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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马来西亚与中国领导人开启了目光前瞻的「邦交」序幕。40年以来，全球历史之河

波澜壮阔。马来西亚见证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崛起，中国则见证着我国迈向先进繁荣之路。

踏入2014年，为了纪念「马中建交40周年」，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承先启后，展开了

以“历史、文化”为主旋律的6天访华之行。

纳吉访华期间，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的领导代表团拜访了多家商会机构，促进民间团体的

交流。

为了回顾过去40年的精彩历程，马中总商会亦举办了《光辉四十载-纪念马中两国建交四十

周年图片展》以及马中建交40周年联欢晚宴，让各界人士共襄盛举，鼓舞着马中关系再登巅

峰，续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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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典上，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与中国总理

李克强致辞共勉，发表联合公报。

此时此刻，于同一个日期、在同一个地

点，在缅怀着40年前的建交一刻，马中人民

也在憧憬着未来40年的光明前景。

纳吉这一趟走访中国，获得最高规格的

礼仪与盛情接待。6天行程内充满情、义的

柔性外交，包括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与

家宴款待。

这幅情景，足以表达了中国重视与马来西亚的40

年邦交之情。

展望未来，无论多么深远的情谊，多么巩固的外交

关係，马中始终需要实质效益来加强支撑。

承诺共同努力 实现5千亿贸易额目标
两国领导会面后，谈到马中眼前的实际目标，纳吉

指，第一项志在必得的，将会是双方领袖承诺尽力落实

马中双边贸易在未来5年达致1600亿美元（约5120亿

令吉）大关，并希望两国共同努力达标。

“第二，是提升马中关系至全面策略合作伙伴，以

前我们只是策略合作伙伴关系，现在则迈向全面策略

合作伙伴关系，说明两国有意在各领域扩大合作范畴，

不只是经商，也包括金融、旅游、政治、国防、国家安

全、科技、科学、“人民对人民”的关系等。”

在投资层面，纳吉指，中国最高领袖承诺会继续鼓

励中国商家来马投资。

目前，大马商家到中国的投资额达63亿美元（约

201亿万6000万令吉），中国商家来马的投资额则只有

约10亿美元（约32亿令吉）。

“特别是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及中马钦州产业园区

是两国的重要计划，中方也希望看到它们成功。”

另外，纳吉还提出马中的军事合作将包涵军人访

问、会谈、防御科技等。

2014年5月31日，踏入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40週年纪念日，北京人

民大会堂西厅举行了一场隆重的「2014中马友好之夜」。

这一天，也标志着我国首相纳吉趁着马中建交４０周年的访华之

行来到尾声。

「2014中马友好之夜」舞台背景挂著双方国旗，下方写有一行大

字写著“WE ARE ONE FAMILY”（马中一家），现场一片歌舞

升平，传颂著渊远流长的马、中友谊。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访华行
成果丰硕  开启马中友好新篇章

马中建交40周年 封面专题
C o v e r  s t o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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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访华之旅可谓情、义深重，却仍十分重视招

资、扩大两国经贸的任务。

惟，马来西亚国小、市场小，放眼未来，无论是经

贸或者投资，都务必要提升至一个新的模式层面。

其中，理想的可行方法包括可考虑透过马、中企业

联营设厂、合作投资，甚至是携手到第三个国家发展，

开创事业天地。

总结纳吉6天行程，马中皆收穫丰硕，并预示着新

阶段的马、中关係，定位为繁荣伙伴，充满发挥契机。

首相纳吉返国后，以“成功”及“满意”总结这一趟

访华行，并强调中国最高领袖一致认同马中关系的重要

性，马中会尽力落实两国制定的系列目标。

成果一：见证贸易协议签署

５月３１日，在北京举行的马中经济高层论坛上，

首相纳吉见证马国与中国大陆签署换11项「企业对企

业」的瞭解备忘录及贸易协议，其中6项贸易协议总值8

亿美元。

6项贸易协议
北京控股集团与大马国库控股公司开展战略合作，挖1.	
掘大马绿色及清洁能源產业的投资机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民政府建设局，与达力（银2.	
川）污水处理公司，交换投资框架协议，以投资、建设
及维持银川市污水处理厂；	

JC	 Capital管理公司和渤海商品交易所交换合作协3.	
议，將大马产品列入渤海商品交易所；	

JC	 Capital管理公司和渤海商品交易所交换商品协4.	
议，將大马棕榈油列入渤海商品交易所；	

邯郸市政府和大Pemaju	 Jaya	Capital公司交换合5.	
资项目的框架协议，邯郸將在大马开展航空业务，推
进两国互用性；	

一个大马发展公司（1MDB）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交换6.	
投资合作协议，双方计划共同出资3亿美元充作开发
成本。

5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马来
西亚首相纳吉。

重回马中建交故地 
“在马中建交40周年庆祝大会上，我的确非常

感动，因为回忆起父亲当时为这决定所面对的种种
经历……”

纳吉与李克强在中国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出席上
述庆祝大会，而西大厅也是当年纳吉先父，即前首相
敦拉萨40年前与中国时任总理周恩来签署马中建交
联合公报的历史根据地。

纳吉来到其父亲当年创造马中历史的地方，坦言
其满怀激动之情，原因有二。

“首先是庆祝大会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能在相
同地点再次回顾40年前发生的事。”

“其次我想起当时的情景，那时兵荒马乱及大马
面对马共威胁，很多人质疑大马与中国建交的决定，
但我的父亲仍坚持立场与中国建交，我可以想象他当
时做这决定时面对的问题和僵局，但时间证明，这决
定正确。”		

马中建交40周年

8 2014/07-09

封面专题
C o v e r  s t o r y



5项瞭解备忘录
敦拉萨大学与北方民族大学交换学生及教职员，合作1.	
研究及进行学术论文交流；	

纳莎（Naza）公司与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有2.	
限公司，承接及实施之前提出的大马交通计划建设，
以及在大马、铁路、轨道及车辆装配方面，展开战略
性合作；	

航天长征国际贸易公司为Aneka	Bekal有限公司，提3.	
供LY-80中程防空导弹系统，並捆绑技术转移；	

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所（ASLI）和中国发展机构，联4.	
合成立中国—东盟智库网络；	

华总与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交换《马中双边友谊文化5.	
合作伙伴协议》，双方借出文化遗产和历史歷史珍藏
供展览。

成果二：成立特别委员会

同样在中马经济高层论坛上，纳吉还宣布设立一

个由他亲自领导的特別委员会，以监督两国所有的经

贸计划。该计划主要基于中国领导人给予我国的信任，

所以我国政府必须採取跟进行动，让早前所取得的共

识得以顺利落实。有关委员会主要负责鉴定问题，以便

尽速解决。

纳吉指出，设立特別委员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目

前与中国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係后，许多计划涉及

跨部门事务，因此委员会需要了解每个部门的进展。

纳吉说，有关委员会至少1年將见面两次。

针对两国投资，他说习李两人都同意在未来5年

內，提升两国贸易额至1600亿美元，这个需要两国努

力，才能达到预期目标。其次，当马中关系上升至全面

战略伙伴关係后，合作范围就不只限于经贸，也包括金

融、旅游、军事安全、科技及民间往来。

“在投资方面，中方高层领袖答应鼓励更多中资

来马投资，毕竟现在的比例失衡，大马到中国的投资与

中资到马的投资失衡，我们希望可以拉近投资额。”

纳吉说，中方已反映希望尽快落实中马钦州产业园

及马中关丹产业园。

成果三：出口毛燕禁令近期解除

另一项好消息是，解除马来西亚出口毛燕至中国的

禁令，已获中方同意，预料在近期內可解决。

纳吉指出，在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时谈及毛燕

问题，中方表示会认真看待此事，他乐观看待此问题会

在短期內解决。

此外，纳吉在总结访华之行时对大马记者说，两国

在外交事务上做了数项有助于提升两国外交的决定，包

括马方允许中方在沙巴亚庇及槟城设立总领事馆，而中

方也允许马方在中国南宁设立领事馆。

首相纳吉访华团与中国领导习近平主席率领的领导团队作面对面洽谈，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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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纳吉参观西安大清真寺，对这座拥有1200年
悠久历史的清真寺表示惊叹，并呼吁道：“回教与其他
宗教可以共存。”

他说，这座清真寺说明回教在中国与其他宗教共存
了许多年。		

“回教是和平及和谐的宗教，因为中国社会的宽
容，回教在中国生存至今。”		

纳吉抵达西安大清真寺时，受到西安大清真寺宗教
司丁吉平（译音）的迎接。		

纳吉也代表我国政府捐出1万美元，协助西安大清
真寺的文物保护。

西安大清真寺位于西安寺鼓楼西北隅，是一座历史
悠久，规模宏大的中国殿式古建筑群，是伊斯兰文化和
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结晶。

赴了一趟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首相纳吉赞叹不已。“这（兵
马俑）是中国留给人类的遗产。”

他在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时表示，西安身为一个古都，这个地
方是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中国统一成为一个
国家的始点，特別是2200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成为一个国家。	

纳吉是在博物馆受到秦陵博物院院长曹煒的接待，並仔细聆听讲
解员解说有关兵马俑的历史。隨行的首相夫人拿汀斯里罗斯玛也多次
提问，极有兴趣了解这个文化遗产。

他们一行人从博物馆一坑进入后，走到三坑，再前往二坑。	
纳吉与罗斯玛是在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农业

及农基工业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及首相对华特使丹斯里黄家定
等人陪同下，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隨行者还包括纳吉的儿子季
平。

秦兵马俑坑发现于1974年，位于秦始皇帝陵以东1.5公里
处。经考古工作者连续多年大规模钻探及研究考证，这里是中
国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帝之陵园中，一处大型的从葬坑。

1975年，中国决定在俑坑原址上建立博物馆。经过4年多
的筹建，至1979年9月底，雄伟的一號俑坑遗址展览大厅及部
分辅助性建筑竣工落成，同年10月1日开始向国內外参观者展
出。

1999年8月8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馆视察並题写「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院名。

首相纳吉参观西安大清真寺，受到当地回民领袖的热情接待。

首相纳吉与伉俪罗斯玛在西安兵
马俑博物馆一号坑拍照留念。

西安大清真寺　宗教融合之行

首相纳吉：宗教共存可实现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明惊叹之旅

首相纳吉：中国留给人类的遗产 

马中建交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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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1. 
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访华进行正式访问的马来西亚
首相纳吉。（照片取自：中新网）

总理李克强与首相纳吉布签署中马建交40周年联合公2.	
报，双方互赠纪念币和首日封。

马中建交40周年首日封。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4.	
举行与前往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首相纳吉嘘寒问暖。 
(照片取自:中国日报)

首相纳吉在马中经济高层论坛上精彩演说，见证马中交5. 
换11项“企业对企业”的瞭解备忘录及贸易协议。

首相纳吉在2014马中友好之夜典礼上为马中两地人民6. 
献上祝福。

5月30日晚，首相纳吉在北京接受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7. 
主持人芮成钢的专访。

首相纳吉一行人为「2014年中国西安清真美食节暨马8. 
来西亚清真美食节周」主持开幕仪式。

首相纳吉为2014北京马来研究国际研讨会开幕礼进行9.	
动土仪式。

首相伉俪在兵马俑前留影；左一为农业及农基工业部10.	
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右二起为国际贸易及工业
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以及首相对华特使丹斯里黄家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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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随首相访华
促进交流 满载而归

马中总商会代表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马来西亚建交40週年庆祝大会”。右起为林恒毅、陈兆俊、宋兆棠、林玉
唐、黄漢良、赛诺鲁查曼、杨天培、陈友信、刘俊光和卢国祥。

马中建交40周年 封面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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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会代表团还出席由马来西亚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和中国商务部

在人民大会堂联办的「中国-马来西亚经济

高层论坛」，以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

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在中国大饭店联办的

「2014中马友好之夜」。

另一方面，本会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兵

分两路拜会6个团体；即是，由总会长黄漢良

率团拜访中国侨联和侨办，以及由第一副总

会长陈友信率团拜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中国国际商会、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和中国食品土畜

进出口商会。后续的拜访报道也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

泛报道。

本会领导在拜访上述团体的时候，除了鼓励中国

企业前来我国投资，同时也汇报本会于今年9月9日在

中国厦门主办的「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4）活动详情。

马中企业家大会过去三届皆在吉隆坡举办，今年第

一次跨出国门到神州大地举行，迄今报名者反应热烈。

中国国际商会与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皆表明将在第

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上与马中总商会签署协议书，以加

强会与会之间的合作，共同推动两国经贸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首相纳吉上任以来，马中总商会领

导已经两度伴随首相一起访华。

此次代表团的成员尚有永久荣誉会长拿督杨天

培、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名誉顾问拿督陈兆俊、第

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副总会长宋兆棠、刘俊光、拿督林

恒毅和拿督陈天场、秘书长卢国祥、总财政拿督黄锡

琦、中央理事兼砂拉越分会会长拿督刘增强、中央理

事兼青年团团长丁扬岗、中央理事张联兴、李素桦、拿

督沈哲初和包久星，以及首席执行秘书周美馨。

1974年5月31日，马来西亚领导人走在东盟的前沿，率先和中国正

式建立起邦交。

2014年，两国建交迎来40周年之际，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于5月杪，

率领350人代表团国事访问中国。

当中，企业及商团代表约有200人，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共有17

名领导和1名秘书随团。

马中总商会代表团以总会长拿督黄汉良为首，一行人受邀参加5

月3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马来西亚建交40周年庆

祝大会」，并见证两国领导签署联合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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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对话：首相纳吉与总理李克强现身中国-马来西亚1. 
建交40周年庆祝大会，紧密交流。	
马中总商会众领袖西装革履，盛装出席马中建交40周2.	
年庆祝大会。左起为秘书长卢国祥、副总会长刘俊光、
总会长拿督黄漢良、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永久荣誉会
长拿督杨天培、副总会长宋兆棠以及首席执行秘书周美
馨。
左起：卢国祥、陈友信与刘俊光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影。3.	
同舟共济：中国东盟协会会长顾秀莲在献辞时展望，中4.	
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将继续与马中友好协会等其他组
织，为下一个马中建交40年的繁荣努力。
马中总商会众领导出席中国-马来西亚建交40周年庆祝5. 
大会，获益匪浅。
聚神聆听：马来西亚华商领袖聚精会神，聆听马中领导6. 
人的精彩演说。
马中总商会代表团参与《第三届京交会签约仪式》。7. 
中国-马来西亚经济高层论坛北京人民大会堂在三楼小8. 
礼堂。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右四）与我国首相夫人9.	
罗斯玛握手敬礼。左起为副总会长刘俊光与宋兆棠。
成果丰硕：「2014侨商北京洽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10.	
心圆满闭幕，11家海内外企业进行海外金融服务、国际
市场开拓等领域6个项目的签约，签约金额约达5.33亿
元人民币。
马中之夜：马中总商会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左起）、11. 
马来西亚种植及原产业部長拿督斯里道格拉斯、华总
会长丹斯里方天兴以及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齐
赴会。
马中一家：（左一至左四）马中总商会名誉会长丹斯里12.	
林玉唐、黄漢良总会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
席张晓钦以及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
济济一堂：（左起）林玉唐、陈天场、黄漢良、马来西亚13.	
贸工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陈凯希、马中友好协会副
秘书长陈颂与沈哲初共聚在「2014马中友好之夜」。
马华精英：（左起）沈哲初、马华公会总会长拿督斯里14.	
廖中莱、黄漢良、卢国祥与林恒毅齐赴中国促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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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指出，自

中国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海外华人密切关注中国的动态，中国人民在

为“两个百年”而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他认为，“中国梦”和马来西亚人实现

2020先进国的“大马梦”是相通的。“我们

应该相互支持，互相学习，彼此鼓励。”

黄会长还介绍，马中总商会具有多元种族性质，对

于马中关系的巩固与发展，需要靠全体马来西亚各民族

人民共同努力，单靠华裔还是不足的。

黄会长表示，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将继续开拓让友族

参与，共同塑造一个马来西亚的精神面貌，希望今后侨

办主持的活动都能开放邀请友族青年参与。裘主任亦认

同这项努力。

黄会长还向裘主任介绍由马中总商会主办，即将在

9月9日厦门盛大举行的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4）。希望更多中国商家更了解马来西亚，在“走出

去”的当儿，首选到马来西亚投资。

同时，黄会长感谢裘主任上任一年来3度接见马中总

商会领导层。马中友好关系由此可见一斑。黄会长将俱

有马来西亚特色的木制马来屋模型赠送给裘主任留念。

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在北京接待马中总商会代表团时强

调，中国过剩产能很多属于高新的产业和技术，这些中国企业可

以考虑在“走出去”的当儿，转移到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

“发扬中华文化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华文教育也不能一成不

变。”

裘主任十分认同这一点，并十分支持马来西亚出现友族也参与学

习华文教育的趋势。

马中总商会访华行 

中国国务院侨办
翼中国剩余高新企业转移我国

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右八）接待由马中总商会总会长黄漢良（左七）率领的代表团。

黄会长将俱有马来西亚特色的木制马来屋模型赠
送给裘主任留念。

黄会长（左）感谢裘主任（右）上任一年来3度接见
马中总商会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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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建交40周年

同时，在庆祝中马建交40周年之际，董

副主席也十分关注并激赏马中总商

会与新华社举办的大型图片展和出版大型图

片集。

“前不久，你们和新华社吉隆坡分社一

起，与中国和马来西亚4家企业代表签署合

作协议，共同支持出版《纪念中马建交40周

年大型图片集》，并举办“中马经贸交流图

片展”等活动。图片集收录了反映两国高层

互访、经贸合作、军事交流、人民往来、文教

科技等方面的约300幅照片，纪念中马两国建交40周

年图片展也将在马来西亚全国8个城市巡回举办。我代

表中国侨联对你们的努力与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预

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也希望马中总商会抓住机遇，为优化双边合作

环境贡献力量。”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在致辞时重申，马

中经贸发展取得辉煌成绩，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努

力，并介绍与今年9月9日将在中国厦门举办第四届马中

企业家大会（MCEC	2014）的概况。

据黄会长介绍，本届大会主题定为“扬帆起航赴

神州，共建海上丝绸路”，乃顺应习近平主席提议发展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而举行。并希望届时更多

中国企业家踊跃参与。

随团的马中总商会代表还包括马中总商会永久荣

誉会长拿督杨天培与陈凯希、名誉会长林玉唐、秘书

长卢国祥、砂拉越州分会会长拿督刘增强、总财政黄

锡琦、丹斯里林伟才特助贺绍和、马六甲州分会会长拿

督陈天场、总商会副总会长宋兆棠以及中央理事包久

星。

董副主席特地赠送“龙马精神”横幅，表扬马中总

商会。礼尚往来，黄会长则还赠马来西亚木制风筝一

幅，以示马中关系一路顺风。

中国侨联（全称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董中原在北京

接见来自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下简称马中总商会）代表团，并

宴请全体团员。

董副主席在致辞时强调，马中总商会对中马经贸作出积极实务的

贡献。

他赞扬道，马中总商会成立以来，在历届会长和理事会成员的带

领下，积极推动中马经贸发展，与中马两国相关机构建立了密切

联系，组织参加各种经贸投资洽谈会，为促进中马两国经贸交流

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中总商会访华行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盛赞马中总商会  促进中马关系贡献大

董中原（右六）赠送“龙马精神”横幅予黄漢良总会长（左六）。左起为卢
国祥、刘增强、黄锡琦、杨天培、林玉唐、贺绍和、陈天场、宋兆棠、陈凯
希以及包久星。

马中建交40周年

黄漢良总会长（左六）还赠马来西亚木制风筝模型予中董中

原（右六）。左起为卢国祥、刘增强、黄锡琦、杨天培、林玉

唐、贺绍和、陈天场、宋兆棠、包久星及周美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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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副会长表示，马来西亚拥有极为优

越和理想的地理位置，加上华人族

群占了一定人口比例，语言的相融性可助有

意前来投资的中国商家更快适应本地的经商

与生活环境。

“马来西亚享有的很多条件，是中国所

缺乏或没有的。尤其在农业领域，相信（马

中）将有很大的互补性。”

他十分鼓励中国贸促会的会员多来马进行考察工

作。

“本会的会员遍布全中国，相信会有不少国内企

业家对投资马来西亚感兴趣。”

另外，张副会长希望马中总商会与中国贸促会多往

来，以达到共享资源与互通资讯的效用。

“我希望我们双方日后更频密往来，以便为会员

提供效力更大的交流平台。”

同时，张副会长也答应组团参与由马中总商会主

办，即将在9月9日厦门盛大举行的第四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并成为支持单位之一。

张副会长对参与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的商家以

及行业领域，同样深感兴趣。

陈友信副总会长指出，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基

本上延续上一届的热门行业对象，如房产业、旅游业、

教育业和第二家园等等。

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筹委会主席拿督林恒毅向

张副会长汇报筹备进度与参展商的规模概况。

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3）筹委会主

席李素桦则报告上一届大会的盛况与记录。

马中总商会随团的代表包括副总会长刘俊光和拿

督林恒毅、中央理事兼青年团团长丁扬岗、中央理事张

联兴、李素桦和拿督沈哲初、中央兼青年团内部查账

彭彦彰以及青年团理事吴弈升。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张伟在接待由马来西亚-中国总

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率领的代表团时呼吁，马中之间各领域

深具互补性，马来西亚将会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趋势中一个重

要的选项。

席间，张副会长表达出对马中未来经贸合作的正面展望，并对参

与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4）表现出踊跃的兴趣。

马中总商会访华行 

中国国际促进委员会
马来西亚是中企“走出去”投资理想对象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张伟（前排右5）接待由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前排左5）率领的代表团。

马中建交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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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露在接待由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

长陈友信率领的代表团时表示，将

会设法把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作为经贸平

台，向该商会会员广泛宣传。她有信心，中国

食品土蓄进出口商会将有不少会员对有关大

会深感兴趣。

“中国食品土蓄进出口商会热烈欢迎马

中总商会代表团的到访。

为了加强两个商会之间进一步的合作机

制，双方领导人也达成了拟定合作备忘录的共识。有关

备忘录现阶段还在拟定中，以准备在大会当日现场签

署。

此外，于露也建议，透过把中国食品土蓄进出口商

会与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的官方网站双连接，以顺应

时代要求，实现网络互连，资讯共享，相互学习的目的。

另外，于露也向马中总商会代表团介绍了即将于

2014年11月26-28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北京

世界食品博览会。

北京世界食品博览会定位于零售、批发、进口、经

销商及各类餐饮供应商的全方位市场对接和整合。这

种基于北方地区的市场策略，将深耕北方食品渠道的

定位发展，打造出有别于同类展会的独特价值和文化，

为更多全新客户开启市场商机。同时作为世界都市的

北京，也是为更多海外食品品牌进驻中国提供了绝佳的

平台和机遇。

事实上，中国的食品消费潜力巨大。近5年来，中国

食品进口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递增。

展望到2018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口

食品消费国，届时中国大陆进口食品市场规模将高达

4800亿人民币。可以说，未来十年是中国进口食品井

喷式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

马中总商会随团的代表包括副总会长刘俊光、中

央理事兼青年团团长丁扬岗、中央理事张联兴、李素桦

和拿督沈哲初、中央兼青年团内部查账彭彦彰以及青

年团理事吴弈升。

马中总商会访华行 

中国食品土蓄进出口商会
马中企业家大会　助马中更上层楼

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团长丁扬岗(右二)与一众青年团理事跟中国食品土蓄进出
口商会副会长于露(中)合照留念。

中国食品土蓄进出口商会副会长于露在接待马来西亚-中国总商

会代表团时表示，她十分看好由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即将于9

月9日往中国厦门投洽会举办的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4）有助推动马中贸易额更上一层楼，从而惠及两地企业家与

人民。

另外，马中总商会与中国食品土蓄进出口商会正探讨拟定合作备

忘录协议，以在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举办当日签定，务求促进

两个商会的交流。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
左）赠送充满大马特色的木制风筝模型纪念品
予中国食品土蓄进出口商会副会长于露（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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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热烈欢迎马中总商

会代表团的到访。王会长同意，中国

国际贸易学会与马中总商会多往来，将有助

促进两个团体之间的合作关系。

王会长建议，两个团体至少将每年组织

互访活动，以维持联系。

王会长表示，在游历过全球各国后，马来西亚让他

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马来西亚高度绿化，空气清新，

气候宜人，是中国人民一生中不可错过的旅游地点。”

王会长指出，尤其他亲自踏足过的东马沙巴州，称

得上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计划旅游的中国人民不

容错过。

沙巴州的海岸线长达1450公里，三面环海，素有“

人间天堂”的美誉。

沙巴也享有风下之地（Land	Below	The	Wind）

或是风下之乡之美誉，其位置在飽受台风肆虐的菲律宾

之南，但台风不会经过这里，深受灾难的庇佑。

陈副总会长表示，马中早已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

系。“尤其当名导张艺谋决定把「印象」系列大自然歌

舞剧首次移师至海外——在马六甲创设「印象．马六

甲」，已凸显了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特殊情意结。”

陈副总会长举例，马中关丹产业园与中马钦州工业

园结成姐妹园区，也是另一项马中深度合作的印证。

陈副总会长补充，由于马中的地理距离相近，马来

西亚的“我的第二家园计划”（MM2H）受到中国人民

的踊跃参与。马来西亚政府非常欢迎中国人民继续参

与有关计划。

另外，陈副总会长向王会长介绍由马中总商会主

办，即将在9月9日厦门盛大举行的第四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MCEC	2014）。

“这个国际性活动有助于促进两国未来的商业合

作关系。”

王会长对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十分有兴趣，并

答应了将组团赴厦门参会以及成为支持单位之一。

马中总商会随团的代表包括副总会长刘俊光和拿

督林恒毅、中央理事兼青年团团长丁扬岗、中央理事张

联兴、李素桦和拿督沈哲初、中央兼青年团内部查账

彭彦彰以及青年团理事吴弈升。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王俊文在北京接待由马来西亚-中国总商

