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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号召，马中企业家大会适时为马中双边企业家扮

演了“桥梁”的作用。

	 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主席　林恒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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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马来西亚将从三

方面享有优渥的市场机遇，分别是东盟自由贸易区、五大

经济发展走廊以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和民生工程。

	 马来西亚中国银行执行总裁　王宏伟

经济上，马中双方贸易投资发展迅速，增长良好稳定；政

治上，两国不断增进互信，加强战略沟通，为经济发展创

造了良好条件，有利于两国扩大利益融合，实现共同繁

荣。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　许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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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医疗保健预算占全国总值的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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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在马来西亚扎根至今，华为目前已将南太平洋

地区总部基地设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并且建立了6间

办事处、11间共享中心、1间数据托管中心以及在依斯甘

达经济区设有1间物流中心。

	 华为马来西亚首席执行官　王辉

考虑到资金往亚洲集中、东南亚投资点潜能大，加上亚

洲大量中产阶级形成的综合趋势，全球已经宣告进入“

大东南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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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岸经济特区地理位置优越，涵盖大约40亿总人口和

国内生产总值合共17兆美元的庞大市场，足以成为东盟、

亚太地区及远东的策略性投资平台。无疑是马中企业界

进一步加强区域定位的卓越良机。

	 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局总执行长　杰巴星甘

只要投资一百万人民币，即能参与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

园》计划，同时拥有马来西亚房产及居民身份，实在是物

超所值。

	 欧贝亚Aubella（MM2H）私人有限公司　邝文政

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名人

谈机遇，谈投资，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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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会成功邀请了超过1000名参会者

共襄盛举，其中超过500名马来西亚企

业家特地前往厦门赴会；另外超过500名参会

人士为海外参会者，主要来自中国、新加坡及

东盟地区。

打从2 0 02年首创的《中国东盟- 合 作论

坛》开始，马中总商会捉紧新机遇，从2011年

开始，连续三年，在吉隆坡举办《马中企业家

大会》，广邀来自中国、东盟和马来西亚的商

界领袖、政府官员、学者专家进行深度讨论交

流、开拓更广阔的人脉，为马中经贸的发展与

合作略尽棉力。

沿袭过去三届的成功经验，马中总商会这

次在厦门再创辉煌，更上一层楼，汇聚了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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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中总商会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可以让

中国企业深入了解马来西亚投资环境，扩大双

边贸易，创造互利共赢的格局。

三合一的盛会
《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与《第十八届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皆获得马中两国政

府的认可，两者相辅相成。

投洽会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投资博览会，而

马中企业家大会则是一项以投资课题为主的

国际论坛。

对参会者或参展商而言，亲身参与这场盛

会是一举两得的机会。

投洽会去年共有5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

参会客商55,296人，境外客商15,173人，2014

年的参加人数胜于往年。

马中建交40周年图片展——	
《光辉四十载》

马中双边亮眼的经贸表现，离不开两国40

年来所建立的密切关系。

所谓一图胜千言，马中总商会在大会期间

主办马中建交40周年图片展，让海外人士从中

由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下文简称马中总商会）举办的年度重头戏——《第四届马中企业

家大会》(MCEC 2014)成功于2014年9月9日在中国厦门盛大举行，并圆满落幕。

与此，在马中建交40周年，友谊花开与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之际，马来西亚首次以主宾国

身份参与《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CIFIT)。投洽会期间，马来西亚主宾馆深获

参会者的高度关注与重视。

马中总商会除了在投洽会会场内主办马中企业家大会，亦获得马来西亚政府的授权，一呼百

应地组织了逾500名本地企业前往参展，以实际行动促进两国民间经贸发展与投资合作。

走
出
去 
 
阔
眼
界

引
进
来

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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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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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两国多年来在各个领域的互动与发展点滴。有关

图片展内容丰富，深获中国当地民众与来自全球各地的

参会者青睐及一致好评。

这也是配合马中总商会与新华社携手合作联合出

版的《光辉四十载》图片集而举办的大型图片展。

有关图片展早前已经在马来西亚全国进行巡迴图

片展，让马中总商会各州分会成员与民众都能目睹该图

集的精彩画册內容。图片集分别收录了反映中马两国

40年来的外交关系、经贸往来、军事交流和人民友谊

等领域的珍贵图片300多幅。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

纳吉、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阁下、新华社社长李

从军等分别为该图片集题写贺词。 

总结而言，马中企业家大会、投洽会、加上马中建

交40周年图片展，成功结合成一场丰富的盛饕，马中总

商会热烈感激一起来参与和共同分享的各界人士。

成功促成签约总值5.21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马中企业家大会还成功促成了总

值5.21亿美元（约16.68亿令吉或32.02亿美元）的签约

成果。当中包括了马中8家知名企业的参与。

这一项跨领域，具国际性的签约仪式同时标志着，

马中总商会透过全面发挥民间商会的角色，促进马中经

贸往来，并且向2017年16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约

5000亿令吉）的目标大关更进一步。

此外，《第18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主要在

佔地介於10万至11万平方公尺之间的场地举行，共有

约4千200个标准展位，成功吸引数十万名来自海內外

的商客及当地民众响应，共襄盛举。

马来西亚-福建企业项目对接会顺利举办
另一边厢，大会期间，马中总商会也成功举办了

专题招商对接会以及马来西亚-福建对接会。由马中企

业家对接会主席陈云祥负责的这场对接会赢得热烈回

响，成功促合了马中企业家之间深一层的商业合作商

机。

马来西亚-福建企业项目对接会于9月9日下午在厦

门会展中心5楼多功能厅举行。由福建省商务厅、马中

总商会、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主办。对接会启动

之前，福建省商务厅副厅长陈安生和马来西亚投资发

展局首席执行官拿督阿兹曼马末分别上台致辞。

出席本次对接会的嘉宾极具份量，包括马中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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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华人资深企业家陈凯希、

中化有限公司董事主席拿督杨天培、发林集团丹

斯里拿督斯里林玉唐、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主

席拿督林恒毅、马来西亚自贸区管理运营商—马

来西亚国际（中国）商贸中心董事长夏宝文，中国

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先生等。

会上，许宁宁博士与马来西亚侨界领袖进行

面对面对话，福建和马来西亚有关部门或企业领

导还向大会介绍了双方的投资环境、政策和特色

项目，最后进行了企业项目对接。

本次对接会突出特点表现在：

一，准备充分。为进一步夯实对接成效，由

福建省商务厅亚洲处一方面精心准备会议会务，

诚邀马来西亚企业精英参会，另一方面汇编了福

建省部分重点招商项目，并提前一个月提供给马

来西亚企业，使马来西亚充分了解福建省项目情

况。

二，行业对接。对福建省重点产业项目进行

细分，并按照明晰的产业项目，邀请有投资意向

企业参加大会；马来西亚专门指定了能源、工程

承包业务、旅游等7个行业对接代表，按产业门类

和细分产业两种方式，分组分团与福建省企业对

接，使得对接活动更加流畅。

三，解读政策。福建与马来西亚双方企业家

对了解投资地的政 策均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据

此，吴霏处长通过PPT（幻灯片）向马来西亚企业

家解读福建的投资和“走出去”方面的政策；马

来西亚也安排相关专家对其吸引外资政策和投资

环境进行解读，政策解读为企业家投资福建或者

福建省企业“走出去”有了明确的方向。

四，成效初显。当场即有隆德集团与马来西

亚达成投资初步意向。会后，据了解，福建与马来

西亚双方就双向投资达成了多项初步投资意向，

双方对此次对接会收获的成果皆表示非常满意。 

马中签约 硕果累累
商协会协议书签约方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与中国国际贸易学会01.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与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02.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与中国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03. 

厦门女企业家协会与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女企业家委员会04. 

企业合约/意向书签约方

环绿棕合有限公司与广州中轻进出口公司01. 

海鸥企业有限公司与云南中畅物流有限公司02. 

永顺集团 与上海盈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03. 

China Tea Co. Ltd & Kong Wooi Fong Tea  04. 
Merchants SdnBhd

松江传媒文化集团（马来西亚）与广西桂林闪耀之星媒体集团（中国）05. 

马六甲黄金海岸有限公司与蒙威实业有限公司06. 

沙巴艺术学院与福建省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07. 

Recogine Technology Sdn Bhd &  08. 
Xiamen Unioncore Technolog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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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路

The 18th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Trade, Xiamen (CIFIT) had successfully attracted 

more than 1,000 participants, including the 500 Malaysian 
entrepreneurs, as well as another 500 foreign delegates, 
mainly from China, Singapore and the ASEAN reg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Forum on China-ASEAN 
Cooperation in 2002, MCCC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organize MCEC in Kuala Lumpur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since 2011. It has invited business leade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scholars from China, ASEAN and Malaysia to 
get involve in-depth discussions, as well as to develop a 
bRouteer network, in a move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th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MCCC had brought the MCEC to a higher level, which gathered 
the business leaders and insightful people to share the 
opportunity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ties an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building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together.

Through this event, MCCC hopes the China companies 
would understand better about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Malaysia, hence expand the bilateral trade relationship 
and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The Three in One Grand Meeting
Both the MCEC 2014 as well as the 18th CIFIT, which 

complement each other, had obtained recogni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latter is the world’s largest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while the former is an international forum on investment 
topics.

For the attendees or exhibitors, it is an opportunity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by getting involved in 
this event. Last year, a total of 53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ttracting 55,296 merchants and 15,173 foreign merchant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2014 will be 
more than previous years.

