是首次在马

来西亚举办类似的招商引资活动，但

我相信，以此次贵州省政府代表团的

来访为契机，以本次招商引资推介会

为平台，马来西亚政商界的朋友们可

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对贵州有一个全

新的认识和了解。我衷心地祝愿，今

天将成为马来西亚关注贵州、走近贵

州、实现互利共赢的新起点，希望马

来西亚各界朋友与贵州省各位同仁携

起手来，为促进贵州与马来西亚的交

流与合作做出更大的努力。”

n	黄汉良（左五）与蒙启良副省长（左六）互赠纪念品。左起：丁锦清、黄文华、宋兆棠、杨天培、柴玺大使、李深静、刘朝容。

n	柴玺大使深信中马两国经贸可突
破千亿美元。

柴玺大使

马中双边贸易
可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投资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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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 
青集团执行主席丹斯里

张晓卿爵士促请眼光独

到的马来西亚企业家，

把握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战 略 机

遇。

他说，眼光独到的企业家，应改

变过去只把投资焦点摆在中国东部与

沿海发展的思维。

“过去，贵州一直予国人的印象

是处于大西部，贫困和落后是它最主

要的矛盾和特徵。加速发展贵州，是

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因为贵州

尽快走向发展和富裕，是中国大西部

地区与全国缩小差 距的一个重要 标

志，也是中国全省平衡发展与兴旺发

达的一个重要象征。”

能源矿产资源丰富

张晓卿今天出席“中国贵州 � 马

来西亚招商引资推介会”，在会上分享

发言时说：“贵州正处于一个历史性、

跨越性的关键性大发展时期。”

他说，贵州虽然有过去发展既存

的弱点，如交通基础设施的薄弱、工

程性缺水严重和生态环境脆弱等瓶颈

的制约，但是，也拥有良好的区位条

件、能源矿产资源丰富、生物的多样性

和文化旅游巨大的开发的潜能。

“贵州也存有产业结构单一、城

乡差距较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

题和困难，但是，又面临深入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快工业化、城镇化

发展的重大机遇。”

他说，2012年在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 促进贵州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的

2号文件中清楚说明，贵州须以加速

发展、加快转型、以推动跨越为主基

调，大力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

战略，着力加强交通、水利设施建设

和生态建设，全面提升发展的基础条

件，同时致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积

极构建具有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

业体系。

对内外开放水平提高

他说，当地还要不断增强发展动

力和活力，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自身需

要和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确保

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宏伟目标。

“贵 州在 加 快 工 业化 、城 镇化

发展的进程中，始终把农业现代化建

设、新农村建设放在突出重要位置，以

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城乡一

体化发展的新格局。这是贵州未来发

展前进的大思维、大蓝图，也是贵州

投资发展的大机遇。

“我看到的贵州，还锐意进取，

把改革开放，作为加速发展、加快转

型、推动跨越强大动力，不断破除体

制机制障碍，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

也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张晓卿强调，贵州发展最好的机

遇，已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贵州近年快速发展
开放水平明显提高

他说，加上贵州人“不怕困难、艰

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精

神，更为有意前往投资者增添信心。

张晓卿赞扬贵州近年快速发展的

律动与势头，开放力度和效果实属罕

见。

他表示看到贵州团结拼搏，转型

加快、民生改善、后劲增强的良好态

势；经济发展明显提速，调整转型明

显加快，开放水平提高。

他举例，2011年贵州成功举办生

态文明贵阳会议、首届中国(贵州)国际

酒类博览会暨2011中国 � 贵阳投资贸

易洽谈会和全国民营企业助推贵州发

展大会，组织了香港招商等活动，成

果不凡。

他赞扬贵州各族干部群众展示了

灵活、主动、开放和创意思维，认真贯

彻落实国家领导对贵州工作的指示。

“他们不但坚持科学发展理念，

而且不断更新思想和观念，树立干事

做事的新激情和新文化，也拉抬拓宽

眼界和视野，使工作品质明显转变，

工作效率明显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新贵州，充

满投资机会的新贵州。” 

他引述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

西斯科弗朗加利，对贵州赞不绝口的

谈话，指它为“文化之州、生态之州、

歌舞之州、美酒之州”，赞扬贵州资源

丰富，境内自然风光秀丽、民族文化灿

烂。

常青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

 贵州机遇在当前

n	张晓卿分享在贵州投资的经验。

n	推介会的热闹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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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州省副省长蒙启良在“

中国贵州－马来西亚经

贸合作论坛暨贵州投资

项目推介会”指出，贵州地处中国西南

云贵高原东部和泛珠三角腹地，是一

个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发

展潜力巨大的省份。

贵州能 源 矿产资源 蕴 藏丰富，

全省有矿产资源127种，其中煤、磷、

铝、重晶石、锑、锰、锂、黄金等48种

矿产居全国前十位，是中国重要矿产

资源接替区之一。

贵州有发展装备制造业和特色产

业优势，是中国重要的航空、航天和电

子工业三大军工基地，机械制造业具

有良好条件，在光学仪器、精密机床

等方面技术力量雄厚，发展潜力大。

同时，贵州具有独特的立体气候

和种类繁多的生物资源，全省共有野

生植物6000余种，是全国重要的动植

物种源地和四大中药材主产区之一，

具有发展特色农业、绿色食品和生物

制药的优越条件。

贵州旅游资源优势独特，全省有

荔波喀斯特、赤水丹霞地貌等2个世界

自然遗产地，黄果树等18个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铜仁梵净山等9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关岭化石群等8个国家地

质公园，赤水竹海等21个国家级森林

公园。高原地势和山地地貌，形成了

贵州独特的气候。特别是在炎炎夏日

里，贵州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省会

贵阳市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避暑之

都”。

贵州还是一个充满人间传奇的地

方，从原始社会到今天，各个历史阶

段鲜活的文化遗存和原生文化形态都

保留完好。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故

事，还使贵州成为中国革命的“福地”

和“圣地”。

今天的贵州，正在以其原生态自

然风光和人文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海内外游客。贵州是中国西南出海

的重要通道和陆路交通枢纽，是西南

诸省离珠三角最近的地方。随着厦蓉

高速公路贵阳至水口段和贵广快速铁

路的顺利实施和重庆、昆明、长沙、

成都、南宁连接贵阳的五条快速铁路

的建设，我省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

海、京津塘等发达地区将实现快速连

接。

“十二五”期间，贵州省委、省政

府结合全省经济社会实际，在战略主

基调上，提出“加速发展、加快转型、

推动跨越”的思路；在战略重点上，提

出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战

略；在空间布局上，提出加快黔中经

济区发展；在实现手段上，提出必须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确定把投资作为

推动发展的重要拉动力量；在保障措

施上，组织开展“三个建设年”、“四

帮四促”活动，明确了“简化程序、优

化流程、限时办理”的具体要求，实行

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考核办法，以作风

的大转变、环境的大改善和项目大建

设来保证发展。2010年底以来，我省

陆续举办了

“贵州与中央企业投资发展恳谈

会”、“贵州 � 香港投资贸易活动周”

、“贵州省赴粤、沪、川招商引资”和“

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暨2011

中国 � 贵阳投资贸易洽谈会”等系列

招商引资活 动，在 上 述 活 动中省 级

层面共集中签订了315个，投资总额

5970多亿元的项目。截止去年底，这

些项目已开工216个，开工率达68.6%

。

今年1月，中国国务院制定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

〕2号）。《意见》明确提出，要把贵州

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

深加工基地、特色轻工业基地、以航

空航天为重点的装备制造基地 和西

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扶贫开发攻坚

示范区，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长江、

逐级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民族团

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为推动贵州

经济社会进一步加快发展，《意见》

专门明确，在国家产业政策允许范围

内，适当放宽贵州具备资源优势、有

市场需求的部分行业准入限制，支持

产业园区和城市发展热电联产机组，

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大用户直供

电。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发

展支撑能力，加大水利、生态环保、石

漠化综合治理等建设，增强可持续发

展能力。

当前，贵州正在着力打造和培育

良 好的 投 资 创业环 境，切实 简化 程

序、优化流程、限时办理，加强调控、

下放权力、激发活力，对到贵州投资

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只要

是 属于政 府 职 责范围，我 们坚持 一

件一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去协调解

决。去年8月在贵阳举办的“中国（贵

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暨2011中国 � 贵

阳投资贸易洽 谈会”上，贵州省委书

记栗战书向国内外客商郑重承诺：凡

是国内其他省份能够提 供的优惠条

件，贵州都将提供；凡是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的投资权益，贵州都将依法

保护；凡是需要由各级政府解决的问

题，贵州都将全力解决。

n	蒙启良副省长介绍贵州概况。

蒙启良副省长

中央扶持贵州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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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贵州矿产资源丰富，很多企业家都深感兴趣。

 贵 
州省 投 资 促 进 局 局 长

季泓在推介会上向马来

西亚客商介绍今天的贵

州。

贵州省基本概况

贵州位于中国西 南云 贵高原东

部，分别与湖南、重庆、四川，云南，

广西接壤，总面积17.6万平方公里，

人口近4000万。改革开放以来，贵州

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

平有了明显提高。2011年，全省国民

生产总值为5702亿元，财政总收入为

133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165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200

元。

贵州省的资源优势

贵州资源丰富，文化多彩，气候优

越，风光旖旎，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基

地和中国避暑胜地。

一是拥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

源。贵州水、电、煤等多种能源兼备、

组合良好。“水火并济”的能源优势独

一无二：全省可开发水能蕴藏量1683

万千瓦，煤炭保有储量523亿吨，有“

江南煤都”之称。水电、火电单位造价

全国最低，是中国“西电东送”的重要

基地。贵州已发现矿产128种，储量居

全国前5位的达28中，其中，铝、磷、

锰、锑、金以及重晶石等资源优势尤

为突出。

——贵州重晶石保有储量占全国总量

的33.7%，居全国第一位。

——贵州稀土矿保有储量占全国总量

的47.93%，居全国第二位。

——贵州铝土矿保有储量占全国总量

的18.11%，居全国第三位。

——贵州磷矿保有储量占全国总量的

15.15%，居全国第三位。

——贵州锰矿保有储量占全国总量的

12.19%，居全国第三位。

——贵州锑矿保有储量占全国总量的

11.13%，居全国第四位。

——贵州金矿保有储量占全国总量的

4.45%，居全国第十位。

二是具有种类繁多的生物资源。

贵州是中国重要的动植物种源地和四

大中药材主产区之一。全省共有野生

植物6000余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

500余种，工业用植物600多种，绿

化、美化及抗污染植物240种，药用植

物3700多种，具有发展特色农业、绿

色食品和生物制药的优越条件。

三是拥有独具魅力的旅游资源。

贵州现有2个世界自然遗产地，18个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9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8个国家地质公园，39个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具有开发价值的旅游景区1000多

个。神秘雄奇的自然风光、古朴浓郁

的民族风情、悠远凝重的历史文化以

及湿润温和的气候条件，成就了不可

复制的“多彩贵州”。

四是 具 有 航 空、航 天 和电子工

业的技术和人才优势。贵州是中国航

空、航天和电子工业三大基地之一，

在机械制造业、光学仪器、精密机床

等方面技 术力量 雄 厚，发 展 潜力巨

大。

五是拥有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

贵州是中国西南出海的重要通道和陆

路交通枢纽。公路通车里程逾14万公

里，境内有川黔、湘黔、贵昆、黔桂和

南昆五条铁路干线，拥有西南地区最

大的铁路货运编组站和4E级国际机

场。铜仁等6个支线机场已开通营运，

遵义等3个支线机场正在抓紧建设。

贵州正在努力构建连接全国“8小时

高速铁路交通圈”，编织覆盖全省的

高速公路网以及航空网络。

贵州省经济发展战略

今年年初，中国国务院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

，这是自1990年以来首个从国家层面

系统支持 贵州加快发展的综合性文

件，标志着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迎来新

一轮历史性机遇。贵州以此为契机，

迅速确立了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

战略。

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局长季泓

多彩贵州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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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全力打造中

国重要的能 源基 地、资源 深加工基

地、特色轻工业基地、以航空航天为

重点的装备制造基地和西南重要陆路

交通枢纽。

合理划分空间布局：在全省打造

黔中经济区、黔北经济协作区、毕水

兴能源资源富集区和“三州”民族地

区等四个经济产业带。

有序发展产业园区：按照整体规

划、严格管理、滚动发展、务求实效的

原则，规范发展产业园区，充分发挥产

业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培育和

引进一批就业容量大、技术含量高的

企业。

马来西亚与
贵州的经贸合作空间

根据国发2号文件的精神，国家

要求贵州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

路，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按照这

一指导方向，马来西亚与贵州可以在

以下几方面开展合作。

能源产业：国家支持贵州建设大

型煤炭基地和实施水电开发，因此，

双方能够共同推进资源整合与优化开

发，在煤炭、电力等方面开展合作。

资源深加工产业：双方能够共同

建设煤电磷、煤电铝等一体化资源深

加工基地，积极推进铝、钛、钡、钒、

锰等资源精深加工一体化。

装备制造业：基于贵州在航空、

航天和电子工业方面的技术、人才优

势，双方可以在航空航天装备、汽车

及零部件、能矿产业装备和工程机械

等方面寻求合 作，共同发 展 精 密 数

控装备和关键基础件、新型电子元器

件和电力装备、铁路车辆及备件等产

业。

特色轻工业：“好山好水，出好

酒，出好茶”，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孕

育了白酒、绿茶、药材等特色轻工产

业优势，双方可以在白酒酿造、茶叶

深加工和中成药、民族药生产方面开

展合作。

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支持贵州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的

经济增长点，因此，双方在生物医药、

生物育种、节能技术、环保产业、光伏

产品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方面有广阔

的市场合作前景。

现代服务业：国家支持贵州大力

发展现代服务业，因此，在区域性物

流中心、城市商业网点、农产品批发

市场建设等方面双方具有广泛的合作

空间。

贵州省投资政策环境

文化和旅游产业：贵州正在积极

打造以“多彩贵州”为代表的民族歌

舞、工艺美术、节庆会展、戏 剧、影

视、动漫等文化品牌，加快开发蜡染、

服饰、银饰、苗绣、漆器、紫袍玉带石

雕等特色旅游商品。因此，马来西亚

可以全方位参与贵州旅游要素建设和

项目开发。

以国发2号文件为支撑，贵州正在

积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全力促进

外来投资项目落地，在产业、金融、用

地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在 产业 发 展方面。实 行 差 别 化

产业政策，在国家产业政策允许范围

内，适当放宽具备资源优势、有市场

需求的部分行业 准 入限制。鼓 励在

土地、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先行先

试。

在金融支撑方面。进一步加大信

贷支持力度。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限

额。

在用地保障方面。国家支持贵州

建立和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管

控、动态评估与适时修改机制。我省

将优先安排产业园区用地，对具有带

动作用的产业和项目实现省级优先保

障和“点供”，对招商引资项目和产业

园区建设用地，做到应保尽保。

贵州正在积极推 进法治政 府建

设，努力减少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

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将项目涉及

的备案、用地、规划等审核权从省级

直接下放到县级政府，着手设立贵州

省外来投资服务中心，无偿为产业类

投资提供咨询和代办等服务，投资环

境得到不断优化，亲商、爱商、安商、

敬商的氛围正在形成。

n	企业对接会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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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云南省投资项目推介会
 云 