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率领的代表团时正面展望，马来西亚与中

国之间的发展前景广阔，十分值得中国人民前来旅游。

席间，王会长表达出对马来西亚深刻的良好印象以及对马中两国

未来的美好期盼。

马中总商会访华行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马中各领域广泛合作 中国人来马体验生活

马中建交40周年 封面专题
C o v e r  s t o r y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王俊文（左7）接待由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右6）率领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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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访华行 

中国国际商会
共同服务中企　推荐合适项目

林舜杰秘书长与马中总商会陈友信副会长及代表团一行合影。

中国国际商会林舜杰秘书长会见马中

总商会陈友信第一副总会长率领的

代表团一行，双方就增强两会合作进行探

讨，并就建起起长期与高效的机制达成共

识。

林舜杰秘书长介绍该商会业务时重点指出，双方

应共同服务赴马投资的中国企业，也希望马中总商会向

中国国际商会会员企业推荐合适的投资项目。

陈友信副会长表示，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

伴，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他高度看

好，马来西亚的房地产、教育、文化、医药等行业发展

蓬勃，十分值得中国企业投资。

陈友信副会长建议，中国国际商会支持中国企业在

马来西亚设立工业园区，并与马来西亚有关机构合作开

展清真食品的认证服务。他特别介绍了中医药企业在马

来西亚发展的机遇，建议相关企业赴马开展中医药研

发和药材种植工作。

另一方面，双方还针对将在厦门召开的第四届马

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4）达成合作意向，并同意

在此基础上建立长效合作和信息沟通机制。

中国国际商会（China	 Chamber	 of	 Interna-

tional	 Commerce简称CCOIC）是在中国从事国际

商事活动的企业、团体和其他组织组成的国家级、国际

性会员制商会组织。

早于198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国际商会。商会

以服务会员企业为宗旨，其职责是向国际组织和中外

政府部门反映中国工商业界的利益诉求，参与国际经

贸规则的制定和推广，促进中外经贸交流与合作，提供

国际交流、法律咨询、市场信息、会展策划、项目招商

和业务培训等服务，积极在企业界倡导社会责任与公

益事业。

马中总商会随团的代表包括副总会长刘俊光和拿

督林恒毅、中央理事兼青年团团长丁扬岗、中央理事张

联兴、李素桦和拿督沈哲初、中央兼青年团内部查账

彭彦彰以及青年团理事吴弈升。

中国国际商会秘书长林舜杰在接待由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第

一副总会长陈友信率领的代表团时建议，双方联手为积极“走出

去”的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马来西亚成为中企国际化进程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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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马中建交４０周年，由马来西亚-中国总商
会与新华社吉隆坡分社用心收集了多幅极具历

史纪念性的图片，盛大举行了《光辉40载-纪念马中两
国建交四十周年图片展》，共展出１６０幅极具历史意
义的珍贵图片。图片展协办单位为中国驻马大使馆、马
中友好协会及马中文化艺术协会。

这项为期６天的图片展由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及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主持开幕。开幕礼当日，吸
引了来自政府单位、各国大使馆代表、商协领袖、马来
西亚与中国企业家逾百人共襄盛举。

图片展共分５个部分，即两国外交、经贸往来、安
全合作、文化交流、人民友谊，图片展成功让民众了解
到马中在政、经、文、教各层面上的交流进展演变，让马
中建交４０周年庆典更具意义。

此外，透过图片的展出，让全民参与见证马中关系
发展的灿烂旅程，将有助凝聚两国政府和人民过去４０
年与展望未来的友好交往。

图片展开幕礼还邀请到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

新华社亚太总分社总经理温新年、新华社吉隆坡分社
社长胡光耀、图片展工委会主席拿督沈哲初、马中友好
协会总会长拿督马吉德、万达广场董事拿督张昌国、海
鸥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祈福、碧桂园马来西亚有限
公司项目营销总经理尤里和中兴马来西亚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王越光前来主持开幕仪式。

接下来，马中总商会旗下各个州属的分会将会紧锣
密鼓，在全马各地筹办光辉40载-纪念马中两国建交四
十周年的巡回图片展。这些分会包括沙巴、槟城、登嘉
楼、砂拉越、霹雳、柔佛以及马六甲。

另外，《光辉40载-纪念马中两国建交四十周年》图
片集也会在稍后的下半年面世。

届时，各州属巡回举办图片展加上值得珍藏的图片
集面世，将让各地人民一睹反映马中友好情谊的珍贵图
片。而且，珍贵的图片还能透过中英文对照的细腻图说
讲解，进一步启发与传承年轻一代，并团结各种族人士，
从而让马中友谊遍地开花。

马中建交　光辉四十载

珍图展现 纪念马中情

展现马中过去40年建交点滴的《光辉40载-纪念马中两国建交四十周年图片展》由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黄惠
康（左七）、马华公会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左六）和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右五）等嘉宾主持剪彩开幕仪式。

日期：	 ５月1３日
地点：	 八打灵再也万达广场
活动：	光辉40载-纪念马中两国建交四十周年图片展开幕礼

４０年前，马来西亚最高领导人（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抵达中国，伸出友谊之手，与时任国家主席毛泽东
紧紧握手。

“咔嚓”一声，这个历史镜头被永远凝住在菲林上，保留了下来。

这一幕，也标志着马来西亚走在东盟的前端，成为最早与现代中国建立正式邦交的国家。

时光飞逝，踏入２０１４年，正式迎来了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四十周年的光辉日子。

４０年间，马中之间多个纪念性的时刻，都让摄影机默默的记录了下来。

一幅又一幅珍贵的历史照片，遂成了最精彩的历史见证者。

马中建交40周年 封面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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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博士
“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友邦，而透过今日（５

月１３日）图片展中，摄影家们捕获的历史瞬间回顾两国走过的不平凡且

光辉灿烂的４０年。”

“孔子说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所以马中情谊

也正迈入不惑之年，而两国在过去的四十年更是光辉灿烂的；从而立到不

惑，中马关系可说是经历了黄金十年，我相信未来必会继续从不惑到知天

命，（马中关系）进入更灿烂的钻石之年。”

“这些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防卫、安全执法、人民交流所有领

域都十分积极，充分体现两国关系的亲、承、惠、荣。”

“马中（过去）有不平凡的40年，有赖于老一辈们的远见。我们要怀

念毛泽东、周恩来和敦拉萨，因是他们使马中关系翻开历史性的页章。还

有，要感谢过去40年来曾为中马建交贡献的每个人。”

“最重要是要饮水思源，大家必须高度赞赏及缅怀，当年作出英明决

定的老一辈的两国领导，是前辈的远见及智慧，开始了中马两国关系。”

“两国的关系可说是患难见真情，中马“一家亲”，没有任何的一时

一事可以干扰到马中两国深厚的友谊，也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挡中马走

向进一步友谊巩固、经济合作和深化人文交流。”

“中马两国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也是互相信任的好朋友，以及互利

互惠的好伙伴。”

“俗语说美酒越久越香醇，友情越久越好。我们期待中马关系进入

平稳发展的新阶段，历久弥新，未来会更美好！”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
“希望马中建交40周年这个契机可成为催化剂，推动两国人民的更

多合作项目。两国领导人的睿智和远见，以及民众的谅解和体恤，最终将

克服困难与考验。俗语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雨过天晴重现彩

虹，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可说源远流长，我们的祖先克服了万难，建

立了联系，奠下了今天马、中关系的基础。

“历史上，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郑和七下南洋（事迹），就有五次访问

马六甲。由此看出，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可说密切。”

“在1974年正式建立邦交之后，马、中的关系飞快的发展，各领域的

合作也带来成果，让两国人民受惠。”

“一个迅速发展与全面深化的马中关系不仅将造福于两国人民，更

有助于地区与世界的稳定和繁荣。”

“在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暨马中友好交流年之际，我们以光辉40载

图片展作为良好的开端，并进一步充实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马来西亚是中国的老朋友。2014年是象征双边意义非凡的一年，

也正是马来西亚的观光年，这个图片展来得正是时候。我谨祝贺大会成

功。”

黄惠康博士

拿督斯里廖中莱

图片展
开幕嘉宾
名言录

马中建交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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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

“《光辉40载》图片集反映出马中两国的先贤战略眼光、独到的智

慧、高瞻远瞩的非凡战略思维、所作出的政治勇气，並在困难环境下披

荆斩刺，前扑后继克服一切障碍。”

“《光辉40载》是收集马中建交40年来政经文教活动的歷史性图

片，是马中歷史见证，表达了无声胜有声的光辉史事，是一幅值得阅读、

学习和收藏的大型纪念图片集。”

“图片展可谓是“小巧玲珑”，内容丰富，图片尽显了两国人民的友

好关系，这是值得欢庆的。”

“我们感谢（中国前国家主席）毛泽东与（前首相）敦拉萨当时有前

瞻性的决心，让马中邦交，一致马中经贸发展取得今日的成果。”

“作为马来西亚华裔的后代，大家需要秉承前人的大无畏精神，发

扬马中世代友好的合作关系，让马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马来西亚是中国最信赖的朋友，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

伴。”

“今天马中两国政治互信、经济相通、文化相融、教育相连，已结

成战略伙伴关係，两国望可携手合作共创21世纪海上丝绸路，共园马中

梦。”

新华社亚太总分社总经理温新年

“在这次图片展所展出的珍贵照片，凝聚了两国政府和人民40年

来的友好交往，回顾了两国关係发展的灿烂歷程。如今大马华裔遍佈各

州，並为大马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马两国人民的往来可以追溯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曾5次驻节

马六甲，为中马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600多年来，中马两国人

民之间往来日益密切，情谊愈加深长。相信在中马两国各界的共同努力

下，两国的友好关系明天必將更加美好。”

马中总商会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

“马中两国自1974年建交以来，正处於歷史性最密切关係，特別是

在经贸、科研、学术和观光领域，取得明显成果。”

“中国崛起不会构成威胁，相反的，会发挥稳定作用，带动区域成

长。”

“两国以真心交往，合作无间，而大马华裔和民间团体，在建交歷

史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

“历届的中国领导人也不讳言，中国与大马是隔海相望的邻居、真

心相待的朋友、互力合作的伙伴。”

拿督黄漢良

温新年

丹斯里林玉唐

马中建交40周年 封面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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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建交，光辉四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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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友好协会总会长拿督马吉德（左起）、新华社亚太1. 
总分社总经理温新年、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中
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黄惠康、马中总商会
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以及图片展
工委会主席拿督沈哲初齐剪彩。	

图为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黄惠康、马华2.	
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马华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
及马中建交40周年图片展工委会主席拿督沈哲初，一
同观看1974年5月29日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访华期
间，与毛泽东主席和总理周恩来等会面的珍贵照片。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右起）向一众嘉宾细致讲3.	
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去年访马，并由我国首相迎接
的合影。左起为新华社马来西亚分社社长胡光耀、马中
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特
命全权大使黄惠康以及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

马中友好协会会长兼马中总商会名誉会长拿督马吉德（4.	
左起）、新华社亚太总分社总经理温新年、马中总商会
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总会长拿督黄漢良、马中建交
40周年图片展工委会主席拿督沈哲初、中国驻马来西
亚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黄惠康、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
中莱共同欣赏马中在文化交流上的灿烂结晶。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亲自在提名録上，写下“5. 
万古常青，马中友谊”。

众贵宾云集“马中建交40周年”图片展开幕礼。中国驻6. 
马大使馆文化处主任高炜（右起）、马中总商会永久名
誉顾问拿督杨天培、顾问杨永凯及陈定锭。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黄惠康（左起）、7.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以及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
督黄漢良接受国内外各家媒体采访。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右起）、马中总商会会务8. 
顾问杨天德博士及丁锦清，在“光辉40载-纪念马中两
国四十周年图片展”中，与一众嘉宾们相见甚欢。

新华通讯社马来西亚分社记者王大伟（左起）、丹斯里9.	
曾永森及马来西亚博览会有限公司代表沈保廉合影。

马中总商会霹雳州分会会长蔡高遍与一众“光辉40载-10.	
纪念马中两国四十周年图片展”的嘉宾合影。

众嘉宾于“光辉40载-纪念马中两国四十周年图片展”11. 
中，交谈甚欢。（左起）马中总商会首席执行秘书周美
馨、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马中总商会副总
会长拿督林恒毅及马中总商会执行秘书何桂枝。

你知道他是谁吗？一名奶奶的民众在欣赏图片展时，向12.	
年纪轻轻的女孩讲解马中两国发展事迹

马来西亚中资协会代会长兼秘书长李中平携带眷属参13.	
观图片展，让孩子从小就了解马中两国的关系起源与进
程。展出图片为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一家与时任中国总理
温家宝合照，象征马中关系友好长存。

展现珍图 纪念马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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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
庆祝

马中建交40周年联欢晚宴
暨

马中总商会24周年会庆/
青年团成立10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Malaysia-China 40th Anniversary Diplomatic Relations  
Gala Dinner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24th Anniversary  
Gala Dinner

Youth Wing 10th Anniversary Gala Dinner

顾问团	 ：	拿督黄漢良、陈友信、 
	 	 宋兆棠、颜登逸、 
	 	 拿督刘国城、郭隆生、 
	 	 丹斯里陈炎顺、 
	 	 陈祈福、拿督陈天场
工委会主席	 ：	刘俊光 
工委会副主席	：	林恒毅
秘书	 ：	卢国祥、李志贤 
财政	 ：	拿督黄锡琦、戴炳煌
节目组组长	 ：	林恒毅
招待组组长	 ：	戴振标 
	 	 （组员：全体理事）
执行组组长	 ：	谢中正	
	 	 （组员：张联兴、 
	 	 丁扬岗、丘洁光、 
	 	 杨子威、沈哲初、 
	 	 包久星、李国源、 
	 	 陈云祥、彭彦彰、 
	 	 林励肯、曾庆宁）

7.00pm Arrival of Guests & Cocktails Reception 
	 嘉宾入席与鸡尾酒会			
7.45pm Arrival of Y.B. Dato’ Sri Mustapa Mohamed  
 Minist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抵步			
8.00pm National Anthem
	 奏国歌
8.05pm Multimedia Presentation
	 多元媒体简介			
8.10pm Dinner is served
	 晚宴开始
8.20pm Welcoming Remark by Ir. Liew Choon Kong, Organizing Chairman 
	 马中建交401周年庆晚宴工委会主席刘俊光致欢迎词	
8.25pm Speech by Dato’ Bong Hon Liong 
 President of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致词				
8.35pm	 Speech	by	H.E.	Huang	Hui	Kang，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of China to Malaysia
	 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致词	
8.45pm Keynote address by Y.B. Dato’ Sri Mustapa Mohamed 
 Minist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致词	
8.55pm Presentation of Momento
	 赠送致谢纪念品
9.00am Cake Cutting Ceremony  & Toasting Ceremony
														切蛋糕		与		敬酒	仪式		
9.10pm Performance
	 文艺表演	
10.00pm Good Night
	 晚安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傍晚六时三十分假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宴会厅举行

On Saturday, 28th June 2014 at 6.30pm
Grand Ballroom, Basement II Shangri-la Hotel, Kuala Lumpur

工委会名单
Organizing Committee

马中建交40周年庆晚宴节目流程
Gala Dinner to Commemo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Malaysia-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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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携手 共渡难关

传送殷切关怀情

马中患难见真情
4月1日，马中友好协会和马中总商

会领导带着对受害家属的同情与
关切之情，抵达万宜布城酒店，与马
航MH370客机中国乘客家属交流，表
达本地华社对他们的关怀，及协助他们
与政府沟通。

马中友好协会秘书长陈凯希和马中总
商会会长拿督黄漢良、第一副总会长陈友
信，是在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事参赞林动
的安排，于当日中午3时进入酒店，与近40名中国家属交
流近2个小时。

陈凯希：勿破坏马中情谊
陈凯希较后向在场的国內外媒体说，中国家属在交

流会有重提之前向政府提出的4项诉求。
“若诉求是合理的，我们都会支持。”
他衷心希望，这次马航事故能让马中两国患难见真

情，把坏事变好事，不要影响马中建交40周年结下的情
谊及民族之间的和谐。

“客机事故复杂，需要一定时间去疏解，大家本着
爱护自己的国家与尊严，都须理智看待问题。”

他说，中国家属也理解本地华族及其他种族给予
他们协助与心理上的支持，包括祈祷、祈福，并感谢大
马人。

黄汉良：情绪已较稳定
黄漢良在记者会上说，他们这一趟慰问之行是主动

代表华社，传达对不幸中国家属的关怀。
他说，中国家属目前的情绪已较稳定，交流气氛良

好，“我们会尽量配合他们，以达到他们的需求。”
据悉，政府也会安排技术代表团与家属们交流。
陈友信说，中国乘客家属坦诚表明，他们到来我国

是寻找真相，而非闹事。

另外，在《MH370事件对大马旅游业及房地产的影响》新闻发
布会上，马中总商会副会长拿督林恆毅指出，该会与中国在经贸的
合作，將继续推展，並希望把马航事件化为正能量看待，化解危机。

“MH370事件不会影响我们的信心，我们（马中总商会）会继
续往内走出去，往外迎接贵宾进来，一同进行投资的洽谈。”

林恆毅说，中国多个高层领导陆续访马，这有助消除马中两方
的情绪压力。他指出，今年9月，大马也有300名企业家赴中国参加
企业大会，因此相信对长期的合作不会带来太大影响。

他说，中国家属也表达来到大马后，比在北京了解与
掌握更多的资料。

他也说，目前最主要是继续搜寻及寻找客机失事的真
相，道歉并非谈论的重点。

对于马航MH370事件，马中总商会也在官方网站与国内各大
中文报章，发表了简短而有力的声明，坚定地呼吁当局还原真
相，加强应变，并给予受害者合理赔偿。

马航 MH370 事件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声明

2013年3月25日

我们对受难者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愿逝
者安息，生者加油。

经过17天的搜索，终于得到令人失望的结局。这是希望的
破灭，家属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们希望各方停止指责和猜疑，呼吁家属冷静客观面对
事实。我们更希望我国当局继续积极搜寻客机的下落，找到黑
匣子，以还原真相。并为家属提供应有的服务，赔偿死者合理
的损失。

马航当局应该全面总结经验，加强应变能力和提升危机
处理的办法。

各国应理解我国当局在事发后已尽了责任，如对家属周
全照顾，并邀请26个国家积极展开搜寻工作，而且定时发布
讯息。

这是我国自独立以来未曾发生过的重要事故，希望各界
理解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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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6月中旬，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4）推介礼，在邀得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与中国驻马大

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吴政平的见证下，为这场年度重头戏的推介礼鸣锣开道，先声夺人。

促进马中经贸合作新突破
《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推介礼在嘉宾踊跃参与媒体踊跃发问的正面氛

围下，圆满举行。

贵为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总会长的拿督黄漢良强

调，马中企业家大会是一项以投资课题为主轴的国际

性论坛。他补充，2014年为马中两国建交40周年，是

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更难得的是，马来西亚首次以

主宾国身份参与厦洽会。”

黄漢良看好，未来8至10年内，中国企业在马的投

资额，将有望超越马企业赴中的投资额。他正面展望，

这是今后的趋势。目前，中企参与了国内的部分大型

工程如槟城第二大桥，并显示出投资额逐年增加的势

头。

“而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可为中国企业，甚至

其他国家更多了解马来西亚投资环境，提供更大的机

会，引导更多马来西亚优势产品进入中国和世界市场，

扩大双边贸易，创造互利共赢的格局。”

黄漢良表示，马中总商会的目标是促进马中两国

的经贸，为各族群创造效益。因此，除了继续吸引华

商，本会也希望能吸引其他种族参与第四届马中企业

家大会。

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是第一次跨出国门，移师

至厦门举行，因此主题为“扬帆起航赴神州，共创海上

丝绸路”。黄漢良向在座嘉宾与媒体进一步说明，海上

丝绸路的构思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去年10月4日

来访马来西亚所提出的理念，由此希望为马中两国的

经贸促成更重要的合作发展关系。

沿袭过去三届大会的成功经验，马中总商会期盼

这次能在厦门再创辉煌，盛情邀请商界翘楚、有识之

士共同分享马中经贸迅速发展的机遇，共建海上丝绸

之路。

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主席拿督林恒毅预

计，这场盛会有望吸引1500人参与，其中马来西亚客商

占500人，其余1000人来自中国和其它国家。

林恒毅补充，大会将安排“企业对接会”的管道，

收集参与者的项目与业务需求，为参与者至少准备3名

中国企业以进行深入而更有效的业务对接。

谈到如何向海外市场推介我国热门项目，林恒毅

指出，除了房地产作为推介项目重点，也会对外介绍我

国的旅游业、医疗业、国际学校教育业等等，划定具体

领域以让中国投资者与马来西亚投资者交流。

廖中莱（左四）为第四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主持推介仪式。左起为温有志、
杨天培、吴政平、陈凯希、黄漢良、
林玉唐、林恒毅与陈友信。

日期：6月16日
地点：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
活动：《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推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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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马中经贸合作新突破
总结去年圆满落幕的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成功实现了约30亿

令吉的贸易成果。今年备受看好在此基础上，再创高峰！

马中进入政策阶段　鼓舞中资来马投资
贵为鸣锣贵宾的廖中莱赞扬马中企业家大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平台，让马中两国在经贸上形成更密切的往来关系。

他进一步建议，身负重任的马中总商会可考虑成立一个政策研究

单位，以长期和持续地分析马中两国的政策，为政府提供未来的政策

建议，并协助本会会员参与政策相关的项目和计划。“在政策方面，

我们计划推出几个项目，但是一切扔有待与包括马中总商会在内的各

单位详细讨论，思考如何进一步带动马来西亚的发展。”

同时，廖中莱强调，在拟定相关政策和过程中，政府将以业界的

意见为引导，马华也把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的回响与成果所得，纳

入到政策内容。

廖中莱指出，马华将向政府建议一项新的框架，有系统和有效地

增强与中国企业家和市场的互动，分享中国商业与文化崛起的红利。

马华也将于近期内开始招揽华社的专才学者，进行马中关系和经

济合作相关的研究，接着通过论坛和研讨会，与公众分享。

“随着马中两国邦交进入另一个阶段，而且马中在贸易商业取得

良好的成果，因此在未来实行的政策上，也必定会促进两国商人在贸

易上的投资。”

他总结，马中贸易今日之成就，离不开四大因素：第一，马来西亚

华商的冒险精神；第二，政府为双边贸易创造的有利条件和环境；第

三，各界积极设立活动平台让大马产品进入中国与世界市场；第四，

有利于商人在贸易上的政策。

目前，马来西亚对中国的经贸投资超过60亿美元（约193亿令

吉），但中国对马来西亚的经贸投资额仅有6亿美元（约19亿令吉）。

吴政平在致辞时表示，双边统计不一致，或是导致发生类似情况的原

因之一。

无论如何，他 透 过引用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 DA）的报告

数据显示，2013年从中国来马的认可投资额（approved invest-

ments）经已达到18亿美元。这意味着，中资在马的投资额出现了长

足的增长迹象。

“中国和马来西亚是友好邻邦，建交40年以来，两国在政经文教

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良好的发展。”

推介礼当日的出席嘉宾们声望极高，还包括马中总商会永久荣誉

会长陈凯希、拿督杨天培、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第一副总会长陈

友信、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机构董事温有志以及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中国事务部首席助理主任庄俊民。

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定于9月9日，前往中国厦门国际会展中

心隆重举行。大会当日预料吸引约1500名来自马来西亚、中国与世界

各地的企业家共襄盛举，促进经贸往来。欲知详情，敬请联络秘书处 

+603.9223.1188 / info@mcec.my

廖中莱：“马中建交逐渐进入政策层面；
上个月（５月份）首相访华结束返国后跟我
说，马中两国关系友好，国人尤其是华裔肯
定能从中受惠。”

吴政平：“中马经济贸易快速发展，两国的
产业互补性强，具有进一步合作的庞大潜
能商机。”

黄漢良：“趁着中国企业响应“走出去”的扩
展步伐，马来西亚企业家宜设法善用本身的
独特优势，与中企配合互补，互惠互利。”

林恒毅：“在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创造
的“正能量”护航下，上下同心，泥土变黄
金，我们相信能为马中企业家促成更深入
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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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起航赴神州 共建海上丝绸路
《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拜访活动

投资槟城机构企业、知识管理、活动与通讯部经理欧阳1.	
慧妮（右二）和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副主席谢
中正（左二）就大会筹备工作展开交流。左一为投资槟
城机构助理经理李有泽以及右一为马中总商会槟城分
会秘书郑文胜。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左五）率领一众领导前2.	
往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门，向该部门秘书长莫哈
默里萨推介年度重头戏——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左起为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团员吴弈升、工委会副主席谢
中正、工委会主席拿督林恒毅。

工委会主席拿督林恒毅（右四）连同副总财政戴炳煌（3.	
右二）、财经投资委员会主席罗章武（右三）与会讯出版
委员会主席陈云祥（左三）向南洋商报高层介绍第四届
马中企业家大会面貌。左起为黄兆平副总编辑、郭奕顺
总经理（华裔广告）、陈治诚广告营业经理、黄国豪广告
营业经理以及梁家光华团事务主任。

马来西亚吉兰丹州政府公共建设部委员会主席拿督哈4.	
吉哈尼法（左三）向工委会副主席谢中正（右二）与国际
关系委员会委员陈艳（右一）介绍东海岸特色产业。

北部经济走廊市场营销及投资者关系资深经理	5.	
Jaspher	 Loo（左二）与制造部资深行政人员Melinda	
Ooi（左三）接待工委会副主席谢中正（右三）与马中总
商会槟城分会会长拿督郑荣兴（右二）。

顶级手套机构有限公司主席丹斯里林伟才（左六）与董6.	
事们接待由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右五）带领
的工委会代表，双方展开频密交流。工委会代表包括工
委会主席拿督林恒毅、马中总商会秘书长卢国祥、副总
会长刘俊光以及会讯出版委员会主席陈云祥。