Photo Exhibition Commemorating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Bilateral Tie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40 Years of Glory>>

The splendid performance of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close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was established 40 
years ago. As the saying goes, a picture speaks a thousand 
words. Hence, MCCC organized a photo exhibition to 
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4th Malaysia- 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MCEC 2014), an annual event organized by Malaysia-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MCCC),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9 September 2014, in Xiamen, China, and 
it has come to a fruitful end. In conjunction of the 40th  yea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Malaysia-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celebrating the blossoms of friendship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economy and trade, Malaysia attended the 18th Xiamen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CIFIT) as a guest of honor for the first time. During the fair, Malaysia as Guest Country of Honor had drawn 
the most attention. Besides organizing the MCEC 2014, MCCC was also authorized by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to bring more than 500 local enterprises to attend the fair in Xiamen.

Ventures Abroad, Open Your Eyes
Attract and Evoke,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Fruiful Contract Signing between Malaysia-China
Agreement for Associations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 China Association 01.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 China Chamber of 02. 
Commerce of Import & Export of Foodstuffs, Native produce 
and Animal By- products.

Malaysia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 Bank of China 03. 
(Malaysia) Berhad

Xiamen Municipal association of Women Entrepreneurs & 04. 
Women Entrepreneurs Committee,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Corporat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Global Green Synergy Sdn Bhd & Chinalight (Guangzhou) 01. 
Imp & Exp

Hai-O Enterprise Berhad & Yunnan Zhong Chang Logistics 02. 
Co. Ltd

MYLE SdnBhd & Shanghai YingChuang Construction 03. 
&Decoration Co. Ltd

China Tea Co. Ltd & Kong Wooi Fong Tea Merchants Sdn Bhd04. 

SKT Media & Entertainment Group Sdn Bhd &Guangxi Guilin 05. 
Beautiful Stars Media Group (China)

Goldcoast Malacca Sdn Bhd & Meng Wei Industrial Co Ltd06. 

Sabah Institute of ART (SIA) & Quanzhou Arts & Crafts 07. 
Vocational (QACV) 

Recogine Technology Sdn Bhd & Xiamen Unioncore 08. 
Technolog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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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Malaysia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allowing the foreign 
delegates to learn abo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ies in various fields over the years.

The photo exhibition, which provides rich content, had 
received universal acclaim and it was highly-praised by the 
local people in China.

The large-scale photo exhibition was held to coordinate 
with <40 Years of Glory>, which was jointly-published by 
MCCC and Xinhua News Agency.

These photos had been exhibited in a nationwide tour, 
allowing the members of the MCCC state branch as well as 
the public to appreciate the interesting contents in the photo 
gallery, which collected more than 300 memorable pictures 
that reflected the l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in the past 40 years, be it on diplomatic relations,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bilateral trade, interflow of 
military cultur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people.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Najib Razak, China’s 
ambassador to Malaysia H.E. Huang Huikang, Xinhua News 
Agency president Li Congjun had wrote congratulatory 
message for the photo gallery.

As a conclusion, MCEC 2014,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he photo gallery, had successfully been 
combined as a grand meeting. MCCC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gratitude and sincerest thanks to all the participants 
from various fields.

Successfully facilitated contract  
signing worth US$521 million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MCEC 2014 had also 
successfully facilitated contract signing worth US$521 
million (RM1.668 billion or RMB3.202 billion), including eight 
well-known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Malaysia.

This cross border signing ceremony also mark a 
significant step on hitting the target to achieve bilateral 
trade value worth US$160 billion (RM500 billion) by 2017, as 
well as to enhance the role of MCCC to strength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Interestingly, the 18th CIFIT was held at an event venue 
spanning over 100,000 to 110,000 square meters, with some 
4,200 standard exhibition booths, and had successfully 
attracted hundred thousands of merchants from local and 
overseas. It also received overwhelming response from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this event.

Achieving Great Deals: Malaysia-Fujian 
Enterprises Business Matching

Meanwhile, during the conference, MCCC had also 
successfully organized business matching session for the 
enterprises from Malaysia and Fujian. The business making 
session, which was initiated by its chairman Raymond Chin, 
had received positive response and successfully deepened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the entrepreneurs from 
Malaysia and China. The Malaysia-Fujian enterprises 
business matching session was held in the multi-function 
hall at the fifth floor of Xiamen Convention Centre, in the 
evening of 9th September this year. It was co-organized 

by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 Fujian Province, MCCC, 
Fujian Feder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Entrepreneurs. Before 
the business matching session begin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 Fujian Province deputy general 陈安生 and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MIDA)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Dato’ Azman Mahmud delivered their 
speeches.

MCCC president Dato’ Bong Hon Liong, well-known 
Chinese businessman Mr. Tan Kai Hee, Chung Chemicals 
Sdn Bhd chairman Datuk Yong Ah Pwi, Farlim Group (M) Bhd 
chief executive Tan Sri Dato’ Seri Lim Gait Tong, 4th MCEC 
organizing chairman Dato’ Lim Heng Ee, SM International 
Wholesale (China) Centre chairman Xia Baowen and China-
ASEAN Business Council executive secretary general Xu 
Ningning also attended the event.

During the meeting, Xu had a face to face conversation 
with the Malaysian Chinese business leaders, while the 
enterprises leaders from Fujian and Malaysia also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s, 
policies and special projects in their respective place, before 
they proceed to the project business matching session 
session.

The key takeaways of this session are:
1) Well-prepared.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business 
matching session,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 Fujian 
Province’s Asian Office was well-prepared for the meeting 
and had successfully invited the Malaysian corporate 
leaders to attend the event. Meanwhile, they also itemized 
the major projects in Fujian Province, and had provided 
the list to Malaysian enterprises a month earlier, allowing 
the Malaysian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latest status of these 
projects in Fujian.
2) Business sectors business matching session. Subdivided 
the major property projects in Fujian, and then invited the 
investors to attend the meeting accordingly. Malaysia had 
sent representatives from energy division, subcontracting, 
tourism and seven other business sectors,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Fujian enterprises accordingly, hence allowing the 
programs of event to run smoothly. 
3) Interpret the policies. Entrepreneurs from Fujian 
and Malaysia are interested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policies on each other’s side. Therefore, through 
PPT (PowerPoint Templates), 吴霏处长 explained to the 
Malaysian entrepreneurs on the “Go Out” policy and 
investment outlook in Fujian. At the same time, Malaysia 
had also arranged the relevant professionals to talk about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policies that would attract 
foreign capital. The interpretation on policies had given a 
clearer direction for the Malaysian entrepreneurs who wish 
to invest in Fujian as well as the Fujian enterprises that wish 
to “Go Out”. 
4) Has bear fruits. During the meeting, the Fujian-based 
Long De Group and Malaysia had on the spot reached an 
initial agreement on making investments. After the meeting, 
it was learnt that Fujian and Malaysian had mutually reached 
many other initi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Both sides had 
expressed their satisfaction on the outcome of the business 
matching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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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马中两国的双 边贸易额首次突破

1000亿美元（约3200亿令吉）大关，达到

1060亿美元（约3392亿令吉），使大马成为中

国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和韩国的第3大贸易伙

伴。

“在 这良 好的发展趋势下，两国以务实

而进取 态度，坚持合 作共赢的原则，签署了

《2013年至2017年马来西亚─中国政府经贸

合作5年规划》，积极鼓励和支持双向投资，努

力实现201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600亿美元的

目标。

自大马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就任以来，对马

中两国的友好关系特别重视，亲身关注并促成

多项突破性的马中双边合作，使马中关系迎来

新的高峰。

“两国不仅合作建设标志性的两国双园

计划（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和中马钦州产业园

区），在学术教育合作更创下划时代标记，厦

门大学作为第一所到海外设立分校的中国重

点大学，在两国最高领导层的支持和鼓励下，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校区已启动建设。

“在很短时间内，厦门大学将巍然矗立在

马来西亚的国土上，成为马中友好合作的另一

项标志性项目。”

冀大马企业界投入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我们相信，随着厦门大学马来西亚校区的

设立，将能更加直接有效、经年永续地加强两

国的深度交流与谅解，特别是提升福建与马来

西亚全方位的合作。

而且，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福建

省，已紧锣密鼓推进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的建

设。

“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企业界，能凭借着过

去对福建省经济建设的参与、及现有良好的发

展基础，积极投入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为中国─东协合作共同体的兴盛繁荣，贡献力

量。”

马中总商会在过去20年间，对于马中经贸

关系的推动不遗余力，从2011年开始举办马中

企业家大会更深获好评，对促进马中经贸的交

流和合作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和贡献。

马来西亚首相对华特使丹斯里黄家定指出，马中两国定下目标在2017年实现1600亿美元（约

5120亿令吉）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他相信在两国政府原有坚实合作基础，以及大力推动和扶

助下，可完成目标。

马
来
西
亚
首
相
对
华
特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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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3,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urpassed the USD$100 billion (about RM320 billion) 

mark, reaching USD$106 billion (about RM339.2 billion), and 

thus making Malaysia the thir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China, after Japan and South Korea. 

“Leveraging on this favorable development trend, 

the two countries, by taking a pragmatic and progressive 

approach while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win-win 

cooperation, have signed the “Five-Year Program fo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2013-2017),”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bilateral 

investment activities, in attempts to achieve the 2017 

bilateral trade target of USD$160 billion.

Since assuming office as the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Najib Razak has been plac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and had 

also given personal attention and effort in leading a number 

of groundbreaking bilat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ushering the China-Malaysia relationship to a new 

peak. 

“On top of jointly established the iconic 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MCKIP) and Qinzhou Industrial Park 

(QIP), the two countries are also making a landmark academic 

cooperation, as the Xiamen University of China will become 

the first Chinese university to set up overseas campus in a 

foreign country. With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from the 

top leadership of the two countries, construction of Xiamen 

University’s new campus in Malaysia has begun.

“Soon, Xiamen University will have a campus standing 

proudly on Malaysian soil, marking another landmark 

project of bilateral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hope that Malaysian companies can  
involv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We believe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Xiamen 

University’s campus in Malaysia will have a more direct,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effect on strengthening and 

deepening the bilateral exchanges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enhancing a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between Malaysia and Fujian.