南省 招商合 作局副 局

长程永流于4月13日（

星期五）率领4人代表

团，在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

会议厅举行“中国云南省投资项目推

介会”。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

是这项推介会的协办单位。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是最早对

外交往的地方之一，曾被称为“南方丝

绸之路”。中国西部大开发蓝图把云南

建设成为中国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

云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产业基地的成

形，对境内外投资者来云南投资发展

意味着丰富的商机。

这次推介会主要是介绍四个重点

合作领域：

一、现代物流业。云南是中国唯

一能从陆上沟通东南亚和南亚、直达

印度洋的省份，为含盖面积 2660多

万平方公里，28亿人口，5.4万亿美元

GDP的庞大市场，云南省将建设成为

中国面向东南亚和南亚的国际物流枢

纽和区域性物流中心。

二、特色农业。云南拥有良好的

农产品种植环境，是典型的“立体气

候区”，被称之为“生物资源王国”。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近4000万亩，特色

经济林面积超过3500万亩。农产品出

口位居西部第一多年，去年出口额达

17.6亿美元，出口东盟达9.2亿美元。

是投资农业种植基地和进行农产品及

食品加工的绝佳选择。

三、装备制造业。全省拥有1亿千

瓦的水能资源，可开发量居全国第一，

是中国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全省有

800多万的富余劳动力。今后五年，云

南将加快装备制造业发展，包括汽车

和新型柴油发动机、高档数控机床、

轨道交通建设和养护装备、自动化物

流成套装备、矿冶重化成套设备、高

端电力装备及新型农业和生物资源加

工装备等七个大类装备制造，云南的

制造 业产 值 及电力设备售预计将达

1400亿元，工业增加值350亿元。

四、旅游文化产业。云南为驰名

中外的旅 游胜 地 。去年云南省 接 待

海内外游客1.67亿人次，旅游总收入

超 过1300亿元人民币。云南的山川

风貌、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旅游资

源的独特性、使云南旅游发展独树一

帜。

出席这项投资项目推介会的本会

领导与客商包括：总会长拿督黄汉良、

终身荣誉会长陈凯希、拿督杨天培、

会务顾问陈金锭、法律顾问黄文华、

副总会长杨天德博士、刘俊光、秘书

长林恒毅、中央理事杨子威、青年团副

团长杨碧珊、马来西亚华人旅游业公

会秘书长戴宏锦、珍珠假期（马）有限

公司入境部总经理涂财、中化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振发、马来西亚运通有限

公司董事陈建华、风之旅私人有限公

司经理陈小梅、陈万成（马）有限公司

陈政勇、奥士卡国际金融投资顾问集

团张彬等。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

良在推介会上说，云南地理位置的优

势，以及云南与东盟的密切关系，对

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说，云南除了特色农业之外，

也有特色旅游业，现在云南和吉隆坡

之间有直航班机，吸引了很多高尔夫

球爱好者到365天都能打高尔夫球的

云南度假打球。

程永流副局长在推介会上说，近

年来，为进一步吸引、鼓励境内外投

资者到云南投资发展，国家和云南省

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大了外资进

入云南的保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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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云南省招商合作局在吉隆坡举行投资项目推介会后，代表团与出席的宾客合影。
	 左起：涂财、陈政勇、林恒毅、陈建、杨玲、陈凯希、程永流、黄汉良、杨天培、陈金锭、黄文华、杨天德、杨子威、杨碧珊、戴宏锦。

他说：2010年至2012年期间，企

业在云南各类园区投资新建 标 准厂

房，每平方米将获得200元-300元人

民币的补助，对入驻园区标准厂房的

企业租用标准厂房进行生产的3年租

金全免；凡入驻园区标准厂房并招收

云南籍员工的企业，3年内每安排1名

云南籍员工，按照每人每年1200元的

标准给予薪酬补助。同时，国家将云

南出口货物人民币结算退（免）税试点

扩大到省内所有边境口岸；对云南省

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实行倾斜，保障重

点工程建设用地以及实行差别化的产

业政策，对云南具有资源优势和产业

特色的循环经济相关产业和项目等将

给予优惠扶持。 

“云南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气

候温和舒适、社会环境和谐安宁，生

活和工作环境十分宜人。 

“一直以来，云南省重视发展与

马来西亚的友好合作关系，近年来，

双方在经济、贸易、农业、文化、旅游

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有了新的发展。马

来西亚一些公司近年纷纷到云南进行

考察投资。虽然从投资规模上来看，

目前马来西亚与云南相互投资规模仍

然较小，但双方产业互补性强，投资

合作前景广阔。随着云南与马来西亚

投资合作的深入推进，我们将继续在

配套政策、土地、项目融资及企业信

用担保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积极为

东盟及南亚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投

资信息、政策咨询、项目选择、人力资

源支持等方面的服务。 

“这次洽谈会，我们带来了一些

省级重点招商项目册，希望能引起朋

友们的兴趣。我们真诚欢迎各位企业

家到云南参观考察、投资创业，我们

将竭诚做好协调和服务。 

“云南有丰富的资源，广泛的市

场需求、向外拓展的空间和良好的投

资合作环境，我们真诚希望各位企业

家朋友，借助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

市场的大通道优势，大力开拓周边市

场，与云南共发展共繁荣，实现多方共

赢的良好合作局面！”

云南省保山市招商局局长杨玲也

在推介会上简介保山市的工业新型化

项目、农业产业化项目和旅游国际化

项目。

她指出，保山市旅游资源丰富，

产品格局正由观光型向观光与康体休

闲度假型并重发展转变，生态、科考、

探险及自驾车等专项旅游逐渐兴起。

她说，保山是中国最大的香料烟

生产基地、山葵生产基地、石斛生产

基地和红花油茶生产基地，目前正在

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产品流

通业，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杨局长也指出，保山水能资源丰

富，矿产资源同样丰富，黄金、铜等稀

缺资源储量较大且开采条件较好，全

力打造清洁载能基地。  

n	程永流副局长：云南蕴藏丰富商机。 n	云南省保山市招商局局长杨玲简介
保山市的工业新型化项目、农业产业
化项目和旅游国际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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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珍珠港工业公司设在GM大厦的零售店面。

文 / 陈杰森

为马中商人修路搭桥

谭天良力拓蓝海事业

 在 
马来西亚创业及经商7

年之后，来自中国广州

的谭天良(Adam Tan)觉

得现在是时候配合当前的天时、地利、

人和的有利局势，为他在马来西亚的事

业寻找一片蓝海。

37岁的谭天良是成功在马来西亚

企业界拼出一片天的中国商人之一，于

2006年创业至今，他在我国服装零售

行业已经小有名气。他的业务范围也由

创业时的一个小小摊位，在短短不到7

年之内，扩展至今天拥有15间分店的规

模，每年销售量达到500万令吉。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的经商环境

确实非常得天独厚，就算是一位人生

路不熟的外国人，只要肯拼、肯捱、肯

付出，在这里一样可以打造出自己的

企业王国。

目前珍珠港工业有限公司(Pearl 

Harbour Industry Sdn Bhd)创办人兼董

事经理的谭天良在接受《马中经贸》访

问时坦言：“尽管在马来西亚服装界已

经闯出了一个名堂来，但是这毕竟是

一个红海战略的事业，每天必须与众

多的同业激烈竞争，这使得我有时会

觉得非常之累。”

“为了跳出这样的经营框框，我

开始思索未来要走的路，在经过多番思

量以及了解整个时局变化之后，我发现

其实我可以采用蓝海战略，以引领我的

事业朝向另一个层次迈进。”

他说：“最近一年我发现有很多有

利因素在促进马来西亚和中国经济交

流，我觉得我必须把握这个良好的机

遇，为自己的事业创造有利的条件。”

他指出，中国经济自从改革开放以

来，已经造就了许多财力雄厚的企业，

这些企业现在最适合采取“走出去”的

战略，而中国总理温家宝也曾经公开

地表明，中国会继续鼓励国内企业到

外国发展。

谭天良也觉得，中国“走出去”的

战略是有必要的，因为中国国内近年

受到人民币升值、劳工荒、欧美购买

力疲弱等因素冲击，中国国内竞争激

烈，环境恶化，所以中国企业及个人急

需走到国外投资创业。

谭天良表示：“在经过一番思考，

觉得自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应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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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身的优势，以自己在马经商的经

历和经验，现身说法，帮助马来西亚

引进中国商家过来这边创业，同时引

导中国有钱人过来投资房地产。我觉

得这样才可以为我的事业创造真正的

一片蓝海。”

他指出，现在带领中国企业及个

人投资马来西亚是占了天时、地利、

人和的优势。

为何会这样说呢？谭天良进一

步解释，天时是中国政策及企业要

求、地利是良好商业环境地理位置，

而人和是马来西亚是华人居多的东南

亚国家。

更何况，马来西亚正在落实大吉

隆坡发展计划，以及几个经济特区的

发展计划，这包括东海岸、北马、柔

南、沙巴、砂拉越经济特区，这肯定加

大了马来西亚吸引外资的优势。

此外，谭天良本身就是一个“活

招牌”，由他出面向自己的中国同胞讲

解马来西亚的经商环境，相信更容易

让人信服。

活招牌易令人信服

充满活力的谭天良在马来西亚经

商时可谓身经百战。根据他回忆，在

马来西亚这期间，他尝试过多种商业

形式，包括摆地摊、展览会、车站、商

场、批发广场、架设网站的经营经验

他都一一尝试过。

他表示，他的每一步都根据公司

情况进行改变，公司为改变产品，改变

发展方向，开过几次会，都成功的拯救

或发展了公司的业务，明白生意关键要

发挥自己的优势。

此外，他坦言，在公司成长壮大的

过程中，也让他明白到很多道理。

他说，使生意一定要脚踏实地，一

步一个脚印，累积管理经验、人脉、资

金，慢慢发展壮大。千万不要急进，按

部就班，从工作中学习。创业过程，是

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学习管理，学习做

人做事，学习成功人士，成功企业。

他进一步表示：“当然以诚相待

朋友更是重要，因为这将会获得贵人

必相助，例如我的一位游乐场老板，介

绍很多商场高层认识；一位广场经理，

给予很好租金；一位开餐厅的老乡，介

绍很多良师益友给我认识；一位房地产

投资专家，带领自己开始投资马来西亚

商业地产，还有很多这样的贵人，给我

很大帮助。”

因此，如果由他回到中国向企业

界朋友讲述他的亲身经历，肯定会在

中国当地引起很大的共鸣。

谭天良除了把生意做好之外，也热

衷学习各种经营管理知识，马来西亚的

商业政策、法令、投资条例、风俗习惯

等等。他甚至觉得比较其东南亚其他

国家，马来西亚经商环境政策良好。

他也积极参加各种社团，目前是

多个社团会员，借以增长见识，拓展

人脉，以希望有更多机会推广马中经

贸交流。

他现在担任的职位包括中国企业

及个人马来西亚投资创业顾问、珍珠

港工业有限公司创办人兼董事经理以

及中国对东南亚商业有限公司董事。

此外，他也是马来西亚中资协会会员、

马中经贸总商会会员、马来西亚批发

零售协会会员、马来西亚服装批发公

会会员、国际讲演会会员以及马来西

亚讲师协会会员。

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之

后，谭天良要如何善用这些优势呢?

他透露：“自己下一步计划便是

扮演修路搭桥的角色，协助TSI集团发

展的GM巴生批发城计划到中国招商

工作。”

他表示，GM巴生批发城计划是

TSI集团重点计划之一。他本身也非

常看好这个计划，因为它是其中一个

连接国际市场的主要关键，它促进了

国际市场的批发贸易并扮演一个重要

的角色。

他认为，这批发城可以让中国商

家拥有立足马来西亚，走向东盟，放眼

中东、西亚及南亚批发市场的优势。

所以，在看准这个天时、地利、人

和的机会之后，他决定在今年6月便到

中国的广东和浙江招商，以期望将当地

的中小企业引到GM巴生批发城，让他

们拥有走出中国，放眼亚洲的视野。

由此可见，谭天良能够在竞争激

烈的商界中立足，除了拥有脚踏实地、

勤奋、坚持、不断学习、待人诚信的精

神之外，他还拥有积极进取和马上行

动的优点，所以日后他为本身的事业

再创造出新的一片蓝海，是不会让人

感到惊讶的。

n	TSI集团负责人到中国推广GM巴生批发城的团队，他们对到中国招商的计划信心满
满。左起为珍珠港工业公司董事王渊、谭天良、TSI集团总裁拿督林成国、GM巴生
批发城经理邢葳淂以及TSI集团销售总经理罗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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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

督黄汉良建议中国贵州

企业来马购地种植马铃

薯，引进马铃薯种植法，同时参与马来

西亚第二家园计划。

他是于5月21日在马中经贸总商

会会议厅举行的“中马马铃薯业洽谈

会”时这样建议。他说，贵州企业正致

力扩大海外市场，因此，应前来正寻

求经济转型的马来西亚投资，在这里

种植马铃薯，以便供应本地需求及销

售到其他国家。

他说，马来西亚目前也大力向海

外 招商引资，欢 迎 外国 企 业前来投

资，贵州企业在马来西亚购地种植马

铃薯正合时宜。

“中马马铃薯业洽谈会”是由中

贸国际展览（北京）有限公司主办，马

中经贸总商会协办，出席的贵州马铃

薯企业代表团除了团长罗怡之外，其

他成员包括朱峰（贵州华海贸易有限

公司）、张实（贵州德利奇贸易有限公

司）、刘军（贵州金农马铃薯科技开发

有有限公司）、邓宽平（贵州省马铃薯

研究所）、陈文波（贵州金农马铃薯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袁建琦（贵州省农

委种植业一处）、蒙懿（贵州省荔波县

农业技术推广站）、唐维明（黔南州农

业技术推广站）、王朝海（毕节地区泰

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马永军（贵州

省威宁县南方马铃薯专业合作社）。

代表团这次来马来西亚，主要是

推广贵州种薯和商品薯，为优质鲜食

商品薯开拓海外市场，同时希望与马

来西亚进出口商寻求合作机会，代表

团更携带马铃薯样品，让本地商家可

n	贵州华海贸易有限公司国际业务务部

经理罗怡。

n	中马马铃薯企业洽谈会后，双边企业代表合影，前排坐者，左起：包久星、	

罗怡、黄汉良、刘俊光、陈展鹏。

中马马铃薯业洽谈会

 贵州马铃薯业
   寻求合作商机

亲睹他们的优质商品。贵州马铃薯的

优势包括品质佳、一年可种三季、储

存耐久，其中每颗200克以上的费乌

端它薯属鲜食品种，口感好，皮淡黄

色、肉鲜黄马，表皮光滑，芽眼少而

浅。

这场在马中经贸总会会议厅举行

的“中马马铃薯业洽谈会”，出席者包

括马中经贸副总会长刘俊光、中央理

事拿督陈展鹏、包久星，以及十馀位

从事马铃薯业的商家。

在“中马马铃薯业洽 谈会”上，

马中双方的参与者也就多个问题，如

马铃薯包装、价位、产量、储藏、休眠

期、出入口等课题进行深度的交流。

中国贵州马铃薯企业代表团也在

洽谈会上，向大家讲解贵州马铃薯的

独特优势，即品质优良、质量安全（

少工业污染）、气候佳（周年生产及供

应）及地缘较近（运输成本低）。

冀设定标准包装

东方贸易有限公司东主陈展鹏希

望贵州马铃薯业者可设定标准包装，

即5公斤或10公斤，而不是随要求推出

各式各样重量的包装，对卸货造成不

便。

他指出，马来西亚人较喜欢选吃

100至150克体型的马铃薯，太大颗的

市场较小。贵州出口的马铃薯品质佳

固然重要，但价格宜合理，否则难以和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马铃薯业竞争。

他举例，马来西亚目前除了向中

国山东进口大量马铃薯，也向孟加拉

及广东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印尼马

铃薯过去虽曾大量出口到马来西亚，

后来却因价格较高而失去竞争力。

贵州华海贸易有限公司国际业务

部经理罗怡指出，这次的代表团涵盖

马铃薯培育、种植、销售及相关政府

机关，主要是希望能学习及交流，同时

与马来西亚公司达成一些意向。

他坚信通过实质性交流，加上在

东南亚的考察，他们有信心及自身优

势，在开拓马铃薯海外市场方面做得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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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来西亚刘蝶集团耗资4