雪兰莪州投资中心首席执行员哈山（左五）接待工委会7.	
代表团的到访，并探讨合作事项。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左三）率领秘书长卢国祥8.	
（右四），中央理事扬子威（右三）以及工委会秘书李孳
琳（右二）会见东海岸经济特区理事会高级经理徐嘉仁
（左四）与一众代表，探讨双方如何延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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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亚洲的利润中心 
自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马来西亚经济已经从依赖大宗商品的模式，成功转型至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主导的现代模

式。

为了在2020年名列发达国，我国在1990年代中期即展开了连串的努力，以迎合国家与投资者不断变化的需求。

其中，当局推出了包含施政方针与策略的新经济模式（NEM）、经济转型计划（ETP）以及第十马来西亚计划

（10 MP），为我国未来的发展重点与方向提供了必要的架构。

作为我国政府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机构的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MIDA），该机构在推动国家经济转型至

以制造业领导的活跃经济体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当局主要透过推荐各种政策建议，加上采取积极

的市场推广策略，以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

马来西亚，

时至今日，马来西亚已然成为全球离岸制造与服

务业运营的首选据点，多家跨国企业如安捷

伦，通用电气，索尼，日本东丽，英飞凌与德山都有在

马营业，即可见一斑。这些跨国企业也有助刺激本地

周边支援工业发展。

随着本地供应厂商的竞争力逐渐受到肯定，我国

吸引了更多的海外企业前来善用这里创造多年的供应

连与生态环境。

而且，马来西亚现有的多家海外企业也持续对我

国的投资潜能显示出十足的信心。这些企业主要有意

拓展与多元化投资据点，特别是对高科技项目兴趣更

浓。

目前，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一处充满活力及蓬勃的

投资目的地。除了制造业，马来西亚政府也在加强服

务业领域，以便多元化和改善我国经济的竞争力与韧

力。

来自全球的营运中心与区域机构包括运营总部

（OHQs），国际采购中心（IPCS）和区域分销中心

（RDC）；这些企业推广的工业活动涵盖商业及专业

服务，分销业，建筑服务，教育和培训服务，旅游服务，

医疗服务，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及物流服务。

同时，马来西亚也是共享服务业的区域枢纽。我

国大部份的共享服务业者主要涉足至业务流程外包

（BPO）的活动，包括提供共享服务如数据录入、交易

处理和文件管理，客户联系如客服中心、电话营销和

客户服务，共同的企业功能如财务/会计，人力资源，资

讯科技，技术支持以及研发服务，以支援其在亚太地

区的业务。

马来西亚凭着金融环境、人才技能与可用性以及

经商环境的优越条件，推动了我国近几年在各项国际

商业与排名都榜上有名，且名列前茅。

比如，世界银行的2014年报告显示，马来西亚晋

身全球十大理想经商国家，排名第6位。我国的表现

超越了排在第10位的英国、第21位的德国以及第29位

的瑞士。这次也是世界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自2005年

起编制这项年度报告以来，我国首次打入全球十大之

列。

由瑞士的全球顶尖商业管理学院国际管理发展学

院（IMD）公布的《2014年世界竞争力年鉴》里，马来

西亚排行第12位，超越了排在第16位的英国、第20位

的澳洲以及第21位的日本。我国在上述排行榜的亮眼

表现，成为了最好的印证，并将有助促进更多投资来

马。

马来西亚具备着世界级的基建设施、良好交通、

身处东盟之内的策略性位置、诱人的投资优惠措施以

及对外资持股采取宽松政策。这些利好因素都是说服

跨国企业来马设立区域与全球据点的具体理由。

由于我国经商环境十分理想，鼓舞着多达80个国

家，超过8000家跨国企业来马设立其制造与服务业的

岸外据点。

尽管全球激烈争取 外商直接 投资，马来西亚仍

有吸引外商的独特魅力，并始终是一个稳定的利润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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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亚洲的利润中心 
Over the last five decades, the Malaysian economy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a commodity-based 

economy to a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oriented 

economy. To achieve a developed nation status by year 

2020, concerted efforts have been undertaken since 

the mid-1990s to meet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nation 

and investors. 

The New Economic Model (NEM),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rogramme (ETP) and the 10th Malaysia 

Plan (10 MP) which contains policy directions and 

strategies have been outlined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framework for the country’s future focus and direction. 

The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MIDA), the government principal agency for the 

promotion of manufacturing & services sectors has 

played a pivotal rol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laysian economy into a vibrant economy led by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s through variou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the aggressive marketing 

approach undertaken to attract FDI. 

Malaysia today is one of the world’s top locations 

for offshor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based 

operations as reflected in the presence of companies 

such as Agilent, General Electric, Sony, Toray, Infineon 

and Tokuyama. The presence of MNCs has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upporting industries. With 

the rise of local vendors, more foreign companies are 

attracted to Malaysia to avail themselves to the supply 

chain and ecosystem that have been created over the 

years. Many of the existing foreign companies have also 

continued to show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country’s 

potentials as an investment location by expanding and 

diversifying, particularly in high technology projects. 

Malaysia is a vibrant investment destination. Other 

than manufacturing,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is also 

strengthening the services industries as a part of its 

strategy to diversify and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of the economy of the country. The 

Global operations hub, and regional establishments, 

which include Operational Headquarters (OHQs),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Centres (IPCs)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Centres (RDCs), as well as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distributive trade, construction 

service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rvices, tourism 

services, health services, ICT services and logistic 

services are among those activities promoted.

Malaysia is also a regional centre for shared 

services. Most of these establishments in Malaysia 

are engaged in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 

activities, including provision of shared services such 

as data entry, transaction processing and document 

management, customer contacts such as call centres, 

telemarketing and customer service, common 

corporate functions such as finance/accounting, human 

resource, IT, and technical support as well as R&D 

services to support their operation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he attractiveness of Malaysia’s financial 

environment, people skills and availability,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have boosted Malaysia’s ranking 

in variou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enchmarks in recent 

years. The World Bank Report 2014 Edition has ranked 

Malaysia as the 6th most business-friendly country 

in the world, ahead of the United Kingdom (10th), 

Germany (21th) and Switzerland (29th). This is the 

first time Malaysia has broken into the top ten ranking 

since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began compiling the annual ranking in 

2005. 

The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s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4 valued 

Malaysia as the 12th most competitive country, ahead 

of Britain (16), Australia (20) and Japan (21). Malaysia’s 

sterling performance in these rankings is testimony to 

its achievements and will fuel more investments into 

the country. 

Malaysia’s world class infrastructure, good 

connectivity, strategic location within ASEAN, attractive 

investment incentive packages and liberal policies on 

foreign equity participation are amongst the compelling 

reasons cited by the MNCs for their decision to locate 

their regional and global establishments in this 

country. Encouraged by the country’s investor-friendly 

business environment,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rom 

more than 80 countries have invested in over 8,000 

companies for their offshore location in manufacturing 

and related services operations. 

Despite the intense global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Malaysia still has what it takes to 

entice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the country remains a 

profit centre in Asia. One only has to speak to the top 

officials from some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operating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of doing business in the country.

MALAYSIA
YOUR PROFIT CENTRE I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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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业者受促捉紧商机 
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鼓励，国内私人健疗服务业者应该瞄准中国市场，以抢滩中国医疗设

备市值在2015年达到537亿美元的庞大商机。

中国私人健疗领域蓄势待发

4月9日，由中国的三个官方机构——国家发展与改

革委员会（NDRC）、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NHFPC）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宣布的新

措施，旨在提升与改善中国国内的医疗服务供应素质，

以求缓解普罗大众面对医疗服务供应不足的问题。

过去5年，中国在医疗保健改革方面，共 投入了

大约3兆人民币（相等于4880亿美元）的资金。展望

2015年，中国的医疗仪器与设备市值规模将达到537

亿美元。

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驻北京的资深专员阿布

巴卡尤索夫（Abu Bakar Yusof）指出：“随着中国开

放欢迎更多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成为当地健疗业改革

的一份子，马来西亚私人健疗服务供应商应该捉紧机

会，借此涉足中国健疗市场。中国的小康社会追求着高

素质的健疗服务，这显示出当地普遍出现对优质健疗

服务以及医疗仪器设备供应的市场需求。”

在中国，享有高需求量的健疗产品繁多，其中包括

彩色超声波诊断仪、注射器针头及导管和插管、电脑

断层摄影装置、医疗或兽医用X射线应用设备以及其

它供弥补生理缺陷或残疾用器具等等。

目前，中国健疗业主要的供应国包括美国、德国、

日本、瑞士、爱尔兰、南韩、英国、荷兰、法国以及新加

坡。

TUESDAY, APRIL 22, 2014, KUALA LUMPUR: Malaysia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MATRADE) today released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China is encouraging more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in 

China’s healthcare.

According to MATRADE, the new measures was 

jointly announced on the 9th April 2014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and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and Social Security 

aimed to increase and improve the supply of medical 

services in China which help to ease the problem of 

inadequate health provision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China has invested approximately RMB 3 trillion 

(US$488 billion) into its medical care reform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By the year 2015, the market size of 

medical devices and equipment in China is expected to 

reach US$53.70 billion. 

Senior Trade Commissioner of MATRADE Beijing, 

Mr. Abu Bakar Yusof said, “Malaysian private healthcare 

services provider should penetrate China healthcare 

market now since China is currently welcoming more 

vigorous participation of non-government capital to 

take part in the healthcare reform. The demand for 

high quality healthcare services by the Chinese affluent 

society show there is also a need for high quality health 

services and supply of medical devices and equipment”. 

Among the high demand products include 

chromoscope ultrasonic diagnostic equipment, 

syringes & needles & catheters & cannulae, computed 

tomography apparatus, medical or veterinary X-ray 

applications and appliances for redeeming physical 

defects and disabilities.

The major countries supplying are USA, Germany, 

Japan, Switzerland, Ireland, South Korea, UK, 

Netherlands, France and Singapore.

Opportunities In Private Healthca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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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天地

马来西亚业者受促捉紧商机 MATRADE推广马来西亚餐饮企业 
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带领20家马来西亚餐饮企业前往上海，参与5月13日至15日举办

的2014中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SIAL China 2014，下文简称中食展）。

在参展的三天行程内，马来西亚餐饮企业创造了3890万令吉的总销售额佳绩，并收到1500项贸易咨询。

2014中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

20 14 中 食 展 的 主 题 为“ 热 力 亚 洲 舌 尖 时 尚 ”

（“Dynamizing Food Market in Asia”），也

是马来西亚自2004年至今，第八次参与这项展览会。

中食展作为年度盛会，持续成为独特的国际性食品

展览活动，汇聚了全球领先的零售商与食品服务采购

商。

至今，中食展已经成为零售、餐饮、食品服务、进

出口贸易与制造商十分有兴趣参会与参展的进口平台

活动。

展会期间，受到推广的马来西亚产品与服务公司

涵盖的领域包括棕油周边产品、饮料、冷冻食品、烘焙

食品、食品配料、糖果、即食产品及功能性食品。

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代表人员表示，“由于

中国的食品安全受到严格管制，当地日益富裕的消费

者更喜欢购买和食用进口食品。这主要因为消费者认

为，进口食品通过严格的进口程序把关，品质受到保

障。”

此外，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积极参与中国的

贸易推广活动，如广交会（Canton Fair）、中国-东盟

博览会（CAEXPO）以及亚洲营养食品原料展（Vita-

foods）。接下来，马来西亚将持续鼓励我国的出口活

动。

欲知更多贸易推广活动的详情，可浏览马来西亚

对外贸易发展局官方网站：www.matrade.gov.my

FRIDAY, 13 JUNE, 2014, KUALA LUMPUR: Malaysia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MATRADE) led the participation of 20 Malaysian 

companies during the recent SIAL China in Shanghai.  

The three day event generated total sales of RM38.9 

million received over 1,500 trade enquiries. 

With the theme ‘Dynamizing Food Market in Asia’, 

SIAL China 2014 was Malaysia’s 8th participation in 

this trade fair since 2004. This annual event continues 

to be a unique global food event featuring the world’s 

leading retail and food service buyers in one location. 

SIAL China has become an interesting import platform 

for major market players from retail, catering, food 

services, the import/exports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to visit and exhibits.

Products and services Malaysian companies 

promoted during the exhibition include palm oil based 

products, beverages, frozen food, bakery products, 

food ingredients, confectionery and ready to eat 

products and functional food.  

According to MATRADE, “Due to stringent food 

safety control in China, the increasing affluent 

consumers in the country prefer to consume and 

purchase imported food products as they are perceived 

as high quality value after passing through stringent 

import procedures.”

MATRADE take the proactive effort by joining trade 

promotional programme in China such as participated 

in Canton Fair, CAEXPO and VitaFoods. Malaysia will 

continually encourage Malaysia exports activities and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rade promotional programme 

visit www.matrade.gov.my.

PROMOTING MALAYSIAN F&B COMPANIES THROUGH 
SIAL CHIN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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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访华期间，我国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伴随首相前往西安著

名的步行购物街——北院门（又称回民街），参与了2014年中国西安清真食品周。

从2012年至今，中国西安清真食品周已经进入

第3届。

来到2014年，西安清真食品周成功吸引了35家参

展商。其中，国际贸易及工业部促销臂膀马来西亚对外

贸易发展局（MATRADE），安排11家本地公司参与西

安清真食品周展销。

另外，在马来西亚农业及农基工业部（MOA）和5

家大马政府机构和公会的协调下，中国本地进口商也

有进口大马产品参展。

在清真食品周展销的部分产品，之前已透过由来

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连续11年举办的大马国际清真食

品展（MIHAS）进入中国市场。

“在过去5年，该清真食品展的参与者和来自中国

西部的参展商逐年增加；因此，西安清真食品周的展销

是大马清真食品展计划成功的一个有力证明。”

配合马中建交4 0周年，首相拿 督斯里纳吉访华

的首站是西安，并为马来西亚西安清真食品周主持开

幕。

本届西安清真食品周的总销售额预计能达到620

万美元（2000万令吉），去年的总销售额是465万美元

（1500万令吉）。

WEDNESDAY, MAY 28, 2014, KUALA LUMPUR: 
Dato’ Sri Mustapa Mohamed, Minist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Malaysia 
accompanied Y.A.B. Prime Minister visited Xi’an Halal 
Food Festival Week 2014 on a signature pedestrian 
shopping street of the city – Beiyuanmen Street (also 
known as the Muslim Street) on May 27th 2014.

First held in 2012, Xi’an Halal Food Festival Week 
is welcoming its 3 years’ anniversary with participation 
of 35 booths, among which 11 are coordinated by 
MATRADE for Malaysian exporters and local importers 
of Malaysian products in this programme coordinated 

b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 Agro-Based Industry 
Malaysia (MOA), and 5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associations from Malaysia also participated in this 
event.

Some of the products showcased have found 
firm access into China market through the Malaysia 
International Halal Showcase (MIHAS) organised by 
MATRADE which has been held for 11 years in Kuala 
Lumpur. In the past 5 years, there have been growing 
visitors and participation by companies from Western 
China. Thus, the display in Muslim Street is a testimony 
on the success of the MIHAS programme. 

“AFTER MIHAS IN KUALA LUMPUR, NOW IN XI’AN”

2014年中国西安清真食品周

马来西亚11进出口公司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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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上，由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

主持，另有马来西亚对华事务特使丹斯里黄家

定、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莅临会场，并献上致

辞。

这场备受瞩目的交流会主要由中国广东省人民政

府和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联办，马来西亚-中国

总商会为支持单位。

交流活动期间，广东与马来西亚企业签订合作项

目57个，合同价值37.48亿美元。其中，东莞落实的合

作项目有23个，创造出22.07亿美元的合约等值，占全

省的59%比重。

马粤合作前景广阔而美好
“东莞与马来西亚的交流合作源远流长。”

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建华在作推

介发言时表示，东莞将按照胡春华书记的要求，与马方

一起，在推进行业提升、扩大经贸往来、促进双向投资

等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双方的合作交流。

“马来西亚自2008年以来，连续6度成为中国在

东盟国家中的最大贸易伙伴。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

直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黄家定在致辞中如此

表示。

胡春华则强调，广东和马来西亚都与“海上丝绸

之路”有很深的渊源。他说明，自汉朝以来，广东湛江

徐闻古港、广州港相继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海运主

港，而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海峡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节点，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

据了解，东盟10国超越欧盟28国，去年已成为广东

省第三大贸易伙伴。时至今日，广东与马来西亚的投资

贸易合作突飞猛进。马来西亚更是广东在东盟的第一

大贸易伙伴。

同时，马来西亚也是广东外商投资的重要来源地，

5建议深化马粤经贸  3大优势助马粤互补

马中有望共建新海上丝路
“广东与马来西亚全方位合作拥有更为广阔而美好的前景。”

特地来访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出席中国（广东）—马来西亚经贸合作交流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省委书记胡春华在致辞时，对广东省跟马来西亚的经贸前景表现出十足的信心。

在中国（广东）—马来西亚经贸合作交流会上，马中两国代表签署19项经济类和5项非经济类项目合约，黄惠康（站者右
七）与胡春华（站者右八）见证着历史的一刻。

日期：2014年4月18日
地点：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
活动：中国（广东）—马来西亚经贸合作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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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上，胡春华就广东与马来西亚深化经贸合作，提出以下五点
建议：

第一，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广东将继续扩大进口马来西亚棕榈
油、天然橡胶、液化天然气等产品，扩大马来西亚人民生活需要的纺织
原料及制品、家居、鞋类等商品的出口，为实现2017年中马双边贸易额
达到1600亿美元的目标作出积极贡献。广东将继续支持关丹产业园区
建设，鼓励省内企业积极参与马来西亚六大发展走廊等项目。真诚欢
迎、大力支持马来西亚企业家来广东开展贸易和投资。

对广东直接投资项目累计达799个，实际投资7.95亿美

元。马来西亚还是广东对外投资的重要伙伴。广东累

计在马来西亚设立投资项目共有25个，华为、中兴、广

东农垦集团等广东企业在马来西亚投资设立的电子信

息、橡胶种植等企业，为双方带来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

胡春华认为，广东与马来西亚全方位合作拥有更

广阔美好的前景。“对马来西亚而言，首先，广东是潜力

巨大的出口和进口市场。”

广东每年大约需要从海外进口价值4500亿美元的

各类商品、技术设备和原材料，其中一成以上从东盟国

家进口。

此外，广东还是潜力巨大的投资市场。目前广东正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信息服务

等现代服务业，石化、汽车等先进制造业，高端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今后5年，

还将统筹安排超过9000亿元财政资金，促进广东的东

西北地区振兴发展，投资建设一批重点项目。

“在马中两国之间，就以今天的经贸交流会作为

一个有力的起点，积极加强合作。”

展望未来，黄家定认为，两国企业界的互动将推进

更多有创意的经贸合作计划。

黄惠康：		
双园投资模式	
成他国经贸合作典范

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说，“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和“马中关丹产业园”
开创了两国投资合作的新纪元，“两国双园”模式將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
经贸合作典范。

他说，由中国政府提供优惠贷款、中国港湾公司承建的槟城第二大桥
在3月1日顺利通车，是中马友好合作的另一标志性成果。

第二，拓展双边金融合作。完善双边金融合作机
制，推进合作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
结算业务，加快金融机构“引进来”和“走出去”步伐。

第三，深化农业渔业开发合作。加强双方在天然橡
胶种植和加工、优势农业新品种和新技术开发、农村沼
气建设、农产品资源开发等领域合作。促进双方海洋
渔业加快发展。

第四，推进旅游人文合作。充分挖掘双方旅游市

场潜力，加强双方旅游产品宣传推介，扩大旅游项目投
资，积极探索相互组团，推动双向旅游。广东将加大特
色形象设计和推介力度，鼓励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以多
种形式与马来西亚开展文化交流合作。

第五，建立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广东将加强与马
来西亚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努力搭建多种高效的合作
平台，推动广东省内商协会与马来西亚商协会建立民间
合作机制，促成落实一批重大项目。

胡春华提出5项建议，务求
深化广东大马经贸合作，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

“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到马投资，在摩
托车、汽车製造、钢铁、房地產开发、种植等领域与大
马展开合作。”

他指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方面，中国企业积极参
与大马电站、港口、桥樑、地铁、电信等项目建设，也贏

得马方高度赞誉。
黄惠康说，马中建交40年之际，胡春华率团访马，

开展经贸交流活动，对进一步促进中国尤其是广东省
与马的双边贸易与投资，具极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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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华：东莞将从三方面深化双方经贸合作
这次活动，东莞组织了一批企业代表团前来考察，希望能够在开拓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寻求更多更好的合作机会。

胡春华书记提出了深化双方合作交流的五点意见，使东莞深受鼓舞。东莞

将按照胡春华书记的要求，与马方一起，在推进产业提升、扩大经贸往来、促进

双向投资等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双方的合作交流。在这次活动中，东莞还组

织了一批东莞企业前往当地考察，并在马设立经贸代表处。

徐建华：		
东莞将从三方面	
深化双方经贸合作

例如，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东莞与马来西亚双方

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在工业上下游进行互补合作。而

服装及衣着附件、家具及其零件等是马来西亚从中国

进口的主要商品，东莞作为中国重要的服装和家具生

产基地，每年出口额超过100亿美元。徐建华真诚希望

更多马来西亚企业到东莞投资发展，特别是投资汽车、

高端制造、电子信息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比如，

东莞正在规划建设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总投资超过

600亿元人民币的粤海产业园等重大平台，重点发展汽

车装备制造等高端制造业。

此外，徐建华指出，东莞也确定在马来西亚设立经

贸办事处，鼓励东莞企业到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实现互

利双赢。

黄家定呼吁马中企业家，配合《2013－2017年马中政府经贸合作5年规

划》的签署，两国企业界精诚互动及积极推进更多有创意的经贸合作计划，將

是决定马中贸易总额推高至1600亿美元（约5170亿令吉）目标的主要因素。

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访大马时曾宣布，中国在未来5年内

对外进行5000亿美元（约1万6177亿令吉）投资，而大马希望能吸取其中百分

之十或500亿美元（约1617亿令吉）的投资额。

他指出，截至2013年首10个月，大马只接纳了中国

总值6.8亿美元（约22亿令吉）的制造业投资额，因此

还需要加紧步伐加倍努力，才能在5年內达標。

“马中双边贸易在2013年达致1060亿美元（约

3429亿），使大马成为继韩国和日本后，中国的第三大

贸易伙伴国。”

“这对我来说，绝对是项了不起成就，这项巨大的

成就，除了依赖两国政府合作，也包括两国人民和企业

家长期以来的精诚务实及互信互助的合作所达成。

广东省与大马华社关系密切 
广东省经贸重要纽带

黄家定指出，基于歷史渊源，大马华社与广东省社

群有密切联系和深厚感情，成为马中两国经贸、文教合

作的重要纽带。

他说，广东省是中国的经济大省和外贸大省，广东

企业家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2013年，广东省的国內生产总值增长8.5%，成

为全中国首个超越6万亿人民币（约3万亿令吉）的省

份，也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约3.2万亿令吉），外贸数字

也首破万亿美元大关。”

黄家定说，在2013年，东盟10国超越欧盟28国，

成为广东省第3大贸易伙伴，大马的进出口额为268.1亿

美元（约867.4亿令吉），增长24.1%，位列榜首，成为广

东省在东协的最大贸易伙伴。

他认为，这全在情理之中，是两地企业家长期耕耘

的成果，希望两国企业家再创高峰。

黄家定呼吁，双边
企业家合作，推高
贸易额至517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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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东)马来西亚经贸合作交流会

马来西亚政府与私人界代表热烈欢迎广东省省委书1.	
记胡春华。

黄家定（左三）与黄惠康大使（左二）伴随胡春华（左2.	
一）步入交流会之际，参与者致上热烈掌声。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徐少华主持交流会。3.	

胡春华（左二）与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右4.	
二）握手问好。左一为丹斯里拿督吴德芳。

胡春华（左二）与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5.	
右二）交换名片。左一为丹斯里拿督吴德芳。

胡春华（左二）与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团长丁扬岗（右6.	
二）握手问好。

交流会开始前，时任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7.	
处宣国兴参赞（右二）与马中总商会一众领导谈笑风
生。

q w e

y

交流会上，不但吸引国内外多家媒体竞相采访，也集8.	
聚了多元种族人士参与，体现马来西亚特色。

黄家定向胡春华介绍马来西亚杰出的华商代表。9.	