Moreover, as starting poin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Fujian Province has been in full swing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raits Blue Economic Experimental 

Zone.

“We hope the Malaysian business community, by virtue 

of their past participation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ujian Province plus existing favorable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can actively involv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sperity 

of China-ASEAN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For the past 20 years,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has been fully committed and dedicated in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and has undertaken a lot of practical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s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including organizing the widely acclaimed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since 2011.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s Special Envoy to China, Tan Sri Ong Ka Ting pointed out that Malaysia and 

China have set a target to achieve USD$160 billion (about RM512 billion) in bilateral trade by 2017, 

and he believed this target is achievable based on the solid cooperative foundation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couple with their vigorous support and promotion.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s Special Envoy to China: 

Malaysia-China bilateral trade 
to exceed RM512 billion by 2017

扬帆起航赴神州  共建海上丝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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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的跨国会议

今年马中总商会籍马中两国建立40周年纪

念之际，首次组织扬帆起航赴神州，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路。

我们响应习近平主席重新建设21世纪海上

丝绸路之概念和远大理想，从新再建中国-东盟

国家的海上丝绸经济带。我们也是为促进和落实

我国首相纳吉今年5月31日访华和中国李克强总

理签定的联合公报。公报中的32项指标和建议

都是有独特功能的，华裔同胞责无旁贷要促成和

落实这项有利于两国人民福祉的战略决策。

马中总商会，大马人的商会
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民间商会。马中

总商会是个大马人的商会。我们秉承发扬和促进

马中经贸发展，当年主办高层次的国际性马中企

业家大会。今年更跨出国门到中国厦门举办和承

蒙我国政府和中国厦门当局的支持与合作，使大

会顺利进行，我们深表感谢。

马中相互投资发展顺利
中国的崛起和经济转型吸引了大批马商到中

国投资创业。过去两国互相投资的比率是6对1。

可是随着中国“走出去”政策的鼓励和马来西亚

的经济转型和亲商政策，近来有更多的中国企业

来马投资。据统计，马来西亚今年就有几十亿美

金来自中国的投资。

马来西亚是投资热土
作为亚洲的缩影，马来西亚得天独厚，没有

地震、风灾或海啸，人民懂得多种国际语文，教

育普及人才济济。2014年在世界银行的全球营

商环境报告里，马来西亚排行第6位，在最近发

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排在第12位。

2 014 年大马半年的出口量达到3 8 01亿令

吉，进口量达到3355亿令吉，总贸易额大7156亿

令吉。

我们放眼2 0 2 0年国民收入达到1万5千美

元，成为高收入国家之一。

中国的崛起有利于马来西亚
诚如我国首相纳吉所说，中国的发展不会威

胁到我们，反而有利于大马和中国的合作共赢。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5年后将成为

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有很大的经济力量。中国

的广大市场是大马进华的好机会。

中国人民在现任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正

朝向两个目标而奋斗，中国梦也是世界梦，和大

马梦是相通的。当中国2021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主义国家时，世界肯定换上新面貌。

21世纪海上丝绸路构建	
和谐中国-东盟新区域

1406年伟大航海家，中国的和平使者郑和

开辟的海上丝绸路今天在中国习近平主席指引

下，换上新装，重现构建互惠平等双赢的新海上

丝绸经济带。有利于周边国家经贸发展在中国-

东盟“钻石的十年”中，发挥光辉作用。

中国-东盟的海港、铁路、航空、经贸、文化

教育的互联互通，人民的友好往来，创造了一个

共同的繁荣世界，缔造了和谐的共同社会是人类

进步事业的里程碑。愿这伟大的理想如期实现！

让我们共同努力落实我们的“马中总商会99

厦门共识”！

谢谢大家！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

良创新并前卫地提出了“中

国梦”与“大马梦”相通的理念，马、

中之间不但有 望永续地实现互惠共

赢，彼此间的投资步伐将一如既往地

顺利挺进。他十分看好，中国的崛起从

各方面都有利于全球与马来西亚，重

构21世纪海上丝绸路构建和谐中国-

东盟新区域指日可待。 ”

黄
漢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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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national Historic Meeting

This year, in conjunction of 40th anniversary of Malaysia-
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hip,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sails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and buil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ute.

We are echoing the ambition of re-building the 
President Xi Jin Ping Maritime Silk Route of the 21st Century, 
re-building China-ASEAN maritime economic zone.  We 
are also responding to th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s visit to China this year at 
May 31 and signed a joint announcement with Premier Li 
KeQiang. Bulletin of 32 indicators and suggestions are 
unique, strategic decision in favour of the well-being of the 
two countries, Chinese people have all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promote and execute this strategic decision.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a Truly Malaysian Chamber

A multiracial, multi-cultural folk Chamber of 
Commerce.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is a 
Malay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We are upholding to 
develop and promote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laysia and China, this year we organised a high level 
international Malaysia-China Business Conference.  This 
year we go abRoute to China Xiamen to organise the 
conference, courtesy of our government and the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 Xiamen, for 
the Business Conference to proceed smoothly, we deeply 
appreciate it. 

Malaysia-China Developing Smoothly in 
Mutual Investment 

The rise of China and Economy transformation 
attracted large number of Malaysian Investor to venture 
China market. In the past the ratio of mutual investment 
between the two is 6:1. However as China ‘go out’ policy to 
encourage, and Malaysia’s economy transformation and 
pro-business policies, recently there are more Chinese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Malaysia. According to statistic, 
there are billions of dollars in Malaysia this year coming in 
from China investors.

Malaysia is a Hot Spot for Investment  
As a microcosm of Asia, Malaysia is blessed with no 

earthquake, hurricane or tsunami, people have learned 

international languages, education is popularize and talents 
are everywhere. In year 2014 World Bank’s Global Business 
Operations report, Malaysia ranked number 6, in the recent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ranked number 12.

Malaysia’s exports in 2014 have reached RM380.1 
billion in six months, RM335.5 billion for imports, total trade 
amount as much as RM715.6 billion.

We aim to achieve 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 of 
US$15,000 by 2020, becoming one of the high-income 
countries.

Rise of China Beneficial to Malaysia  
As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said, China’s development 

is not a treat to us, but beneficial and win-win cooperation in 
Malaysia and China. China is world number second largest 
economy, but after five years it will become world largest 
economy, it has a great economy power. China vast market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Malaysia to venture into China 
marke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urrent Chinese government, 
Chinese people is unite positively moving towards two 
objectives, China dream is the World’s dream, and the 
dream is the same in Malaysia. When in 2012 China realise a 
well-off Chinese sociali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ill certainly 
put a new fac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ute to  
Build a Harmonious China- ASEAN New Zone

In Year 1406, China ambassador of peace Zheng He, 
and also a great navigator opened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today under the guidance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estructure and build a mutual equality new maritime silk 
economy zone. Glorious role to play in order to benefits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and trade in China-ASEAN ‘Ten 
Years Diamonds’.

China-ASEAN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the harbour 
and interconnected railway, aviation, trade, culture and 
education, people, create a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world;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common social harmony is 
the milestone of mankind progress. 

May this great idea to fruition!
Let us work hand in hand to implement our <Malaysia-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Xiamen 99 
Consensus>!

Thanks you all. 

President of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Dato Bong Hon Liong suggested innovative and 
forward-looking mutual idea of ‘China Dream’ and ‘Malaysian Dream’, Malaysia and China not only 
expected to achieve mutual and sustainable benefits , the pace of investment in each other will continue 
to success. He is very optimistic about China’s rise on all aspects are beneficial to the globe and to 
Malaysia,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armonious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ute between China-ASEA 
is within reach. 

President of MCCC: 
Inter-linkage between Malaysia-China 
Dreams, Realizing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ute to Build a  
Harmonious China- ASEAN New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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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2002年中国-东盟国际论坛大会以及

从2011年至2013年连续3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的成功经验，我十分有幸在我会各领导寄予

的厚望下，再次接下2014年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

会筹委会主席的棒子。

早 在2 012年举办的第二届马中企业家大

会，我就在幸运之神的眷顾下，受委担任了大会

的筹委会主席。

承蒙会长与各中央理事给予的厚望，当初

刚接手这个重任，的确感受到不少的压力。不

过，在会长的用心指导，全体理事的分工合作与

秘书处的紧密配合下，第二届大会圆满落幕。

趁着越来越多有意迈向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响

应“走出去”的号召，马中企业家大会适时为马中

双边企业家，提供了“桥梁”的作用。

借着本届大会，我们衷心希望帮助各位参与

其中的企业家做成生意，找到理想中的市场、合

作伙伴或商业对接对象。

对于马来西亚企业家，当我们把国内的各项

热门行业与投资环境“带出去”神州（中国）宣

传，也势必惠及国内无数的行业人士。

总括来说，本届大会的“扬帆起航赴神州，

共建海上丝绸路”主题寓意着筹委会将驱动我会

和马来西亚这艘“大船”，远赴神州中国办马中企

业家大会，并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理念贡献

一份绵力。

最后，我很有信心，在马中两国官方机构鼎

力配合、两地企业家共襄盛举，加上我会全

体上下众志成城而注入源源不断的“

正能量”扶持下，第四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将不负使命，再创辉煌巅峰，

缔造双赢胜局。

林
恒
毅

“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主席拿督林恒毅相信，连续第四届举办的马中企业

家大会，经已成为我会与全国及区域极为关注的重点活动，也受到马中官方机构和

工商界的全程瞩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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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in 2012, I was most fortunate to be appointed as 

the Organizing Chairman of the Second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I must confess that, initially, I felt the pressure of such 

an important portfolio, what with the high expectations 

from the President and National Council members of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However, thanks 

to the President’s able leadership and meticulous guidance 

combined with exemplary teamwork from the Committee 

and the Secretariat, the second conference ended 

satisfactorily.