亿令吉，在中国江苏省

常熟市 打造“中国－东

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为有意在中国

拓展业务，以及已在中国有业务并需

进一步发展的各国中小企业提供一站

式商贸枢纽服务。

“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

地处华东地区，也是中国与东盟经贸

合作最为集中和活跃的区域之一，马

来西亚中小企 业可借助这个地 理 优

势，将经贸合作向中国内地延伸。

刘蝶集团执行董事刘义忠说，在

常熟的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

首期计划共有7栋213个商业和办公

室单位，已在2011年建成，第二、第三

期计划则涵盖商业单位及SOHO办公

单位，整个项目估计在未来3年完成。

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是一项

创新计划，这是刘蝶集团在中国的最

新发展项目。

刘义忠于 4月2 3日吉隆 坡举 行

的江苏省常熟市“中国－东盟中小企

业贸易中心”推介会上发表这样的谈

话。

他说：随著中国—东盟中小企业

贸易中心的落实，则将成为中国东盟

之间区域经贸催化剂，为旅游促进、

教 育、文化 和 就 业领域 创造 更多商

机。

刘义忠希望该中心将进一步促进

中国与东盟经贸自由化、商品进出口

与投资、并促进双边在旅游教育与文

化各领域的发展。

“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

刚刚推介，就已有40家来自东盟成员

国的中小企业有意进驻。

刘蝶集团属下机构常熟 辉煌 置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智馨指出，这些

有意进驻的商家包括7家马来西亚公

司。

马中经贸予以配合

马中经贸总商会会长拿督黄汉良

在推介会上说，马中经贸总商会也与

中国有关方面签署了“中国广西南宁

华南城”合作框架协议，协助东盟10

国的业者到广西华南城 展销东盟 产

品。他形容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

中心是“一个好东西”，并表示该会愿

予以配合，促进马中经贸发展。

他说，由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支

持的刘蝶 集团开设的中国江苏省常

熟市中小企业贸易中心是个好起点，

可以带动东盟的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

场。

他 说 ，刘 蝶 集 团 推 出 的“ 中

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则可

作为东盟产品和货物开拓中国市场的

大门，值得大家参与。

黄汉良解释，马中经贸总商会是

一个由马来西亚商人组 成的多元组

织，是一个跨族群和跨区域的全国商

业公会，会员们都是向往中国经济发

展，愿意与中国企业合作的商家。

他说，该会除了接待来自中国的

商协会，政府机关及企业代表外，也

积极参与中国的招商引资洽谈会、博

览会，近 来 也 投 入推 介中国的工 业

园。

他说，该会与中国各省市政府保

持密切关系，并已和广西及其他省市

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积极协助它

们推动有利于促进马中经贸发展的项

目。

出席推介会者包括前中国驻马来

西亚大使钱锦昌、刘蝶集团财务策划

与商业发展董事温秀珠、中国-东盟中

小企业贸易中心董事拿督杰卡迪逊、

刘蝶集团属下机构常熟辉煌置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邓智馨、中国驻马大使馆

经济商务处三等秘书康伊明。

刘蝶集团常熟打造
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

协助东盟商家进军中国
n	黄汉良：马中经贸总商会可配合推动

常熟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

n	刘义忠（右四）向黄汉良（左四）讲解常熟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的首期计

划，左起：邓智馨、康伊明、嘉卡迪生、温秀珠、阿都马力卡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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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2010年正式启动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涵盖19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这是发展中国家

建立起来的最大自贸区。

这3年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借助这个自贸区的东风，双

边的经贸关系得到飞跃的发展，而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

中心便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在中国江苏省常熟市应运而

生。 

凭借着常熟市的天然优势，以及中国－东盟商务理事

会中方秘书处的积极推动，马来西亚刘蝶集团耗资４亿令吉

发展的江苏常熟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将成为中国

和东盟双边中小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

刘蝶集团执行董事刘义忠接受《马中经贸》访问时

说，中国和东盟的企业家可以善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积极参

与江苏省常熟市的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通过这个

商城达到相互交流，积极寻找商机的目标，进一步推动中

国和东盟之的双边贸易发展。

他透露：“从我们最近在东盟成员国之间展开的巡回

招商行程中，我们发现东盟成员国的商家对这项计划都非

常感兴趣，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商城作为

进军中国市场的起点。”

他指出，进军中国的方式有很多种，一是凭着一己之

力，二是通过良好规划方式，前者可能需要遇上很多的挫

折，而后者则将可以减少走很多的冤枉路。

刘义忠说：“由于刘蝶集团发展的商城是获得当地官

方的支持，所以任何商家进驻到这里，我们都会为他们提

供一站式的服务，包括让商家了解市场概况、如何开拓市

场以及申请营运执照等，这将使得商家可节省很多的时间

及精神。”

他指出：“这就是我们发展这座商城所占有的优势，因

为目前在中国获得当地官方机构支持的商城项目其实并不

多，而我们就是其中之一。”

支持江苏省常熟市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计划

的中国官方机构包括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

刘义忠表示：“获得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的支持，对刘

蝶集团开设的中国江苏省常熟市中小企业贸易中心来说，

是个很好起点，这将可以带动东盟的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

场。”

他说，有关计划的宗旨非常明确，就是为有意在中国

拓展业务，以及已在中国有业务并需进一步发展的各国中

小企业，提供一站式商贸枢纽服务。

刘蝶集团已经成立了属下机构--常熟辉煌置业有限

公司，以负责为进驻当地的商家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常熟辉煌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邓智馨向《马中经贸》表

示：“届时，我将会在有关商城协助东盟的商家，如果任何

商家有困难，都可以前来找我。”

她透露，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刚刚推介，就已

有40家来自东盟成员国的中小企业有意进驻。

她表示：“在这些有意进驻的商家当中，也包括7家马

来西亚公司。”

由于这商场的发展潜能非常之大，所以她欢迎更多我

国和东盟商家进驻有关商城。

他说，进驻在这个商城的中小企业，业务将会取得前所

未有的增长，因为它们将可以享有当地政府的各项特别奖

励和优惠。

中小企业进军中国最佳平台

因此，邓智馨认为，这座商场将是东盟成员国中小企

业进军中国的最佳平台。

另一方面，刘义忠表示，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

计划耗资4亿令吉，将分3个阶段发展。

刘蝶集团是一家多元化开发商与投资管理机构，业务

多元化。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计划则是刘蝶集团进

军中国的最大项目之一。

江苏常熟市
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

享受各项优惠奖掖
文 / 林杰森

n	刘义忠对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

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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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造型独特和充满活力的商城占地总面积为6.5万平

方米，而总建筑面积为13万平方公尺，目前第一期工程已经

竣工。

首阶段计划占地面积3万1293平方米，包含7栋由213

间店铺和办公室组成的商业楼，耗资1亿5000万令吉。 

值得一提的是，这中心位于中国东部最具战略地位的

常熟市，与常熟市海关紧接毗邻，处于长江三角州心脏地

带，不但能推动江苏社会经济发展，也将加强该区繁荣，以

及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

常熟市是一个富裕的河港城市，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

美丽历史文化名城，人口200万，是江苏省最大都市枢纽的

活力中心。

此外，常熟市也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最为集中和活

跃的区域之一，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可借助这个地理优势，将

经贸合作向中国内地延伸。

因此，刘义忠希望该中心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东盟经

贸自由化、商品进出口与投资、并促进双边在旅游教育与文

化各领域的发展。

他说，这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社会、文

化和经济各方面的合作与双边关系发展，为有意扩大商贸

板块的中小企业创造极有利条件。

其实，中国－东盟自贸区自2010年成立以来，“零关

税”政策在多方面推动了双方中小企业的深度合作。

目前，双方已实施建设南宁华南城中国－东盟商品交

易中心等数个项目，为中国和东盟中小企业双向贸易提供了

重要的商贸物流平台。

根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

国和东盟贸易总额达3628.5亿美元，同比增长23.9%，中

国继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时东盟亦成为中

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因此，刘义忠认为身为东盟成员国的商家，特别是中小

型企业，更应该把握中国－东盟自贸区所出现的商机，并以

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为进驻的起点。

特别优惠马中经贸总商会会员

在了解马中经贸总商会是一个由马来西亚商人组成的

多元种族非政府组织，多年来努力不懈的推动马中双边经

贸，会员们都是与中国有经贸往来的商家，因此，刘义忠献

议：“为了达到双赢的目的，我可以为马中经贸总商会的会

员提供优惠，只要是马中经贸总商会的会员，他们投资这个

商场的单位，都会获得特别优惠。”

刘义忠欢迎马中经贸总商会带领会员到“中国-东盟中

小企业贸易中心”设在吉隆坡的销售办处，以听取我们讲解

有关商场的发展潜能。

他说：“我非常愿意与马中经贸总商会合作，因为它是

一个联系马中商人的重要桥梁。”

总的来说，“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中心”将成为中

国和东盟商家高度重视的计划，它也将被视为是深化马中

两国中小企业发展，以及经贸联系的重要和便捷的平台。

n	刘义忠（左）与邓智馨决意为中小企业打造进军中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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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出席第六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的部分马来西亚代表，左起：刘国城、黄汉良、张晓卿、黄益隆、方天兴、林锦胜、王超群、
陈志成、戴小华、黄小娟。

 由 
中国国务院侨办、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第

六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于4月9日至

1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世界各地110个国家和

地区的约570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受邀出席，中国国务委

员戴秉国出席并致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作题

为《弘扬中华文化展示侨胞形象》的主题报告。 

大会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展示侨胞良好形象”为主

题，旨在增进海外侨胞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了解，对中国政府

致力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的认识，鼓励侨胞积极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进一步树立良好形象，为开展人文

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胡锦涛会见与会代表

开幕式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政协主席贾庆

林、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等中国领导人

会见了与会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令计划、马凯、戴秉国、

万钢等参加会见。

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国务

院侨办主任李海峰作了主题报告。

她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维系海

外侨胞与祖（籍）国血肉联系的情感和精神纽带。”

李海峰表示，中国国务院侨办将从拓展华文教育、推

进中外文化交流、扶持华文传媒发展、推动中外文化产业合

作等四个方面加强与海外侨胞的密切合作，大力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文化。

她指出，自2007年“第四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

会”提出构建“和睦相融、合作共赢、团结友爱、充满活力”

的华侨华人社会以来，“和睦侨社的理念日益得到海外侨胞

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各地侨社普遍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实

践，呈现出可喜局面。”

李海峰向海外侨胞提出三点希望：

 ▲ 加强团结协作，共谋侨社福祉，树立族群形象；

 ▲ 提高文明素质，展示优秀品格，牢固树立“守法诚

信、举止文明、关爱社会、团结和谐”的海外侨胞新

形象；

 ▲ 融入主流社会，参与当地社区事务，热心公益慈善事

业，积极投身住在国经济社会建设，努力成为“好公

民”、“好居民”。

这次大会会期两天。中国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和中央社

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将分别就“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与

当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发表专题

演讲；11日大会闭幕后，与会代表还将分五路赴云南、重庆、

江苏、湖南、广西参观考察。

受邀出席本届大会的马来西亚代表包括本会总会长拿

督黄汉良、副总会长业沙巴分会会长拿督刘国城、荣誉会长

丹斯里张晓卿、丹斯里林玉唐和丹斯里方天兴。

n	刘国城与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中）合影，左为黄小娟。

第六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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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来西亚华人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华人族群。我们

秉承中华文化传统在多元文化种族的社会中独

树一格，我们既是本国主人翁，又是中华民族

的一份子。在文化上融汇贯通，既有中华文化传统内涵，又

有本地文化色彩，包容和谐，融合创新，中庸之道是马来西

亚华人文化的特征。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从落叶归根的

意识形态逐渐转变成落地生根，坚持自己是国家一份子，

是独立功臣之一。反对同化之馀，坚持本身的文化教育语

言，甚至扩大其影响，让友族也参与中华文化活动。全国有

上万名友族学生在华小上学，他们可讲流俐的华语，懂得中

华文化。

马来西亚的华人，基本上继承了中国华人的传统文化，

在音乐上传承了华乐、在舞蹈上延继了中华许多传统舞蹈，

包括舞狮、舞龙等。武术上传入了太极拳、气功、咏春拳术、

洪拳等。在这样的基础上，马来西亚华人又开创了新的传

统艺术，其中最著名的是廿四节令鼓。至于饮食文化，也保

留着浓郁的粤荣风味。

华人也保留了许多中华民族节日的习俗，如中秋节时

作灯笼、提灯笼，端午节时裹粽子赛龙舟、祭神时演大戏酬

神、冬至吃汤圆、清明节扫墓、过年守岁放鞭炮迎财神等习

俗。在生活的文化上，华人的待人处事方面仍深受儒释道的

巨大影响。 

华人讲究慎终追远、纪念祖先、光大祖德。因此，对于

清明上坟、墓园拜祭这件事，从来不敢忘记，世代传承。每年

清明节前后一个星期，国内各地华人义山内外，人头攒动、香

火缭绕。许多家庭都是全家出动，天刚破晓，就有许多人在义

山坟头走动，年年如此，令人感动。

在清明、端午和中秋这三个节庆当中，又以中秋节最为

热闹盛大，被视为继华人农历新年之后第二大传统佳节。在

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社会，各族同胞同庆中秋，成为多元文

化和民间社会的另一个亮点。

中秋节的文化内涵最重要的就是团圆，所谓：天上月

圆，地上人圆。千百年来，“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不见今时

月”，道出了同一个月光下的世事变化、人事不再、亲情无

价、团圆可贵的心灵诉求。古今诗人留下的吟月名诗、千古佳

句，至今仍为人们传诵。

马来西亚华人在坚守中华文化，拒绝同化方面可以说

为世界华人之最。泰国的华人人口约占14%，但是，想要找

个能讲中文的人，非常之难，而且，泰国和印尼华侨的身份

证或护照都用当地名字，而马来西亚的华人则保存着中华

民族的汉名字。马来西亚的华人，大部分能讲中文，中文程

度也相当高。

马来西亚的华社为争取华人权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很多家长都把孩子送到华文小学，他们对中华文化，对中国