交流会期间，由马中总商会名誉会长丹斯里拿督吴德10.	
芳（左）带领国内一总社团领导与商界领袖，接待广
东省省委书记胡春华（右）。

马中总商会一众中央理事与青年团成员踊跃参与交11.	
流会。左起为黄祯辉、丁杨岗、戴振标、谢中正、马吉
德、卢国祥、包久星、彭彦彰、李国源与陈云祥。

交流会的主桌上，吴德芳（左起）、黄惠康、黄家定、12.	
胡春华与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拿督林国璋共聚一堂。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丹斯里陈炎顺（左起）、永久荣13.	
誉会长陈凯希、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戴良业以
及马中总商会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为交流会的座上
嘉宾。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参与交流会。14.	

u

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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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为商界捎来的“好消息”，包括即日起允许外

国机构全资持有本地单位信托管理公司。

纳吉提到，在东盟经济共同体精神下，单位信托管理公

司的持股权（equity shareholding）将开放，以推动单

位信托行业的成长并加强行业的竞争。

首相相信，新的外国单位信托管理公司未来进军大

马时，将不再面对任何障碍。

他说，我国描准加强本地资金市场，成为本地与本

区域持续长期成长的原动力。

同时，纳吉宣布，从2017年1月1日起，政府撤除企业

发售债券时需强制性拥有信贷评级的规定，这有助扩大

公司债券市场，也促使投资者的投资组合更多元化。

“信贷评级机构持股将开放，（政府）从2017年1月1

日起允许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由外资独资持股。”

他认为，随着国际信贷评级机构入驻大马市场，将

可提升国内信贷评级服务的质素与水平，引进更具竞争

力的收费结构、扩大专业水平及扩展信贷评级服务范

围。

这意味着，从2015年1月1日起，国内的信贷评级、可

贸易无评级债券和回教债券的交易将愈加灵活。

 “我们将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让业者有足够的时间

来改善必要运作机制，以便在完善的新体制下运作。”

落实开放资本市场

促东盟经济一体化

在6月9日举办的「投资大马2014」（Invest Malaysia 2014）上，主持开幕致辞的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兼财政部

长拿督斯里纳吉一如既往，宣布了系列可助开放国内金融领域的利好措施。

另一大亮点是，顺应我国即将在2015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步伐，首相纳吉也在施政上积极开放，以实际行

动响应东盟经济共同体（AEC）的理念。

「投资大马2014」继续为资本市场释出多项利好消息，
让本地私人界与海外企业皆为之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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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开放措施最终将促使大马债券

市场成为更具成本效益和吸引力的长期融资

平台。”

他提到，证券监督委员会正在与专业团

体和利益相关者探索途径，积极加强资本市

场的信息质量。其中一个考虑中的方式是推

出整合性报告，效仿目前数个司法管辖区和

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而行。

经济逐步自由化
纳吉重申，大马经济快速发展，包括逐

步自由化、强化及扩大联系，正处于正确轨

道，迈向2020年先进国的宏愿。

“随着大马迈向高收入国目标，我们现

在就要建设更永续经济、为青年提供更佳机会、更容易

开拓金融领域，并在宏观经济成就和个人成就之间取得

明显平衡。”

首季GDP6.2%表现超标
纳吉提到，去年大马国内生产总值为4.7%，今年首

季则达6.2%，已超越预期。

“从2009年至2013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42.5%

，达1万6 0美元（约3万2192令吉），我国贫穷率也从

2009年的3.8%跌至2012年的1.7%。”

纳吉指大马经济逐渐多元化，在2008年，石油及天

然气占国内总收入的39.7%，今年则预计降至28.9%。

目前服务领域占国内生产总值约55.2%，正在逐步

向2020年制定的65%目标迈进。

“目前预计通胀率介于3至4%，在本质上，我国处

于全民就业（full employment）的状况。”

投资年增长率达三倍
纳吉说，大马私 人 投资在2 010至2 013 年增长了

15.3%，比起前3年，其复合年度增长率多达三倍。

“去年私人总投资额达1611亿令吉，该数额是2010

年约867亿令吉的双倍。”

他指大马公司市值从2009年起也增长了184%，当

时收入超过5亿令吉的大马上市公司有194间，如今这类

上市公司则增至274家。

追逐“数字”不忘素质
纳吉强调，大马追逐“数字”增长之际，也别忘记我

国不能只一味要求发展，懂得如何发展才重要。

“ 为了达 致 长 期 成 功，发 展 品 质 及 量 质 同 等 重

要。”

他说，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

长超过了其深层发展，或单一领域主导经济地位，并牺

牲其它领域的利益将引发“挖空”经济、削弱法律及条

例、破坏天然资源等问题，甚至会扭曲投资环境。

东盟主席国任重道远
对于大马于明年担任东盟主席国，纳吉坦言大马将

面对经济及政治方面的挑战，惟我国会制定更具体的应

对方针。

他说，经济挑战方面，东盟将于2015年落实东盟共

同体，所以当局需列出未来方向和目标。

政府计划与企业单位设立特别管理办公室，列出所

需行动及传达讯息。

“至于在政治方面，泰国局势目前不稳定，我们还

在观察。但我们有信心明年（局面）有好转。”

至于在经济层面，随着东盟国制定在2015年落实东

协经济共同体，纳吉相信，大马金融市场将可协助推动

区域一体化。

首相纳吉（左）对大会主持人大马普华永道公司前主席拿督斯里佐汉的
提问对答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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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化椰　食品 
走入家家户户

随着穆斯林的斋戒月将至，椰棗再次成为家家户

户穆斯林家庭的桌上食品。一般上，穆斯林习

惯在礼完黄昏礼拜过后，以喝水和吃几颗椰棗，作为

开斋前的头两件事，接着才正常饮食。

现代医学界已经证实指出，空腹吃椰棗可以减少

腹内的寄生虫。这种吃法还能缓解并镇定饥饿者对

食欲的强烈欲望，从而解决了空腹暴饮暴食的负面效

果。

换句话说，先吃些含糖量高的椰棗，可使一些不

习惯守斋的人尽快消除因而产生的头晕和虚脱等症

状。

况且，对穆斯林来说，吃椰棗的意义不但为了果

腹与摄取营养，还是在履行一项神圣的宗教义务。

在马来西亚，穆斯林人口即占了7成左右，而椰棗

几乎在全国各地的大小商场和夜市场随处可见。

智尊用心生产天堂果实

可曾想过，作为穆斯林斋月（Ramadan）期间的必备食物——椰棗坚果（Dates，或称干果），只要日吃7颗，即

能提供一个成年人整日的生存能量？

再想深一层，只要用心经营，注入创意与心思，至少拥有穆斯林消费者保障的椰棗及其栽种、生产与加工业，又

会否成为一门商机无限的复兴老行业？

“我国首相纳吉上任以来，极力提倡“转型”与“创新”的理念。在我看来，不能单靠科学家，而是要做到全民

参与，让民间创意与古老智慧有机结合，从而让各行业都能百花齐放。” 

智尊代理有限公司（Omni Mal Agencies Sdn. Bhd.）创始人兼董事经理蔡福智接受《马中经贸》专访时，表达

了他对从商者如何贯彻“转型”与“创新”的一番独特看法。

谈到如何让老行业重新出发，就让本期《品牌故事》从一颗简单的椰棗说起，且听蔡福智娓娓道来，讲述一个“

新品牌如何让老产品重现活力与魅力”之缘起和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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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比中东地区的优质椰棗，触目所及本地消

费市场的椰棗，为何都是完全不同的品质呢？”蔡福智

抛出的疑问，无疑点出了本地进口或加工椰棗食品良

秀不齐的挑战。

蔡 福 智 指 出，椰 棗 食 品 对 于本 地 目 标 消 费 群

而言，不会感 到陌生，但也存 在着口味 上的迷 思与

误区。“正如我们公司提 倡《跟“美味”有个约会》

（Have a date with deliciousness）的口号一样，

就是为了帮助消费者从传统而有限的椰棗与干果商品

的选择中，解放出来。”

与椰棗的不解之缘
在吉兰丹土生土长的蔡福智，自小就与椰棗结下

不解之缘。“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常常到屋子旁边

的杂货店购买椰棗。印象中，这些椰棗不是糊成一团，

就是参杂细沙。但那时候的我始终无法厘出一个头绪

来。”

蔡福智继续回忆首次品尝到优质椰棗的难忘体

验：“多年后当我负笈美国留学，与中东来的同龄学生

共处一室那段时期，他们都不吝于与我分享他们家乡

特产的椰棗。没想到这些椰棗不仅可口、结实、不粘

手，还是未经加工和未添加任何人造反腐剂的。”

“直到那次，我终于恍然大悟，以前在家乡吃过

的椰棗尽是涂上糖浆的低等食品而已。”

念完大学后，蔡福智回流大马，准备学以致用，开

创自己的事业。“令我纳闷的是，本地的椰棗食品业面

貌并没有呈现多大的改善。”事实上，当时的商人还在

以无封套的散装或草草包装的方式，售出椰棗。

当时候，正值非典型肺炎“沙士”（SARS）的人传

人病毒肆虐全球的非常时期。眼看着本地椰棗食品的

卫生意识欠佳，蔡福智反复问着自己：“万一在斋戒月

期间，任何感染性疾病蔓延至我国国内，后果会怎么

样？这个灾难性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因此，制造一颗颗保留天然可口口味和营养价值

的椰棗食品的概念，遂在蔡福智的脑海里油然而生。

“与过去业者对待椰棗或干果的处理手法不一

样，我们的产品一律 都是 用易拉 罐（E a s y - O p e n 

Can）、密封容器（Sealed Container）以及密封袋

（Sealed Bag）的卫生方式包装起来。”

赴中东取经之旅
涉足到崛起中的椰棗食品业初期，童年回忆中舌

尖品尝过的椰棗的美味，重新涌上心头，从而启发蔡

福智开创了第一个自家品牌— —“美味棗”（Date-

Licious）。

为了在椰棗的供应源头与加工技术上打稳根基，

蔡福智不惜启程远赴椰棗数发源地— —中东地区国

家取经。“那段时期，我走遍了当地的（椰棗）果园与

加工厂，尝遍各样品种的椰棗与干果。”

所谓踏破天涯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最终，蔡

福智创立的智尊私人有限公司陆续研发出别具中东地

区口感风味的“黄金沙漠”（Golden Desert）品牌。

时至今日，智尊代理有限公司始终贯彻着为大马

市场引进高品质食品的经商之道，其主打的“美味棗”

与“黄金沙漠”也成为了备受大马人信赖的品牌。

蔡福智指出，在该公司研发团队的不断推陈出新

下，椰棗的功能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斋月食品范围，

而被塑造成独具巧思的礼品手信以及融入人民日常生

活的健康零食。

“斋月期间，穆斯林教徒十分注重“给予”与“分

享”精神的身体力行。即使在现代，我们很多银行或上

市公司客户，都不吝于多量购买椰棗食品，赠送给他

们的客户或合作伙伴，并与员工分享节庆的喜悦。”

对在民风淳朴的吉兰丹长大的蔡福智而言，礼轻

却情重，送礼不谛是一个各种族联系、增进感情的礼

待美德。

目前，在斋月佳节期间，智尊私人有限公司在全

马各地（包括东西马）超过八百间的零售据点，包括霸

市、超市、便利商店等等均有分销旗下产品。

对外，该公司产品也出口到文莱、新加坡、南韩、

中国上海等亚洲地区。“不过，在经过多年参与了马来

西亚国际清真产品交易会(MIHAS)过后，经验与（销

售）纪录告诉我，未来的消费主力将会在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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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从中国参与MIHAS的参观者趋势来看，

当地穆斯林人口对马来西亚清真产品的兴趣日愈浓

厚。“尤其是来西安地区的庞大穆斯林人口的需求更

甚；面对如此高要求，我们不敢掉以轻心，更得在食品

安全、卫生和包装上精益求精。”

在 2 012 年，该 公司 成 为国内 芸 芸 椰 棗 业者 当

中，第一家赢得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发展署(JAKI M)

颁发清真认证的杰出成员。2 013年则再下一城，再

度傲视同行，成为首家荣获危害分析与关键 控制点

(HACCP)以及良好生产规范(GMP)和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1:2008)的公司。

略尽社会责任义务
吉 兰 丹 位 于 马 来 半 岛 东 海 岸 最 北 端 ，国 号

为“Darul Naim”，意为幸福之邦。该州属是马来西

亚农业重镇，也是马来文化的摇篮。

然而，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收入，吉兰丹

由于经济发展相对停滞，遂不能与国内其它发达州属

平起平坐。

“眼看吉兰丹年轻人背乡离井，宁愿到其它发达

州属谋生，会更想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做些什

么。”

蔡福智指出，早年从事其它行业，雇用了巫裔员工

后，也具体了解到后者在生活上的困境。“有些员工入

不敷出，一整个家庭的负担就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补充，吉兰丹多的依然是闲置的人力资源，如家

里其他待业的家庭成员。“如果有个理想的工作环境，

善用这些人力来提升产量，我想，也算是为当地社会

献出了一份力。”

近几年，全球在可耕种土地日益缺稀、人口递增

的多重挟持之下，粮食危机为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

蔡福智透露，数年前出席阿布达比（Abu Dha-

bi）一项粮食研讨会中，早已从走在时代尖端的科学

家们，看到椰棗对于人类未来可能起到的救世作用。

“我还记得，我跟另一位生意合伙人是唯一一家

派代表出席的东南亚企业。而且，从这场世界级的研

讨会获益匪浅。”

他指出，一位联合国特派的权威营养学家以研究

数据为证，前瞻性地勾勒出椰棗将会是人类在不久的

将来，陷入粮食危机的“救命稻草”。

“第一，椰棗营养价值极高且对身心都有治疗、宁

神的妙用；第二，椰棗树耐旱、耐碱、耐热，种植过程

极具经济效益；第三，椰棗粒易于保存，供人类长期

抗灾用途。”

该营养学家还举例，一个成年人只要提取5至7颗

椰棗，即能维持一天所需要的活力与营养。

鉴于此，蔡福智最大的愿望是“见到世界上所有

人，不分种族及各年龄层，都能了解并受益于椰棗这

颗来自天堂的果实，故而实现“人人吃椰棗，人人得健

康”！”

　　 椰棗虽小　功效奇大 
椰棗是伊斯兰国家特有的果实，主要生长在干旱

的沙漠。由于椰棗的营养与药用等功效显著，被世界
公认为又一个生命的源泉。

从椰棗的成分中，可以发现到其组成几乎都是单
纯的果糖，非常易于消化，甚至可以是糖尿病患者的
代糖。

此外，椰棗的脂肪及胆固醇含量极低，不仅不用
担心肥胖的问题，反而因其丰富的维他命与矿物质可
以增进机能，达到现代人极力追求的饮食健康的诉
求。

小词典

智尊代理有限公司旗下产品包装精美，从观感到口感皆十
分迎合穆斯林教徒的品位。

马来西亚名厨拿督依斯迈（Dato’ Chef Ismail）双手捧
着智尊圆顶之冠(The Dome)产品向大众推荐。由名厨推
荐，口味与品质必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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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that by eating 7 dates a day, which is 
an essential food during the Muslim holy month of 

Ramadan, an adult will have enough energy for a day? 
Thinking about it, by injecting creativity and 

keen attention to dedicated management, would the 
planting,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dates, which at 
least have the Muslim consumer market as blanket of 
protection, be a traditional industry revive with full of 
business opportunities?

“Since our Prime Minister Najib took office, he has 
been advocating the concepts of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Personally, we can not rely on scientists,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must be involved, so that novel 
creativity of the people can infuse with ancient wisdom, 
and in turn, every industry can blossom and prosper.”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Malaysia-China Business 
Magazine, founder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Omni 
Mal Agencies, Chua Hock Tee shared his personal views 
on how businessmen can implement the concepts of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n how to make the old industry to re-starting, let 
the current “brand story” Speaking from a simple on 
dates, listen to Chua Hock Tee meanders about a “new 
brand of how to reproduce the vitality and charm of old 
product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is issue’s Brand Story, let ’s learn how Chua 
Hock Tee revives a traditional industry, a story of a 
simple dates, “a new brand that bring back the vitality 
and charm of an old product.”

The Muslim fasting month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and dates will once again become the staple 
food on the dining table of every Muslim household. 
Traditionally, after performing their prayer at dusk, 
Muslims will break their fast with a few dates and water, 
as the first two important steps before continuing with 
their normal diet. 

Modern medical experts confirmed that taking a 
few dates on an empty stomach could reduce intestinal 
parasites. This way of eating can also relieve and calm 
a hungry appetite’s strong desire for food, and hence 
solv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overeating on an empty 
stomach.

In other words, by eating dates with high sugar 
content first, can help those who are not accustomed 
to fasting by speedily relieving symptoms such as 
dizziness and exhaustion.

For Muslims, dates are more than food and 
nutrition, breaking fast with dates is a sacred religious 
duty.

In Malaysia, Muslims account for about 70%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and dates is available in almost all 
markets, big or small, as well as night markets across 
the country.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high quality dates in 
the Middle East, why are the dates available in local 
market are of completely different quality?” This 
question posted by Chua Hock Tee and it undoubtedly 

highlighted the challenge of uneven quality among 
the imported or processed dates products in the local 
market.

Local target consumer group is no longer stranger 
to dates products, however there are myths and 
misunderstanding on the taste, noted Chua. “As our 
company advocates, “Have a date with deliciousness”, 
we aim to liberate consum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and 
limited choices of dates and dried fruit products.”

An Unexplainable Fate with Dates
Born and raised in Kelantan, Chua Hock Tee has an 

unexplainable fate with dates. “Since my childhood, I 
enjoyed buying dates from a small sundry shop besides 
my house. These dates were in lump and sometimes 
with sands inside. I never understood why.”

“When I studied in America many years later, I had 
quite a few of Middle Eastern housemates who always 
shared with me dates from their home countries. Those 
dates were delicious, the texture was firmed and not 
sticky, and best of all, no added preservatives,” Chua 
Hock Tee reminisced his first experience of tasting 
quality dates.

“I finally realized dates I used to eat back in 
Malaysia were low quality products coated with syrup!”

After graduation, Chua Hock Tee returned to 
Malaysia hoping to apply what he has learnt to start 
his own business. “To my disappointment, there wasn’t 
much change in the local dates industry.” In fact, 
businessmen back then were still selling loose dates 
without packaging or proper packaging.

It was during the worldwide outbreak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where virus was 
easily contracted from a person to another. In view of 
such poor food hygiene awareness among local dates 
sellers, Chua Hock Tee repeated asked himself, “What 
would happen in the event that some diseases were to 
hit Malaysia during the month of Ramadan? That could 
be disasterous…”

Consequently, the idea of producing dates that still 
retain its natural nutrition and delicious taste emerged.

“Different to how dates and dried fruits were 
treated in the past, our products are all packaged with 
hygienic packaging such as Easy-Open Can, Sealed 
Container and Sealed Bag.

A Journey to the Middle East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involvement in the rising 

dates products industry, the deliciousness of the dates 
he ate before gave Chua Hock Tee the inspiration of his 
first brand—“Date-Licious.”

In order to pave a solid foundation on dates supply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Chuo Hock Tee travelled 
to the birthplace of dates—the Middle East. “During 
that period, I traveled to all local (dates) orchards and 
processing plants, and tasted various species of dates 
and dried fruits.”

Omni Mal produces fruit from heaven with heart
Popularize dates products into every household
Chua Hock Tee: “There must be an extraordinary wisdom behind Dates as an essential food during the Muslim fasting 
month of Ramadan; modern medicine has proven the natural inherent nutritional value of dates cannot be matched by 
many man-made health products.

612014/07-09



After the journey to the Middle East, Omni 
Mal Agencies Sdn. Bhd.  founded by Chua Hock Tee 
developed a unique flavor of the Middle East and came 
up with another brand name—“Golden Desert.”

Today, Omni Mal Agencies Sdn. Bhd. continues to 
uphold its principle of introducing high-quality dates 
product to the Malaysian market, while its flagship 
“Date-Licious” and “Golden Desert” have established 
reputation as highly trusted brands among Malaysians. 
According to Chua Hock Tee, thanks to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by the company’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the company’s dates products no 
longer confined to traditional Ramadan food range, and 
have been extended to thoughtful yet unique souvenir 
and gift as well as healthy snacks that are pleasant 
enough to be consumed daily.

“During Ramadan, Muslim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living up to the spirit of giving and 
sharing. And hence until today, many of bankers or 
public company clients, are generous in presenting 
dates products to their customers or partners, as well 
as to share the joy of festivals with their employees.”

To Chua Hock Tee, who grew up in the simple and 
traditional Kelantan, gift giving is a virtue, a meaningful 
act of courtesy that strengthens relations and 
promotes understanding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s.

Currently, during Ramadan, products of Omni 
Mal Agencies Sdn. Bhd. are easily accessible in more 
than 800 retail outlets throughout Malaysia (including 
East Malaysia), distribution of its products include 
hypermarkets, supermarkets, convenience stores, and 
so on.

The company’s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Brunei, 
Singapore, South Korea, Shanghai,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Asia. “However, the experience and (sales) 
record from year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Malaysia 
International Halal Showcase (MIHAS), tells me that 
China will be the main force of consumption in the 
future.

He explained that, from the trend of Chinese 
participants in MIHAS, Muslims in China have 
increasing interest in Halal products of Malaysia. 
“Especially the huge demand by the large population of 
Muslims in Xi’an; in face of such high demand, we must 
not take it lightly, but must keep improving on food 
safety, hygiene and packaging.”

In 2012, the company stood out among the many 
dates businesses to become the first outstanding 
member to won the Halal certification awarded by the 
Malaysian Islamic Development Department ( JAKIM). 
In 2013, the company achieved greater height in the 
industry by becoming the first is another victory, again 
disdain counterparts, became the first company to won 
the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 
and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 an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SO9001: 2008).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lantan is situated in the northern most state on 

the East Coast of Peninsula Malaysia, and the Arabic 
honorific of the state is “Darul Naim,” which means 
Blissful Abode. The state is the agricultural center of 
Malaysia, as well as the cradle of Malay culture. 

However, on per capita GDP and per capita 
income, Kelantan, due to its relative stagn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alling behind other more 

developed states in the country. 
“Seeing many young people of Kelantan left to 

find a better in living in other states, I wished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homeland I was born and bred in.” 

Chua Hock Tee pointed out that he used to hire 
Malay workers in his previous business in other 
industries, and hence he understands the difficulties in 
life face by the latter. “Some of them cannot even make 
ends meet, as they are the only one employed and the 
burden of an entire family falls on them.”

He added that there is still idle human resources 
in Kelantan, such as other family members at home 
who are unemployed. “If there is an ideal working 
environment that can make use of these human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I think, this 
can be considered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reducing arable land in the world 
couple with growing population, food crisis is imminent 
in today’s modern society.

At a food seminar in Abu Dhabi a few years ago, 
forward-looking scientists have foreseen that dates will 
play a role of salvation to mankind in the future.

“I still recalled that, along with another business 
partner, we were the only corporate representative 
from Southeast Asia. Furthermore, I have learnt a lo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According to research data presented by a 
renowned United Nations nutritionist, in the near 
future, dates will be the “last straw” of mankind 
survival if there is food crisis.

“Firstly, dates are high in nutritional value and 
beneficial to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econdly, 
dates are highly resistance against drought, alkali and 
heat, plus its planting process is also highly economical; 
thirdly, dates are easy to store, and hence is suitable 
for human consumption when fighting against long-
term disaster.”

The nutritionist raised an example that an adult 
will be able to maintain his daily energy and nutrients 
needs by taking 5 to 7 dates a day.

In view of this, Chua Hock Tee’s greatest wish is 
to “seeing everyone in the world, regardless of their 
ethnic and age, can understand and benefit from dates, 
a fruit from heaven, and therefore achieving the vision 
of “everyone eats dates, everyone gets healthy!”

Small Dates with Lots of Benefits 
Dates are the fruit unique to Islamic countries, 

mainly grown in the arid desert. Dates ar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s a source of life due to 
its significant nutritional and medicinal efficacy.

At closer examination, you will find that dates 
are almost pure fructose, very easy to digest, and 
even a good sugar substitute for diabetic patients. 

In addition, fat and cholesterol content of 
dates are very low, so there is no need to concern 
about the problem of obesity, on the other hand, 
thanks to its rich vitamins and minerals content, 
dates are effective in improving functions of our 
body, satisfying today’s consumer avid pursue and 
demand of a healthy diet.