I believe that the organizing of the Fourth Malaysia-

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is already considered one 

of the important activities of our Chamber and is getting 

attention from the two countries’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communities.

In tandem with Chinese businesses’ growing interest 

to go global, this conference is timely as it provides a 

‘bridge’ linking Malaysian and Chinese entrepreneurs.

We sincerely hope that through this conference 

(MCEC 2014),all participants will be able to identify 

their markets, meet suitable strategic business 

partners as well as close deals.

When we present our various popular businesses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o our China counterparts, 

our Malaysian entrepreneurs will not be left out; they too 

will enjoy the benefits.

Overall,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conference, “Business 

Flourishes with Maritime Silk Route” suggests that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will lead this “Big Ocean Liner” 

towards China, carrying with it the dreams of the Chamber 

and Malaysia, and there in China we will host a successful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and play a role in 

paving the way for future trade collabor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conclusion, I am confident that with solid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s of Malaysia and China, coopera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s of the two countries plus the infinite 

‘positive energy’ generated by our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Fourth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will 

fulfill its mission, reach yet another summit of glorious 

success and create a win-win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s of the two countries.

Following the successful organizing of the China-ASEAN Cooperation Forum in 2002 and the Malaysia-
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from 2011 to 2013, I am extremely honored 
to have been nominated once again for the position of Organizing Chairman of the Fourth Malaysia-
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this year.

Organizing Chairperson of MCEC 2014: 

China Entrepreneurs Go Global, 
Investing Malaysia Diversifie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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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海上丝绸之路，从何出发？

福建泉州曾经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

源地。而作为航海家郑和当年开启从中

国下西洋的起点的福建省琅岐岛，极有机会脱颖

而出成为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点。

在过去，琅岐岛还是全球海上文明的摇篮。

因此福建省和琅岐岛可望成为新海上丝绸之路

的起点，并且充满潜能。反观马来西亚和马六甲

州属，作为最受市场欢迎的服务业外包地点，

势成全新的关键交汇处，发展起来同样满布商

机。

新海上丝绸之路同样从中国出发，驶向南

洋。航线向左，将能登陆40多个非洲沿海国家，

从而与这些国家的新经济组织体建立起新经济

合作。航线往右，即能驶往欧洲南部与西部。在

这里，可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中心点，沿着海

上丝绸之路将会孕育出全新气息的文化、经济

和新时代。

二，新海上丝绸之路，	
	 迅速崛起中的全球庞大纽带

回顾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特定城市、特

定地区以及特定国家。崛起中的海上丝绸之路

将塑造出全新的跨国经济增长纽带，以及一道

横跨城市、国家和区域的超级走廊。

这个趋势将为占据全球3份2比例的40亿人

口带来财富效益。还会创造出规模冠绝全球的

经济生产总值增长，最大贸易额以及最大消费

量的纪录。同时，还能创造出世界最大就业机会

量以及最大旅游输出量。

三，新海上丝绸之路，	
	 全新且庞大的“世界工厂”

海洋，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点。沿着海

岸线建立起的核心的港口、海湾、海港和港口城

市，海上丝绸之路将持续推动中国与东盟、非洲

和欧洲国家进行大规模生产、装配、运输和贸易

活动。

海上丝绸之 路涵盖 近乎全 世界的经 济 范

围，趁势成为新的“世界海事工厂”。其意义和

贡献不容低估，价值和市场前景更是不可估量。

四，新海上丝绸之路，	
	 需要正确的运作正轨

海上丝绸之路不失为新兴的全球海运经济

共同体。过程中将需要国家之间建立起友好合

作的和谐关系。同时，需要有关单位为建设经济

共同体贡献出集体的努力。此外，还需要为企业

共同努力谋求共同利益。

五，总结，新海上丝绸之路，	
	 正是一把金钥匙

只要懂得力争创新与革新，这家企业可望

成为“领头羊”。只要懂得力争壮大，这家企业

可望成为“隐形冠军”。只要懂得力求遇强 越

强，这家企业可望晋入全球５００强企业之内。

对于你我来说，全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将会

是人生中千载难逢的黄金机会！

陈
清
福
高
级
经
济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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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shall be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new Maritime Silk Route? 

Quanzhou, Fujian was the origin of the old maritime silk 

route. Langqi Island, Fujian Province, the place where 

Cheng Ho started his expeditionary voyages to the west 

from China was qualified with a competitive opportunity to 

be select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new Maritime Silk 

Route.

Langqi Island in Fujian was once one the cradles of the 

world’s maritime civilization. Therefore Fujian Province and 

its Langqi Island could probably be the new starting point 

for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and there is a great potential for 

their development. Malaysia and one of its states Melaka, 

the world’s most sought after outsource places for services 

are possible new pivotal junctions, and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in their development too. 

The new Maritime Silk Route heads towards the west 

from China. Stretching toward its left are the forty coastal 

countries of Africa, and new economic collaborations with 

new economic organizations shall be birthed within these 

countries. Stretching toward its right are places where south 

Europe and West Europe located. It is a place of cultural 

mixtur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there will be a 

new culture, economy and era produced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Maritime Silk Route is the emerging largest  
and fastest growing economic swathe in the world

In the past,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y relies mainly 

on a specific city, a specific region and a specific country. 

But the emerging Maritime Silk Route shall produce a 

multinational new economic growth swathe and a super-

corridor overcrossing cities, countries and regions. It shall 

bring profits to four billion people which contributes to 

2/3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It shall create also the world’s 

largest GDP growth. It shall provide the largest trade volume 

and create the largest consumption volume in the world. It 

shall create the world’s largest job opportunities and it shall 

produce the largest tourism output. 

Three main changes and commercial patterns of 

Maritime Silk Route 

Martime Silk Route is the world’s new  
and largest ‘global factory”

Oceans shall be the pivo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With the ports, bays, harbours and portcities along the 

coastal line as its core,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shall enable 

China to proceed with its big establishments, productions, 

assemblies, logistics and trades with the ASEAN, Afric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It involves almost globally in its 

economic scope and thus becomes the new global ‘world 

maritime factory’. Its significance and contribution are not 

to be underestimated and its value and market prospect are 

immeasurable. 

Maritime Silk Route requires a proper running.
Maritime Silk Route is a new emerging global maritime 

economic community.  It needs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 friendly cooperation among the cooperative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collective efforts contributed by the associations 

in building the economic community. It needs also for 

the businesses to work together seeking their common 

interests.  

Conclusion 
Maritime Silk Route is a golden key. 

Whoever strives to be innovative and revolutionary 

shall be the leading army; whoever strives to grow larger 

shall be the invisible champion; whoever strives to be 

stronger shall be the world’s 500 strong countries.  

New Maritime Silk Route is the once a lifetime 

opportunity as well as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you and 

me!

Conference Thematical Speaker, Prof. Chen Qingfu 

Maritime Silk Route, 
a Golden Key

扬帆起航赴神州  共建海上丝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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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东南亚区域市场的中心点马来西亚政府所鼓励的

制造业产业主要划分

为高科技、中间产品、资源类、

电子电器以及机械与设备。随

着服务业迅速发展，政府还鼓

励国内外企业往整合 物流服

务、房地产开发、医疗服务、区

域性设办、商业与专业服务、

信息通讯服务、分销贸易以及

教育培训的服务型产业开拓商

机。

根据马来西亚与其它经济

体签署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我国还享有“零关税”进入区

域市场的便利，成为外资的最

佳“跳板”。

阿兹曼马末表示，马来西

亚已经超过金砖国家，名列最

受欢迎新兴市场目的国的前

茅。“总结而言，马来西亚的魅

力莫过于不但保持着经济竞争

力和易于从商的创业环境，当

局还懂得保护投资者。”

马来西亚12项主要经济领域，值得海内外投资者关注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马来西亚政府一贯秉持着自由开放的亲商政策。我们开放产业所有权，允许外资可独

资拥有制造业和部份服务业企业。对于企业应得的资金股息红利等的汇回，没有任何

限制。此外，我们丰厚的优惠政策包括对于具备新兴地位的产业给予5至10年所得税减免70%至

100%、5至10年合格资本开销减免60%至100%的投资税。还有，原材料或零部件进口免税、机械

设备进口税或销售税豁免等等。 ”

缅甸

寮国

菲律宾

泰国

柬埔寨

越南

马来西亚	

汶莱

新加坡

印尼

封面专题
扬帆起航赴神州  共建海上丝绸路

22 2015/01-03

C o v e r  s t o r y



为
何
投
资
雪
兰
莪
州 


总
裁
哈
山
阿
新
哈
里

马
来
西
亚
雪
兰
莪
州
政
府
投
资
中
心

事实上，雪州汽车工业发展蓬

勃，交通运输设备领域的每

年平均直接投资金额达8亿美元。

雪州2 013 年 航 空客流 量 达 到

4930万。海运方面，雪州集装箱吞

吐 量取得103 0万集装箱计算 单位

(TEUs)，船运量则有1万6703艘。

哈山阿新哈里指出，从1987年

至2014年5月，雪州的累积直接投资

总金额敬意达到1669亿令吉（508亿

美元）。当中，外国直接投资额(FDI)

收获806亿令吉（约245亿美元），国

内直接投资额(DDI)取得863亿令吉

（约263亿美元）。这显示出，外资

对雪州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举足轻

重，且不断扩展中。

数 据显 示，雪州2 014 年1月至

5月份的外国直接投资额经已达到

19.9亿令吉，而中国资金部份即占了

6180万令吉，并创造了343项工作岗

位。回顾2013年，中资在雪州投资额

高达2.28亿令吉。

“我们有信心，雪兰莪州的投资

魅力将会让感兴趣而来的投资者满

载而归。”