的根源有坚定的热爱，已成为社会之风气。在马来西亚，华

文教育之堡垒，由华校开始，不但有学前前班、小学、中学

乃至大专学院都以华语华文作为主要教育其思考方式，也

是中华传统方式。

全国有1200多间纯华文小华、60间独立中学，还形成

了独中统一考试“统考”，其考试资格受到各国著名大学的

承认。“统考”可说是民间教育部主持。

几百年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和华人文化的保存和发展

不曾中断，因此最为完整。

马来西亚华人民间组织，尤其是同乡会，从早期照顾同

乡生老病死的传统功能延续下来，一般皆涉足华人庙宇和义

山的创办与经营。部分同乡会因为成立历史较久，置有产业，

财力相对充裕，除信仰、殡葬外，通常也会拨款照顾会员和社

会大众福利，诸如设立会员子女奖助学金、逢年过节致赠贫

老、举办文娱活动等。其中华人传统文化尤其是舞狮、书法、

华乐、武术等，一直备受华人社团重视。 

随着时代的进步，马来西亚的华团组织也开始转型成一

股催生公民社会的力量，许多社团由福利团体迈向智慧型团

体，对国家大小事经常给于针砭，提供建议和箴言。

马来西亚的华人可说是属于老侨，有的已四、五代人，

而且绝大部份是拥有马来西亚国籍的华人。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逐渐有些持中国护照的新侨前来谋生和定居，才有

新侨的出现。这种情形，随着时间演变，马来西亚也成成为

拥有华侨华人的国家。

（本文是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出席第六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应主办当局之邀撰写的文章）

文 / 黄汉良

n	左起：黄小娟、刘国城、方天兴及黄汉良在大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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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暨第五届南亚国家商品展

 经 
过昆交会 组委会以 及国

家有关部委精心筹备，第

二十届昆明进出口商品交

易会暨第五届南亚国家商品展于6月6

日隆重开幕。

本届昆交会室内标 准 展位共有

2485个。其中，昆交会1983个展位，

南亚国家商品展502个展位。共设置

了2个商品专业馆、2个专题馆、2个室

外展区和1个主题国展示区。商品专业

馆包括几点关和生物资源馆，扩大了室

外展场规模；专题馆包括境外来展馆、

投资促进馆；室外展区包括家居建材展

区和大型工程机械展区。

本届昆交会暨南亚国家商品展除

东盟和南亚国家企业参展外，还有来

自约旦、土耳其、伊朗、澳大利亚、哈

萨克斯坦、肯尼亚、日本、韩国、德国、

意大利、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

门等国家和地区参展，境外参展国家

和地区总数达30个。今年将有大约1.2

万人的高质量参展商和近2.3万人的境

外采购商到会参展和采购。

第十届东盟华商投资西南项目推

介会暨亚太华商论坛成果颇丰，会上，

云南省与一批世界华商500强企业签下

6大项目，总投资近300亿元人民币。

本届盛会共有来自37个国家和地

区的600多位华侨华商参加，是历届中

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果最丰硕的一

届。”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纪恒在

开幕式致辞中说，10年以来，东盟华商

会“东盟机遇、华商品牌、投资平台”的

特点越来越突出，并呈现出合作领域越

来越宽、重大项目越来越多、合同履约

率越来越高的良好态势。

目前，云南侨资企业占外资企业

的比重已达到65%，从业人员超过15

万人，侨资企业已成为推动云南经济社

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李纪恒表示，去年以来，为推进“

桥头堡”建设，云南省一批重大基础设

施和产业发展项目相继开工，瑞丽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通关便利化、跨

境人民币结算、与周边国家综合交通网

络互联互通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这些

都将为华商投资云南及西南地区创造

更好更多的机遇。他希望华商加大在

云南的投资力度，云南也将进一步优

化投资环境。

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民：把
云南打造成面向东盟“特区”

亚太华商论坛云集一批商界风云

人物，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柳传

志等嘉宾在会上作了主旨演讲。

谢国民在演讲中表示，借“桥头

堡”建设的良好契机，云南经济发展可

辐射到周边印度、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

近30亿人。云南有机会发展成为比深

圳特区还“特区”的经贸交易区。

谢国民称，中国

的 投 资 机 遇已 经 从

沿海城市转移至三、

四线城市，而云南在

其 中 有 着 更 大 的 机

遇。“云南山美水美

人更美，四季如春的

气候条件甚至超过了

新加坡和韩国，谁都

愿意到这里来。我们

应该把全世界顶尖的

科学技术和人才引入

云南，让云南成为‘特区’。”

“其实，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

有危机才有机会，要学会寻找这样的

机会。”谢国民分享正大集团的发展心

得时说，中国现在有三大发动机，房地

产、农业以及商业服务行业都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云南是中国最接近东盟

10国的省份，希望通过配套政策，能有

更多的华商到云南来投资，使云南的发

展达到甚至超越世界水准。正大也将

通过商业地产、零售业、饮食等服务行

业寻求新的机会，同云南进行更多方

面的合作。”

“云南充满魅力，也充满机遇，

希望更多的华商能够到这里来投资，

休闲旅游、健康、高科技都是很好的

项目。”他最后鼓励来云南洽谈项目的

华侨华商一定要从危机中寻找机会，大

胆做、大胆投资。

n	本会柔佛分会会长杨永凯（右四）与分会秘书张春胜率领代表团出席第十届东盟华
商投资西南项目推介会亚太华商论坛招待会。

n	黄汉良在第十届东盟华商投资西南项目推介会暨亚太华商
论坛招待会上与云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丁绍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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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盟是本区域各国的重要

政经文教合作组织。东

盟的商协会在促进中国

和东盟各国的经贸发展和人民友好合

作方面起着先锋桥梁的作用。各位，中

国已经和平崛起，今天是世界第二大经

济实体，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为世界经济

增添力量。

2012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落实

以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起了立竿见

影的影响。目前贸易额已超出3千亿美

元，而马来西亚2011年与中国贸额达

到903亿美元，今年更有望达到一千亿

美元。中国已成为马来西亚第一贸易伙

伴，这种发展趋势可喜可贺。

我认为东盟华商应成为世界华商

的领头羊，成为华商合作的典范。这

个典范就是将东盟华商的集体利益摆

在一起，紧紧围绕着中国东盟华商的共

同利益而奋斗。这样就能加强团结，树

立新形象，谋求新发展，建立新格局，

走出新方向。

我认为要做到上述目标，首先要

建立互信，东盟各国华商多往来、多

交流、多接触，建立网络互动、互换信

息、互赠刊物、相互支持和配合各东盟

国主办的活动。目前中国各省市自治区

的商会侨办侨联都有频繁的活动，唯独

东盟各国商会鲜少有组织各式经贸论

坛，这方面应该加强经贸活动以利各

国商家往来和互动。

马中经贸总商会非常注重中国主

办的经贸活动，昆交会20年来不曾间

断的参与，华商论坛也参加了10届。

此外，马中经贸总商会去年率先

与广西钦州市政府签订钦州中国－马

来西亚产业园握架协定，经过落实宣

传成功引进马来西亚大企业作为马方

领头羊。

目前我们又积极推动南宁东盟商

业中心华南城的招商工作。

马中经贸总商会愿意继续努力为

中国东盟经贸发展不懈努力。身为东盟

国家中的商会，我们视中国和东盟为一

个大家庭，有福共享，唇齿相依。

为了加强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

马中经贸总商会每年都主办中国东盟

的经贸论坛。去年在吉隆坡举办马中

投资国际大会，今年将于9月8日在吉

隆坡双威度假酒店举办马中企业家大

会，题目是“成功与你有约”。敬请在

座的各位商界各级领导组团参加大会

亲临指导。

促进区域贸易　东盟商协会

文 / 黄汉良

（本文是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于6月6日云南昆明出席第十届东盟华商投资西南项目推介会暨

亚太华商论坛期间，在华商社团领恳谈会上发表的谈话。）

树立新形象
　谋求新发展

n	云南省省长李纪恒在第十届东盟华商
投资西南项目推介会暨亚太华商论坛
开幕礼上致词。

n	昆交会东盟华商投资西南项目推介会暨亚太华商论坛晚宴上，本会总会长黄汉良向
云南省省长李纪恒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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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馨家园董事长杨 金龙

在接受《马中经贸》的

专访时说，该公司会先

协助这些有意前来定居的外国人，申

请参加第二家园计划，一旦这项申请

批了，申请人以及其家人在我国安居

下来后，该公司也会协助申请人在我

国开拓商机。

目前，温馨家园主要是把焦点放

在中国市场，不过，杨金龙指出，这并

不意味着该公司只专注在中国市场，他

更希望温馨家园可以吸引更多来自亚洲

国家的国民前来我国定居。

马 来 西 亚 我 的 第 二 家 园

(Malaysia My Second Home)

计划是马来西亚政府为吸

引 更 多 的 外 国 人 前 来 投

资 、 定 居 的 一 个 侨 居 计

划，而参与第二家园计划

最多的外国人是中国人。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几位

志 同 道 合 的 朋 友 ， 决 定

以这个计划开展业务，因

此，携手成立了温馨家园

(MM2H)有限公司。

温馨家园也就是秉着协助

让更多的外国人在马来西

亚建立起他们的温馨家园

为宗旨，为有意前来我国

长居的外国人提供全面，

又贴心的服务。

文 / 陈子莹

温馨家园贴心服务

定居创业受教育

根据马来西亚旅游部长拿督斯里

黄燕燕的说法，“马来西亚，我的第二

家园”计划自推行以来，获得不俗的反

应，从2002至2011年，共有1万7203

名来自119国家的外国人响应这项计

划在马来西亚定居；其中又以中国人

最多，共有2857名中国人在第二家园

计划下在马来西亚定居。

诚如杨金龙所说，马来西亚气候

温暖，常年如夏，也是一个许多华裔公

民居住的国家，所以中国人在此居住，

可以说是没有文化上的隔膜，而且生

活习惯上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倍感

亲切，加上我国的教育制度以及医疗

设施，都是吸引中国人选择到马来西

亚定居的因素。

询及温馨家园是否有把目标放在

中国的一个特定地区，杨金龙表示，该

公司放眼的是整个中国市场，并没有把

目标锁定在特定地区。

也许，温馨家园的执行董事金堤

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金

堤告诉《马中经贸》，他本身就是一个

中国人，由于他是一位教员，所以时常

有机会出国考察、拓展视野。

他曾到过的国家有美国、加拿大、

日本等，当然也包括了马来西亚；在这

众多的国家当中，他最喜欢马来西亚，

所以在了解马来西亚政府推行的第二

家园计划后，他把全家人都带来了，在

这里长期定居。

空气好　病痛大大改善

谈到马来西亚吸引人之处，金堤

也提及马来西亚的环境，是中国人所熟

悉的环境，没有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在

第二家园的计划下，他把太太、孩子、

母亲以及佣人都带来了。

他还说道，马来西亚的气候温暖，

空气素质好，这样的环境也意想不到地

让其80岁老母亲肺部的病变得到大大

的改善。

“我的母 亲患有肺部纤维化的

病，我们原本居住在中国北方，后来搬

到南部的海南岛，依然无法完全让母亲

的病好起来。”

可是，当金堤的母亲在马来西亚

居住下来后，她的肺部病发生了逆转，

生活自理能力和生存能力产生了质的

变化。

当然，金堤除了分享了一段自身的

经验，也从商机的角度分析，中国人来

马定居对于开拓事业的辅助。

由于中国人口庞大，也在中国本身

的市场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机会相对变

少了；反观马来西亚，从内需的角度看

来，可以开拓的空间还很大。

同样地，一位中国中学生在考完

高考后，要进入中国的重点大学就读，

也是面对着激烈的竞争。

n	温馨家园执行董事金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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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位中国人选择在马定居，

并不只是搬迁到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

或是养老，其事业开发空间以及孩子的

教育，都是马来西亚所可以提供的。

金堤就提及了马来西亚政府在推

行第二家园计划的源起，马来西亚早

前所推出的侨居计划为“银发计划”，

旨在吸引外国退休者前来我国定居，

并在马来西亚投资、消费，在马来西亚

享受退休生活。

然而，政府很快就意识到，这些退

休人士除了在马安度退休生活以外，他

们还有精力、还能工作，同时他们也有

资金，可以做些投资等。

一人申请　全家获签

因此，马来西亚政府就改变了策

略，由“银发计划”转为“马来西亚，

我的第二家园”，一并吸引年轻外国人

也到马长居投资，并且实行一人申请，

全家获签的方式，允许申请人带着一家

大小到马来居住，安心在此投资、受教

育、养老等。

一旦获批，申请人可自由出入马来

西亚，没有次数的限制，并且是10年有

效期的马来西亚居留证。

因此，杨金龙就强调，温馨家园所

提供的服务，并不只是协助申请人迁徙

而已，同时也代申请人在马来西亚管理

财产、公司、投资活动、产业等，再来就

是协助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寻找适合的

学校，让孩子在这里接受教育。

正如 金 堤 所 形 容 的，该 公司是

由以点带面，为申请人提供一站式的

服务。

杨金龙继称，温馨家园就有好几

位董事，每一位董事都有着他们的强

项行业，各自负责个别的领域，譬如赖

丰敬董事负责教育项目，负责申请人的

教育问题，而李仲勤董事则负责产业项

目，引荐可投资的房产项目和协助管理

申请人在马的物业管理等。

除了上述种种好处以外，相比其他

亚洲国家的移居计划，马来西亚的第二

家园计划门槛也比较低。金堤解释道，

马来西亚的第二家园计划的申请是无

需任何学历、语言要求的，申请人只需

证明他们有经济能力生活就行了。

如何证明有生活经济能力？针对

中国公民，他们只需证明在中国的家

庭收入每月超过马币1万令吉，并且在

中国的银行存款有至少120万人民币，

就有资格申请了。

至于移居马来西亚后，申请人是

否需要在这里进行任何规定数额的投

资呢？答案是：不需要。马来西亚政府

只是规定申请人在马来西亚任何一家

银行存入一定数额的款项，就可以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存款将当着

是申请人本身的存款处理，分毫都无

需缴交给政府。

至于存款的数额，则可分两个组

别，年龄低于50岁者，必须在马来西亚

银行存入马币30万令吉，并可在一年后

取出15万，作为在马来西亚置业以及孩

子学费等用途。

年龄超过50岁者，则只需在马存

款马币马币15万令吉，并在一年后可

取出10万令吉。

此外，申请人也可获一张汽车入口

准证（AP），也就是可以免税购买一辆

本地组装的外国汽车。

第二家园的申请手续也相当简单，

只需触及马来西亚两个政府部门，即旅

游部和移民厅。

杨金龙透露，温馨家园是在去年

10月获得旅游部的执照，授权为外国

人办理第二家园事宜。根据政府发出

执照时的规定，有关经营第二家园的

公司，每年至少必须带入10个申请人；

不过，杨金龙却为温馨家园设立一个

目标，就是在一年内引入30户至50户

人家到马来西亚定居。

在 温 馨 家园的 近 期 计 划中，也

包括在今年或明年，于中国设立办事

处。

n	温馨家园高层合照，前排坐者为董事长杨金龙（右）和中国籍执
行董事金堤（左），站者为（由左至右）：经理刘荣发、执行董事
李仲勤、董事长特别助理林文滨，首席执行员特别助理彭威达以
及首席执行员赖丰敬。

n	温馨家园董事长杨金龙（左）和中国籍执行董事金堤（中）
，向记者解说移居马来西亚的种种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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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馨家园所提供的服务并