Little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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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产品暂时未能像欧美牌子般赢取全球

市场的信任，但美的苏英电子有限公司（Midea Scott & English Electronics 

Sdn Bhd）看好美的（Midea）家电产品在马来西亚市场的发展潜能。

“因为美的家电凭着一流品质以及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已经成功建立起马

来西亚消费人对中国家电品牌的信心。”

美的家电获认可
优质廉价赢信心

美的苏英电子有限公司董事经理黄光震接受《马
中经贸》专访时表示：“由于之前受到种种因素

的影响，使得马来西亚消费人对中国产品的信心不高，
所以，于2008年，我们刚引进美的家电品牌到马来西亚
市场时，确实面对各种阻力。”

他表示：“当时我的销售团队向某些方面推介美的
家电产品时，曾经面对被对方要求更低的价格，甚至是
免费试用的不合理要求，无论如何，我们对美的产品的
品质有信心，所以我坚持不会乱丢价钱来迎合市场的
要求。”

赴中考察　引进美的
黄光震表示，其实，马来西亚消费人对中国产品存

有负面印象，是有其理由的，因为之前本地一些商人为
了寻找便宜的产品，而向中国厂商进口低价但没有品质
的产品到本地市场销售，使得本地消费人渐渐对中国
产品失去信心。

他指出，这些厂商与拥有品牌的厂商是完全不同
的，因为前者只是为了赚取短期的利益而不会顾及品
质，而后者则是以品质做为品牌的后盾，并希望可以长
期经营。

黄光震表示：“中国是制造业强国，所以她可以生
产出符合甚至是超出国际水准的产品，因此，当年我与
团队决定转向引进中国家电产品时，我们曾经到中国考
察一段好长的时间，并且发现美的是产品品质佳，而且
产品最齐全的家电厂商。”

所以，黄光震与销售团队决定将美的家电品牌引进
马来西亚，就这样，中国的美的集团通过收购苏英电子
（Scott & English Electronics）的股权，而与马来西
亚财团多元资源工业（DRB-HICOM Berhad）合作，

将美的家电产品引进马来西亚，而销售方面则由黄光震
与销售团队负责。

另寻出路　再创奇迹
在马来西亚销售家电产品方面，黄光震与销售团队

拥有丰富的经验，因为他们在90年代便开始从事家电
销售工作，并成功让他们代理的韩国品牌—LG在马来
西亚大卖，例如LC品牌的冰箱和洗衣机，于1997年只
占市场的约2%，而在黄光震与销售团队的努力下，LG
这两种产品的市占率于2007年已经超过20%。

不过，于2007时，LG品牌厂商决定拿回品牌自己
经营，以至黄光震与销售团队决定另寻出路。因此，在
获得中国家电品牌代理权之后，黄光震与销售团有信
心再创造类似LG品牌的奇迹。

黄光震了解到中国家电产品要征服马来西亚消费
人，先决条件便是纠正马来西亚消费人对中国产品的
负面印象。所以，在美的家电产品还没有在马来西亚销
售之前，他便开始在国内主要地点设立60个售后服务
中心，目的是要让购买美的产品的消费人放心。

经过5年多的努力之后，美的家电品牌已经获得马
来西亚消费人的接受，目前在全马各地，包括东马的沙
巴和砂拉越州，美的拥有7间分行，而服务承包商则有
123个之多，因此，购买美的产品的消费人不必担心找
不到售后服务的人员。

黄光震透露：“目前我们的营业额有80%是来自西
马，另外20%是东马市场贡献。”

受惠零关税　产品多元化
黄光震表示，目前多个大环境因素对美的家电的

销售有利，其中一个便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实施的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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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措施，让美的产品进口到马来西亚，不必再缴高昂的
关税，以至其价格更具竞争力。

根据资料显示，从2010年1月1日起，中国东盟自贸
区正式建成，中国和东盟6个老成员，即印尼、马来西
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之间，将有超过90的
产品实现零关税，其中包括7000多种商品。

黄光震也说：“马来西亚的家庭电器市场很大，加
上最近经济不景气，消费者倾向选购实惠产品，以节省
日常开支，对我们反而有利。”

他表示，洗衣机、空调和风扇都是美的旗下王牌产
品，而美的洗衣机取得骄人业绩，主要归功于其全系列
的洗衣机款式，因为美的可说是目前市场上唯一拥有
全系列洗衣机款式的家电公司。

此外，空调产品，美的开始主要销售对象是代理
商，不过，过后它开始走亲商路线，承接一些小型商业
项目，替办公室装置商用空调。

其实，了解美的集团（Midea Group）的人都知
道，美的集团是一个大财团，2010时，它在中国500大
企业中名列第67位，旗下员工人数超过18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美的集团也是全世界最大风扇生
产商，风扇的生产量每年高达4000万台。

主打实惠　赢取民心
黄光震表示，其实，廉价航空让越来越多人到中国

旅行，对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因为现在消费人都知道
美的集团有为许多知名品牌进行代工生产，可是却不了
解为何产品出自同一家厂房，但是价格却有天渊之别。

他说：“当他们发现这个现象后，他们很自然会舍
弃选购贵价产品，转为购买比较实惠的产品，所以现在

通货膨胀的趋势对我们有利，可谓时势造英雄。”
其实，美的集团决定进驻马来西亚市场时，已经做

好准备要在这里进行长期的发展，因为马来西亚家电
市场被美国、日本和韩国品牌垄断了接近半个世纪，如
果中国品牌想在这里分一杯羹，确实要有一个长久发
展计划。

黄光震表示：“美的毕竟是一个中国品牌，认可度
很低，所以必须让市场留下美好印象，证明美的是有
决心要在这里落地生根，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亲切
感。

他也透露，当美的集团看到这种合作模式在马来
西亚成功落实之后，它会在泰国、印尼及菲律宾，甚至
巴西与阿拉伯国家等，采取相同合作模式。

美的集团业务遍全球	
产品品质达国际水准	

目前，美的集团的业务遍布全球约30个国家，
并仍在为许多美国品牌进行代工生产（OEM）。值
得一提的是，由于产品是风行全球，所以美的集团
的产品获得各方面的国际认准，显示它的产品品质
已经达到国际水准。

为了应付全球市场庞大的家电需求量，美的
集团在中国打造了14个工业园，遍布顺德、中山、
无锡、合肥以及五湖等。由于所有厂房已被全面
使用，美的集团开始在海外设厂，以进一步提高产
能。

从2000年至2011年，美的集团国内和海外的
营业额平均每年取得30%的增长率，截至2011财
年，它的营业额已经达到222亿美元。

美的苏英电子有限公司董事经理黄
光震（左）与市场经理许国泰对家
电产品的前景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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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 an interview with Malaysia-China Business 
Magazine, Ng Kong Chin, Managing Director of 

Midea Scott & English Electronics Sdn Bhd shared, “Due 
to various factors earlier, Malaysian consumers have 
lost confidence in Chinese products, and as a result, 
when we introduced Midea brand of electronics and 
appliances into Malaysia in 2008, we indeed faced with 
various obstacles.”

“At that time, when our sales team were trying to 
promote Midea home appliances to certain parties, we 
were faced with unreasonable demands such as price 
reduction and even free trial. Nonetheless, we were 
confidence in Midea products and hence I insisted on 
not to meet market demand by simply slashing prices,” 
said Ng Kong Chin.

Field Trip to China, Introduce Midea to 
Malaysia

Ng Kong Chin said, actually Malaysian consumers 
have negative impression on products made in China 
is understandable, this is because some businessmen 
used to import cheap and low quality products from 
manufacturers in China into our local market, and this 
led to local consumers losing confidence in products 
made in China.

He continued to explain that these manufacturers 
are different from branded manufacturers; this is 
because the former just want to earn short-term profits 
without considering about quality assurance, while the 
latter will ensure quality of the brand and in hope of 
long-term operations.

“China is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and it 
can produce products that meet and even excee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o when my team and I 
decided to introduce Chinese home appliances to 
Malaysia, we have made field trips to China and 
investigate the market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we discovered that Midea home appliances 
are of exceptional quality and it offer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product range,” explained Ng.

As a result, Ng and his sales team have decided to 
bring Midea brand of home appliances into Malaysia, 

and therefore, China’s Midea Group through the 
acquisition of equity in Scott & English Electronics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Malaysian consortium DRBHcom, 
has successfully introduced Midea home appliances 
into Malaysia, while Ng and his sales team are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sales.

Ng Kong Chin and his sales team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the sales of home appliances in Malaysia, 
as the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sales of home 
appliances since the 90s, plus they had successfully 
marketed South Korean home appliances brand—LG in 
Malaysia. For example, LG brand of refrigerators and 
washing machines, which only accounted for some 2% 
of the market in 1997, successfully accounted for over 
20% of the market in 2007 under the dedicated efforts 
of Ng Kong Chin and his sales team.

Unfortunately, in 2007, LG brand manufacturer 
decided to take back their own brand, and this led Ng 
Kong Chin and his sales team in search of new way 
out. Therefore, after winning distribution rights to the 
Chinese home appliances brand, Ng Kong Chin and his 
sales team was confident in re-creating the miracle of 
LG brand.

Ng Kong Chin understood that in order to win 
the heart of Malaysian consumers, first he needed 
to correct the negative impression of Malaysian 
consumers on home appliances made in China. So, 
before introducing and selling Midea brand of home 
appliances in Malaysian he had began setting up 60 
service centers in major locations, in order to build 
the confidence of consumers in purchasing Midea 
products. 

After 5 years of dedicated efforts, Midea home 
appliances have won the recognition of Malaysian 
consumers, and currently there are 7 branches and 
up to 123 service contractors throughout Malaysia, 
including Sabah and Sarawak, providing buyers and 
consumers of Midea products a peace of mind without 
having to worry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Ng said that, “Currently 80% of our sales come 
from West Malaysia, while the remaining 20% is 
contributed by East Malaysian market.”

Midea home appliances wins Recognition
With Quality Assurance, Reasonable Price

Midea Scott & English Electronics Sdn Bhd is positive about the growth potential of Midea home appliances in the Malaysian 
market, although home appliances which “Made in China” have yet to take over the global market like European and 
American brands.

“Thanks to its top quality products and competitive pricing, this is because home appliances of Midea are widely recognized 
by Malaysian 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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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 from the Zero Tariff
A Variety of Product Choices

Ng Kong Chin shared that currently there are 
a few major factors that are conducive to the sales 
of Midea home appliances, one of which is the zero 
tariff agreement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member 
countries. Thanks to this agreement, imports of Midea 
home appliances to Malaysia are exempted from high 
tariffs and hence enable more competitive pricing.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zone officially established on January 1, 2010, and 
from that date onwards, more than 90% of products, 
which is more than 7000 kinds of products, will enjoy 
zero tariffs between China and 6 old members of 
ASEAN, namely Indonesia, Malaysia,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Brunei.

Ng Kong Chin also added that, “Malaysia has a 
huge home appliances market, plus recent economic 
downturn, consumers tend to choose more affordable 
products to save on daily expenses, and this is 
beneficial to us.”

He noted that washing machines, air-conditioners 
and fans are their trump products, especially Midea 
washing machines that achieved impressive sales 
thanks to its comprehensive range of models, and 
Midea can be said to be the only home appliance 
company in the market now to offer a full range of 
washing machine models.

In addition, air-conditioners, which Midea’s initial 
main sales target was distributors, but after that it 
began to be pro-business by undertaking some small 
commercial projects, setting up commercial air-
conditioners for offices.

In fact, those who understand Midea Group would 
know that Midea Group is a large enterprise, which 
in 2010, it was ranked 67th among top 500 largest 
enterprises in China, with over 180,000 employees.

It is also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Midea Group 
is the world’s largest fan manufacturer, with fan 
production capacity of up to 40 million units per year.

Win Consumers’ Heart with Affordable 
Prices

Lastly, Ng Kong Chin noted the fact that now 
everyone can fly to China with the emergence of budget 
airlines, is also advantageo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idea, this is because now many consumers know that 
Midea Group is the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f 
many well-known brands, but they do not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ices of products 
manufactured in the same factory. 

“When they discovered this phenomenon, 
naturally they would choose the more affordable 

product, instead of the more expensive one, and the 
current trend of inflation is actually beneficial to us, 
this is what we called “time makes the man”,” he said.

Actually, when Midea Group decided to penetrate 
the Malaysian market, it had prepared to carry out 
long-term development, this is because the Malaysian 
home appliances market has long been dominated by 
brand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if a Chinese brand wants a 
piece of the market share, it really needs a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Ng Kong Chin said that, “After all, Midea is a 
Chinese brand with low recognition in Malaysia, so 
to leave a good impression in the market, we needs 
to prove Midea’s commitment to stay in the market 
and establishes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consumers.”

He added that, after Midea Group witnessed the 
partnership in Malaysia succeed and blossomed, it has 
decided to extend the same mode of cooperation to 
Thailand,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and even to Brazil 
and Saudi Arabia, among other countries.

Midea Group’s business spreads 
worldwide 
Product quality up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urrently, Midea Group has business 
operations in 3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hile 
being the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 
of many American brands. It is noteworthy that, 
because its products are popular around the world, 
products of Midea Group meet the internatioal 
requirements in every region, and this shown 
that the quality of its products have reached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huge demand from 
the global market for home appliances, Midea 
Group has established four industrial parks in 
China, namely in Shunde, Zhongshan, Wuxi, Hefei, 
Wuhu and so on. Since all plants in China have 
been fully utilized, Midea Group is starting to 
set up factories overseas to further increase its 
production capacity.

Between 2000 and 2011, Midea Group’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urnover achieved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30%, and its 
turnover has reached USD 22.2 billion, as of fiscal 
yea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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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全转亏为盈　新出发
放眼3年营收　破2亿

美全有限公司（Metronic Global Berhad，下简称美全），一家原本连年蒙

亏的中小型企业，却在新股东与管理层注入新气象后，迎来了止损转盈的

转捩点。

2013年，美全实现了超过五百万令吉的利润收入，标志着美全已然重新站

稳脚步，迈向更康庄的经商大道。

本期《企业巡礼》特地拜访美全董事经理拿督陈耀星博士，让这位领导美

全的掌托人亲身讲述如何凭着过人的意志力与视野，带领公司渡难关、再

出发，最终化腐朽为神奇。

“至今我只有1年多的商业实战经验，日子不长，

所以暂时没有什么显著的贡献。”

陈耀星接受专访时表示，自从入主公司之后，他发

现员工都非常团结一致，士气高昂，为他注入更大的强

心剂。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表示，新

董事部在入主美全之后，首要任务便是安定员工的心，

让他们可以继续为公司服务。

事实证明，美全的管理层办到了。

美全世界　世界美全

在陈耀星与一众拥有专业知识的管理层带领下，

成功将连续亏损5年的美全转亏为盈，并在2013年为公

司取得五百多万令吉利润，债务大幅降低，开始显现出

陈耀星与管理层的领导才能。

陈耀星表示：“通过新管理层勾勒出“美全世界，

世界美全”的宏愿，我们将持续专业地、全心全意地为

公司开拓业务，争取商机，为股东争得应享的利益，引

导美全健全发展，走向康庄的世界！”

此外，陈耀星说：“新董事部始终会致力于照顾好

三个方面，即让股东投资取得最大的回报；让员工获得

最佳的福利，珍惜员工为公司打拼和支持；以及让利益

关系人（stakeholder），即承包商和供应商等可以得

到应有的利益。”

此外，陈耀星坦言，作为一家公司，也有义务回馈

社会，贡献社会。“我们也会履行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

（CSR），在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将会回馈社会。”

目前，美全是一家从事工程解决方案服务供应的

公司，具备的专业技术包括设计、产品供应、施工与维

修的公司。美全的主要业务则涵盖楼宇智能管理系统、

综合安防管理系统、信息与通讯技术、智能工程以及机

电设备（商业楼宇、医院、飞机维修库）。

此外，美全的业务足迹也迈向国际化，除了在马来

西亚之外，也包括印度、越南和阿布扎比等等。

学以致用　涉足房产

陈耀星补充，未来会在经商方面花更多时间和心

思，把多年来积累的跨领域学术知识派上用场，学以致

用。

商业之路刚起步，陈耀星满怀信心表示，在各大股

东的鼓舞下，作为专业领导人的他希望把美全现有业务

扩大，目标是在未来2至3年内营业额突破两亿令吉。“

我们计划推出一些可负担的平价屋业发展项目，响应

国家和人民需求，并朝向两亿令吉营业额目标前进。”

引领美全往平价房地产开发的原因，主要有三：一

可增加营业额、二可赚取合理的盈利、三可兼顾国家人

民的殷切需求。

无论如何，陈耀星过去曾有过管理企业的实战经

荣获第五届中华杰出商业领袖的拿督陈耀星博士转战商场
后，十分有信心带领其管理的公司——“美全”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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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其实，我并非首次管理公司，因为早在20年前，我

在朋友的邀请之下，曾经在建筑领域发展，所以建筑领

域对我而言并不陌生。”

他相信，美全的债务并不高，现金流动也没有问

题，所以只要在现在业务方面加强管理，再进一步扩大

至相关的领域，公司可以拥有良好的表现。

过去，美全在楼宇智能管理与综合安防管理系统

方面，拥有逾30年的深厚经验。他举例，马来西亚的

联邦行政中心— —布特拉再也（Putrajaya）大部份

办公楼、吉隆坡捷运、国内许多商业大厦酒店、购物中

心、公寓等，从楼宇智能管理、综合安防管理，至门禁

卡（card access）和泊车场管理系统，都是由美全一

手包办。然而，有关业务的生意营业额度不大，赚利受

限，遂让管理层萌生往房产业发展的计划。

时间管理——8/2原则

“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专注力也是，所以我们要

想办法，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达到预 期的目

标。这就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瑞托提出的帕瑞托原则

（Pareto Principle，又称8/2原则），也是让我领略到

的大道理。”

陈耀星认为，时代的迅速发展，若只有一技旁身，

很难满足职场或社会的需求。当人生处于十字路口而

感到茫然之际，陈耀星偶然读了帕瑞托原则，启发他步

上终身求学之路。

帕瑞托认为，20%的目标具有80%的价值，而剩余

80%的目标只有20%的价值。换句话来说，就是重要的

少数和不重要的多数。

“为了有效地管理时间，应该根据价值把时间投

入到较大意义的目标中去。我决定充分利用时间，在攻

读工程学4年的时间里，学习更多的知识。我同时攻读

了工商管理和市场学，这为我今后搏击商海积聚了力

量。”

美全在2013年初开
发健康理疗仪业务，充分
善用公司内的电子工程
强项，以 致 力于 设 计出
美全智能健康理疗仪IHI-
168。

由美全产出，另具一
格的电芯、汽车电池产品胜在低电力可发动，符合了
现代人追求的环保诉求。

目前，美全大力吸收各国各地的专业经营认识，
引领健康事业，一心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积极奉献。

美全旗下的健康产业网站www.drmetronic.
com于2013年12月间由现任科学工艺部副部长拿督
阿布峇卡郑重启动和推荐，并取得各界人士的良好
反应。

美全智能健康理疗仪IHI-168
响应环保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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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华商加强合作

实现经济互惠互利

同时身为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名誉会长的林玉

唐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致力推动着“引

进来”的投资策略，并秉持着互惠互利的大原则，吸引

了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侨蜂拥而至。“在中国国内投资

兴业、在当地合营项目，也与各省市政府推动地方的建

设发展。海外华侨不仅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更是扮演着

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过去一年，全球市场包括东盟市场受到欧盟经

济市场不稳定的深度影响，大量的外资和热钱流出东

南亚、回流美国，导致股市波动，东盟各国货币普通下

滑。

无论如何，林玉唐表示，中国的五大主要贸易伙

伴— —欧洲、美国、东盟、香港和日本当中，去年与东

盟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仍然达到4436亿美元，双位数增

长了10.9%，增速最为可观。“这说明了，东盟10+1乃至

于亚洲的经济在全球的经济舞台上，展示了强大的经

济活力。”

此外，他不忘介绍东盟市场的待开发潜能魅力。他

指出，东盟成立于1967年8月8日，各国总人数达到6亿

人，天然资源丰富，除了四季可用的木材外，还有草药，

也孕育出品种不少的奇珍异草。

2012年正式启动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缩写FTA），依据不同种类的数量和商品

实施利商的关税支持，提升了东盟成员国的双边贸易，

促进东盟经济的繁荣。“可以预测的是，在中国-东盟自

由区的深度资金（支持）下，以及在2015年实施的零关

税政策，（东盟）不仅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

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地之一。”

他补充，连西方国家也已经认识到东盟与中国的经

济势力逐渐增强，并看好东盟国家在经济领域上的发

展潜力，而纷纷向东盟各成员国伸出橄榄枝。

善用技术人脉　积极引进中企
谈到如何打造华商成为“亚洲新动力”，林玉唐进

一步建议，除了延续现有的优势基础，还得用心经营在

中国与东盟之间“牵线搭桥”的作用。

“比如，在各国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维持互惠互利

的关系，（华商）充分利用人脉，以及技术上的优势，以

随着亚洲经济进入崭新时代，华商该如何顺应新形

势，进而成为推动亚洲永续发展的“新动力”？

4月中旬，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华商圆桌会议汇聚

了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新加坡等国家以及港

澳地区的近30名世界华商知名人士，正是为了研讨备

受亚洲华商瞩目的“亚洲新动力：华商与区域经济合

作”的新时代命题。

席间，在马来西亚工商界备受尊敬的发林集团（马）

有限公司董事长丹斯里林玉唐建议，东盟华商应该在

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彼此合作关系，使东盟与中国

经济贸易互惠互利的同时，也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与

包容。

（照片取自：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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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国东盟华商的密切关系之外，东盟华商需要加强

桥梁的作用，充分发挥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为引进更多

中国民营企业到东盟投资置业，给予全面的引导和配

合。”

近年来，马中两国的邦交与经贸关系飞跃式发展，

马中两国政府在经济合作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进一

步提升了贸易合作伙伴的关系。马来西亚更成为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枢纽，首次突破了千亿美元的大

关，比2010年增长了11.9%。事实上，马来西亚已连续6

年成为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

他强调，马中关系的发展成果，离不开马来西亚的

华侨华人积极推动两国的文化经济的交流合作。去年

习近平总书记到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对马来西

亚华侨华人的贡献特别给予高度的贡献。林玉唐回忆

道，习主席曾说过广大的华商和华人是马中合作的见

证者，中马关系快速发展离不开大马广大华商及华人的

心血和努力。

“今年是马中建交40年，将会进行一系列的活动，

除了两国建交40周年的纪念，更是借此推动深化两国

在各领域和合作与发展的关系。马来西亚的华团机构

也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配合两国政府相关机构、企

业，为推动马中两国战略关系的新篇章共同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致力于推动

国家成为本区域的新增枢纽。“马来西亚政府与其他国

家的关系非常密切，任何对投资发展的行业都可以通

过马来西亚华商机构与政府协商合作，我们（马来西亚

华商）都很乐意为大家牵线搭桥，为经济繁荣尽力。”

凝聚华商力量　缔造双赢局面
踏入21世纪，一个新时代拉开帷幕，林玉唐正面展

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从西方移向亚洲，中国与东盟

的经济融合，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势将做出不可磨灭的

贡献。同时，在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之际，中国庞大的

消费市场对促进亚洲经济的发展将是更大的助力。

林玉唐希望，中国除了延续东盟华商一贯的合作

模式以外，还可以实施更多给华商带来优惠便利的政

策，同时也加强维护海 外华侨 在中国投资兴业的权

益。

“我们东盟华商还可以在现在的合作基础上加强

彼此的合作关系，将既有东盟精神和文化特色的项目

推动到中国各省市进行循序渐进的发展，让东盟与中

国的经济贸易互惠互利的同时，也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

与包容这项意义深远的使命，也只有我们华商才能够

执行。”

他认为，一旦东盟华商能够凝聚力量，把握东盟自

贸区的零关税实施的绝佳机遇，与中国以及全球华商

建立一个有效的联系管道，将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能

量，让东盟华商企业少走弯路。“所以，东盟华商需要

共同探讨拟定行动计划，才能保护自身的优势，并发挥

极大的力量，达到双赢的局面。”

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华商圆桌会议的主题为“

亚洲新动力：华商与区域经济合作”。

该圆桌会议旨在善用华商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

面的独特优势和丰富经验，致力于寻找区域经济新增

长点，激发新动力，促进亚洲区域经济实现互联互通，

推动世界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华商圆桌会议已于4月11

日，在中国海南省隆重举行，共吸引了31位世界华商领

袖与会。

博鳌亚洲论坛·华商圆桌会议作为在博鳌亚洲论坛

（Boao Forum for Asia，缩写BFA）框架下举办的华

商领袖高端会议，是华商领袖凝聚共识、参与亚洲及世

界经济治理的一个有效平台，也是华商之间增进友谊、

开展合作的桥梁。

博鳌亚洲论坛因华商圆桌会议而更加丰富多彩，

华商圆桌会议也因博鳌亚洲论坛而凸显其借“侨”之力

联通中外、贡献世界的特色与优势。

自2011年以来，博鳌亚洲论坛·华商圆桌会议已连

续举办三届。历届会议都得到中国中央领导人的关怀

与肯定，胡锦涛、习近平、李克强曾先后接见与会的华

商精英。

知识库：博鳌亚洲论坛·华商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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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心系广交会
1956年6月，中央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兼省外贸局

长严亦峻，深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外汇进口

紧缺物资，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的支持下，

向外贸部发出了“建议在广州举办全国出口商品展览交

流会”的电报。在那个西方国家严密封锁我国的年代，

首办新中国大型对外展览会事关重大，部里同意并即报

国务院，周总理高瞻远瞩，亲自批准创办“中国出口商

品展览会”(即广交会前身，被称为“中国第一站”)。从

此，周总理和广交会结下了深厚的渊源。有史料可查，

建国后，周总理共来粤27次，其中来广交会就有9次。仅

1958年一年中，周总理就曾三临广交会。

力推广州宾馆建设
随着广交会的成功举办，当时几乎成为全国唯一对

外窗口的广州，宾馆奇缺，一年两届的广交会期间，住

房十分紧张，有的外宾下飞机后要在机场等候数小时

才能安排上住所，有的还不得不安排到佛山、从化等地

住宿，外宾对此意见很大。为解决这一问题，广州市委

向广东省委、中南局建议新建一座宾馆，计划自筹一把

钱，请中央出一半钱。

1965年底，周恩来收到陶铸汇报请示件后，便与

陈毅、李富春副总理商量，同意兴建一座有50 0个房

间、10 0 0个床位的大宾馆，钱全部由中央出，拨专款

600万元。陶铸和贺龙还对宾馆设计方面提出了不少

好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在自己

的土地上建高楼，要比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的海上大厦

（1934年建成，原名百老汇大厦，高22层）要高，层次

要多。最后通过的设计方案是楼高27层，总高度为当

时全国之最。地点定在广州海珠广场，取名为“广州宾

馆”。周总理批准了这一设计方案，并指出宾馆还要具

备一流装修，一流服务等。

在宾馆建设过程中，适逢“文革”极“左”思潮泛

滥，广州市委领导已经“靠边站”，不明真相的造反派

听说宾馆用于接待外宾，为之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

名：搞“封资修”，为被打倒的贺龙、陶铸“立碑”，为资

产阶级服务等。当时宾馆已经建到了24层，“造反派”

集结到工地，阻止施工。建筑工人只好通过支左的广

东省军区政委陈德向中央和周总理报告情况。周恩来

立即与有关部门的领导商量，认为这是全国计划会议

定的项目，应按原计划进行，他以总理的名义予以批

复，工程才最终免于夭折。1968年4月12日，广州宾馆

落成开业。

为做好广交会的后勤保障工作，周总理还做了许

多不为人知的工作。1962年，为确保广交会的安全，

解决广州警力不足的问题，周恩来在广州市市长曾生

要求增加警力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给广州市公安局增

加2000人编制，这在当时压缩机构、精简编制的大环

境下，无疑体现了总理对广交会的特别眷顾和殷切关

怀。

力挽“砸乱广交会”危局
1967年4月，广州海珠广场上，来自各地的几千名

红卫兵高呼“砸烂广交会”等口号，要冲进陈列馆“破

四旧”，还有人扬言要烧毁外贸工艺品仓库。4月15日春

交会开幕在即，军管会一时也无法控制局面，立即给周

恩来发去了特急电报，局势危厄，广交会告急！

周总理得悉，于14日凌晨飞到广州，临行前6时匆

忙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林彪。这封现存于中央档案馆

的信件，其内容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周总理当年离京

的艰难。到达广州后，周总理一下飞机就听取汇报，晚

上检查广交会展馆，重点是工艺馆。当晚，还在中山纪

念堂向各派群众作了3个小时的重要报告，他说：“这个

交易会设在广州，许多外国商人和侨商都来，港澳的人

也要进来。他们有一部分不是为了来进行贸易的，而是

要到广州来看看我们中国南方最大的门户，看看文化大

革命运动的形式，看看生产的情况。从一个广州也就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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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中国的情形…”

紧接着，周总理又在三个晚上强忍病痛，通宵达旦

地做两派群众组织代表的工作，不停地开会。当时跟随

在周恩来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就这样，他

（周恩来）上午下午连着晚上，先干部后群众不停地开

会，倒把我们这些年轻人搞得天昏地暗，晕头转向。”