朱拉工業中心 (Zurah Industrial Park)
哥打布蒂里工业园 (Kota Puteri Industrial Park)
柏南再也工业园 (Bernam Jaya Industrial Park)
雪兰莪科学园2 (Selangor Science Park 2)
全球工业园 (Worldwide Industrial Park)
英达岛清真工业园 (Pulau Indah Industrial Park)
雪兰莪清真中心 (Selangor Halal Hub)
PNSB-UMW工业园 (PNSB-UMW Industrial Park)
万津Mahkota工业园 (Bandar Mahkota Banting Industrial Park)
丹绒工业园 (Tanjung Industrial Park)
巴生港自由贸易区 (Port Klang Free Zone)
苏丹苏莱曼镇 (Bandar Sultan Suleiman)
万挠食品工业园 (Rawang Food Industrial Park)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政府投资中心

雪兰莪州政府投资中心欢迎投资者进驻各大工业园区

“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些背景与数据。雪兰莪州的首都坐落在莎亚南(Shah Alam)，地理上 

邻近吉隆坡商业中心及行政首都布城(Putrajaya)。雪州人口超过560万人，都市化程度

91.4%。成人识字率达95.1%，且人民深受良好教育和通晓多语言，每年培育出1万名知识型工作

者。雪州的经济生产毛额达到1762亿令吉（约537亿美元）。重点是，雪州对全国经济贡献超过

23.5%，贡献匪浅。 ”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

Expressway
高速公路

Federal Road
联邦公路

Airport
机场

Port
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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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把高效计划集中

在一个综合发展区内。这个发展区位于东

海岸经济特区的核心地带，即从登嘉楼(Tereng-

ganu)的科底(Kertih)延伸到彭亨州北根(Pekan)

的一块25公里x140公里的地段。享受着蕴藏量丰

富的天然资源。根据马来西亚与其它经济体签署

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我国还享有“零关税”进入

区域市场的便利，成为外资的最佳“跳板”。

东海岸经济特区特别经济区的成立，主要为

提升东海岸经济特区的产业和经济活动的催化

剂，以达成该区域的发展目标。

谈到马、中合作推进的“两国双园”大蓝图，

杰巴星甘指出，座落在东海岸经济特区的马中关

丹产业园经已投入了第一项投资项目。那就是，由

广西北部湾联合钢铁投资限公司投资设厂，并由

其马来西亚独资子公司，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

司发展与营运的现代化综合钢铁厂，以供生产高

端碳钢和H型钢材。“这间现代化综合钢铁厂耗

资42亿令吉投资额、估计每年总生产量为350万

吨。”

另外，位于东海岸经济特区的关丹港，目前正

在改造成一个水深18米的深水港口，竣工后可满

足超过20万载重吨的船舰川行无阻。“该港口建

成后，从关丹港运送至钦州港的行程预计只需3

至4日；运往中国其它港口，也只需要4至8日的时

间。”

“凭借着先天与后天的优势，我们深信，一旦

投资者亲自前来发掘东海岸经济特区，定必会发

现这里将会是一个投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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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丹深水港口将“拉近”
东海岸与中国的联系

照片来源：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局

马中关丹产业园概念规划图

“展望2020年，马来西亚东海岸总人

口预料达到5百万，当中2百万投入到

劳动市场。到那时候，我国经济增长将预估

实现7.2%，人均生产总值1.5万令吉。 ”

扬帆起航赴神州  共建海上丝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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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 中国银行最早于1939年即在槟城设立了分

行，随后又分别在吉隆坡、芙蓉、怡保和

峇都峇辖等地设立了分行。由于1958年马来西亚

当地法令禁止外国政府控制的银行在本地营业，

上述分行于1959年停业。

随着中马两国经济贸易交流的不断发展，在

两国政府的共同关心下，中国银行在于2001年2

月23日在吉隆坡设立全资子公司— —马来西亚

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正式在马复业。

截至目前，马中行已在吉隆坡、巴生、新山、

麻坡、槟城、蒲种、古晋设立了7家分行，在吉隆

坡和古晋设立了2家中国签证中心，总机构达到

9家，现有员工接近300名，其中280名为本地雇

员。

此外，马来西亚于2009年率先与人民银行

签署900亿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2年

双方进一步将互换规模扩大为18 0 0亿元人民

币。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于2013年11月在北京正

式设立代表处，成为该行在纽约、伦敦之后的第

三家也是亚洲地区设立的第一家代表处。  

随着马国家银行已将人民币列为外汇储备

货币，马来西亚已成为第十大人民币离岸市场（

不含港澳台）。

无论如何，王宏伟指出，马来西亚中国银行

致力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最可信赖的中资银

行、中资企业和个人在马经商的最佳合作银行，

以及马来西亚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的首选合作

银行。

“我们马来西亚中国银行的愿景是，担当社

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

中国银行跟随华人开发南洋的脚步来

到马来西亚，植根当地，成为了华人华

侨与祖国联系的重要桥梁。

马来西亚中国银行人民币清算量

2011至2014年上半年走势

马来西亚华人中福建裔的侨民数量非常众多，30、40年代的中国银行主要经营侨汇业务，
下列的图片就是当年中国银行为闽马两地华侨开出的汇票。

1939年9月由南安寄至怡保（Ipoh）的回批，由福建中行经营，使用印有中国
银行字样的信纸。

槟城寄福建同安马巷
侨批，寄英银柒元。

资料/ 文献来源：马来西亚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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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华为今后的长期革新投资计划，将持续

把营收的至少10％比例投入到研发阶段，

从而提高竞争力，同时带动领域和推进技术。

王辉指出，过去十年，华为的研发投资额累

积达249亿美元（约1510亿人民币）。“华为可说

是拥有最多专利授权纪录的中国企业，专利持有

量名列美国前50名之内，及欧洲首15名之内。”

另外，华为所打造的全球价值产业链有助科

技创新技术在全球间流动，培养和保留人才的地

方国家，并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机会。

从20 01年开始，华为马来西亚在吉隆坡立

足。20 02年至20 07年，华为马来西亚与马电讯

(Telekom)、天地通(Celcom)等业者建立合作，

当时候年收入还不足1亿美元。2008年起，华为

与全马电信运营商建立起合作关系。

20 09年，华为成功获颁高速宽频(HSBB)工

程，正式成为马电讯策略伙伴。稍后2010至2011

年，华为为明讯公司(Maxis)建立3G与4G网络，

为后者的1500万名客户提供移动服务。

踏入2012年，华为崛起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

移动解决方案供应商，并在布城开设全球培训中

心。

2013年华为马来西亚更上一层楼，在企业与

个人消费者的业务上，实现了100%的飞跃性增

长。

今天，华为已晋身成为一家世界级企业。放

眼全球，华为的ICT解决方案技术领先全

球，且名列世界企业500强内。论市值，华为

去年营业额收395亿美元，支持着全球50家

运营商的其中47家，从而为华为贡献了77%

营收来源。目前，华为在全球170个国家共有

15万名员工规模，研发部门雇有7万技术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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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4日，在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证下，华为与
国库控股(Khazanah)交换合作协议。该协议主
要声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经
济特区努沙再也(Nusajaya)投资建立世界领先的
华为区域数据托管和物流中心。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推介华为马来西亚的全球资
讯工艺培训中心，推动国家迈向创新、数码与知
识型经济。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我们欢迎华为在马来西亚
的发展。随着马来西亚华为公司获授“授权经济
营运商”(AEO)，传递着马来西亚政府将给予大
力扶持的强力信号。我们希望，这将有助加强华
为在马来西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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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佳扬透露，马来西亚现阶段热门的医疗

选项为心脏科、不孕不育科、骨科、纤

体美容和康复疗养。

所谓医疗旅游，简单来说，就是旅游加健

身、康复、看病的一种新兴旅游。既在接受医疗

的过程中，享受着旅游的闲逸，科学证实对病情

的康复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

“在马来西亚接受疗程，我们就能提供到

多元的医疗旅游配套服务，如高尔夫体验、美牙

旅游、蜜月旅游和医美观光。”

全球对医疗保健的意识不断提升，医疗旅

游业更是蔚然成风。数据显示，马来西亚迎来的

医疗旅游游客人数，从2010年的39.3万人，大

幅上升至2013年的77万人，即可见一斑。

目前，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不但在国外

设立办事处及设立医疗旅游关怀热线，还在迎

接游客的最前线— —吉隆坡国际机场抵达厅，

专设医疗旅游柜台。

罗佳扬指出，马来西亚医疗系统条理分明、

清晰地划分出3层次转诊体系，更好地保障病患

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疗。

而且，，马来西亚全国拥有146间公共医院

和24 6私营医院、医生与病人比例平 衡在1比

633。医疗诊所的覆盖率为每5公里一家诊所，

全国拥有8487诊所。国内的私营医院亦于80年

代起迅速增长。是以，我国人均寿命大约为男性

72岁，女性为77岁。

优
质
医
疗
 
让
您
安
心

无微不至：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在迎接游客
的最前线— —吉隆坡国际机场抵达厅专设医疗
旅游柜台。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

马来西亚2010-2013医疗旅游游客次数

说到马来西亚医疗 旅游的5大首选理

由，莫过于获得全球医疗专家认可，医

疗费用实惠合理、享有丰富旅游资源、

人民普遍精通多种语言以及保留中华文

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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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文政进一步说明，在马来西亚，六岁儿