不局限于协助移居申请

工作而已，该公司可说

是“以点带面”，在物业管理、投资、留

学管道等等，都能提供服务。

温馨家园(MM2H)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员赖丰敬在公司里是专司教育项

目的一员。赖丰敬本身在教育领域就有

10年的丰富经验，同时也一直在办理引

入中国学生到马来西亚升学的事务。

赖丰敬对《马中经贸》说，几百年

前，我们的祖先在中国可说是“落荒

而逃”；几百年后，中国人却因为“求

学荒”而“逃”。

他继称，中国每年高考后，就有

600万至700万的中学毕业生，等着升

上大学，这么多的人数，要考上中国的

重点大学可说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俨然

形成了一股趋势。早前，中国学生到欧

美留学是一种潮流，后来却发现欧美

太过商业化了，主要是因为欧美国家

在吸引了这些中国学生后，会另设中

国班，把所有的中国学生集中在一起，

另外教导。

如此一来，这些学生就无法与当

地学生融合在一起了，而且完全没有出

国留学的感觉。

相比之下，到马来西亚留学，就没

有这样的问题。“中国学生可以与本地

学生融合在一起，营造国际的环境，真

正有出国的感觉。”

此外，马来西亚的环境也容易让

中国学生适应，这里的华人文化以及

使用的华语，不会让中国学生感到陌

生。

尽管如此，赖

丰敬坦承，马来西

亚的大专教育使用

英语教学，确实是

令中国学生有点吃

力。因此，在安排

中国学生到马留学

的同时，也会与本

地的学院合作，开

办学前培训班，藉

此让中国学生掌握

马来西亚的教学语

言。

再说，马来西亚的大专文凭以及

专业课程，除了受到国际的认证以外，

同时也获得中国教育部的承认，在马

荣获本科学历的中国学生，回国后可

以报考公务员。

再说，由于在马留学主要是以英

语教学，加强了这些中国学生的外语

能力，回国后在外资公司里任职的机

会就更高了。

更重要的是，马来西亚的学费以

及生活费，比起区域其他国家，都是

相对低的。

目前，中国在马的留学生，是马来

西亚的外国学生当中，人数最多的。

李仲勤是温馨家园的董事之一，

他在该公司是专门负责产业投资的。

李仲勤原本就在产业领域中发展，这

次在温馨家园专司产业发展项目，可

说是胜任有余。

谈及 外国人到马来西亚投资产

业，李仲勤就表示，马来西亚政府规

定，外国人欲在马购买产业，每套投资

的产业值都不可以低于马币50万令吉。

若是该产业位于东马，则投资价值不可

低于35万令吉。

除此之外，外国人在马投资产业

是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他们的待遇

将会与本地人一样，甚至在向银行借贷

时，条件与待遇都与本地人无异。

计划巴生谷开发投资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在马来西亚购置

产业，并不是申请第二家园的强制性

条件，申请人可在获批后，自由选择是

否要在马置业。

李仲勤透露，目前已有不少中国人

在马来西亚购置产业，他们喜好的地点

多是吉隆坡市中心以及周边地区。

有鉴于此，该公司目前也正在策

划，在巴生谷一带的投资项目，其构思

就是发展一项综合产业项目，专门让中

国人来马投资，预料这个发展计划的投

资额，洽谈着10亿令吉的项目。

文 / 陈子莹

温馨家园以点带面

全面周详安排
n	温馨家园董事李仲勤

n	温馨家园领导率领中国客人访问本地燕窝商。
	 左起：杨金龙、马兴松、郭忠清、金堤、刁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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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林杰森

为全球美容事业缔新猷

吴世才伉俪拓展靓丽人生

n	吴世才与徐高雅伉俪出席2011年中国华山论剑美容业论坛，
徐博士获颁亚洲美容大师奖。

 高 
雅国际美容集团(Clara 

International Beauty 

Group)是著名的美容业

集团，它立足马来西亚之后放眼世界，

并成功进军全球十多个国家。

由美容业翘楚拿汀徐高雅博士所

创办高雅国际美容集团，能够在竞争

激烈的美容市场中脱颖而出，主要是

一直秉持着产品疗效必须受到客户的

认可，发展才会持久，以真诚的心来经

营及教导，才能培育出更多的专业人

才的经营方针。

拿汀徐高雅博士曾说过“能将过

去的美好时光献给人类的美容事业，

是我一生的骄傲。”

高雅国际美容 集团总裁拿 督吴

世才接受《马中经贸》访问时说，随

着世界经济不断地发展，人们的收入

不断提升，也使到美容市场一直不断

地扩大。

他指出，人们在生活富裕之后，不

论男女都会非常注重自己的仪容，所以

美容行业仍然拥有庞大的发展趋势。

他认为：“国内外的美容市场永远

不会达到饱和现象，爱美的人只有越

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未来仍有非常

大的发展空间。”

美容市场发展空间大

吴世才指出：“高雅国际美容集团

自1977年创办至今已有35年的历史，

凭着本身的产品以及服务优势，我们将

会积极拓展国内外的美容市场。”

他说：“特 别

是海外市场，发展

空间非常之大，我

们希望凭着本集团

这些年来所建立起

来的良好口碑，在

未来将进一步拓展

全球美容事业。”

高雅国际美容

集团今时今日的实

力是毋庸置疑，在

经 过 3 0 多年 的 发

展之后，它在马来

西亚所设有的美容连锁店多达50间，

其中16间是其本身持有，而其余的都

是以特许连锁经营方式进行。

此外，该集团的国外连锁事业更

是发展迅速，透过特许连锁经营的方

式，在海外超过1000间美容据点销售

高雅美容护肤品，其市场分布在10多

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菲律宾、汶

莱、印度、缅甸、越南、阿联酋长国、孟

加拉、毛里裘斯等区域国家。

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高雅国际美容集团能够有今日的规模

也是吴世才及徐高雅夫妇一步一脚印

地建立的。

吴世才表示：“起初是太太先涉

及这一行业，从开设一间小小美容院

开始。在35年前，即是1977年，这是非

常大胆的尝试，因为当时的美容服务都

是附设在美发店当中。我太太觉得这样

不够专业，于是便决定在雪兰莪州的八

打灵再也SS2区开设第一间纯美容专业

服务据点。”

他说：“尽管创业是非常辛苦，但

是基于太太是用心为客户服务，所以生

意渐渐发展起来，于是她便决定在吉

隆坡的金河广场开设第二间分店。”

“在从事美容行业不久之后，太

太发现到当时这里所采用的化妆品大

部份是从西方国家进口的，而这些产

品是根据出产国的环境、气候、当地人

民的肤质而研发，因此，未必适合热带

气候和亚洲人肤质。”

“基于这个原因，高雅国际美容

集团决定朝向开发适合我国以及亚洲

人皮肤的美容护肤产品，开始设厂进行

研究与开发，以及生产的工作。”

吴世才透露：“由于太太的美容事

业发展，再加上必须捉紧时机开拓更

大的市场，我就决定放弃原有的高职

蓝领工作，和她并肩打拼。”

正所谓“夫妇同心、其利断金”，

高雅国际美容集团在吴世才及徐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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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这些年来，高雅国际美容学院为全球美容专业领域培训超过万名美容专才。

n	高雅国际得奖无数，这是徐高雅女士由首相署部长纳兹里
颁发马来西亚连锁经营协会的白金奖。

各司其职，同心协力的发展之下，业务

很快就蒸蒸日上。

如今高雅国际美容集团已经是一

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教育、

售后服务为一体的跨国企业。

与此同时，吴世才表 示：“为了

培养美容专业人才，推动亚洲美容朝

专业、健康的方向发展，2004年我们

也成功获得高等教育部发出的学院

(College)执照，以设立高雅国际美容

集团高等美容专科学院。

培训万名美容专才

他说：“随着这间学院的成立，这

些年来，我们先后为全球培训了超过万

名及国际考核，拥有专业技术的美容专

业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

其它美容公司获得高教部发出的私立

高教美容学院执照，我们高雅国际美

容集团是第一所及目前唯一获得这样

执照的美容机构。

此 外，徐 高 雅 博士 也一直 担 任

世 界 美 容 技 术 权 威 国 际 圣 迪 斯 哥

(CIDESCO)美容学会马来西亚分会主

席，三十五年来，徐高雅博士也获得众

多奖项和殊荣。

高雅国际美容集团目前在东南亚

及世界建立多个连锁机构和经营网点，

业务分布世界各地。

同时也在中国投资

2千万美元，成立高

雅美容制品（沈阳）

有限公司，并引进世

界最为先进的加工

及实验设备，为实现

中国战略 打下坚实

基础。

吴世才表示：“

这 是 我 们 在 中 国

100%拥有股权的外

资企业，这生产的产

品主要是供应给中

国庞大的市场。”

一向秉持以真诚的心来经营事业

的高雅国际美容集团，在中国生产的

产品，全部都是按照马来西亚高雅国

际美容集团的标准规格。

吴世才表示，高雅护肤产品都是

高疗效的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

高雅产品的选材坚持天然的草本植物

为主要配方，舍弃各种石油化工原料

和动物提取物，不含防腐剂、香精和

任何激素。

以及由马来西亚清真检验局颁发

(HALAL)认证。

它的产品也可以从它获得美容界

三个权威大奖中看出，即2000年意大

利佛罗伦萨获得美容界杰出贡献奖。（

对徐高雅个人的奖励）；2001年获得国

家工业和贸易颁发的杰出贡献大奖（对

高雅集团专业度的认可）；2002年获得

亚太地区诚信金剑奖（对高雅集团产品

质量的认可）。

总的来说，凭藉对美的不懈追求，

凭藉专业的产品与技术，凭藉对消费者

恪守的道德理念，高雅国际美容集团一

直引领着亚洲美容事业的发展。

而在经过30多年的经营之后，除

了吴世才及徐高雅夫妇之外，现在他们

的儿子、媳妇、女儿和女婿也加入集团

发展，而吴世才希望随着新一代的加入

之后，他们可以带领高雅国际美容集团

再创高峰。



 做 
为一个生意人，赚钱当

然是重要的目标。或许

也有不少人知道赚钱的

要诀，其中一个便是减低成本，提高

营业额；然而，懂得把这一点发挥得淋

漓尽致的人，却是不多。

打从19 9 0年代起，企业界就开

始流行“精益 六西格玛”(Lean S ix 

Sigma)的管理模式，这个企业管理模

式的精髓所在，就是以精准的方式，

将所有没有必要的步骤或开销减除，

留下精益之处，从中减低成本，提高

效率。

马中经贸青年团于5月19日举办

了精益西格玛的早餐讲座，邀请SQC

顾问集团的首要培训师刁建玮培训师

分享精益西格玛的原则，讲题是“精

益西格玛对抗今日竞争激烈的商业环

境”。

刁建玮是SQC顾问集团的首要培

训师，他强调了企业应变能力的重要

性，在面对如今日新月异的世界，企业

必须时时随机应变；不然，这家公司

肯定会面对倒闭的命运，除非这家企

业已经垄断了市场。

精益六西格玛原本是由西方人发

起的，最后却是由丰田汽车公司的两

名领导人发扬光大，而这个概念也在

丰田汽车厂内成功被引用。

刁建玮现场邀请了几位与会者，

以示范“叠杯子”和投篮的游戏，讲解

精益六西格玛中的“精益”概念。

为了达到精益的效果，实践者必

须从日常的重复操作中，寻找出一套

最快以及最精准的方法，然后再把这

个最精准方法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

步骤的小细节，都详细记录下来，标

准化这个方法，让其他人跟随。

然而，要更改一个人的习惯操作

方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实践

者必须督促他的员工时时跟随这个最

精益的方法，让其逐渐变成一种日常

习惯、生活态度。

刁建玮也提到，日本人有一种态

度，就是会执着地找出问题根源，然

后再找出解决方案并奉行之；所以日

本人可以做到“精益求精”。

此外，在追求精益之际，革新能

力也不容忽视的。

说到革新能力，刁建玮就以目前

风靡全球的苹果公司以及其灵魂人物

乔布斯为例，苹果公司自从推出苹果

电脑后，也曾一时陷入低潮。

在乔布斯离开苹果，又重回公司

后，就推出了iPod随身听，把苹果拉出

低谷。乔布斯在任期间，随后又再推

出了iPhone和iPad，把苹果推向了巅

峰期。

大家都可看出，乔布斯利用了这

些现有的产品，加入了革新元素，这些

产品最终让全球为之疯狂。

要如何有这些革新能力？刁建玮

笑说，不是穿上黑色樽领衬衫，就可以

有乔布斯的灵魂了。

事实上，苹果推出是不只是革新

产品而已，该公司是推出一个商业方

案。苹果公司在推出iPod时，同时也

推出网上苹果商店，让使用者可以在

网上购买下载歌曲，并无需购买唱片

光碟。

同样地，苹果的iPhone和iPad，

也可在网上购买应用程式。就这样，

苹果就以它的产品作为切入点，背后

也跟着提供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继

而带领了世界潮流。

苹果公司的成功并非偶然，该公

司非常注重革新能力，革新的点子来

自公司上上下下的职员，集思广益。

文 / 陈子莹

n	出席的团员专注的听取讲师精辟见解。　

   “精益六西格玛”?
精益六西格玛是精益生产与六西格玛管理的结合，其

本质是消除浪费。精益六西格玛管理的目的是通过整合精

益生产与六西格玛管理，吸收两种生产模式的优点，弥补单

个生产模式的不足，达到更佳的管理效果。精益六西格玛

不是精益生产和六西格玛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互相补

充、有机结合。

六西格玛首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摩多罗拉公司

成功应用，此后GE（通用电器）也开始实施六西格玛，并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此后它更是扩展到很多著名的大公司。

n	刁建玮

	 	 SQC顾问集团培训师刁建玮：

善用精益六西格玛面对商战

何
谓

“精益六西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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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改革开放30年，吸

引了许多人的眼球。

当然也吸引了许多人

前仆后继到中国寻找机会。中国以市

场大、机会多、购买力强而受到关注，

但不是 每个人 进 到中国就能一帆 风

顺，毕竟中国经商的环境，涉及到许多

当地的法律条规，还有就是当地的文

化习惯，以及官方的人脉关系等方方

面面的问题。

中国人来马来西亚投资或经商，

也同样会面对来自多方面法律与人情

关系的差异。如何走出这些障碍，融

入当地的文化，确实要了解其间微妙

的关系不可。

一，国情不同、法规相异

马来西 亚 是 个民 主、法 制的国

家。法律对企业的要求都会有相关的

法律条文，在这里经商的中国商人都

需要掌握与了解。如果把中国的那一

套经验全盘照搬来这里，恐怕就会碰

壁。比如，企业对劳工权益的保障与

要求，劳工的工时规定与福利，还有

一些宗教的敏感等。

中国 强 调 关 系，马来西 亚 较 重

法治。中国的文化里非常讲究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因此不论经商或托人办

事，没有很好的人脉往往事倍功半，

因此搞好人际关系是一门大学问。而

马来西亚，由于曾受英国的统治，基

本上是崇尚法制，大部分的合作关系

都须依法行事，逾越法律的业务，通

常商人都不太愿意去冒这风险。

二，文化隔阂，语言障碍

马来西亚的华裔，对中国的国民

而言，可谓同文同种，但由于地处两

地，文化、风俗也不同，中国、台湾，

以至于香港的两岸三地都会出现严重

的文化冲突，何况是马来西亚这个多

元种族及语言的国家。

马来西亚有三大民族，华人仅占

总人口的约25%，大约80%华裔人口

掌握华语，而英语为商业用语，马来文

为官方用语。

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具，但不同

的文化背景下，一句话却可能表达不

同的意思或意涵，例如，中国人常说

的“问题不大”，在我们的理解，可能

是表达“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事实

上，可能“问题还多着呢”。

这是一个多元社会、多元教育、

多元语言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

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包括服饰、

饮食、宗教等都存在着一些差异，所

以来这里的企业，必须掌握这个国家

的多元文化特色，才可能融入其社会

的各阶层，也才能真正了解其市场需

求。

多元种族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些不

同的风俗习惯。例如：回教徒不能吃猪

肉，以及不到有卖猪肉的华人餐厅用

餐等，而马来西亚的很多佛教徒是不

吃牛肉的等。如果不了解，就会产生不

必要的误会。还有这里的马来民族还

有用手抓饭来吃的习惯，我们也不宜

随意批评等。

另外，中国的酒文化，几乎到过中

国的商人多有体会。饭饱酒后，宾主尽

欢时，大家多会许下一些承诺，由于大

家都在开心畅饮，为了不扫兴，彼此对

合作项目虽然还“一知半解”，多会一

一答应。

马来西亚在饭桌上也喝酒，但却

不像中国那样的敬酒方式，比较随意

性，当然就不习惯在饭桌上一下把合

作交易敲定。

三，融资的挑战：

外国企业要在这里投资，特别是

n	陈友信：中国强调关系，马来西亚较重法治。

掌握先机以创造商机

中国商人在马经商
文 / 陈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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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较大的项目发展，必然要寻求银