在周恩来的坐镇下，红卫兵的情绪暂缓，第21届广交会

得以如期举行。

为质量问题感到“非常难过”
周恩来非常重视出口商品的质量问题，他多次强调

中方在广交会上的出口商品必须遵循“重质先于重量”

的原则。1972年4月7日，周恩来在阅览广交会出口质量

综合简报时，了解到外国用户投诉我国出口商品中有掉

颜色的衬衣、变形的布料、断刃的甘蔗刀、破裂的拖拉

机缸底等影响出口的产品时，他对广交会工作作出批

示：产品的质量，无论如何都要搞好，质量不好，宁可就

不要出口，要出口，就要保证质量。

4月9日深夜，周恩来在广州军区接见了来参加广

交会的各交易团和各省市负责人，他严肃地指出：“质

量问题关系到国家形象，出现这些质量问题，怎么向国

家和人民交代？为什么国外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

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对此非常难过。”在谈到出口

罐头的质量问题时说：“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

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和好的工艺流程。”

周总理还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

来的恶劣影响，要求各省市对质量问题都要负责。当时

距广交会开幕仅有5天，他仍要求对展品质量进行全面

检查，产品不要的要撤展。周总理说，我们的外贸刚有

点发展，不能骄傲，我们的进步是有限的，头脑要冷静

些。

周恩来对广交会的重视，显然不只是为了实现出口

创汇，也还为了塑造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宣传社

会主义建设的显著成果。

（摘自：《作家文摘》2014年4月22日《纪实》版《周恩来与广交会》，作者为陈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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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不曾在市场地域上固步自封，自然也不会受

到时代更替的局限。

踏入2014年，迎来30周年的联想已正式声明，其

战略重点已从日益萎缩的个人电脑市场，转移到平板电

脑和智能手机领域。

这也意味着，联想已经意识到，传统的个人电脑业

务无法继续显著提升公司的能力，而平板电脑和智能

手机才是真正的竞技场。

联想展望2015年，智能手机全年销量目标为1亿

部，旨在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大智能机巨头。

令市场好奇的是，面对国内外竞逐激烈的竞争者，

联想该如何沉着应对？

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科技界一般潜藏着急速“洗

牌”的暗流，联想又会如何运筹帷幄，以确保不被淘

汰？

藉并购壮规模，抢攻新兴市场

联想首席财务长（CFO）黄伟明充满信心，联想可

以拉近与三星（Samsung）和苹果（Apple）间的差

距，因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增长多来自印尼、巴西、

俄罗斯这些新兴市场，也来自价格并不太高昂的产品

领域。

黄伟明表示，联想自营品牌的手机在中国销量十

分理想，联想未来会继续投资旗下智能手机业务，希望

能够壮大业务。

然而，联想暂未有计划把刚收购的摩托罗拉与联

想自营的手机品牌划分清晰的分工流程，但已确认不会

根据简单的高低端市场分工方式，划分两个品牌。

中国不再是最赚钱市场

成立于1984年的联想集团有限公司（Lenovo Group Ltd，下文简

称“联想”），一直不把自己局限在“中国公司”的框框内，反而让

该集团全面与世界接轨，把更好的技术与服务带给了中国的用户

们。

在企业的具体运作上，联想的官方语言为英语，高层管理中则有7

个民族的代表，创办人兼总裁杨元庆更将美国北卡罗莱维州罗利

市办公室作为第二个总部。

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都在为联想开拓更广阔的全球性视野，也让

联想在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个人电脑（PC）销售商。再次凸现了

联想日益增长的市场份额及在世界舞台上逐渐稳固的地位。

联想 : 转攻智能产品
 放眼全球市场

黄伟明表示：“要想成为中国智能机的龙头老大，联想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现在中国智能机市场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有没有盈利，而是我们
无法赚取丰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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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黄伟明的观察所得，摩托罗拉在北美和其他一

些发达国家市场的品牌识别度十分高，与电信运营商

也关系密切，这将有助于联想在美国市场提升其智能

手机产品的国际知名度。

目前，联想集团正在努力完成于1月末斥资29.1亿

美元收购的谷歌旗下摩托罗拉移动（Motorola Mo-

bility）手机业务和IBM低端电脑服务器业务的交易。

联想管理层看好，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后，可助提

升联想在全球智能手机的市占率约1.5%，晋身全球三

甲。“摩托罗拉是很强劲的品牌，并已成功控制成本以

改善财务表现。”

市场也相信，联想此举可改善整体的营运效率，有

能力把摩托罗拉扭亏，缔造双赢局面。

据黄伟明透露，如果联想当初没有收购摩托罗拉，

别家企业就会购买，那 样联 想 就不得 不在全球智能

手机市场上面对一个更强大的竞争对手。所谓先下手

为强，他补充道“你总不能对谷歌说给我六个月的时

间。”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宣布这笔交易的一周前，联想

宣布以23亿美元收购IBM的服务器业务。这两项交易

均在等待美国监管机构审批，联想预计将于今年年底

前完成交易。

至于针对部分投资者和分析师质疑联想是否在收

购的道路上走得太远，黄伟明说，即便是在完成上述两

笔交易之后，联想也会有足够的现金用于扩张以及在

必要时进行更多交易。

截至3月31日，联想拥有大约35亿美元的现金储

备和4.55亿美元的银行信贷资金。

个人电脑站稳，转攻智能手机

事实上，联想智能手机业务不仅在中国市场稳居

第二，同时更快速扩展到了2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多个

国家的市场份额突破了两位数。

凭借新兴市场快速增长的推动，联想手机在全球

范围内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销量同比增长了60%，

达到5000万台，跻身全球前五之列。

在中国，联想销量仅次于三星，是该地区第二大智

能手机制造商。然而，问题在于，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该

智 能 机 市 场 已

趋于成熟。

无论如何，

联 想 暂 时 还 没

在 另 一 庞 大 的

市 场 — — 美

国 销 售 智 能 手

机 。早 前 收 购

摩 托 罗 拉 的 举

动 ，被 视 为 提

供了有利途径，

让 联 想 打 进 美

国以 及 拉 美 市

场。

黄伟明说，

就 像 个人 电 脑

产业一样，智能

手 机 市 场 最 终

也将走向成熟，

利润率也将相对较低。尽管个人电脑行业利润率较低，

但联想已经成功建立了一块持续获利的个人电脑业务。

黄伟明相信，联想在个人电脑产业的经验，也将适用于

智能手机业务。

进军国际品牌，保障长期利润	

调研公司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数据显示，2014

年第一季度联想成为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供应商，

联想的北京研发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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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占到全球发货量的

4.6%，略低于华为的4.9%。只不过，三

星电子和苹果公司的市场份额仍遥遥

领先，分别为30%和16%。

根 据联想最新出炉的财政报告显

示，在截至今年3月为止结算的过去12

个月，联想净利上升了29%，达8.17亿

美元，创下新高。

同期内，联想共售出了55 0 0万个

人电脑，并在全球个人电脑市场总体下

降8%的情况下，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

17.7%。

此外，联想还售出50 0 0万部智能

手机，920万平板电脑。联想在智能手

机方面的业绩更是表现不俗，联想的同

期船货增长了60%，比全球智能手机的

船货增长高出28%。

值得关注的是，该季度也是联想的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销售连续四次超

过个人电脑。而且，联想在去年10至12

月的季度中向北美的运货首次超过了苹

果。

联想总裁杨元庆在一份声明中如此表示：“联想出

色的业绩表现证明了无论市场环境如何，联想都可以

增长并能实现自己的承诺。”

无论如何，中国市场曾独占了联想总营业额的60%

至70%比重，而今该比率已大幅度下滑。连黄伟明也不

言，联想将其业务重心移出中国市场意在进军国际品

牌行列。

一盘生意能否经营得长久，相当取决一家企业领

导人是否具备高瞻远瞩的目光。

虽然中国市场仍占联想总收益的38%，但欧洲、中

东、非洲和美洲市场的增长潜力巨大。即使2013年联

想在中国市场的收益增加了1.3%，相比之下，其余四个

市场的涨幅都在30%左右，涨势更为亮眼。

至少从数据上来看，联想稳守的中国市场一直利

润可观，但目前利润与去年同期比较下降了10%。

勇创新赢民心	

为了了解中国IT网民对联想品牌的关注及其各类

电子产品的使用情况，互联网消费调研中心ZDC进行

了2014年中国IT网民联想产品使用情况调查，本次调

查共回收问卷1468份，通过对IP地址、答题完整度等

信息的筛选，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452份，问卷有效率

98.9%。

通过对这些第一手数据的分析，ZDC将推出三篇

报告，分别为：《2014年中国IT网民联想手机使用情况

调查报告》、《2014年中国IT网民联想笔记本电脑使用

情况调查报告》及《2014年中国IT网民联想平板电脑使

用情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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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创新”是IT网民对联想品牌的主流印象，• 
近四成网民认为使用联想产品能够衬托品味和
气质。

超六成网民认为联想在笔记本电脑领域处于行• 
业引领者地位。

近六成IT网民表示以前用过、现在仍在使用联想• 
产品，曾使用联想手机、笔记本、台式电脑的网
民比例均超五成，正在使用联想笔记本电脑的IT
网民占比达六成。

使用过一部联想手机的用户占比近七成，使用联• 
想A820系列的网民比例相对最高。

支持国产是网民购买联想手机的主因，多数联想• 
手机使用者通过实体店渠道购机。

实体店渠 道：手机专营店是主要场所；网络渠• 
道：京东/亚马逊等电商是主流渠道。

联想手机评价较高：超过五成用户认为联想手机• 
比较不错。

联想手机满意度：用户对联想手机的外壳包装评• 
价最高。

联想手机忠诚度：近四成联想用户表示换手机仍• 
购买联想，超八成用户表示会将联想手机推荐
给亲朋好友。

联想手机优势：价格亲民为联想手机的最大优• 
势。

联想手机未来前景：超三成网民非常看好联想手• 
机的前景。

以下为来源于ZOL网站的调研样本结果：-

78

国品牌中

2014/07-09



O R A N D O 控 股 产业有限公司在伦 敦 获 颁发“ 欧 洲品质 奖”

（European Quality Award），标志着该公司产业的素质、安全及

保值理念，广受国际认可。

同时，注重创新设计与以人为本的ORANDO控股也成功以旗

下最新产业计划——Villa Vista @ Cheras膺获亚太产业奖（Asia 

Pacific Property Awards）的“最佳五星级高楼”及“大马安全居

家”两大奖项殊荣。

Villa Vista豪华公寓单位是于2013年推介，共建有137间单位，高

39楼，以三重保安系统及“1屋2制”为发展概念，提供结合时尚及优

质生活的住宅选项。

谈到连续受到海外专业评审的认可，ORANDO控股董事经理拿

督黄伟俊博士坦言，对于该公司能够从众多竞爭对手中脱颖而出，颇

感意外。他认为优质的产业必须达到安全、素质及保值的基本要求，

才能为投资或购买者创造产业价值。

在产业素质方面，该公司坚持采用已获得大马工业研究及规格公

司（SIRIM）所认证的材料，让住户住得安心。

纵观大马治安状况，黄伟俊认为产业的安全水平是客户最为关注

的事项。该获奖公寓以保障住户安全的三重安全通门为特点，外来者

须获得住户的再三確认后方可进入，守卫严谨，也让该公司成为大马

唯一荣获“大马安全居家”殊荣的产业公司。

前身为建筑公司的ORANDO控股是于2007年转型为发展商，截

至目前共推介了约5个住宅单位。

贵为公司掌托 人 的黄伟俊 表 示，当初是以 瑞 士腕 表为创业 灵

感，认为社会所追求的是时尚生活与尊贵地位，就如瑞士腕表所带

来的卓越感。因此，该公司以“Building Homes of Swiss-Watch 

Standard”（追求以瑞士腕表的标准建设家园）为经营理念，致力打

造出风格独特且高尚品质的家居空间。

商业资讯

ORANDO控股董事经理拿督黄伟俊博士（中）从欧
洲商业议会（Europe Business Assembly，简称EBA）
苏格拉底委员会首席执行员约翰（左）手上接领“
欧洲品质奖”，为马来西亚争光。右为英国管理学
院领袖国际俱乐部联合主席保罗布里顿。

ORANDO控股董事经理拿督黄伟俊博士（左起）与
执行董事张家铭于亚太产业颁奖典礼接领奖项。

ORANDO控股赢国际认可 

荣获欧洲品质奖
　膺亚太产业2奖

Villa Vista @ Cheras 的严谨守卫与独特设计为一大亮点，获奖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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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园有限公司（Sweet Home Garden）所提
供的房地产服务，也顺应时代的发展，极力追求专业、
选项多元化与待客为尊的精神。

该公司董事兼产业顾问李仲勤表示：“我们手上拥
有多种不同房地产可供顾客选择，我们拥有自己发展的
项目，也有与其他发展商合作的项目。”

“所以，我们可以跟据顾客的需求提供非常到位的
提供服务。其实，为了让顾客可以住得安心和和安全，
我们通常会介绍顾客有保安及有围篱保障的房地产。”

李仲勤表示：“公司强调的是贴心的服务，所以我
们会确定顾客真正的需求之后，才会跟据他们的需要介
绍他们所需的产品给他们。”

顾客现身说法　满意度给满分

另一方面，温馨家园有限公司的其中一名中国顾客--薄澄宇接受《马中经贸》
访问时表示，他到马来西亚旅游之后，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因为
这里的文化及生活习惯与中国没有多大的差别，最重要的是语言沟通完全没有问
题。

“所以，与太太及家人都决定将马来西亚当成第二家园，而在朋友的介绍之
下，他认识了温馨家园有限公司，而在温馨家园人员的贴心服务下，他决定参与马
来西亚的第二家园计划。

薄澄宇十分满意地表示，温馨家园的服务非常到位，该公司服务人员就好像自
己的家人一样。

他说，他们不只为他办理第二家园计划的申请手续，而且还告诉他那里有学
校、购物中心以及医院等地方，并且还根据他所要求的情况，介绍最适合他生活起
居的房地产给他。

因此，他非常感谢温馨家园有限公司服务员，因为后者的服务态度让他感觉在
马来西亚，就好像在自己的家里那么自在。

温馨家园一名中国顾客--薄
澄宇：“温馨家园的服务非常
到位，服务人 员就 好 像自己
的家人一样。”

温 馨 家 园 董 事 兼 产业 顾 问
李仲勤：“我们会确定 顾客
真正的需求，跟据他们的需
要介绍他们所需的产品给他
们。”

从客户生活需求入手先了解，后服务

他说，举个例子，参与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的外国人，也将享有购车优惠，
也就是他们可以从原本居住国引进自己的汽车或购买本地组装的外国汽车，可免
入口税。

“但是，我们不会马上就鼓励顾客买车，我们反而先协助他们了解马来西亚的
交通情况之后，才鼓励他们拥有自己的汽车。”

因此，温馨家园有限公司在业内一直享有美名，因为它秉持的宗旨是以客户的
利益和满意度为主要服务意识，它希望顾客可以优质、温馨、舒适的生活。

自从温馨家园有限公司建立以来，它便不断为顾客提供最贴心和最专业的服
务，让顾客可以从在马来西亚轻松快捷地获得第二家园资格。 

温馨家园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协助办理注册新公司；协助购置合适的房
产；协助寻找合资伙会；协助办理留学事务以及协助购置免税汽车及办理驾照。

温馨家园 待客为尊

商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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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龙特许会计师
利安达LLKG国际特许会计公司

凯翔税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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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消费税，商家脑海中可能第1

个浮现的问题，就是到底谁需

要征收与缴付消费税？我的业务是否将

受到影响？

在消费税制度下，所有年度应纳税

营业额达RM500,000或以上的业者，

必须在消费税实施日（即2015年4月1

日）前3个月注册。但据关税局透露，该

局将在2014年6月开放，让达标的商家

提前注册，好让商家拥有充裕的时间为

消费税做好准备。 

自古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作为业者，在这个新旧税制交替的大时

代当中，当寻求采取适当的行动，确保

业务与营业方式遵循消费税法令，并了

解消费税对公司运营的影响，掌握消费

税的架构及其系统与运作，以争取在政

府推行消费税过程中，运筹帷幄、维护

自身最大的利益。

为了进一步减低商家在消费税 来

临后，可能面对业务成本提升的课题，

关税局已宣布，若商家于2013年4月1日

或以前，签订了5年并无法修改的合约，

包括无法更改报价，甚至合约内容没有

进一步商谈修改的空间，有关商家可免

征消费税。

于此同时，在消费税实施前，若商

家手上尚有已支付销售税的存货，将可

申请特别退税Special Sales Tax Re-

fund，包括若购货单或进口文件注明已

经被征收销售税，商家可获得全数退税

等。有关特别退税只能申请一次，并必

须在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

内申请，特别退税若为RM1万或以上，

必须获得政府特准的公司审计师签署

审核。 

掌握消费税的小贴士
a. 小心现金流量风险管理

消费税一旦实施，对商家最主要的影响

以及必须小心应对，就是现金流量的问

题了。

消费税实施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

减少逃税或漏税的发生，进而加强纳税

人自动交税的意识。而消费税也是一项

比较有效的税务管理方案，包括当消费

税实行后，商家一旦向关税局注册缴交

消费税，政府就可依据商家所缴交的消

费税比对所得税。若商家实际所需缴的

税务与所呈报的不符，关税局就可借此

追踪商家是否逃税。一旦被抓，商家可

能面对必须缴付一大笔的罚款，进而导

致资金陷困。

因此，若商家不了解消费税架构，搞不

清楚什么物品或服务需征收消费税，或

哪些可以回扣，一旦向客户征收过多或

过少的税务，或漏缴税务等，商家将承

担遭罚款的风险，进而面对现金流量呆

滞的问题。

b. 良好的监控与思维

消费税对业务的影响深层，更是环环相

扣的。只有良好的监控与思维，方能仔

细地处理并管理 好消费税。商家可用

心记着以下的口诀“G.S.T”，并认真执

行：

G- Getting ready for it! 做好充分I. 

准备！

S- Study it with care! 研读消费税II. 

T- Timely planning is an essential III. 

tool for a success in GST compli-

ance! 及时规划，确保没有违规！

2015年4月1日，距离现在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马来西亚人民将要开始不一样

的生活方式，以便迎接消费税的到来。而在这段过渡期间，商家将比一般民众须

提前为消费税做好准备，以便循序渐进及系统化地转换营业模式、业务往来和帐

目，确保顺利迎接消费税大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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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士拥有正确的思维
首先，管理层必须做好对遵守消费税法规负责，并

向公司报告进展的思维准备。此外，也必须确保被指派

负责消费税的员工，有心学习消费税制度并留心一切

的培训工作。

指定合适的员工负责消费税报告• 
为员工进行培训，让员工们进一步了解消费税制度• 
管理层需关注消费税报告进展• 

将消费税在企业内部概念化
除此之外，商家还需要将消费税在企业内部概念

化，鼓励每一个员工能够积极参与消费税的培训，让每

一个员工都切身感受到消费税对公司的业务运营的影

响。

若要更上一层楼，商家可考虑成立消费税负责小

组，为消费税做好计划安排、制定作业程序以及监督

培训进度，迎接这项新税制。此外，成立此类小组，可

以让组员将一些敏感性、特殊性及重要性课题，向其

他员工反复强调，让员工小心应付，避免企业不必要

的损失，并控制好消费税实行后对公司业务的影响风

险。

将消费税在企业内部概念化，• 

鼓励每一个员工能够积极参

与消费税的培训

成立消费税负责小组，为消费• 

税做 好计划安排、制定作业

程序以及监督培训进度

拥有兼顾一切程序的良好

外在监控系统
在消费税法令下，所有的交易

必须及时并正确地记录。因此，商

家 必须 拥有值得 信 赖的硬 软件配

备，减少犯错漏税的风险。若还想

进一步减低错误的发生，商家可在

填具报表后，由另一人核查。若对消

费税有任何疑问或疑虑，可也可咨

询您的专业会计师或税务师，确保

万无一失。

 

拥有能及时并准确的记录所有交易的良好系统及• 

流程

采用可靠的硬、软件配备，并指派另一人核查消费• 

税呈报表

在消费税来临前，商家的态度将被视为可以扭转

一切的要素，若不能在这个转变中迅速适应下来，业者

将有可能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想要为消费税做好准备，商家可以将准备工作分成

几个阶段来进行，并制作可行的消费税行动计划与时间

表，按规划行事！以下为建议的“消费税行动计划与时

间表”，大家可作为参考，并展开应有的准备行动！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第一阶段

行动 期限

委任一位员工负责消费税的报告• 
决定是否需要注册消费税或自愿申请注册• 

今天

让员工接受消费税的基本培训 • 
准备计划及时间表，需确认所有的期限及任务，并研究• 
消费税的影响

2014年9月以前

第二阶段

行动 期限

若营业额超过或即将超过规定的数额，正式向关税局• 
申请注册消费税

2015年1月1日

重审会计记录及软件以符合消费税文件记录的需求，• 
打印新发票单等
预计现金流动量表，为价格及政策做最后一次的调整• 

2015年4月以前

开始征收消费税• 2015年4月1日

第三阶段

行动 期限

申请特别退税• 2015年4月以后
正确的消费税申报及缴税(年度营业额 > RM500万) • 
*每个月

2015年5月

正确的消费税申报及缴税(年度营业额 ≤RM500万)• 
*每3个月

2015年7月

特别退税到期• 2015年9月30日

贴士

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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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天
登尼特集团董事经理

说到企业孵化器，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企业孵化器的国家，人们熟知的

如Y Combinator、TechStars、AngelPad。1959年，美国人约瑟夫曼库索在纽 

约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企业孵化器。什么是企业孵化器？美国孵化器专家鲁

斯坦拉卡卡认为：企业孵化器（Business Incubator）是具有特殊用途的设

施，专门为经过挑选的知识型创业企业提供培育服务，直到这些企业能够不用

或很少借用其它帮助将他们的产品或服务成功地打入市场。

企业孵化器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基

地，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目前，全球孵化器数量大约有7000多

家，主要集中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和部分转型国家，其中美国企业孵化器数量已经

超过1000 家，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企业孵化器始于1987年，据《2013-2017中国

企业孵化器产业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每年都有新增企

业孵化器。截止2010年底，中国各地科技企业孵化器已发展到896家，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孵化器大国。2015年，中国孵化器数量目标达1500家。

传统企业孵化器的基本特征及存在问题

从世界范围看，目前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孵化器，例如大学孵化器，目的是把

大学的科研成果产业化；企业集团孵化器，目的是为集团企业开展策略投资；政府

孵化器，目的是帮助解决本地方的就业等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为创业企

业提供孵化场地、一些简单的公共设施和孵化服务，使初创企业可以开张创业。

在中国，企业孵化器有不同的名称：创业中心、创新中心、创业园等。当前中国

企业孵化器发展模式主要有四种：省市科委或地方政府创办，大学创办，国有企业

创办，其它社会团体或私人创办。其中第一类孵化器发展模式是中国数量最多、规

模最大的一类，即中国现有的企业孵化器基本上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兴建的，其

特点是：政府以特殊政策支持孵化器的建立与发展，投入大量资金，创造初级的孵

化条件。这类孵化器注重现有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已建小企业的培育，注重社会效

益，不强调直接的经济效益。政府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被孵企业所带来的就

业机会和税收中得到回报。

中国企业孵化器在政府占主导作用的背景下，孵化器的投资主体较单一，形成

管理官僚化，缺乏市场化机制的弊端。而且虽然如今的企业孵化器开展的服务种

企
业
孵
化


异
国
创
业
者
与
投
资
者
的
福
音

投资者福音
企业孵化
异国创业者与投资者

异国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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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类越来越健全，但是所提供的孵化服务仍然属于较低

水平，特别是缺乏高水平的增值服务，仍倾向于向在

孵企业提供办公场所、硬件设施、物业管理及税收优

惠政策等硬性服务内容。这种重管理、轻服务，服务

项目少，服务层次低的局面，最终未能构筑起一个很强

的孵化机制。

此 外中国的孵化器还存 在着融资平台欠缺；社

会网络化较低，区域发展不平衡；缺乏有效的管理团

队，缺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无法提供深层次孵化服

务等问题。

尽管中国企业孵化器发展数量已位居世界前列，

但真正进入成熟模式经营的却很少。据统计，在排名

前100位的孵化器中，在长达10年的孵化器经营中，有

自己投资的不到一半，而累计投资总额超过5000万元

的孵化器仅19家。而且除极少数企业孵化器对企业的

具体运作提供全面支持外，绝大部分企业孵化器都无

能力提供全方位的管理服务。

而与中国大部分企业孵化器性质不同，登尼特企

业孵化器纯粹由民营企业创建，属私营性质，并建立了

全球网络化服务体系，为海内外企业提供从注册到注

销、从经营到管理、从投资到融资、从改制到重组、从

上市到退市的全方位全流程服务。这大大弥补了传统

企业孵化器的缺陷与不足，为中国孵化器强国的建设

贡献一份力量。

登尼特企业孵化器全方位协助企业成长

发展

登尼特公司（Tannet）是一家帮助海内外企业孵

化成长、发展加速的民营企业孵化器。登尼特企业孵

化器以创业孵化器、文化加速器和资本运营机三部机

器为海内外企业提供无国界、跨行业、一站式、个性化

的发展平台。

登尼特企业孵化器服务分为两个阶段：企业的创

业孵化阶段与企业的发展加速阶段。前一个阶段的重

点在于培育新生力量，后一个阶段的侧重点在于企业

文化发展和企业资本运营发展。

从企业孵化成长的阶段讲，登尼特的创业孵化器

(Business Startup Formation Incubator)是一个

企业孵化机构或孵化中心，可以帮助海内外创业者或

投资者解决企业在刚起步时的企业投资框架设计、公

司贸易载体设计、公司年审年报、公司做账报税、商标

专利注册申请等基础性问题。

而一旦企业创业孵化成形后，企业面临着发展加

速的后一个阶段。这时候企业的发展需求已不仅仅停

留在初始创业的层面，企业经管高层开始需要思考如

何突破发展瓶颈、如何升级转型、如何持续盈利、如

何保值增值、如何稳健发展等一些更深层次的企业

发展问题。登尼特利用企业文化发展加速器（Busi -

ness Development Accelerator)和企业资本运营

机（Value-added Capital Operator），通过文化

层面和资本层面，为企业提供投融策划、转型升级、改

制重组、兼并收购、文化培训、资本运营、上市孵化等

服务，有力推动企业加速发展，帮助企业轻易地冲破

局限、升级转型，走上企业文化发展道路和资本运营

发展道路。

登尼特公司在马来西亚、香港、深 圳、广州、上

海、北京、成都、南昌、义乌、厦门、泉州、东莞、郑州

等海内外城市与国家建有企业孵化基地、企业孵化中

心以及企业孵化机构，从不同侧面、不同业务、不同程

度对企业进行孵化。

笔者建议，对于初次中国投资或创业的大马商家，

务必对中国当前的投资环境与各地政府政策要有所了

解，大马商家可以通过找一些专业可靠的企业孵化器

或孵化基地寻求长期的投资方案或发展方案，以便减

少您在异国创建及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许

多不必要的时间问题和资金问题。

异国创业者与投资者的福音
企业孵化 异国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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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桦律师
马中总商会