童可到选择多元的国际学校就读。在那

里，下一代有机会在双语、健康的受教育环境下

长大，就是“十岁不愁”。

孩子长大过后，到了十八岁，有机会前往多

家知名大学学府深造。而且，马来西亚的高等教

育费用实惠，普遍是海外收费的三分之一而已。

可谓“二十不悔”。

踏入三十岁，无论在事业或职场上，都是为

人生打拼的高峰期。纵观东盟市场，马来西亚

的商业发展充满活力。在创业的路上，以“低门

槛”与“大市场”，助有志之士创一番大业。确保

了“三十而立”。

外交开明且稳定的马来西亚向来享有多国

签证的便利，加上融合各大种族的天然美食，足

以让中年人士“四十而不惑”。

到了五十四岁左右，马来西亚稳健的金融体

系提供了全盘的退休规划与健康规划，保障了

进入乐龄阶段的人士“五十知天命”。

来到六十岁耳顺年至七十岁古来稀之年，眼

见着下一代或下下一代同样步上人生的康庄大

道。自己则享受着孙儿同堂，颐养天年的清福，

岂不是美事一桩？

因此，在马来西亚，每个年龄层无一不受到

保障。参与《我的第二家园》计划可称得上是“

一人投资，全家受惠”。

我
的
第
二
家
园

总
经
理
邝
文
政

欧
贝
亚

 私
人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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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人士一旦参与了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计划，又觅得专业的专项机构中介提供完善服

务，基本上即可以步入“十岁不愁、二十不悔、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古

来稀”的人生康庄大道。

资料来源：欧贝亚Aubella（MM2H）私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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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水兴指出，马来西亚市场，胜在资产选

项多元化，让投资者享有低 风险的保

障。“因为投资来源多元化是稳定的基本，而资

产多元化就是低风险的重要因素。”他相信，中

国人民最青睐多元化的投资环境。

展望未来，马来西亚有充足兼优渥的理由，

成为中国走向东南亚，中东，欧美及世界的最佳

途径。“马来西亚是中国以外，最能了解中国的

地区，因此拥有沟通与信任，这一层最重要的投

资条件。”

其中，中国人民对马来西亚的高潜能资产—

房地产，更显情有独钟。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的

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机构和散户在马来西亚

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共计19亿美元，高于在香港

的8.67亿美元以及在新加坡的18亿美元，也超

过了在澳大利亚的10亿美元，只是暂时仍不及

在英国和美国的投资规模。

目前，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口众多，各行各业

生产力高，中产阶级飞速崛起。加上国内基础建

设如火如荼，对外招商引资则有难以抗拒的优

惠政策，势必成为全球投资者不容错过的试金

石。

“更别提马来西亚房地产价格依然偏低，

上调空间极大。”

纵观全球，马来西亚房价排名第99，租金收

益率却名列全球第九。“而且，马来西亚房产刚

开始转型，租金回酬肯定加倍好。”

事实上，郑水兴发现到，无论是来自中东的

富裕阶级人士、澳大利亚大型地产开发商沃克

(Lang Walker)、邻近的新加坡、日本、台湾中产

阶级以及以香港首富李嘉诚为首的知名投资者，

都开始出现了外资涉足到马来西亚房地产市场

的正面迹象。

无论如何，马来西亚的房地产及基建市场

今日之 蓬 勃，乃 有 赖于早 年历 过 的 一段 循 序

渐进的发展期。“1990年至1997年，政府轰轰

烈 烈地 推出了多项大 型的基建项目以打通 天

地线，如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布特拉再也 

(Putrajaya)、赛柏再也(Cyberjaya)、南北大

道(PLUS)、西部港(West Port)等，奠定了稳扎

的根基；2001至2004年，位于马六甲、柔佛、波

德申、槟城的共管公寓建设开始流行，推动休闲

旅游产业进一步往国外推销；到了2007至2008

年，高档公寓如雨后春笋般建起，开始了引来全

球化的外国投资者大手笔投资趋势。”

“你认识马来西亚吗？其实，这里除了是一个真正和平，包容的国度，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

美丽一面呢！ ”

*生活成本统计工作在每年的三月份进行这项统
计涵盖了全球214个城市，计算了每一个地点超过
200种物品的比较成本，包括房屋、交通、食品、衣
物、日用商品以及娱乐产品等。所有参与评测的城
市都与基准城市纽约市进行对比。在统计排名过
程中，房价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GaWC 生活成本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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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的未来，郑水兴正式宣告，从2014年起，直

到2022年，马来西亚房地产市场将迈入“钻石8年”。“

这将会是中国人投资东盟的机会，错失了这次“钻石8

年”，没有第二个机会。”

“对于（房地产）投资者最理想的选择，当然是一

个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地区。而这，非马来西亚莫属。”

论养老胜地的公认性，马来西亚连续 在2 013年

和2 014 年，跻身于《国际生活杂志》全 球退休指数

(Global Retirement Index)年度评估报告的前三名

全球最佳退休国之中。

同时，马来西亚也被誉为世界上最安全的主权国家

之一，生存环境指数位列亚洲第一。

在地理上，马来西亚的确是离中国最临近的高素

质居住场所。透过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计划，截

至2012年底，总结过去十年，已经有1.9万户家庭申请

成功。

凭着宜人的气候，低密度人口、良好生活素质、具

保障的人生安全、健康饮食源头，无一不让我国居住人

士的健康长寿比例高于许多地区。

海外人士，尤其是华人在马来西亚生活，亦不成问

题。尽管马来语为官方国语，但在工商企业与日常沟通

方面，英语与华语被普及化地广泛使用。值得一提的

是，除了华语之外，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都能说流利

的方言，如客家话、福建话、潮州话，海南话与广东话

等。

数据显示，除了国立学校以马来语教学之外，大马

共有超过1300间华校以华语教学。“马来西亚一向是

贯彻宽容的多元种族和文化社会。”

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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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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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人口普查、中国各省老龄办、老年学学会与马来西亚国家统计局2010年国家人口与家庭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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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许）：展望2 017年马中两国瞄准实现

16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过程中，马中之间有

何领域可互补共赢？

黄：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的经济与贸易关系拥有

许多的互补性，这也为两国创造了许多的商机或

机会。最重要是两国在经济与贸易方面各有优

势，例如中国出产一些大马没有的产品，大马也

出产一些中国没有的产品。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开革开放之后，已经造

就了许多繁荣的城市，中国的13亿人口也已经成

为一个庞大的市场，马来西亚商家通过商会活

动、展销会的方式，成功将马来西亚产品出口到

中国。

所以，中国消费者对马来西亚产品并不陌生，他

们可以在中国内地买到来自马来西亚的燕窝、白

咖啡和饼干等等产品。

此外，中国也向马来西亚进口石油以及棕油。从

数据中可以看出，棕油在马中经贸中占据重要的

位置，因为中国大量从马来西亚进口棕油。

总的来说，马中两国各拥有不同的产品，所以经

贸方面的互补性很强，可以达到共赢，更何况马

来西亚拥有700万华裔，他们对中国拥有血缘和

地缘的情意结，所以日后两国可以互相合作的

空间仍然很大。

许：感谢黄会长的分享，另外两位有什么要补

充？马中总商会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可否发表

您的看法？

陈：我认为中国拥有本身的优势产业，例如中医

中药的便是其中一块，值得重点在马来西亚推

广，其实，中医中药在马来西亚已经开花结果，

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很多中医中药在这里都

是生意兴隆，例如北京的同仁堂到马来西亚开

分行，受到大马人的欢迎。

最难能可贵的是，现在马来西亚最大的民族--马

来族，他们也开始相信中医中药，一些马来人有

任何病痛，一旦西医看不好，他们会想到去寻求

中医中药的治疗，这是一个很融洽的现象。

黄：我想要补充的是，中医中药在马来西亚确实

是前景良好，最近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与

中国总理李克强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已经列明

要发展中医中药领域。

所以，我认为，马来西亚在推动中医中药领域方

面，应该多多向中国学习。

许：感谢两位的见解，另外马中总商会名誉会长

丹斯里拿督斯里林玉唐可否发表您对马中经贸

的看法？

林：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人之间有着切不断的血

缘和地缘关系，所以1992年，我便选择来到中

国投资。此外，我也时常到中国首都北京出席两

会、博鳌会议等等，在这些会议中的讯息当中，

最令我期待是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及的建设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

海洋确是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天然纽带，早期

主持人：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博士（简称许）

主讲人：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简称黄）、

 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简称陈）、

 名誉会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林玉唐（简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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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人南来，主要是坐船来到南洋，而目前也是郑和

下南洋的600周年庆，所以，南洋的华人华侨，甚至在

全球的50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都会非常欢迎这个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概念。

在全球政治、贸易格局不断变化形势之下，中国希望连

接世界的新型贸易之路，而其核心价值是通道价值和

战略安全，马来西亚华人应该好好的把握，因为自从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一次到马来西亚访问时，已经把

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

所以，我呼吁大马华人全力支持海上丝绸之路，尽量提

出方法协助推动，从而扩大世界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与经

济联系。

许：谢谢丹斯里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支持，现在

可否谈谈中马经贸的前景展望？

陈：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的经贸不断增长，原因是中国

继续维持对东盟国家的贡献。中国对棕油的需求量特

别大，同时也对贵重产品，例如石油等产品保持进口的

趋势。所以，在马中经贸方面，马方一直都取得盈余。

这其实反映出一个可贵的现象，那就是马方一直以来

都将中国当成盟友，而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东盟的其

他成员国也开始跟进，与中国结为盟友，并促使中国对

东盟的政策开始松动。

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马方一直都在支持中国，例如

早年马方成为东盟第一个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成员

国，此外，马方也支持中国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

到最近中国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之后，马方国际

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在接受媒体访问

时，已经马上表达对中方这个战略的支持。而且不单支

持而已，他也希望其他的东盟成员国共同支持。

海上丝绸之路将为中国打开一条更广的战略路线。海

上丝绸之路成功落实，将有利于结合全球百多个国家

的华人。目前海外华人可以发挥他们的角色，因为在他

们的居住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可以影响他们国

家的领导支持这个概念。

由此可见，一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起来，它可以

发挥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全世界的华人都对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非常期待。