行的融资，但融资还涉及到资金担保

等的问题，外国企业要取得贷款确是

不容易。

马来西亚允许 外资收 购本 地注

册企业股份，并购当地企业，但对某

些领域，有外资股权限制。一般而言，

制造业、采矿业、超级多媒体地位公

司等领域外资可获100％股份。 

在马来西亚投资合作的起步阶段

最大的困难是公司注册和申办各类执

照，这些申请程序复杂，包括提交文

件繁多，审批时间较长。中国企业须了

解马来西亚关于外国投资注册的相关

法律法规。

一，重新学习，不可“想当然尔”-  

来到新的国度，许多事物都会不同。对一个企业而

言，为了适应新环境，就必须调整自己的认知与处理事情

的方法。我们都会有习惯领域，甚至在面对新事物时表

现的是恐惧与逃避。

要回避新事物，是因为害怕改变。重新学习，就是要

学习忘掉原有的经验，以及原有的方法，这是不容易的。

这是赴海外投资要成功的先决条件。 

二，当地伙伴，以诚相待：

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出外靠朋友。在马来西亚，你可

能人地生疏，对这个国家的法令、政策、规章等都不甚了

解，这些都不是你在书本、杂志里可以轻易掌握的，因此

自然须要当地伙伴的提供意见或帮助。所以，以诚待人，

至为重要，也是外出经商成败的关键要素之一。同时聘请

当地的顾问以咨询，也是必要的。

马来西亚是个合适的投资目的地，原因是：

i) 东盟的窗口 - 地理优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010年1月1日正式建立。

包括：中国和原东盟6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

坡、泰国、文莱）和4个新成员国（越南、老挝、缅甸、柬

埔寨）。自贸区占到世界贸易的13%，涵盖11个国家、19

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

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自贸

区的绝大部分产品，将相互实行零关税或优惠关税。中

国企业将有机会从自贸伙伴国进口价廉物美的货源；同

时也将有机会把产品打入自贸伙伴国市场或扩大市场份

额。

ii) 面向中东、印度

企业也可以从东盟可以再面向邻近的中东国家，中

东就拥有4.9亿的穆斯林人口，市场市场庞大，潜能无

限，如清真食品就存在巨大商机。另外，崛起的印度也有

10亿的人口，不容小看其潜在的机会。

iii) 国际接轨：

马来西亚很早就与国际接轨，企业的管理也深受西

方的文化的影响。这里有许多的人才是到海外接受西式

教育，可说是外国通，对西方的企业也非常熟悉。此外，

这里国际网络的国际化，行销通路与资讯畅通无阻。这

对那些中国企业想从这里往欧美纽澳等国家开发市场的

企业是非常有利的。 

iv) 第二家园计划：

马来西亚政府为了鼓励更多外国人到马来西亚居

住，带动经济发展，推行了“第二家园计划”。外国人可以

在这里享有十年的有效居留权。由于我国政治稳定，社

会治安良好，特别是较低的生活费用，使这项计划越来

越受到外国人的青睐。

v) 孩子教育：

马来西亚国际化的教育已经行之多年，西式的教育

在这里是十分普遍的。所以外国人来这里经商，孩子来

这里受教育是没有多大困难的。英文的教学，使你的孩子

更快掌握英文的应用能力，就是在这里升大学也非常方

便。好几百所大学及学院供你选择。同时，在我国也有良

好的中文学习环境，是个培养跨国双语人才的好地方。

vi) 分散风险：

到海外投资，事实上可以达到分散投资的风险。这

里相对稳定的投资环境，政策的明确，制度的完善，对投

资者的保障是相对比较高的。

（本文是马中经贸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在大红花文化企业”	
于3月12日主办的500位马来西亚与中国企业家交流会上发表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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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

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

协议。

商业活动中，合同成为投资者保障自己权益的一种重

要手段。登尼特曾服务过的某投资主体为香港人的物流公

司，在中国公司有一块土地，但其在土地未做评估的前提

下，以高于公司账面资产的价格与其他公司签订了转让合

同，导致中国税局要求缴纳约300万的税金。该公司如果合

理安排好公司资产，制定好转让合同，就可以避免资产增

值所产生的需缴纳税金。

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而言，因为与合作者合同没签

好、导致投资失败；因为与员工的劳动合同没签好，陷于旷

日持久的劳资纠纷；因为与股东之间的合同没签好，造成旷

日持久的权益纷争……这类的案件时有发生。他们中很多

人投资中国之所以失败，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不懂中国的

风土人情和法律法规。因此，如何使合同符合中国风土人

情和法律法规，防范与避免合同风险，真正成为一道能够

真正保护投资者、企业的护身符，是投资者应该思考的问

题。

合同风险是投资中国最大的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曾在20 02年公布了其对全国

4695位企业董事长、总经理、CEO、厂长有关企业信用的

调查，调查显示：中国企业的信用状况有所好转，有超过半

数的企业具有A级以上的信用等级。但企业间合同纠纷也

比较普遍，有90%以上的各类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合

同纠纷。

这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法律意识虽然增强了，但企业

对法律往往一知半解甚至是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企业尚且

如此，外国的企业就更加摸不着门道了。但如果了解中国的

风土人情和法律，是可以做到有效规避这些风险的。

中国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企业信用越高，合同风险越小

中国是个人口和民族众多，地区差异性大的国家，因此

合同的法律风险

陈浩天
（登尼特集团董事经理）

62 2012/06

专栏
C

ol
um

n



专栏

C
ol

um
n

不能拿一套标准衡量全国。而目前，中国有一个现象就是：

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比如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企

业的信用度越高，合同的履行程度就越高，合同风险就越

小；而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人们的法律意识就越淡泊，

即使签订了合同，陷入合同纠纷的可能性就越大，有时候甚

至会出现合同欺诈的现象。外国投资者和企业应该要注意

这些地区性差异，想办法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

有中国特色的“饭桌合同”

很多外国投资者和企业往往很不习惯：为什么中国人

爱在饭桌上谈生意？很多商业上合作的合同，往往都是在

半醉半醒的情形之下，在饭桌上签下来的。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共同进餐其实是一种表示友好、

建立关系、拉近距离的重要方式。人如果能同桌吃饭，那关

系一定到了一定地步，潜藏着一种“有饭大家吃，有钱一起

赚，有福同享”的意味。他们认为如果是意向强的客户，请

吃饭可以加深感情；如果是意向不高的客户，请吃饭可以加

深双方的感情，说不定意向不强的客户通过吃饭就可以变

成真客户了。“饭桌合同”也就成了中国商场的一个重要特

色。

在这一点，举个实例。有两个外国代表和中国商家谈

合作条件。外国代表原定逗留中国5天，把事情都解决。一

到中国，中国商家就安排吃饭、观光、娱乐。好几次，外国

代表提起合作合约的事情，都被岔开话题，中国商家好像

就忘了这回事一样。眼看一天一天过去，事情一直办不好。

外国代表开始出现烦躁和忧虑的现象，心理盘算这一次应

该谈不成事情了。在回国前一晚，放松心情大喝一顿，就在

喝得兴起，人在7分醉时，中国商家突然拿出合约，说这里

要改，哪里要修正等。一个措手不及，外国代表只能一一照

改，吃了一个暗亏。而中国商家谈成一宗漂亮的买卖。

因此，外国人和中国商家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不要

以为这就是一个单纯的饭局，放松地吃吃喝喝，要时刻保

持警惕，更不能在你来我往的饭桌上喝醉。

规避合同风险方法一：尽职调查

对于既不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又不熟悉中国法律的

外国投资者和企业而言，登尼特建议最好先做一个尽职调

查，这是外国企业最常用的方法。即核实中国签约方的资

信。核实资信的方式与签约对象是新客户还是老客户，有

很大区别。如果是老客户，可以考虑与其签合同，但要核对

其之前的履约情况，如果履约情况差，一般不能再与其签

合同，如果要签，最好要求对方先付一定的履行保证金；如

果履约情况一般或良好，一般应要求对方提供资信证明文

件。对于不知底细的新客户，最好能进行尽职调查，请第三

方调查机构通过调取对方工商资料或其它手段，摸清对方

的底细以及对方公司的基本情况、效益情况、股东情况、

财务情况、银行信用等资信情况。

登尼特曾替马来西亚一家客户做过中国合作公司的尽

职调查。合作公司在当地是一家很有名的公司，马方以为其

实力、资信都很好，可以合作。经过尽职调查后发现，这家

公司虽然名声在外，但事实上已经负债累累。因此利用关

系，谎称目前当地正在开发的一个大型项目是其公司的，以

此骗取马方800万投资。这份尽职调查报告，及时地改变了

马方公司的决定，避免了损失。

规避合同风险方法二：主体资格考察

中国合同法规定，合同的当事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

也可以是其他组织。但是与中国企业签订合同是，则应注

意企业的下属部门，如企业各部/科/处/室等是不具备主体

资格、不能签约的，如果签订了这样的合同，可能会因为主

体资格不适合而被认定无效；而企业的分支机构，如分厂、

分公司、办事处等，则应看其是否具有对外开展业务的资格

（是否有授权），或是否有非法人营业执照？如果有授权或

非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才有签订合同的资格。

另外，对分公司、分厂、办事处的审查，除了审查其履

约能力外，最好应审查总公司的履约能力，因为在分支机构

无力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总公司还应承担补充责任。

规避合同风险方法三：聘请法律顾问

中国人受“以和为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传统

思想和处事原则影响颇深，除非迫不得已，人们不会轻易走

上法庭，如有合同纠纷，大部分会选择私下和解的方式。即

便如此，产生合同纠纷本身就是耗费时间、精力、财力、物

力的事情，聘请法律顾问，由既具有全球视野，又熟悉中国

风土人情和法律法规的专业律师来为草拟合同，是花小钱

规避大风险的好方法。这也是目前很多大型外国企业比较

常用的另一种方法。

当然，规 避 合 同 风 险 的方 法 有 很 多，不 可能 一 一

列举出来，这 里 只能 抛 砖引玉 。如要了解详情，可电邮 

mytannet@gmail.com。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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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金
有
道

   “增强直接计划”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随 
着国家经济转型计划的开展，以及进一步

扶持马来西亚“国产”中小企业，让它们茁

壮成长，政府特别通过信贷担保机构(CGC) 

，推出了增强直接计划(Enhancer Direct Scheme)，联合兴

业银行，给予中小企业高达100%（全额）贷款担保，致力

确保更多企业容易获得融资，扩充营业。

无论如何，当信贷担保机构(CGC)在去年第三季推出

的这项“增强直接”融资计划，并没有引起中小业者的广泛

关注。

有鉴于此，笔者今期就为大家讲讲什么是“增强直接”

融资计划。

其实，许多中小企业长期面对难以获得金融机构贷款

的困境，特别是特定行业的商家们包括服务业、酒店业、餐

馆业、家具业或连锁业业者等，而申请被拒主要原因则包

括公司业绩不理想、抵押不足、个人信贷问题，或是小股东

欠下卡债而引发信贷能力等。

在搜集了众多民众与商家的反馈意见下，政府特别推

出“增强直接”融资计划，让那些抵押品（房地产）不足及

资金不够的中小企业申请。

中小企业申请这项贷款的其中一个好处是，申请文件

是由CGC评估，而过去都是由商业银行审核，加大申请者

成功获得贷款的机会。一旦申请获得批准，将由参与的商业

银行（目前仅有兴业银行）负责发放。

此项融资计划，是专门为中小企业而设的，主要重点

如下：

说到此处，业者应该对“增强直接”计划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只要业者符合并依循以上所示条件提出申请，当可

顺利获得融资。

此外，除了为业者提供了这一项直接的融资管道，政府

在扶持中小企业与协助他们转型上，也推出了其他许多的

融资计划，缺钱或是想要扩展生意的业者可多游览国家银

行官网，了解更多“SME info”或是CGC网的最新资讯，或

上中小型工业发展机构(SMIDEC)、贸工部中小企业机构的

官网www.smecorp了解有关补助资金的详情。

目的
l 协助因抵押以及财务记录不足而无法获

取融资的中小企业

需符合的条件

l 必须是马来西亚公民所经营以及持有至
少51%之公司股权 

l 申请贷款时，该公司主要负责人(首席合
伙人/独资者)的年龄必须介于25岁至65
岁之间

l 有关公司必须经营超过3年

l 凡私人有限公司、合伙及独资公司皆符
合资格

融资目的 l 营运资金及/或购买/添购资产

可融资数额 l 最低RM 50,000 - 最高 RM 500,000

担保费用

l 贷款无抵押部分：一年0.75%至5.75%
之间

l 贷款抵押部分：一年0.5%至3.6%之间

利息 l 最高年息为BLR+0%

贷款年限 l 最长可达5年

手续费 l 每项成功贷款申请之手续费为RM300

更新费用 l 每年征收RM150作为更新费用

申请程序
l 到您临近的信贷担保机构分行提出申请

l 呈交申请表格以及所须的相关文件

再助中小企业

法律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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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上期《马中经贸》杂志介绍马来西亚的房地