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

一、马中之法系

法系又称法律系统，是法学家

们根 据一定的不变因素和

可变因素对各个国家法律的分类。法

系分类普遍上依据的标准包括历史

背景和发展、法律渊源理论与层次、

制度操作方法、法律制度所运用的

特色法律概念以及制度中的法律机

构来分类的。当代世界的法系可以分

为四类：

(1) 罗马日耳曼法系，即民法法系或

大陆法系；

(2) 普通法法系，即英国法系或英美

法系；

(3) 社会主义法系；以及

(4) 其他法系，包括伊斯兰法、印度

法、远东法（中国法和日本法）、

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各国法。

历史上，马来西亚（前身为马来

亚）分别被 葡 萄牙人、荷兰 人 所 侵

占，19 世纪起逐渐成为英国殖民地。

虽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占

领了马来西亚（前身为马来亚）， 但

基于日本占领前，英国已长期统治马

来西亚并在日本投降后卷土重来，马

来西亚因此自独立以来便实行了英

国法系。

另一方面，中国法系自建国以来

就以德国与日本的大陆法为蓝本而

建立起来。然而，中国法系在发展的

过程中已吸收了很多英美法系的俗

语、原则和理念。因此，实际上而言，

中国法系是一个大民法法系与英美

法系的混合体。

二、马中之法律适用

从法律适用来看，马来西亚的英

美法系法官在确定事实之后，首先考

虑的是以往类似案件的判例，将本案

与判例加以比较，从中找到本案的法

律规则或原则。而中国的大民民法系

法官是在确定事实以后首先考虑制

定法的规 定，而且十分重视法律 解

释，以求制定法的完整性和适用性。

三、马中之法律渊源

(Source of Law)

由于两国的法系有所不同，所以

两国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与结构也

要所区别。普通法是马来西亚最重

要的法律渊源。普通法系以英国普

通法为基础，但并不仅指普通法，它

是指在英国的三种法律，即普通法 

(Common Law)、衡平法 ( Equity)

和制定法 (Legislation)的总称。从

法源的意义来看，普通法是指由普

通法院创立并发展起来的一套法律

规则。“判例法”(Precedents)是普

通法最基本的原则，指一个法院先

前的判决对以后法院处理类似案件

具有拘束力。

衡平法则是为了弥补普通法的

一些不足之处而产生的。因此，衡平

随着马来西亚与中国的的关系日益密切以及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两国之间

的贸易往来也日趋频繁，贸易总量逐年上升，彼此均成了对方十分重要的贸

易伙伴国。但两国的企业都面临着类似的重大挑战，这包括不熟悉当地的

法律制度、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通过此篇文章，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两

国法律制度之差异。

法
律
观    


马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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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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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祯辉律师
中国法律服务办事处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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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只能像普通法一样，主要是判例法是大法官的判

例形成的调整商品经济下财产关系的规范。但是，衡平

法的形式更加灵活，在审判中更加注重实际，而不固守

僵化的形式。以法官的“良心”   和“正义”为基础发

展起来，以实现和体现自然正义为主要任务。因此，又

称为法官法。

英国法系的制定法在法律渊源中的重要性不如普

通法和衡平法两种判例法，但是其效力和地位很高，可

对判例法进行整理及修改。

在法律渊源上，中国的民法则是以制定法 为主，

在结构上强调法律的系统化、归类化、法典化和逻辑

性。一般不存在判例法，对重要的部门法制定了法典，

并辅之以单行法规，构成较为完整的成文法体系。 因

此，可以说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是中国大陆法最主

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法律渊源。

四、马中之法律结构

就法律结构而言，马来西亚的英国法系是在普通

法和成文法的分类基础上建立的，没有严格的部分法

概念，即没有系统性、逻辑性很强的法律分类，比较偏

重实用。一般以单行成文法作为对判例法的补充，不制

定完整的法典，然而其单行法是有法律规则的机械集

合。而中国的大民法法系承袭古代罗马法的传统，将法

律区分为公法部门(即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民事

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国际法)以及私法部门（即民法

和商法），一般是以一部综合性法典和若干单性法规的

形式对该部门的法律规则作出规定。是以法典作为法

律体系结构的主干，是一个包括总则和分则的有机概

念，要求完整、清晰、逻辑严密。中国法系强调制定法

的权威，表现出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一般不承认

法官的造法功能。

五、马中之法律诉讼程序

马来西亚 的法 系一 般 采用“ 对 抗 式 ”诉 讼模式 

(Adversarial System), 以原告、被告、及其辩护人为

中心，法官的角色不是那么主动，法官是中立者，完全

不会自行搜集证据，只是依赖控辩双方当事人及其律

师提供证据甚至法律理由来做出判决。

而中国法系则一般采用 “纠问式” (Inquisitorial 

System)， 诉讼以法官为中心，法官占主导地位，在诉

讼中集审判、控诉甚至侦查职能于一身。审判的目的是

为了让法官查清事实，以适用成文法。

总结

虽然马来西亚和中国在法律传统上有一定的差异，但随

着两国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联系越来越紧密，两国

相互贸易与投资会更好地发展并越来越繁荣。概括而

言，马来西亚与中国法律制度的主要区别如下:

马来西亚 中国

法系 英国法系 民法法系

法系定义 基于以往判决的判

例上逐步形成的一

套法律规则。

强调成文法作用、

结构上系统化、条

理化、法典化和逻

辑性。

法律渊源 普通法 、衡平法和

制定法为主要法律

渊源。

制定法为其主要法

律渊源，判例一般

不被作为正式法律

渊源，对法院审判

无约束力。

法律结构 没有严格的部分法

概念，比较偏重实

用。

以 总 则 和 分 则 为

有机概念，要求完

整、清晰、逻辑严

密。

诉讼程序 “对 抗 式”，以原

告、被告、及其 辩

护人为中心，法官

是中立者。

“纠问式”， 以法

官为中心，在诉讼

中集审判、控诉甚

至 侦 查 职 能 于 一

身。

如有任何关于马中的法律问题，欢迎联络马中总商会！

马中法律制度
差异比较

法律观
马中法律制度法律观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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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 A N D O 控 股 产业有限公司在伦 敦 获 颁发“ 欧 洲品质 奖”

（European Quality Award），标志着该公司产业的素质、安全及

保值理念，广受国际认可。

同时，注重创新设计与以人为本的ORANDO控股也成功以旗

下最新产业计划——Villa Vista @ Cheras膺获亚太产业奖（Asia 

Pacific Property Awards）的“最佳五星级高楼”及“大马安全居

家”两大奖项殊荣。

Villa Vista豪华公寓单位是于2013年推介，共建有137间单位，高

39楼，以三重保安系统及“1屋2制”为发展概念，提供结合时尚及优

质生活的住宅选项。

谈到连续受到海外专业评审的认可，ORANDO控股董事经理拿

督黄伟俊博士坦言，对于该公司能够从众多竞爭对手中脱颖而出，颇

感意外。他认为优质的产业必须达到安全、素质及保值的基本要求，

才能为投资或购买者创造产业价值。

在产业素质方面，该公司坚持采用已获得大马工业研究及规格公

司（SIRIM）所认证的材料，让住户住得安心。

纵观大马治安状况，黄伟俊认为产业的安全水平是客户最为关注

的事项。该获奖公寓以保障住户安全的三重安全通门为特点，外来者

须获得住户的再三確认后方可进入，守卫严谨，也让该公司成为大马

唯一荣获“大马安全居家”殊荣的产业公司。

前身为建筑公司的ORANDO控股是于2007年转型为发展商，截

至目前共推介了约5个住宅单位。

贵为公司掌托 人 的黄伟俊 表 示，当初是以 瑞 士腕 表为创业 灵

感，认为社会所追求的是时尚生活与尊贵地位，就如瑞士腕表所带

来的卓越感。因此，该公司以“Building Homes of Swiss-Watch 

Standard”（追求以瑞士腕表的标准建设家园）为经营理念，致力打

造出风格独特且高尚品质的家居空间。

商业资讯

ORANDO控股董事经理拿督黄伟俊博士（中）从欧
洲商业议会（Europe Business Assembly，简称EBA）
苏格拉底委员会首席执行员约翰（左）手上接领“
欧洲品质奖”，为马来西亚争光。右为英国管理学
院领袖国际俱乐部联合主席保罗布里顿。

ORANDO控股董事经理拿督黄伟俊博士（左起）与
执行董事张家铭于亚太产业颁奖典礼接领奖项。

ORANDO控股赢国际认可 

荣获欧洲品质奖
　膺亚太产业2奖

Villa Vista @ Cheras 的严谨守卫与独特设计为一大亮点，获奖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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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园有限公司（Sweet Home Garden）所提
供的房地产服务，也顺应时代的发展，极力追求专业、
选项多元化与待客为尊的精神。

该公司董事兼产业顾问李仲勤表示：“我们手上拥
有多种不同房地产可供顾客选择，我们拥有自己发展的
项目，也有与其他发展商合作的项目。”

“所以，我们可以跟据顾客的需求提供非常到位的
提供服务。其实，为了让顾客可以住得安心和和安全，
我们通常会介绍顾客有保安及有围篱保障的房地产。”

李仲勤表示：“公司强调的是贴心的服务，所以我
们会确定顾客真正的需求之后，才会跟据他们的需要介
绍他们所需的产品给他们。”

顾客现身说法　满意度给满分

另一方面，温馨家园有限公司的其中一名中国顾客--薄澄宇接受《马中经贸》
访问时表示，他到马来西亚旅游之后，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因为
这里的文化及生活习惯与中国没有多大的差别，最重要的是语言沟通完全没有问
题。

“所以，与太太及家人都决定将马来西亚当成第二家园，而在朋友的介绍之
下，他认识了温馨家园有限公司，而在温馨家园人员的贴心服务下，他决定参与马
来西亚的第二家园计划。

薄澄宇十分满意地表示，温馨家园的服务非常到位，该公司服务人员就好像自
己的家人一样。

他说，他们不只为他办理第二家园计划的申请手续，而且还告诉他那里有学
校、购物中心以及医院等地方，并且还根据他所要求的情况，介绍最适合他生活起
居的房地产给他。

因此，他非常感谢温馨家园有限公司服务员，因为后者的服务态度让他感觉在
马来西亚，就好像在自己的家里那么自在。

温馨家园一名中国顾客--薄
澄宇：“温馨家园的服务非常
到位，服务人 员就 好 像自己
的家人一样。”

温 馨 家 园 董 事 兼 产业 顾 问
李仲勤：“我们会确定 顾客
真正的需求，跟据他们的需
要介绍他们所需的产品给他
们。”

从客户生活需求入手先了解，后服务

他说，举个例子，参与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的外国人，也将享有购车优惠，
也就是他们可以从原本居住国引进自己的汽车或购买本地组装的外国汽车，可免
入口税。

“但是，我们不会马上就鼓励顾客买车，我们反而先协助他们了解马来西亚的
交通情况之后，才鼓励他们拥有自己的汽车。”

因此，温馨家园有限公司在业内一直享有美名，因为它秉持的宗旨是以客户的
利益和满意度为主要服务意识，它希望顾客可以优质、温馨、舒适的生活。

自从温馨家园有限公司建立以来，它便不断为顾客提供最贴心和最专业的服
务，让顾客可以从在马来西亚轻松快捷地获得第二家园资格。 

温馨家园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协助办理注册新公司；协助购置合适的房
产；协助寻找合资伙会；协助办理留学事务以及协助购置免税汽车及办理驾照。

温馨家园 待客为尊

商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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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 0 11 年 以 来 由 精 明 投 资 者 联 盟（ S m a r t  

Investor Club）主办的《土地发展与投资专业

课程》均取得市场与投资者超乎想象的热烈反应。

承接过往成功经验，由精明投资者联盟（Smart 

Investor Club）与大地集团（B.I.G Group）联手举

办的《第九届土地发展与投资专业课程》课程在梳邦

帝国酒店（Subang Empire Hotel）于4月中旬圆满成

功举办。

这场备受瞩目的课程也是大马唯一以推动学员成

为发展商为目的而授课的专业知识必修课。

“这不是按书授课，空谈理论的课程；而是融合创

意及开拓人脉平台的顶级

课程！”

课程中，学员除了学到

成为房地产发展商的完 整

知 识，还 有 投 资土 地 所须

掌握的技巧和公程式。

这场课程全场爆满，甚

至有学员远自中国而来，足

见中资对本 地开发房产兴

趣甚浓。一众学员对这课程

的内容及设计赞不绝口，纷

纷在主讲人结束后围绕着

发问问题。

大地集团的业务主要为房产业者提供一站式房地

产咨询以及业务流程外包服务。该集团瞄准为房地产

项目创造增值效益、提升质量以及提供从可行性研究，

设计，到施工及工程竣工的全面解决方案。

精明投资者联盟则是由一群专注於房地产投资的

狂热份子所组成的团队。其会员们无私分享所学到的，

经历过的，让后来者轻松起步。同时，会员们也结合联

盟的力量，不间断的寻找好的房地产，共同投资，共同

致富，共同享受人生。

商业资讯

汇聚名牌团队

传授土地开发心得

《第九届土地发展与投资专业课程》

延 续着以往举办过多场专业课程的成功经
验，大地集团与精明投资者联 盟召集原班主讲
人，定于11月29日（周六）至30日（周末）举行《
第十届土地发展与投资专业课程》。

授课的地点再次落实在梳邦帝国酒店，目前
已开放报名，海内外的发展商、地主与土地投资
者的人士都不容错过。

《第十届土 地 发展与投资专业课程》标 榜
着“如何善用最低成本，稳步成为土地持有者与
发展商”。

举办方再次召集各专业主讲人传授如何确认
潜在的理想地段与店屋、如何为土地投资与发展
取得融资、如何避免掉入土地交易的欺诈事件，
研究土地可行性、透过资讯科技（IT）管理物业工
作流程、马来西亚土地法令、营销策略等等。

如有兴趣者，可致电或发送短讯致016-250 
5839，以获取更多资讯。好消息是，土地持有人
士，即地主将能享受15%折扣的报名费优惠。

课程座位有限，有兴趣人士宜趁早注册，以抢
得先机。

未
来
发
展
商
不
容
错
过

《第九届土地发展与投资专业课程》全体学员与专业主讲人来一张大合照。

《第十届土地发展与投资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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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投资者联盟创办人谢卓利传授了房产营销
的策略，包括综合平面与网络媒体的大事宣传管道、吸
引民众注意的幸运抽奖、预售活动、给予会员卡优惠、
举行展会、设柜台与流动销售处、设工地广告版与广
告车、举行联谊活动、委派指定代理、聘请专家（如律
师、风水师）推广、主动拜访、提供免费地图等等。

另外，谢卓利也提出了发展商在打造销
售管理团队时，往往会不自觉陷入的
误区。譬如，误用高压政策、过高的
佣金制度、没有为销售人员提供在职

培训等等。

过渡贷款与定期贷款专家兼金融业培训师诺丁
教会了参与的学员亩哦为发展商如何精明地向银行机
构申请贷款。在融资过程中，发展商除了呈上公司的重

要文件，还要附上公司董事的履历表、
公司过往的经验证明、董事在产业界
的经验（尤其在公司的成立之初）以
及当局批准文件等等。

MCT财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吴明权现身说法
表示，发展商一旦打算拓展规模，需具备雄厚的本钱作
为后盾。这是因为任何房产的前期工程（设计、文件呈
交和申请核准）一般需要耗时1至2年。其间，政府的施

政也可能朝令夕改，本钱就成了应对变
局的筹码。即使得到官方批准通过，
销量行情还是要取决于市场的需求。
房产项目一经推介，发展商还要面对

建筑材料跟随国际价格浮动的挑战。

发展商御用知名律师伊丽莎白·萧分享道，要
成为一个发展商，基本得经历四个大阶段。第一是，清
楚了解你的定位。接着是，开放并持续地探寻机会。
第三是、做一切必须要做的谨慎性调查与评估（due 
diligence）。最后是，做出一个实际的方案出来。

发展商或其专属法律顾问需要熟读的
法律还包括房屋发展法令、房屋发展
条例、分层地契法令、消费税法令、
房地产收益税法令。

身兼多家上市公司主席与董事的拿督聂博士
向会员解析了发展商必读的《马来西亚土地法》。他提
醒会员，为了解决废置房产事件，加强购屋人士的利益
保障，当局将更加严谨执法，发展商必须有所应对。他
也透过不同的实际案例与修法分析，让学员在成为发
展商的路上更有把握，

针对在马来西亚愈发普及化的门控与防
护型房产项目趋势，聂博士也图文并
茂地，从法律层面上向学员传授了要
发展一个有门控系统的房产遇到的

障碍与解决方案。

物业发展项管理专家Vincent Ong指出，一
般的房产开发处理过程从采购为开发土地开始，然后
是呈交概念规划图并申请批准，进入建筑施工期，最
后是为建竣的项目取得入伙纸（CF）。
项目发展管理的主要工作流程涵盖10大阶段，包括工

程规划与评估期、原理图设计期、官方
文件递交与审批期、项目融资期、营
销与推广期、施工管理期、故障保养
期、联合管理机构（JMB）成立期、分

层地契与管理公司期。

房产投资者
演进路线图 公寓项目 排屋项目 商店项目

土地购置 《土地发展与投资专业课程》
课程对象}

1) 地主 2) 发展商 3）基金经理 4）房产投资者 5）设计师、建筑师、产业顾问

《土地发展与投资专业课程》
学员对象

《第九届土地发展与投资专业课程》 主 讲 人 阵 容

同时身兼房产发展商，投资者与顾问于一身的陈垡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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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在今天举行升挂招牌仪式，
将先前的“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正名

为“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
随着社会的进步及时代的需求，“马来西亚中国

经济贸易总商会”按注 册的英文名称（Malays ia -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正名为“马来西
亚—中国总商会”，简称“马中总商会”。本会的会徽、
宗旨与目标则保持不变。

本会成立于1990年6月25日，迄今已经
有24年的历史。前身为“马来西亚中国商品
进出口商公会”（Malaysia-China Goods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Association）。

随 后 于 1 9 9 3 年 ，本 会 当 时 易 名 为“
马 来 西 亚 中 国 经 济 贸 易 总 商 会 ”，英 文
名称为Sino-Malay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Economy。

在 2 0 0 0 年 ，本 会 的 英 文 名 称 易 名
为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 Economy。最后在2002
年，本会正式将英 文名称改为Ma l ay s i a -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并一直
沿用至今。

经过“马中总商会”第十届中央理事第
四次会议上的一致通过，本会已在今年初正
名为“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简称“马中
总商会”），英文照旧是Malaysia-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简称MCCC）

，并已透过各大媒体向外界传递信息。
整个升挂招牌仪式简单而隆重，并在一众领导的

见证下顺利完成。见证仪式的领导包括总会长拿督黄
漢良、副总会长刘俊光、颜登逸、拿督林恒毅、陈祈
福、秘书长卢国祥、总财政黄锡琦、中央理事丁扬岗、
张联兴、戴振标、拿督沈哲初、包久星、陈云祥、拿督
斯里郑水兴以及财经投资委员会委员陈艳。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

升挂招牌仪式

见证升挂招牌仪式的领导包括(左起)陈艳、戴振标、陈祈福、林恒毅、沈
哲初、陈友信、黄漢良、刘俊光、卢国祥、包久星、张联兴、丁扬岗、吴奕
升、郑水兴及黄锡琦。

2014年6月13日中午1时，写着「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9个大字的

大型招牌，正式挂上本会大楼顶，标志着本会在完成这项正名的

承诺上更进一步。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的升挂招牌仪式在一众领导
的见证下，顺利完成。

心存感恩：为了感谢历届会长为本会作
出的无私贡献，本会总部特意设立一面
展板介绍历届会长，以让前来本会的人
士一目了然。

本会总部二楼秘书处展墙换上新面貌。

本会总部入口处招牌换上

简洁而醒目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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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指出，马中双边贸

易额过去4年半从742亿令吉，扬升至1042亿

令吉，即将卸任的中国驻马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宣

国兴居功不少。

“这是在宣国兴的指导下，取得的好成绩。”

黄漢良指出，宣国兴参赞常指导本会，后者默默

耕耘及低调的态度是本会的典范。本会几乎每次举办

活动都会向宣氏请示，包括本会的年度重头戏— —9

月9日于厦门举办的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4）。

马中总商会盼与新参赞密切联系
黄漢良坦言，宣国兴早前不断拜访过的各州分会，

如槟城、沙巴吉砂拉越等，都非常怀念宣氏前拜访的

日子，并希望在宣国兴回国后，继续与马来西亚领袖保

持密切关系。

另一边厢，黄漢良也希望，新任参赞吴政平与本

会保持密切的关系，继续推动两国各方面发展。

无论如何，黄漢良指出，今年适逢马中建交40周

年，马中关系却处于非常时期。他认为，新任参赞吴政

平在这时期上任，将面对更大挑战，使命也很重大。

马中总商会代表与新任卸任参赞合影。前排左起为王耀辉、刘俊光、吴政平、黄漢良、宣国兴、陈友信、宋兆棠及李素桦。

为了表达宣国兴上任4年以来对马中总商会的指导与提携之情，本会特地设宴欢送前中国驻马大使馆经济商务

处宣国兴参赞，以及迎接新任吴政平参赞。

俗语说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当下的离别，也是在为下一趟的重逢铺路。

在宣国兴临登飞机当日，本会领导与中央理事也带着祝福之情，亲自到经商处欢送宣国兴，马中之间人民的手

足情义溢于言表。

欢送宣国兴参赞　欢迎中国驻马新任经商参赞吴政平

马中总商会为两国友好贡献获肯定

黄漢良总会长与吴政平参赞闲话家常；右起为本会终身荣誉会长
拿督杨天培和宣国兴参赞。

宣国兴参赞离任回国在即，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
友信带领各领导代表相约到经商处，欢送宣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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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漢良说：“我们相信吴政平在其秘书的引导下，

很快便能熟悉大马的工作，希望他能与本会紧密配合，

共同促进双边关系及贸易发展，把马中关系推向更高

峰。”

宣国兴：
难忘马来西亚“猫山王”
品质远胜泰国“金枕头”

宣国兴回忆道，让他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享有“

果中之王”之美誉的本地榴莲。他对本地特产的榴莲

极品— —“猫山王”赞不绝口，甚至比泰国的“金枕

头”来得香浓、淳厚、甜美，让人欲摆不能。

“回北京想吃到那么可口的榴莲，可不容易了。”

宣国兴对本会也赞誉有加。他说4年多来，有赖马

中总商会一直大力支持经商参处的各项工作，使得双

方合作愉快。

同时，宣国兴也向本会中央理事介绍接任的吴政

平长期从事对亚洲地区的工作，曾任中国商务部亚洲

司副司长，来马之前担任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经商参赞5

年，知识广，经验丰富，是最理想人选。

最后，他感慨道，“将永远记住大马这个美丽的国

家，永远记住热情友好的人民，永远记住热情友好的

人民，永远记住无数个帮助过我的人和事。”

吴政平：
延续宣国兴道路
望加强马中合作

吴政平指出，本身对大马和马中总商会不感陌生，

并保证此后将延续宣国兴所开辟的道路，加强马中之

间各层面合作，让马中这个“马车”更加快速奔腾。

“马中不只是好邻居，也是好朋友、一家人，大马

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协国。”

吴政平看好，马中拥有相同快速的经济发展及互

补性，他对马中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并承诺将尽全

力工作及服务。

“马来西亚华人贡献巨头，与本地社会融合，加

上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捉住这个势头，马中发挥强

大互补，并助马中总商会更上一层楼，谨此祝愿总商会

会务昌荣。”

礼轻情义重：为了表示宣国兴参赞（右二）对本会的提拔与协助之情，黄漢良
总会长亲手赠送锡盘纪念品予即将卸任的宣参赞；左为新任经商参赞吴政
平，右为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

本会全体中央理事连
同贵宾跟 新任经商参
赞吴 政平 、卸 任参 赞
宣国兴一起为马中友
好关系干杯；前排左起
胡光耀、陈友信、吴政
平、黄漢良、宣国兴、
杨天培及宋兆棠。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赠送纪念品予宣国
兴参赞，作为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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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青年团

开创多元种族的社团面貌

踏入5月尾，马中总商会举办了第四届青年团团员
大会。

本会总会长兼青年团督导拿督黄漢良表示，本会要
开创全新的商团面貌，首开先河，就必须在多元种族的
国家里，纳入更具特色及多元化色彩的各族文化，让更
多的友族同胞参与其中。

“作为马中总商会的一份子，青年团不失为一个跳
板，作为连接本会与各族之间沟通的良好桥梁。”