许：谢谢分享，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马中总商会在上述

的课题上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

黄：我赞同陈凯希的论点，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值得

支持。与600年前郑和下南洋的用意不同是，这次的海

上丝绸之路是要建设一个新的经济带，与中国一起成

长。

所以，各国应该进行各方面协调，例如“政策沟通、贸

易畅通、道路联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经济换上

新装。其实，中国已经立下目标要在2021成为全面的小

康社会，2049年成为强盛、富强民主的国家，一旦这个

目标达到，再配成功落实海上丝绸之路，前景肯定是非

常光明的，这也将会让世界各国受益不浅。

另一方面，我想表达的是做为民间商会，我们（马中总

商会）的挑战很大，我们必须与时并进。

此外，配合马来西亚明年成为东盟流轮主席国，马中总

商会将会同其他的东盟成员国的中国商会，例如新加

坡、泰国以及柬埔寨等的中国商会对接，因为明年将会

是东盟的友好年。我们希望许博士可以成为我们的顾

问，为我们提供专业的谘询服务。

许：最后可否也请丹斯里谈谈马中经贸的前景与展望？

林：自从我过来中国投资以来，我对中国便非常有信

心，除了国与国拥有稳固的邦交之外，民间与民间的来

往更是密切。

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华人的祖先都来自中国，拥有血缘

和地缘的关系，大都会大力支持中国，希望中国更加进

步和繁荣。

至于海上丝绸之路，不论马方、中方，甚至是全世界都

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倾全力支持，这是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的梦想，也是全世界的共同期望。

拿督黄汉良 陈凯希丹斯里拿督斯里林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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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8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

国中央电视台主办，福建省人民政府、厦门

市人民政府协办、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承办

以“开放、创新、共赢—全球经济园区发展之路”

为主题的2014国际投资论坛在厦门国际会展中

心隆重召开，本次论坛邀请到800余名国内外的

政商界精英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园区发展之路。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寮国人民民主共

和国副总理宋沙瓦·凌沙瓦，马来西亚首相对华

特使黄家定，福建省委书记尤权，福建省省长苏

树林，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王蒙徽等领导和

包括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在内的贵宾

出席了本次国际投资论坛，并见证了汪洋发表的

主旨演讲。

汪洋：三条清晰信息
“第一，中国投资合作的方针是长期不变

的。过去三十多年，外资企业为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现在中国发展了，资金充裕了，但我们

绝不会因此忽视外资的作用，更不会排斥外资

企业。我们引进外资，不再是简单引入资金，更

重要的是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智力资源，

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建立与国际规

则接轨的经济体制和机制，这对中国经济提质

增效升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至

关重要。我们希望各国企业坚定来华投资的信

心，继续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也鼓励中国的企

业走出去，增强国际化经营能力，涌现出一批世

界水平的跨国公司。” 　　

“第二，中国投资合作的体制是日益开放

的。中国正在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其中

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改革涉外投资管理体制，核

心是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我们将放宽外商

投资准入，重点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

服务业领域的有序开放。我们正在研究实行负

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大幅减少审批事项，优

化审批流程，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提供更大便

利。我们也在改革对外投资审批体制，实行以备

案制为主的管理方式，落实“谁投资、谁决策、

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为企业“走出去”

松绑。我们去年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了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今年又

压缩了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从190项减少到

139项。”

“第三，中国投资合作的环境是不断优化

的。我们越来越意识到，高质量的外资更加看重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一视同仁的政策环境和

公正透明的法制环境，而不是一时的优惠政策。

中国投资硬环境受到各国投资者的高度赞赏，

今后我们将把更多精力用来优化投资软环境。

我们将一边抓简政放权，规范政府行为，坚决

看住向企业、向市场乱伸的“手”；一边抓法治

建设，引导企业合规经营，坚决管住扰乱市场秩

序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最近，我们依法查处了

一批垄断、商业贿赂、侵权假冒、掺杂兑假等案

件。今年上半年，查办侵权假冒案件近8万件，生

效判决1万多人，同比增长48%。”

汪洋：“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企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引进来”和“走出去”

的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进程加快，发展中国家引资力度加大，也在

深刻影响着国际资本的流向。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投资合作的方针政策会不会调整、将做什么样

的调整，备受国内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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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马中企业多领域合作双赢

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上完成了马中企业

的签约仪式，签约金额达5.21亿美元，涉

及房地产、旅游、教育、茶叶、装饰设计等各行各

业。　

马来西亚黄金海岸有限公司与山东的蒙威

实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未来，我们将在

马来西亚西海岸联手打造吃住游购娱一体的大

型旅游度假基地。”马来西亚黄金海岸有限公司

协调总监李育良说，中国企业在资金上很有优

势，中国市场也很大，相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建设将给沿线国家的企业带来更多的商机。 

　　“祖辈们的创业足迹遍及“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而今我们也要踏着他们的足迹前

行，寻找更多的机会。”投洽会上，福建企业家踌

躇满志，纷纷表示要努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书写新篇章。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的代表们在品尝了

我们的柚子系列产品后，对我们发出了邀请，希

望我们能到马来西亚投资，带动当地农产品产业

链升级。”福建南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星

说，能够获得客商青睐，他很高兴，也许马来西

亚就是南海集团踏上丝绸之路的第一站。

厦大马来西亚分校成金字招牌	
来到主宾国马来西亚的展馆，您一定会感觉

很亲切，因为不管是英语、普通话，还是闽南话、

广东话，马来西亚的朋友基本都能掌握，通晓。

马中总商会会讯出

版委员会主席陈云

祥向国内外的朋友

们推介时就打这张

牌：到马来西亚来，

语言无 障 碍，就 像

回到家。        

这 次马来西亚

展团有87个展位，

与房地产相关的占据了半壁江山。“‘第二家园’

投资计划受到马来西亚政府及国际银行的支持，

投资者可获得十年居留权并享有各种其他的福

利。多个房地产展位不约而同提到了“马来西亚

第二家园”计划，鼓 励大家到马来西亚置业投

资，办理过程还可提供“一条龙”服务。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也成了马来西亚房地

产商吸引消费者的“宣传利器”。在多个展位的

宣传海报上，“国际厦门大学区内，唯一高层精

装大宅”、“位于厦门大学分校周边，交通便利”

之类的宣传语还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巴生港贸易区获关注	
食品业色香味诱人

马来西亚主宾馆以强大的阵容亮相，展示马

来西亚借投洽会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诚意

和热情。

马来西亚展示的行业多种多样，包括房地

产、旅游、教育、食品等。其中，马来西亚巴生港

自由贸易区引来很多客商关注。

这个贸易区将打造成东盟唯一的清真产品交

易中心、亚洲最大的清真产品转运中心，被定位

为“中国出口商品走向东南亚的最大中转站”。

食品业也在展会上被隆重推介。马来西亚以

这样诱人的宣传语介绍其食品业优势：马来西亚

地处热带，资源丰富，物产独特，多元文化融合，为

食品研究、种植和加工增添了繁多的口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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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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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馆
备受瞩目

98开馆日

《光辉四十载》画展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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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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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厦门感恩宴：	

厦门会展局宴请马中总商会

9月10日，为感谢马中总商会这次

以马来西亚主宾国联合主办方的

身份，以及透过举办第四届马中企业

家大会的方式全力配合与支持第十八

届厦门投资洽谈会，厦门会展局王琼

文局长特地连同蔡伟华处长与秦惠娴

设宴酬谢马中总商会一众领导。　

马中总商会其他 理事包括工委

会副主席卢国祥、谢中正、陈云祥、

中央理事拿督斯里郑水兴、彭彦章等

等。

席间，王琼文局长特别感谢马中

总商会举办的活动，成功吸引了马来

西亚的企业前来当地进行深入交流。

他表示，对于投洽会与马中企业家大

会的反应，感到十分满意。

他 希望，经 过 这一次 的交 流 活

动，将为马、中 企 业家 的互 动 与 合

作，打下更坚固的根基。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也

感谢王琼文局长的盛情宴请，席间与

王琼文局长言谈甚欢。

9月9日，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圆满结
束。同一晚举办的感谢宴上，黄漢良总
会长不忘挚诚感谢所有踊跃参与过本
届大会的人士，并酬谢一众劳苦功高的
贡献人士。

马来西亚慰劳宴：	
表彰居功班底　宣布翌年返马

返回大马后，为酬谢一般劳苦功高的幕后班底与秘书处人员，马

中总商会不忘搞了一场简单而隆重的慰劳宴聚会。

会上，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强调，中国已准备5千亿美

元到海外投资，相信马来西亚将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市场考量。

他说，这是一笔庞大的投资基金，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对马来西

亚有信心，预料会尽力推荐，把更多资金带入大马。其中，有很多中国

有实力的企业家，也会纷纷来马寻求商机，准备大展身手。

他感到欣慰，马中总商会这次到中国厦门举行马中企业家大会十

分成功，得到中国很多企业关注。

他说，这是大马民间商会的一项创举，首次移师到海外举办活

动，並成功促成《马中总商会99厦门共识》，对未来双边的合作，带来

新契机。

他说，2015年第5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將移回大马举行，选择在马

六甲举办，並已遴选第一副会长陈友信担任工委会主席。

此外，第4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主席拿督林恒毅说，这次在

厦门的活动取得顺利，印证了一句话“上下一条心，泥土变黄金”。

他感到欣慰，在活动筹备及举办期间，获得各方鼎力支持，特別

是工委会同仁全心投入工作。

他说，本商会將把大会取得的“马中总商会99厦门共识”传达给

贸工部，作为一个档案记录。

厦门会展局王琼文局长（右六）设宴感谢马中总商会这次参与与
配合第十八届厦门投资洽谈会。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左
七）与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主席拿督林恒毅带领一众领
导赴宴。

慰劳宴会上，黄漢良（左三）代表本商会表扬多名在厦门活动有功
人士，包括大会副主席陈云祥（左起）、副会长刘俊光、工委会主
席林恒毅、法律顾问李素桦以及总秘书卢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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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政府给予协助