产业，本文讨论有关房地产的法律，让读者

了解有关手续和收费等事项。

在马来西亚，房产可以有个别地契（类似中国的土地使

用证），也有的房产的总地契(master title)尚未分割。地契

分为一般地契（有地房产）和分层地契（高楼房产）(strata 

title)。地契又可以分为永久性和99年。99年的地契一般有

条件限制，即需要通过州当局(state authority)批准才可转

让。反观中国的居住用地的使用权是70年，所以说马来西

亚的房产可以世代相传。

有意购房者可以直接向房产发展商购买一手房（中国

称二级市场）或向个人或公司业主购买二手房（中国称三级

市场）。购买一手房的好处是可以享用24个月保质期，但是

也要担当发展项目拖延甚至不能完成的风险。购买二手房

的好处则是虽然价钱可能比一手房高，但是可以看到房产

的现状和投资实际回酬。

在马来西亚向开发商购买供居住用房（在中国称商品

房）是受到1996年房屋发展（管制与执照）法令约束的，对

购买者提供基本的法律保障，主要的是：

合同范本规定进度付款必须设立特别账户，高楼和有

地房产的完成时间分别是3年和2年，有24个月保质期，逾

期交屋需要按房价付10%年利率逾期期的赔偿。

设立房屋仲裁中心，处理不超过马币5万的小额争议

如果不受约束的房地产或者是买卖二手房，买卖合同

的主要条款则包括：

付款时间：签名时支付相等于卖价的10%的定金，合

同签订三个月内支付90%，如果地契转让需要有关当局批

准，那么三个月的时间将从获得有关批件后才开始计算。一

个月的宽限期内付款，则要付10%年利率的逾期利息。

违约条款：如果卖方拒绝履行合同，买方有权利选择

强制购买后者是接受10%的违约金。超过一个月以上如果

买方的余款不到位，卖方则可以终止合同，没收10%的定

金。 

交房责任：买方付清卖价后，卖方如果逾期交房子，也

必须付按房价的10%年利率计算的逾期交房赔偿。

马来西亚政府限制外国人只能购买卖价超过50万马币

的居住用房。鉴于房价上涨，马来西亚政府为了保障国民居

者有其屋，正在考虑提高外国人买房的下限至100万马币。

相对中国二线以上城市，房价动辄每平米上万人民币。马来

西亚的房价还是非常具有竞争条件的，因为在吉隆坡地标

双子塔的高级公寓每平方英尺也是马币1500-2000，兑换

人民币每平米3万至4万。

在马来西亚，购房者都委托律师代理购买房产的手续

和准备相关买卖合同。首先，律师会进行两项调查，一、卖

者个人是否破产或有关公司是否已经被清盘。二、地契是

否有条件限制和受到抵押或冻结。律师一般也建议购房者

冻结有关房产以防卖主收取定金后又进行其他转让交易。

买房的主要费用包括律师费、印花税和土地局的土地

转让注册费。

律师费的计算方法是按房产的交易价而定

首15万 1%

超过15万至100万 0.7%

超过100万以上 0.6%

印花税是按房产的市价而定。

首10万 1%

超过15万至50万 2%

超过50万以上 3%

土地转让注册费因州而异，大约数十马币至上千马币。

在吉隆坡则一律100马币。

马来西亚实行产业盈利税(Real Property Gains Tax)。

盈利的计算方法是卖价扣除买价和被允许的费用后，如果

在购房后首2年售卖，按10%支付，超过2年但不超过5年则

支付5%。如果在拥房第6年才售卖房产，则不必缴产业增

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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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买卖
手续与收费罗章武律师

法律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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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南宁市政府、海南文华航空旅运有限公司及

中国广西桂林国旅合作推出，马来西亚飞萤

航空公司负责执行的吉隆坡－南宁－吉隆坡

直飞包机服务，已在今年4月19日开始，每周两班，航程仅

需3.5小时。

吉隆坡－南宁直飞包机服务逢周日及周四飞行，上午

09:40从吉隆坡国际机场出发，下午13:25抵达南宁；机上有

免费餐饮，每名搭客可有20公斤的免费托运行李，可以在飞

萤航空上网订票，也可以联络旅行社订票，手续简便。

吉隆坡－南宁直飞服务启动以来，得到了马来西亚及中

国两地广大市民的支持和表扬，这是连接马来西亚吉隆坡与

广西南宁最直接的飞行交通工具，是这两座姐妹城市交通枢

纽的桥梁，是两国商务人士，探亲旅游的交通首选。

除此之外，飞萤航空也从4月19日开启槟城直飞中国南

宁的航班，班机每周四中午12时15分将从槟城直飞南宁，大

约3小时就可到达南宁，省时又省钱。

槟州旅游发展和文化委员会主席罗兴强，该航班会从吉

隆坡飞来槟城，再从槟城直飞南宁，在南宁停留一小时后飞

返槟城再回到吉隆坡。飞往南宁的班机共有162个座位。游

客飞往南宁，可到桂林和巴马长寿村等地游玩。

罗兴强表示，要开启新航班不是容易的事，州政府会给

予支持，今年已计划参与在南宁举办东盟博览会，把槟州美食

带到该处推销给中国游客。

广西中旅桂林分社经理刘志刚说，南宁是东盟永久会

址，必须有空中航线串联南宁和东盟国家。

今年十月份开始，海南文华航空旅运会推出吉隆坡途

经海口直飞张家界，以及吉隆坡途经海口直飞福州的包机

服务。

海南文华航空旅运有限公司

海南文华航空旅运有限公司是1993年在海南全资投资

注册的一家国际型专业运作东南亚包机及游轮旅运公司，90

年代就成功的包机运作香港-海口香港-张家界香港-桂林

海口-韩国-海口-日本海口-越南（游轮）丽星邮轮海口-马

来西亚海口-新加坡包机等。并成功的把亚洲航空在2004年

时候引进中国航空市场。让亚洲航空在中国的航空领域得到

了极大地发挥，现在我们更加利用我们中国政府对外的优惠

政策，加以前进步伐，优化的服务质量，把马来西亚飞莹航空

带入一个新的中国航空市场。我们海南文华是一个努力的新

型企业，在航空、游轮、旅游、投资等项目上均有极大的特定

性，是中国公安部指定的出境办理通行证的单位。

飞萤航空执行

吉隆坡－南宁直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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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会终身荣誉会长兼海鸥

集团董事经理陈凯希指

出，海鸥集团未来3年把

重点放在4个主要项目，包括为普洱茶

设立“大马仓”、发展燕窝业务、全面

策动海鸥礼篮业务，以及向全球市场

推介开岩生命竹盐。

他说，这4个项目将带动中国文化

品牌保健品和药品。

他于4月30日晚上在海鸥集团于

巴生Centro Mall举行的37周年纪念联

欢宴会上致词时发表这样的谈话。

晚宴主题为“尽心尽力、发挥潜

能”，勉励雇员不断补充自己的潜能，

以便为公司作出无私的贡献。

出席海鸥集团周年晚宴嘉宾括中

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柴玺伉俪、马中商

务理事会主席丹斯里黄家定、海鸥集团

总经理陈祈福、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

雪隆中华总商会署理会长拿督戴良业、

巴生中华总商会会长梁家兴博士、巴生

福建会馆会长吕清才博士、巴生滨华独

中董事长谢松坤、星洲媒体集团执行董

事兼星洲日报首席执行员许春及《南洋

商报》副总编辑黄兆平等。

韩“开岩生命竹盐”
独家推介年销千万

海鸥直销独家推介的拥有1300年

历史的“韩国开岩生命竹盐”，年销量

超越千万令吉，明年估预计达2000万

令吉，或攀升至4000万令吉。

陈凯希说，海鸥在过去37年来，

两度遭遇巨大挫折，仍能保持千万令吉

净利，说明了公司的弹性和韧力，未来3

年是海鸥关键时刻，希望公司上下能乘

胜追击，恢复”当年千万元雄狮之勇”，

把海鸥打造成稳固建壮公司。 

今年净利放眼3千万

陈凯希指出，公司去年净利只有

2000多万令吉，今年估计超过3000

万令吉，而该公司将与中国多家公司

建立新战略联盟和策略伙伴关系，包

括北京同仁堂、天士力、国药及天津

义聚永。

建立普洱茶“大马仓”

他认为，海鸥会利用本身优势，扩

大宣传建立普洱茶“大马仓”的声誉，

使马来西亚在茶叶界建立主导地位。

他说，马来西亚燕窝90%出口至

中国，去年因亚硝酸盐风波受阻，随着

障碍已解决，海鸥将与国内知名燕窝厂

合作，成立燕鸥控股有限公司联手发

展燕窝业务，包括开拓中国市场。

增添3员大将

陈凯希说，而海鸥保健礼篮年销

量突破200万大关，盼在未来3年销售

量能突破逾500万。

为了确保公司持续增长，海鸥集

团最近增添3员大将，他们是执行董事

陈景岗、首席市场执行员郑在益及创

意总监林甄臻。

罗致贤能精英

陈凯希说，陈景岗主导燕窝及普

洱茶业务；郑在益负责集团的批发、

零售及生产业务；林甄臻将引导广告

部提升品牌创意水平，协助子公司重

塑品牌，探讨开拓非华文教育者市场

及礼篮礼场。

他说，海鸥广泛罗致贤能与精英，

不时为公司注入新血。

黄家盛赞推动马中关系

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兼首相中国

事务特使丹斯里黄家定，赞扬海鸥集

团在推动马中关系上，就好像经营该

公司一样持之以恒，以致该公司与马

中关系密不可分。

n	海鸥集团高层在周年宴与众嘉宾一起敬酒，左9起为陈友信、谢松坤、柴玺大使、陈凯希、黄家定、戴良业及许春，右二为陈祈福。

n	周年晚宴嘉宾齐集。

海鸥集团37周年晚宴

陈凯希：带动中国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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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来西亚世汇国际商务有限公司已获得马来

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委托，作为广西南

宁市华南城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马来

西亚展示交易区的招商独家代理。

马中经贸总商会是受南宁华南城有限公司之邀，于去年

九月签署合作协议，协助推动南宁华南城中国－东盟商品展

示交易中心马来西亚馆的招商工作。

今年5月，世汇国际商务有限公司在马中经贸总商会的委

托下，与南宁华南城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在南宁华南城招

商中心签署协约，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中国-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副秘书长胡福章、广西贸促会国

际会议部部长邓诗军、南宁华南城相关领导以及媒体记者共

同见证了这一美好时刻。

南宁华南城招商中心海外市场部总监李颖在签约仪式上

提到，在第八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和第十四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宣

布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落户南宁。华南城集团作为中国大

型的综合商贸物流基地运营商，为了充分响应和落实温总理

的指示，打造了总建筑面积逾488万平方米的中国－东盟商品

交易中心，目前已完成投资40多亿人民币。

为打造真正的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华南城为东盟

各国提供5万平方米，5年免租的展示交易区，用来展示、交易

东盟十国特色、优质产品。

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的大力支持下，交

易中心组团赴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

宾、缅甸等国家，举行了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的项目推介

会，并得到了东盟各国政府、商界组织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在马来西亚招商推介的过程中，经广西贸促会引荐马中

经贸总商会及其会员单位。在马中经贸总商会大力的支持和

配合下，经过多次洽谈、沟通，目前已达成合作共识。南宁华

南城与马来西亚世汇国际商务有限公司的正式签约，为中国－

东盟商品交易中心与马来西亚经贸合作打开新的篇章。

世汇国际商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彭彦彰感谢南宁华南

城给东盟商家提供了五年免租的优惠政策，希望马来西亚的

商家把握这次机会，通过这个项目把马来西亚的商品打入中国

市场。

这次马中经贸总商会与南宁华南城中国－东盟商品交易

中心联手合作，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

心的建设发展，共同搭建一个商贸物流共赢平台。

南宁华南城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

世汇国际受委
马来西亚馆独家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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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彦彰说，世汇国际商务有限公司与南宁华南城中国－

东盟商品交易中心合作协议的成功签署，将更有利于把马来

西亚的特色商品介绍到中国，为马中两国的特色商品搭建一个

可以长期展示、交易的商贸互动服务平台，为共同推动马中两

国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他透露，马来西亚馆将重点放在美食、家具、家纺、手工

艺品等独具马来西亚本土特色的产品经销上。

为了协助东盟国家特色产品开拓中国市场，中国政府在

广西南宁华南城设立了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这是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设立的第一个区域性商品交易中心。

中国政府特地成立了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建设与发

展专案小组，为该中心提供完整的支援。

在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全力支持下，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

心一期项目设立专门展示东盟各国特色商品的展示交易区，并

向每个东盟成员国提供5000平方米五年免租金的优惠方案，

推动一年365天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加强融合东盟自贸区

经济、联通东南亚经济圈作出贡献。

南宁华南城2009年开始动工至今，耗资40多亿人民币，

建筑面积为230万平方米，以“专业市场+会展”的运营模式，

为商家及客户提供商机。经过精心策划和筹备，分别于2010

年和2011年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轻工展，参展人

数超过90万人次，现场成交额、意向签约达30亿元人民币。

东盟商家入驻南宁华南城后，不仅能够得到华南城专门

为东盟国家提供的优惠条件，还可以得到在宣传推广、信息交

流、仓储物流、商务办公、生活休闲等方面完善的配套服务。

南宁华南城东盟特色产品及小商品市场的建筑目前已经

封顶，正在进行内外装修，7月份会全面竣工并迎接近百家的

首批东盟商家签约入驻，在9月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将正式

开业。

目前，交易中心已与柬埔寨、泰国、印尼等国家相关部

门、单位确定承租区域，为交易中心与其他各单位提供了崭新

的合作模式，亦为今年9月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的顺利开业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是开拓中国13亿人口市场的大好机会，把马来西亚产

品直接引进中国市场，以国家馆形式入驻南宁中国－东盟商

品交易中心，在五年免租金优惠方案下经营具有国家特色产

品。

n	南宁华南城招商中心总监李颖（右六）向黄汉良与彭彦彰（右四）解释南宁华南城的发展蓝图。

n	彭彦彰接受广西媒体采访。

n	黄汉良与胡福章见证签约仪式，彭彦彰（右）与李颖（左）预

祝合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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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认为，

中国云南省昆交会和广西南宁博览会不会引起重叠，

反而可以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

掌握先发优势

他指出，南宁和昆明都是东盟桥头堡，昆明有昆明的

优势，彼此有竞争，但各做各的，都做得很好。

黄汉良是于3月20日在马中经贸总商会接见到访的云南

省侨办代表团时，发表这样的谈话。

他预测中国可以在2016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

体，而马来西亚商家早已和中国建立稳

固合作关系，到时可以从中获得先发的

优势。

出席接待交流的马中经贸总商会

领导包括终身荣誉会长丹斯里林源德、

拿督杨天培、副秘书长李志贤、中央理

事张联兴、戴振标、包久星局绅。

云南省侨办六人代表团是由云南省

侨办副主任袁光兴率领，团员包括云南

省侨办经济科技处副处长李鸿宾、云南

海外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胡恒富博士、

经科处科员邹羽、昆交会办公厅调研员刘光顺和云南省贸

促会对外展览公司项目经理杨蕙。

袁光兴指出，第20届昆交订于今年6月6日至10日在昆

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到时会吸引超过40个国家逾5000客

商到会。

他指出，配合昆交会，在会展期间也举行多项活动，包

括南亚国家商品展及东盟华商投资西南项目推介会，欢迎

马来西亚商家善用这个平台，加强双边合作。

黄汉良：昆交会、南博会相辅相成

n	袁光兴（左6）递交出席第20届昆交会的邀请函予黄汉良（左7）。
	 左起：杨蕙、刘光顺、李鸿宾、胡恒富、林源德、杨天培、李志贤、包久星、张联兴、
	 戴振标。

中
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聘委罗章武律师为法顾委

海外委员，并颁发了聘书。其他新聘的律师委员来自美国、

加拿大、澳洲、南非、日本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十届全国政协副主

席罗豪才到会祝贺，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陈玉杰、全

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林兆枢、国务院侨办副主任

许又声、致公党中央秘书长曹鸿鸣等应邀出席大会。中国侨

联主席林军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中国侨联法顾委成立于1982年5月，首任主任为著名