他指出，青年团的学术水准高，精通各种语言，可
以流利地英语与马来语沟通。本会青年团必须拉拢印裔

及巫裔，以便让青年团，成为国内第一
个拥有多元种族的青年商团。

本会副总会长兼青年团顾问拿督
林恒 毅指出，10年前，马中总商会成
为本地商团界第一个成立青年团的商
团。“10 年后的今天，我希望我 会 青
年团同样能成为第一个成立多元种族
的商团，吸引来自各种族的多元企业
家。” 

黄会长指出，本会青年团要在本
地商团之中脱颖而出，务必要办出特
色。除了要有独立的思维并紧贴时代脉

搏，也必须关心时事及国家的发展，保持着“先进”的
心态，掌握“先进”的思想，吸收“先进”的资讯。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兼青年团另一督导颜登逸也
与青年团享做领袖的要诀，希望团员们在青年团这个大
家庭里，能够有所贡献。

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团长丁扬岗则寄望，在往后的日
子里，青年团团员们都能上下一心，将工作进行得更完
善。

第四届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团员大会圆满结束；林恒毅（左起）、丁扬岗、黄漢良
及颜登逸向青年团团员分享想法。

广东省侨办访问团访马

招才引智　助广东省转经济模式环境友好型

广东省侨办主任吴锐成率领侨办处长杨应棉与主
任科员陈泽伟拜访本会，由总会长拿督黄漢良

主持接待。
吴锐成主任这次组团前来本会，主要是落实广东省

领导会见马来西亚华侨华人代表的侨务活动。
黄漢良赞赏吴锐成长期来勤政爱侨，加深了马中友

好关系。“辛亥革命期间，广东肩负着领头羊的角色；来
到新时代，广东省积极落实“3定位”和“2定位”，经济
发展更是一日千里。” 

吴锐成则表示，广东的生产总值（GDP）超出1万亿

美元，经济总量不但冠全国第一，全球
排名第15位，甚至超越了韩国。另外，
广东商品也占了全中国外销世界出口量
的10份之1。

据悉，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双边贸易
额，占了中国与东盟双 边贸易额的四
分之一；而广东与马来西亚的双边贸易
额，则占了中国与马来西亚双边贸易额
的四分之一。

吴锐成展望，随着广东成为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该省与东盟
及马来西亚的经贸往来势必进一步跃

升。
“展望未来，广东踏入新一轮发展模式，即从资源

消耗型，转型至环境友好型；在这段进程中，我们也将
从过去的招商引资，转换方向至“招才引智”。”

据他观察发现，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马来西亚，国
内华裔人才拥有数大优势。“第一，马华族的组织十分
健全；第二，马华族融入主流社会，并拥有经商与参政
的经验；第三，马华族文化得到齐全保留；马华商青年
一代得到传承。”

黄漢良（左六）从吴锐成（左五）手上，接过墨宝纪念品。左起为包久星、丁杨
岗、杨应棉、陈凯希；右起为张联兴、黄锡琦、林衡毅、卢国祥以及陈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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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联想科技城海外华商战略签约大会

马中总商会助云南省“桥头堡”建设

参加此次签约会的有国务院侨办、云南省侨办、

五华区泛亚科技新区相关领导、联想控股融

科智地相关领导及各国商团代表。

在各级领导及海外华商嘉宾的共同见证下，联想控

股融科智地副总裁、云南融科董事长王翔分别与美国华

人专业团体联合会、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中国

旅美科技协会纽约分会、牛星丽华商会、荷兰华人专业

协会、新加坡海外博士创业协会、新加坡中国商会、马

来西亚-中国总商会、香港卫视、深圳市归侨侨眷企业家

联合会、美欧青创总汇集美欧企业家协会签署了长期战

略合作协议。

马中总商会由代表团团长兼中央理事李素桦律师

代表本会签约。这份协议标志着联想控股融科智地联

想科技城将以实际行动助力云南省“桥头堡”建设，为

昆明的建设发展助一臂之力。

中共五华区常委王迅致辞时说，东盟华商大会经

过十多年的发展，如今已踏入第十二届。随着云南桥头

堡战略的实施以及对外合作的不断加强，东盟华商大

会本着“机遇、合作、发展、共赢”的宗旨，给众多海外

华商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他说，云南的城市发展及交通网络的规划建设，是

昆明成为中国沟通东盟国家的最前沿，并逐渐发展成为

对南亚、东南亚的重要经济贸易城市。

云南融科董事长王翔致辞说，昆明联想科技城是

综合性创新产业园区，项目包括科技金融中心、科技研

发中心、泛亚总部基地、科技孵化中心、风情商业街、

文化商业中心、超五星级酒店、智慧宜居住宅等八大功

能区，为企业提供系统的支持与服务，未来将能成为昆

明产业价值高地和城市中心。

昆明联想科技城依据企业全生命周期，整合各方面

资源，提供产业孵化、科技金融、研发设计及总部基地

等服务平台，吸引国内外电子信息、科技金融、生物医

药、文化创意及现代服务等行业中知名企业的进驻，并

为企业提供系统的支持与服务。

马中总商会代表团团长兼中央理事李素桦（坐者，左）与云南融科董事长王翔（坐者，右）签署和约协议。

为了加强与中国企业界的联系，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日前于昆明举办的第十二届东盟华商大会上，与联想控股

（Lenovo）旗下房产臂膀——融科智地（Raycom）昆明联想科技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便签约双方未来可以

交换更多相互间的企业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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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办经济科技司代表团访马 

重视培育青年华商　加深联系拓展前景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于4月25日接待一
组来自中国侨办经济科技司代表团。该代表团

由科技司巡视员张健青率领该司经济处长张彦珍及处
副处长赵亮前来。

黄漢良在致词时赞扬道，中国领导层及国务院有
远见，在培育青年才干方面贡献良多。

他指出，马中总商会同样看重视培育青年接班人。
他举例，本会计划于今年9月9日赴中国厦门投洽会举办
的第4届马中企业家国际大会（MCEC 2014）期间，把
推介及展览马来西亚商品的重任，全权交由会内积极培
育的青年团负责。

“只要马来西亚继续重视培育青年人，让他们继承
我国华商的美德，即能一代代传承下去，未来有望传承
到第四、第五代华商。”

张健青看好，青年华商的潜力庞大，对亚洲经济发
展日益吃重。“若马中两国青年有深入联系，将拥有更
广阔合作前景。”

她透露，从中国种种调查结果显示出，多家当地企
业开始有“走出去”投资的意愿。“眼下的关键点是：几
时来、怎样来和为何而来。”

无论如何，黄漢良指出，我国对中国的投资多于中
国对马，主要因为经济体较小的国家，往往有更大空间
到经济体大的国家投资。

黄漢良透露，我国的基建设施项目，例如道路、地
铁，多数由中国承包。“我国最新大型项目——槟城苏

丹阿都哈林大桥（又称槟城第二大桥），就是由中国承
建。”

另一方面，张健青也特别赞赏《马中经贸》财经杂
志刊物的内容具可读性。

“《马中经贸》大部份文章中英文兼备，不但符合
马来西亚的国情，还能照顾各种族需求；对于侨办经济
科技司，杂志的信息与行业意见也具备让我司参考的作
用。”

会后，马中总商会宴请了侨办经济科技司代表团。
席间，双方作了进一步交流。

黄漢良（右五）赠送纪念品予张健青（左五）。左起为黄祯辉、杨子威、赵亮、张彦珍；右起为林励肯、张柏
垣、卢国祥以及刘俊光。

黄漢良（左）向张健青（右）讲解在本会总部三楼展示厅
收藏，由不同代表团和来访人士赠送予本会的纪念品收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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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团访马

望联手开拓全球清真市场
诚邀马企业家赴甘肃投资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甘肃省委员会吴丽霞副
会长率领４人代表团来马拜访马中总商会，探讨

多元化清真食品市场的对策，并诚邀马方企业家前往甘
肃省参与投资。吴丽霞也呼吁马方企业家参与７月６日
兰州会，８月１８日中国（甘肃）国际新能源博览会以及
国际循环经济会。

甘肃省委员会代表团也带来了当地企业家— —大
河生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张勇董事总经理前来为甘肃
省牛肉屠宰量供不应求问题寻解决方案，来马物色合营
伙伴或养殖与风干工厂。

吴丽霞副会长拜会期间，由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
黄漢良亲自接见。

黄漢良坦言，甘肃省这趟派员来马，具有特殊意
义。“马航MH370事件的发生的确不幸，但毕竟只是一
个个案。我们现阶段应往前看，共同努力，一边找寻真
相，一边吸取经验。”

无论如何，他强调，大马人民与民间团体对受害家
属发挥出特别照顾与关切之情，显示马中互相需要，不
希望马中关系受影响的正能量。

吴丽霞指出，此次前来参与第十一届马来西亚国际
清真产品交易会期间，同样感受到马方从官方、媒体到
民间的挚切关怀。“就好像有关交易会开始前，举办方
即让全场参与祈福仪式。此举让我们更有信心眼前的
一切冲击，将很快成为过去。”

“我们这一趟就是乘搭马航班机来返，即使发生
了有关事件，我们仍一如既往，按着原定计划实行。”

无论如何，吴丽霞指出，此次在交易会的展区面不
大，难以承载庞大访客量，希望以后跟马中总商会联办
更大型的清真交易产品交易活动。

吴丽霞补充，甘肃与马来西亚之间因拥有相宗教族
信仰、渊源流长，具清真认证的马来西亚遂成为甘肃第
二大贸易伙伴。“去年，甘肃与大马的清真产品进出口即
大幅增长１８８％，达到４.６亿人民币。”

她透露，甘肃临夏与马来西亚吉兰丹缔结成友好城
市，在经贸往来起到很大推进。

黄漢良赞同表示，马来西亚６５％总人口比例为穆
斯林，与同样以穆斯林人口居多的甘肃省谈起生意，更
显融洽。

然而，吴丽霞补充，大马人民对甘肃这个地区依然
陌生，所以希望更多企业家前去实地考察。她也诚邀出
席者之一的马银行（Maybank）代表——考量到甘肃
省开设伊斯兰金融银行分行。

此外，吴丽霞指出，随着中国从沿海城市，重心将
逐步向西部地区开发。“而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甘肃肯定是必经
之地；新能源则将成为甘肃省努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黄
金段的重要增长极、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转型跨越的
重要支撑点。”

她表示，甘肃省尽管面对各类资源枯竭的问题，但
当局已在加紧实行循环经济模式。

目前，甘肃省风电建成装机６６０万泉瓦，开发建设
总容量１５８０万千瓦；光电建成装机１００万千瓦，开发
建设总容量１１００万千瓦。按照《甘肃省“十二五”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展望到２０１５年底，全省
风电装机将超过１７００万千瓦，光电装机将超过５００
万千瓦。

吴丽霞（左六）赠送纪念品予黄漢良（右六）。左起为黄祯辉、张勇、马吉春、张彬、李素桦律师；右起为黄福强、
吕永福、Lai Ngan Foong、戴炳煌以及包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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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政府侨务办公室代表团访马

马中人民互相理解
患难见真情

中国吉林省政府侨务办公室处长张玉夺率领４人

代表团来马拜访马中总商会，对于长期的马中

友好关系发展满怀信心，并深信不会受到马航MH370

这起突发事故的影响。

张玉夺处长拜会期间，由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

漢良总会长连同副总会长宋兆棠等领导接见。

黄漢良希望，中国网民评论马航事件应以“马中友

好关系”做出发点，向前看，让马中关系更密切，两国人

民更友好。”

黄会长也对MH370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表示关心，

希望各方继续努力搜寻客机下落，对其家属表示同情和

慰问。马中人民是血肉关系。大家应该相互包容，相互

理解，相互支持。“马航事件由于马中文化背景不同，也

产生了一些小误会。”

张处长表示，在听取黄漢良总会长具体且详细的说

明后，使得代表团对MH370事件具有更全面的了解。“

我们会把这些实际的情况传递给中国的领导和亲朋戚

友，让大家能够理解。

此外，张处长也邀请马中总商会组团参加吉林省长

春市拟定于８月２７日至３１日，在长春市举办为期５天

的“吉林省第八届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恳谈及项目对

接会”。

有关对接会主要为进一步实施振兴吉林老工业基

地战略，推进长吉图（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部分区域

和图们江）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推动该省经济创新发

展，加大吸引国外先进技术、高层次人才、资金和项目

的力度，促进吉林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搭建有效的对

外经济合作平台，让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科技力量和

经济力量参与该省份的经济建设。

除了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和人才引进等项目的洽谈

和对接外，还将赴吉林省份部分市州实地考察及洽谈。

同时，吉林省也将组团马中总商会于２０１４年９

月９日在中国厦门举办的第４届马中企业家国际大会

（MCEC 2014）。

会后，马中总商会宴请了吉林省代表团。席间，双

方作了进一步交流。

张玉夺处长（前左二）来马访马中总商会、由黄漢良总会长（前右二）以及宋兆棠副总会长（前右一）接待。前左一为夏宝
文。后排左起为张志聪、于再勇、周可夫、刘国强、吕永福、吕庆华、戴振标、戴炳煌、罗启光、黄岁活以及谢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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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政府代表团访马

望侨领华商开发云南省

云南省政府常务副省长李江4月初率领云南省政府
代表团访问马中总商会，以具体动作，力证马航

客机事故不会影响马中两国关系。
隨团的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文淑琼也说，

云南与大马的旅游业并无受到影响，而且她们这次来马
的其中一段行程，也是乘搭马航班机。

有关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云南国际博览事务局副局
长施明辉、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局长王
朝弟。

邀请大马投资云南
负责接待代表团的马中总商会代表则代表包括总

会长拿督黄黄漢良、永久荣誉会长丹斯里林源德、第一
副总会长陈友信、副总会长刘俊光、拿督林恒毅、陈祈
福，中央理事李素桦及戴振标等。

交流会上，李江邀请大马华商到云南省投资，并
踊跃参加今年6月6日至10日在昆明举行的第二届南博
会。

她透露将组织“大马华商云南行”，让大马华商实
地了解云南的商机。

她说，云南的茶叶、咖啡、香蕉、蔬菜等产品的产量
在中国数一数二，可却没有打响本身品牌，而制造汽车
及冰箱等工业也一片空白。

“因此，若大马的企业人士能够到云南寻求商机合
作，将能掌握该省发展的契机。”

黄漢良：规划更大双边贸易
另一方面，黄漢良说，虽然马航客机事故可能对马

中带来一些影响，尤其是旅游业方面，但因大家都是往
前看，因此马中关系将会继续向前发展。

他说，因国际时局的发展，大马需要中国，中国也
需要大马，两国政治互信并已形成战略伙伴关系，而且
在经贸方面作岀5年的规划，双边贸易额放眼从去年

的1060亿元（约3392亿令吉），增至1600亿美元（约
5120亿令吉）。

黄漢良认为，马中人民友谊将会世世代代传承下
去，因为也是来自云南昆明的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于
600年前5次来到马六甲时便建立起良好关系基础，这
也是一种宝贵的遗产。

文淑琼说，马航MH370事件没有影响到云南来马
旅客的人数。

她说，云南省赴马的旅游行程照常，没有旅行团展
延或取消。

文淑琼是隨云南省政府常务副省长李江率领的代
表团访马大马，並出席马中总商会交流会后受询问时
说，云南省仍重视大马的旅游市场。

文淑琼说，上述事件虽然会对中国人的情绪產生
影响，但相信是暂时性的。

她也提到，这次代表团赴马，也是搭马航的。
李江说，云南省政府目前在探討寻求大马的企业家

在技术层面上提供协助，在多项领域，包括咖啡、橡胶
等进行加工，以把產品推上新的层次。

欢迎企业家到云南考察
李江欢迎本地的企业家，多到云南实地考察，並协

助云南填补相关领域的“空白”。
她说，云南除了每年的昆交会外，目前正在推出南

博会，加强与海外地区的经贸，今年6月將办第二届，南
博会除了有助带动东盟联系外，更有利开拓南亚国家的
经贸新契机。

黄漢良说，大马与云南建立的关系，歷史悠久，
从早期的茶业到最近的旅游发展，充满展示出双边诚
意。

他说，云南目前推出南博会，与南宁博览会扮演相
辅相成角色，有利未来促进经贸活动。

中国云南省政府代表团拜会马中总商会，前排左起为文淑琼、李江、黄漢良、林源德及陈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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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促会威海市委员会访马

马中建交情谊世代传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认为在这个科技发

达的时代，人人都倾向一个合作、和平和宽容的

社会，对於最近发生越南反华的事件，这是因为越南和

中国关係不够友好，因此马中建交的情谊应该世世代代

流传並发扬光大。

黄漢良在接待中国贸促会威海市委员会代表团会

上表示，配合马中建交40週年，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也安

排了到中国访问之旅，这对我国来说，是一件重要且有

意义的事情。

系列活动庆建交40周年
他说，配合马中建交40週年，马中总商会举办了一

系列的活动以作纪念，包括在吉隆坡举行的盛大图片

展，记录着马中领导人在这40年来的记录。在经贸方

面，两国的经贸达到超过千亿的交易，因此马中的经贸

交易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马中总商会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国际性的贸易活

动，今年，我们將跨出海外到中国厦门举办活动。9月8

日將会参与中国投资洽谈会，而9月9日將会有由马中总

商会主办的第4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威海市委员会会长戚黎

明表示，这一次来马的目的是为了和马中总商会建立一

个良好的合作关係，互相给予支持和帮助，並促进威海

和马来西亚的经贸合作。

据他介绍，威海市的经济在过去30年快速发展，目

前跟180个国家有着经贸往来。时至今日，威海市的世

界贸易额已经达到170亿美元。

自实施市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以来，成功使得威海

成为继青岛、烟台之后，全省第三个拥有两个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地级市。

“无论如何，威海市出口到马来西亚的贸易额达到

9000万美元，从马来西亚出口至威海市则达到1.8亿美

元，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戚黎明说，中国和东盟自贸区近10年来的经贸交流

快速发展，过去的10年是中国和东盟辉煌的10年，接下

来的10年將是钻石的十年。

出席接待会者包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威海

市委员会展览部部长张壮开、威海市外商投资服务中心

主任曲明霞、威海市外商投资服务中心部长孔斐、威海

紫光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泥亭、马

中总商会中央理事兼会所管理委员会主席包久星、李

素樺律师事务所律师兼中国法律服务办事处总监黄禎

辉、德利企业公司董事刘振宝、珍燕盏燕窝出口与批发

有限公司董事林锦祥和王保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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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漢良（左六）赠送纪念品予戚黎明（左五）。左起为来自威海市的李泥亭、孔斐、张壮开以及曲明霞；右起为来自马来西亚
的林锦祥、王保顺、刘振宝、张彬、黄祯辉以及包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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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副总会长兼会讯出版委员会
督导郭隆生在接待中国浙江省侨办代表团会议

上表示，他十分欣赏地灵人杰的浙江不断为中国培育出
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

该代表团由浙江省侨办秘人处副处长兼华侨服务
中心负责人吴青率领浙江通志.侨务章编辑夏凤珍和编
辑助理金夏灵子前来。

郭隆生回忆道，其25年前到过的浙江，与今日迅速
发展起来的浙江，有着天渊之别。“我还记得，25年前，
浙江只有一家三星级的香格里拉旅店，而且交通也十分
不方便。”

时至今日，浙江不但经济发达，人均产量领先各
省，其人口也达到约6000万人，相等于马来西亚的两倍
人口。

谈到2014年在巴西举办的世界杯兴起的热潮，郭
隆生指出，中国组虽无缘参与，但世杯期间销售的吉祥
物装饰品和旗帜都由浙江生产，也算是间接参与了世杯
活动。

吴青副 处 长 则 表 示，希
望日后马中总商会 扮 演 起“
桥梁”的关键角色，促进浙江
与马来西亚的各层面交流往
来。“我们（浙江省侨办）可谓
是华侨的娘家，华侨有任何需
要，我们都会想方设法给予协
助。”

谈到即将 在9月9日举办
的《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MCEC 2014），吴青表示，

在 透 过 郭 隆 生 的 详 细 讲 解
后，返国后将会把资料上传下
达。“希望届时能够组成一支
工商业代表团，以便更具实效
地参会。”

同样是《第一届马中企业
家大会》工委会主席的郭隆生
也特别向吴青副处长，对浙江
省辖地 级市温州早年组织了
百人代表团参会的支持，表示
衷心的感谢。

另一方面，吴青副处长来
马后亲身感受到大马华侨与

华裔慈善家为华文教育付出的心血与贡献，感到非常感
人。他希望，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能够继续在马来西亚
保留，甚至发扬光大。

吴青副处长看好，随着中国-东盟成立自由贸易区（
又称东盟10+1），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日益递增。“
这将会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在经贸往来上，相比福建、
海南等中国省份，东盟依然是浙江省薄弱的一环。”

无论如何，吴青副处长补充，浙江省目前在积极进
行调查，以便更进一步涉足东盟市场。

出席接待会的马中总商会代表还包括中央理事兼
青年团团长兼工商事务委员会主席丁扬岗、中央理事兼
交易考察委员会主席李素桦律师、中央理事兼会所管
理委员会主席包久星局绅、中央理事兼会员服务委员会
副主席杨子威硕士、奥士卡国际金融投资顾问集团投资
部商业开发经理张彬、首席执行秘书周美馨以及《马中
经贸》主编兼副执行秘书朱国滨。

浙江省侨办代表团访马

看好东盟经济发展潜能

郭隆生（右四）赠送纪念品与《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宣传册子予吴青（左五）。左起
为金夏灵子、夏凤珍、李素桦和丁扬岗；右起为张彬、杨子威和包久星。

吴青（左五）赠送纪念品予郭隆生（右四）。左起为金夏灵子、李素桦、夏凤珍和丁扬岗；
右起为张彬、杨子威和包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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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马六甲分会

2014年度会员大会
马中建交40周年联欢晚宴

马中总商会马六甲州分会2014年度会员大会，于2014年5月4日，假好
世界酒家举行。
前左起：拿督陈国瑞、拿督刘柏鑫局绅、拿督陈展鹏、拿督陈天场、
拿督林国安局绅、张民生、汪枝民、奚达山局绅、吴德海及蒋伟国。

马中总商会马六甲州分会于2014年5月16日，假马六甲贵都酒店举
办“马中建交40周年联欢晚宴”，各地代表皆出席参与盛会。
马中总商会会长拿督黄漢良（左7）及中国驻马大使馆领事参赞林动（
右6）受邀出席为席上贵宾。右5为马六甲州分会会长拿督陈天场。

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前左3起）、林动参赞，在大会主席拿督陈天场的
陪同下，为“马中建交40周年联欢晚宴”一起主持鸣锣仪式。

会员大会主席拿督陈天场（中）赠送纪念予总会
长拿督黄漢良（左2），筹委会主席拿督林国安局
绅（右1）赠送纪念品予林动参赞（右2）。左1为
拿督陈展鹏。

马六甲州首席部长拿督斯里依德利斯哈伦（左4）
应邀出席盛会，与总会长拿督黄漢良（中）、大会
主席拿督陈天场（右3）等人合照，左1为林万锋州
议员。

庆祝“马中建交40周年”，甲州首席部长拿督斯里
依德利斯哈伦（前左4）、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前右
2起）、筹委会主席拿督林国安局绅、大会主席拿
督陈天场（前左2）与众人一起主持切蛋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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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表五：马来西亚2014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

GDP

总量 2569亿令吉（约折合779亿美元）   

增长率 6.2%

主要经济领域 增长率 较去年同期变化

服务业 6.6% ↑0.5

制造业 6.8% ↑6.4

建筑业 18.9% ↑4.7

农业 2.3% ↓3.9

采矿业 -0.8% ↑0.7

其他经济数据

通 胀 率 3.4%

失 业 率 3.1%

外汇储备 1302亿美元（截至3月31日）

平均汇率 3.27（3月份）

外债总量 2125亿美元（截至3月31日）

占GDP比重 65.2%

内需增长率 7.4%

消费增长率 7.8%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6.3%

贸易

对外贸易 1059.6亿美元 8.3%

出    口 569.8亿美元 10.9%

进    口 489.8亿美元 5.5%

中马双边贸易 147.4亿美元 8.7%

马出口 71.2亿美元 15.3%

马进口 76.2亿美元 3.2%

投资

制造业新批准投资 15.8亿美元

内资 7.1亿美元

外资 8.7亿美元

项目数量 103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贸易发展局以及投资促进局

马来西亚２０１４年第一季度（首三个月）
经济增长报告面面观

文字表一：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按经济部门）

2013年占
GDP份额
（%）

2013年 2014年

第一季度 第四季度 全年 第一季度

增长率（%）

GDP 100 4.2 5.1 4.7 6.2

服务业 55.2 6.1 6.4 5.9 6.6

制造业 24.5 0.4 5.2 3.5 6.8

建筑业 3.8 14.2 9.8 10.9 18.9

农业 7.1 6.2 0.2 2.1 2.3

采矿业 8.1 -1.5 -1.2 0.7 -0.8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

　 2013年 2014年

第一季度 第四季度 全年 第一季度

增长率（%）

GDP 4.2 5.1 4.7 6.2

整体国内需求 7.5 6.7 7.4 7.4

　消费 5.3 6.8 7.0 7.8

　　私人消费 6.4 7.4 7.2 7.1

　　公共消费 0.6 5.2 6.3 11.2

固定资产投资 13.0 6.5 8.5 6.3

　　私人投资 10.0 16.6 13.1 14.1

　　公共投资 18.4 -1.4 2.2 -6.4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

文字表三：前五大出口市场

序号 出口市场 出口额（亿美元） 占总出口比重（%）

1 新加坡 79.5 13.9

2 中国 71.2 12.5

3 日本 67.7 11.9

4 美国 44.5 7.8

5 泰国 30.1 5.3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

文字表四：前五大进口市场

序号 进口市场 进口额（亿美元） 占总进口比重（%）

1 中国 76.2 15.6

2 新加坡 65.3 13.3

3 日本 41.6 8.5

4 美国 38.6 7.9

5 泰国 29.0 5.9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

文字表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按支出计算）

全民看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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