法学家张友渔。2008年，中国侨联法顾委成立了海外华侨

华人律师团，先后有来自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执业律

师被聘为海外委员。截止目前，中国侨联法顾委已拥有海

内外委员121名，在全国30个省级侨联、180个地市县侨联

成立了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拥有专兼职法律工作者3000余

人。作为由司法、法学、律师界组成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

中国侨联法顾委已经成为依法维护侨益的一支重要力量。

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律师委员一行20人过后

赴浙江温州宁波、杭州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同时也被聘请

为浙江省侨联海外法律顾问。

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

成立30周年纪念

n	中国侨联主席林军（左）与法顾委主任邹瑜（中）及罗章武律
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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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中鹏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郭清忠于4月18日率领6

人代表团前来我会进行交流，针对马中两地房地产、

建筑材料及双边经贸课题等交换意见。

代表团在马来西亚进行了十天的实地考察，郭忠清认

为马来西亚商机无限，除了对第二家园计划深感兴趣，同时

也有兴趣在马来西亚投资房地产，正在调研设立建材城的

可行性。

代表团成员包括副总裁藤芳、总经理林捷、助理总经

理金堤、市场总监詹海军和市场经理陈佳。他们是在温馨

家园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金龙陪同下前来

我会交流。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

在本会会议厅接见到访的广西中鹏投

资控股集团代表团时说，商会一路接待

的是来自中国的商协会与政府单位，私

营企业的到访则较少，这次能够接待广

西中鹏集团，深感荣幸。

他指出，马来西亚的产业，在区域

来讲，相对是比较便宜。如果有意在马

来西亚投资房地 产，现在是最 好的时

机。

他认为，这是因为市场现在比较平静，大部分投资者

都还在观望。

他说，马来西亚奉行议会民主，私有制永远存在。这

个市场不够大、人口也不够大，但是胜在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

出席接待见的我会领导包括中央理事包久星、沈哲

初、李国源。以及奥士卡国际金融投资顾问集团投资部商

业开发经理张彬、CBD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梁珅
溒和副销售经理江傢欐。

广西中鹏投资控股集团到访交流

德州市代表团访马拓展合作领域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指出，

中国沿海及南部省份已充份掌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缔造的优势，而东北省份在这方面依然落在后头，所以，东

北是马中经贸未来发展的动力，希望双边商家掌握这个机

遇，多交流、多配合。

拿督黄汉良是于4月17日在本会会议厅接待到访的山东

省德州市人民政府代表团时，发表这样的谈话。

山东省德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玖庆女士率领的9人

代表团此行主要目的是以亲情联谊为纽带，走访侨社，了解

侨情，宣传推介德州，拓展合作领域，促进共同发展。

代表团成员包括：夏连红（德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

主任）、宋小美（德州市人民政府外事

侨务办公室主任）、刘吉喜（齐河县委常

委、齐河黄河国际生态城管理委员会主

任）、崔贵海（山东德州扒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挥进（山东黑马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张爱军（德州市人民政

府外事侨务办公室侨务科科长）、李兆

臣（德州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综

合科科长）和王庆晓（德州市人民政府

外事侨务办公室科员）。

出席接待会的本会领导包括荣誉

会长丹斯里林玉唐、中央理事丹斯里郑

添利、沈哲初、发林集团董事杨有为、

林玉唐私人助理谢永安、奥士卡国际金融投资顾问集团投

资部商业开发经理张彬。

杨玖庆副市长说，德州市地处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物资丰富，欢迎马来西亚商家到德州市

考察、投资。

黄汉良出任德州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
这次到访，杨玖庆副市长也带来了德州市人民政府的

聘书，聘请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担任德州市人民政府经

济顾问。

n	杨玖庆（左四）移交聘书给黄汉良（左五）。
	 左起：刘吉喜、夏连红、宋小美、林玉唐、刘添利、沈哲初、杨有为。

n	黄汉良总会长接见到访的广西中鹏投资控股集团代表团后，互赠纪念品。
	 左起：詹海军、陈佳、杨金龙、滕芳、金堤、郭忠清、林捷、黄汉良、包久星、张彬、

李国源、沈哲初、梁珅溒、江傢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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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北京通州国际新城

 北 
京市侨办主任李印泽于

4月23日率领代表团前

来马来西亚，在吉隆坡

举行“北京通州现代化国际新城”招

商会及“通州世界侨商总部聚集区项

目”推介会。

代表团成员包括中国侨商投资企

业协会副会长赵勇、林定强、理事孙

权、北京侨办经济处处长耿朝东、北

京侨办秘书行政处副调研员、北京市

通州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卢庆雷、北京

市通州区漷县镇镇长孝军、富华置地

总经理助理李平、富华国际集团总裁

办主任刘雅茹、富华置地建筑师杨俊

峰、金辉集团董事林宇和金辉集团总

裁办任任董晟。

李印泽在推介会上说，北京为了

顺应未来发展需求，正全面打造新的

投资环境，争取与海外华商一起合资

发展。

他指出，北京“通州世界侨商总

部聚集区”，主要目的是与海外华商建

立新的合作契机。

北 京 市 通 州区区长 岳 鹏 说，通

州位于北京东部，辐射环渤海湾经济

圈，处于人流、物流、信息流交汇中心

地带。

他指出，通州拥有良好的区域射

优势，具深厚文化历史，为打造现代化

国际新城提供有利条件。

他希望新的发展项目能启积极吸

引海外侨商的合作，一起见证国际新

城的崛起。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总

会长拿督黄汉良在会上说，北京市通

州区正在规划一个现代化国际新城，

并对外招商引资，国内企业界应把握

良机，积极投资。

他说，马来西亚商家在中国有丰

富的经验，可以在这次的新项目找到

机会大展拳脚。

出席这项推介会者包括中国驻马

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宣国兴、

马中经贸总商会终身荣誉会长拿督杨

天培、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副总会长

丁锦清、宋兆棠、郭隆生、法律顾问黄

文华、荣誉顾问吴立洋、中央理事丹

斯里陈炎顺、罗章武、戴炳煌、沈哲

初、包久星、青年团秘书张柏垣、副秘

书曾庆宁、财政林励肯、副财政王志

明、青年团理事林恒谅、谢中正、彭彦

彰等。

n	“北京通州现代化国际新城”招商会上嘉宾合影。
	 左起：孙权、赵勇、吴立洋、李印泽、黄汉良、杨天培、岳鹏、陈友信、林定强、丁锦清及宋兆棠。

n	李印泽主任（左二）在岳鹏（右一）及赵勇（左一）陪同下，
	 赠送墨宝给黄汉良（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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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州位于北京东部，始建于

西汉初年，古称潞县，取

水路、陆路交通方便之

义。金中都因“漕运、通济”改名为通

州。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古往

今来，通州以运河而兆兴，以运河而

闻名，贯通南北交通、枢纽天下财富。

运河舶来古都的辉煌，京城带动通州

的繁荣。

今天，时代机缘再次赋予大运河

和通州新的历史使命。北京总体规划

和新城规划对通州提出了新的城市定

位：东部发展带的重要节点、重点发

展的新城之一、未来发展的新城区和

城市综合服务中心、文化产业基地、

滨水宜居新城、参与京津冀经济一体

化的重要基地。

目前，北京社会和经济发展已步

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人文、绿色、科技

理 念 成

为 后 奥 运 时

期新的主题。产业结构也趋

于高端化、现代化、低碳化。

世界侨商总部聚集区是面向全球

的高端的侨商总部所在地，规模大，

标准高，因此选址在通州新城核心区

北侧，这里用地相对集中，成规模，紧

邻城市快速路通燕路，与中心城联系

便捷，是进入运河核心区的门户。同

时临近低矮开敞水乡区，可近观五河

交汇源头岛，景观资源丰富，环境品

质优越。

世界侨商总部聚集区规划用地面

积约20.1公顷，可建设用地面积约8.68

公顷，地上总建筑面积约39.54万平方

米，建筑高度80-200米。可建设总部

商务20平方米，酒店9万平方米，高档

公寓9.8万平方米。

规划超 五星 酒店位于用地西北

侧，紧邻通燕路和新华南北街交叉路

口，与城市主干路和快

速路便捷联系，200米高的现代

建筑形态成为整个核心区西北门户的

标志建筑。

规划高档公寓位于用地东侧，与

运河核心区景观中心相邻，150米高群

体建筑与东侧双环型标志建筑相呼应，

贴临水乡区，远眺北运河源头岛，拥有

极佳的景观视野。地面群房结合地铁

换乘站设置商业休闲综合体，与水乡区

及南侧华业地产差异发展，灵动的建筑

体量将城市生活与公共空间完美融合，

成为最具活力的商业休闲中心。

总部商务办公区位于用地西部、

中部和南侧，贴近南侧商务北区中心

绿化带，环境品质优越。80米高板式

建筑体量满足产业总部相对独立的空

间要求，底层裙房安排精品商业、休

闲会所、会务中心、金融服务等相关配

套设施，结合宜人的街道尺度，打造高

品质人行商务街区，形成相对完整和安

静的商务空间，成为世界侨商总部落户

首选之地。

打造世界侨商总部聚集区
发挥通州国际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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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农业及食品业代表团

接待代表团

漳州市农业龙头企业协会秘书陈

海波于4月20日率领福建省农业

及食品业代表团前来本会进行交流。

陈海波说，这次是趁参加新加坡

国际食品展览会之便，应漳州市长的

要求，顺道到访马来西亚，并邀请本

地商家出席在漳州举行的农业博览会

及花卉博览会。

第四届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

及第十四届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将于

2012年11月18日至2013年2月18日在

漳州举行。

福建省漳州市是海 峡西岸的一

座重要城市。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

富，素有“鱼米花果之乡”美誉，是全

国重要的创汇农业基地、对台农业合

作基地、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花卉生

产集散中心。

陈海波说，除了到新加坡参展，

此行也是学习，看人家怎样办展，如

何开拓国际市场，同时也邀请国际采

购商到漳州看展。

代表团成员包括福

建省国农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蔡新民、福

建省新润食品有限公司

总裁何顺昌、福建省绿

宝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周之朵及福建荟

源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业

务经理陈蓉。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

会长拿督黄汉良在交流

会指出，马来西亚在建

国初期也是以农业为主

的国家，虽然目前国家

经济逐渐转型，但是农业在今天依然

占国家经济很大的比重。

出席交流会的本会领导包括法律

顾问黄文华、中央理事丁扬岗、谢成

进、沈哲初、包久星和青年团理事彭

彦彰。

来自福建省的食品业经营者对食

品的清真认证很感兴趣，并期盼马中

经贸总商会能在这一方面提供协助。

n	福建省农业及食品业代表团莅访交流后合影。前排左起：周之朵、陈蓉、丁扬岗。
	 后排左起：彭彦彰、何顺昌、朱智铭、陈海波、黄汉良、包久星、黄文华。
	 右起：张联兴、张彬、沈哲初、谢成进。

中马友好协会

中国马来西亚友好协会副总会长

谭斌于4月25日率领代表团前

来本会进行交流，由总会长拿督黄汉

良接待。

中马友好协会代表团成员包括：

谭笑楠（谭斌助理）、历昱良（互动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周天祥（文化部中

录国嘉文化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和郭

佳威（奥伦佳-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谭斌说，这是他出任中马友好协

会副会长之后，第一次到马来西亚访

问，等于是工作访问，同时也为了亲身

感受中马两国的友好关系，希望能够

重新加强配合，把中马两国友好的实

务建立起来，推动文化、教育、外交方

面的合作。

他希望今后两国能

加强事业的合作、商业

交往、文化交流和人员

的交流。

黄汉良总会长在交

流会上说，其实马中的

交往，在汉代已有历史

记载，说明两国渊远流

长。

他指出，马来西亚

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保留

得较为完整的地方，希

望今后中国政府能为本地华人子弟在

华深造提供较好的优惠与资助，以便

传承中华文化。

当天参与交流者包括马中友好协

会副秘书长陈颂、马中友好协会执行

秘书陈楷书。CDB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的梁珅溒、江傢欐和Diana Yang。

n	谭斌（左六）赠送纪念品予黄汉良（左七）。
	 左起：陈楷书、历昱良、郭佳威、周天祥、谭笑楠、陈颂、梁珅溒、江傢欐和Diana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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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与广东省源远流长，广东更是传统侨乡与对

外通商重要省份，因此，广东省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蔡

伟生上任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马来西亚。

蔡伟生是于5月28日率领代表团到马中经贸总商会交

流，团员包括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调研员范培、副

调研员宋书民和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于涛。

马中经贸总商会秘书长林恒毅接见代表团时说，本会

成立已有22年，当初是为了协助本地商家参加广交会，而这

22年来本会都秉持着初始的宗旨，为两地的商家服务，促

进马中双边贸易。

蔡伟生刚上任4个月，同时也是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副

会长，他对于马来西亚的华侨有十分深刻的印像，而所有海

外的华侨都是他们要联系的对像。在商业活动日益频密的

现在，马中经贸总商会未来的角色也愈加重要，特别是对于

协助华商的商业发展。

林恒 毅 也向蔡伟生等人推介本会在 9月8日举 办的

2012年马中企业家大会，希望广东省侨办能协助推广。

出席接待会交流者包括本会总财政黄锡琦、中央理事

李素桦与沈哲初，以及陈氏书院副会长陈湘发上校。

马中经贸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指出，随着中国－

东盟博览会成功的在广西南宁举办，以及广西中马钦

州产业园的开发，也带来了广西南宁边沿效应，马来西亚的企

业家也可以根据本身的需求，进行考察后作出投资选择。

陈友信是于5月28日在本会会议厅接待广西投资促进

局党组书记曾小华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交流时，发表这样

的谈话。代表团成员包括广西投资促进局处长苏海光、钦

州市投资促进局局长郑娟、南宁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永

耀、防城港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王小玲和中国－东盟青年

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黄雨初。

陈友信说，这一年来，马中经贸总商会集中力度推动中

马钦州产业园的前期工作，现在可

以说是功成身退。

他指出，中国在招商引资方面

很灵活，提供各式各样的优惠，条

件好到令人不能抗拒。只要是中国

政府下定了决心，沙漠也会变成绿

洲。

曾小华说，广西这些年来发展

迅速，除了产业之外，也可在旅游、

医疗保健、物流等领域配合。

他透露，这次他们是乘搭飞萤航空从南宁直飞吉隆

坡，全程只需三小时半，希望各方面能利用这种便捷经常见

面交往。

郑娟局长也简报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最新发展，目前

正在草拟优惠政策，同时暂 订于七月间在北京举行推介

会，以及八月间在吉隆坡举办推介会。中国政府也计划在

六月间，为这项两国政合作的项目签署合作协议，全面推

动。

出席接待会的本会代表包括中央理事戴振标与沈哲

初。

n	蔡伟生（左四）与林恒毅（左五）互送纪念品。左起：于涛、陈湘发、范培、黄锡琦、
李素桦、沈哲初、张彬。

n	林恒毅与蔡伟生言谈甚欢。

n	曾小华（左五）与陈友信（左六）互送纪念品。左起：李永耀、王小玲、郑娟、苏海光、	
戴振标、沈哲初、张彬、黄雨初。

接待代表团

广东省侨办副主任

广西投资促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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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博览会
交易会

日期 博览会／交易会 地点 网址／电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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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012马中企业家大会 吉隆坡 www.mcec.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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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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