他进一步补充，促进马中两国之间关系

的工作，就像中国人所说的“两条腿

在走路”，除了政府积极的展开工作以外，民

间组织也需积极扮演协助促进关系的角色，

方能成事。尽管这是民间组织的责任和共同

目标，基于组团出国招商涉及庞大的费用，他

也希望政府在这方面能有所表示。

“我们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和能力，希

望政府在这方面能够给予肯定，给予协助或

奖掖。”

他说，鉴于经验不足方面的问题，工委会

无法凡事都做得完美，但会做事后检讨，总结

这次活动的经验，以便在未来的时候能够改

进。

“主宾馆”加深中企对马认识
黄 会 长 十分 看 好，随着 这 次 成 功 建 立

起“马来西亚主宾馆”的正面形象，在招商方

面讲起到一定的作用，透过主宾馆能够展出

马来西亚在各层面的情况，为我国做了很多

的宣传，让中国企业对我国有更深一层的认

识。

无论如何，他指出，爭取成为本届投洽会

的工作並非一帆风顺。马中总商会在今年初1

月便向主办单位申办成为主宾国。这期间面

对着各国的竞争，同时提出申请的包括至少

如俄罗斯和英国等强国。再加上今年3月发生

的马航MH370客机失踪事件，中国方面对这

项申请有所保留。

“最终，在工委会积极的爭取下，马中总

商会於6月成功申请。”

“《马中总商会99厦门共识》是这趟行程最美满的果实，我们不虚此行，非常感谢各界给

予的支持。”

黄汉良总会长为这一趟的厦门招商与交流之旅做出总结时指出，《马中总商会99厦门共

识》主要是响应推动和落实马中企业合作而推出的，以便两国之间能够有更紧密的合作。

黄会长指出，能够在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的舞台上宣布这项共识是非常难得且极富意义

的，该共识内所提及的事项，概括了马中经贸目前的情况。

总结：“马中总商会99厦门共识”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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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马中总商会历史性地跨出国

门，往中国厦门举办了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

会。这场大会圆满落幕，同时为下一届马中

企业家大会留下伏笔，备受各界期待。 

展望2015年，马中总商会再接再厉，计

划将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5

）这一项国际性会议，重新回到祖国—马来

西亚举行。

2015年欣逢马来西亚担任东盟轮值主

席国的良机，马中总商会把目光投向人口超

过19亿人的中国-东盟区域。考虑到中国-东

盟为亚洲发展迅速蓬勃的贸易区，经济影响

力与日俱增，因此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将

以中国-东盟商业论坛为主轴。这也是延续

2002年8月马中总商会首次举办的中国-东

盟合作论坛。

刚于9月9日在中国厦门圆满结束第四

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扬帆起航赴神州，共建

海上丝绸路”取得预期中的效果，并达致“

马中总商会99厦门共识”。

展望2015年，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再

次肩负起划时代的任务。大会旨在相应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海上丝绸之路概念，

实践现代区域发展的意义。同时，配合并善

用马来西亚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优势，

加强东盟自贸区与中国的经贸发展。循此思

路，第五家马中企业家大会的主题定为“拓

展现代海丝路，构建和谐东盟区”。

展望：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我们在马来西亚见！

南非是去年投洽会主宾国，也是投洽会首次

推出主宾国的概念，马来西亚是第二个在投洽会

上，以主宾国身份参展的国家，足见我国受到高度

重视。

他 表 示，在马中两个 领导人签 署《 2 013至

2017年马来西亚― ―中国政 府经贸合 作5年规

划》，以期在2017年时，双边贸易额能够达到1千

60 0亿美元的目标后，马中总商会也一如既往地

积极作出配合。

“这次的投洽会也对这项目标有帮助。”

除了协助政府达致上述的目标，马中总商会

也在大马对中国的投资比例为6对1，双边投资额

不平衡的课题上，尽力给予协助和配合。

1. 汇聚民间企业的正能量，促进落实马中两国总理达成的
马中建交40周年联合公报。“深化互信，加强合作。”

2. 响应中国习近平主席倡议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理念，建立21世纪海陆经济带。

3. 全力支持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关系发展，巩固马中两国友
好关系。

4. 招引更多中国企业家来马投资，实现马中两国投资平
衡。

5. 发扬民间商协会角色，集合民间商会正能量，双管齐下
全力协助马来西亚政府招商引资。

6. 呼吁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政策下与马来西亚的中小
型企业对接合作，并欢迎中国高新产业来马投资。

“马 中总 商 会 99 厦 门 共 识 ”

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两大宗旨：-
1- 响应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实践现代区域发展的意义。
2-  配合并善用马来西亚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优势，加强东盟自贸区与中国的经贸发展。

扬帆起航赴神州  共建海上丝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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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99 Xiamen Consensus” is the most fruitful outcome of this trip, 
we had a rewarding trip and we are grateful for the support given by all relevant parties.”
In his conclusion about the investment and exchange trip to Xiamen, MCCC President Dato’ Bong noted 
that the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99 Xiamen Consensus” is introduced mainly in response to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usines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s of two countries, so 
that the two countries could forge closer cooperation.
Dato’ Bong shared that it was indeed a strategic and meaningful opportunity to pronounce the consensus 
at the 4th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as content of the consensus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economic and trade affair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99 Xiamen Consensus”

Hoping for government assistance

He continued to add that the promo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is as the Chinese described, 

“walking on two legs,” therefore, to successfully promot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ddition to active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two governments,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lso 
need to play an active role. Although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common goals of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but due to 
the high cost involved in organizing overseas investment trip, 
he also hoped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offer assistance 
in this regard.

“We are doing the best we could; I hope the Government 
could acknowledge our effort and offer assistance or 
incentives in this regard.”

He said that due to the problem of lack of experience, 
they could not do everything perfectly, but they carried out 
post-mortem and review on lesson learnt from this trip, so 
that they could improve in the future.

 “Guest Country of Honor’s Pavilion” to deepen 
Chinese enterprises’ understanding of Malaysia

President Bong is very optimistic that the successful 

establishment of a positive image with the “Malaysia, Guest 
Country of Honor’s Pavilion” plays a vital role in terms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as the Pavilion effectively exhibited 
Malaysia at all levels, and this is good publicity, as Chinese 
enterprises could gain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our 
country.

Nonetheless, he pointed out that was not easy in 
striving to be the Guest Country of Honor of this year’s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 Trade (CIFIT). In January 
this year, the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had 
started applying to be Guest Country of Honor with the 
organizer, facing fierce competition from other competing 
countries, including major powers such as Russ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Furthermore, due to the unfortunate 
event of the missing Malaysia Airlines MH370 aircraft in 
March this year, China had have some reservations about 
the application.

“Eventually, thanks to the active lobbying by the 
committee, application of the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was granted in June.”

South Africa was the Guest Country of Honor last 
year, when the Fair first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Guest 

Conclusion and Outlook

封面专题
扬帆起航赴神州  共建海上丝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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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4,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made a historical step by organizing the 4th Malaysia-
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abroad in Xiamen, China. 
This Conference was held successfully and everyone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with much anticipation.

Looking forward to 2015,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plans to bring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5th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MCEC 2015), 
back to its motherland—Malaysia.

2015 is a strategic year for Malaysia as the country 
assumes the 2015 chairmanship of ASEAN, and we at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is setting our 
sights on a population over 1.9 billion people in the China-
ASEAN region.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China-ASEAN is 
a rapidly developing trade zone with growing economic 
influence, China-ASEAN Business Forum will be the focal 
point of the MCEC 2015. This is also a continuation of the 
first China-ASEAN Cooperation Forum held by Malaysia-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in August 2002.
The 4th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themed “Business Flourishes with Maritime Silk Route” 
successfully concluded on September 9 in Xiamen, China, 
had achieved the expected results, as well as reaching 
the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99 Xiamen 
Consensus.

Looking forward to 2015, the MCEC 2015 once again 
takes up a momentous responsibility. The Conference 
aims to correspond to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concept 
advocate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by highligh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modern regional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ference will leverage on Malaysia’s 
chairmanship of ASEAN, to strengthen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between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 and 
China. By the same reasoning, the theme of the MCEC 
2015 is “Advancing Modern Maritime Silk Road, Building 
Harmonious ASEAN.”

Outlook: 5th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See you in Malaysia!

Country of Honor. Malaysia as the second 
Guest Country of Honor of the Fair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Fair as Guest Country 
of Honor highlighted that our country is 
highly regarded.

He shared that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signed the “Five-Year Program 
fo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2013-
2017),” in hope that bilateral trade 
will reach target of USD$160 billion by 
2017, and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will continue to offer its active 
cooperation to this end.

“This Fair is also helpful in achieving 
this goal.”

In addition to assisting the 
government to achieve the above target,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will also try to provide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in resolving the issue of 
imbalance Malaysia-China investment 
ratio, which is 6:1.

2 Objectives of 5th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1- In response to Maritime Silk Road concept advocat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we shall implement a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moderniz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mong ASEAN countries.
2- By having the advantages of Malaysia being honour as ASEAN ‘s rotating chairmanship for year 2015 and themed, 

“Towards a People-Centred ASEAN” we can enhance and strengthening ASEAN Free Trade Area and Economi

To synergize the positive energy among private business enterprises 1. 
with the aim to promote, facilitate and realize the Joint Communiqué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plomatic Rela-
tionship which has been signed by both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and 
Chinese Premier. “Deepen mutual trust, Strengthen Cooperation”

To proactively respond to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proposal of 2. 
co-building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ute and to establish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

To give full suppo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3. 
China and ASEAN and to fortify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Malay-
sia and China.

To invite more Chinese entrepreneurs to invest in in Malaysia and to 4. 
correct investment imbalance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To enhance the role of non-government associations and to syner-5. 
gize the positive energy among private business enterprises with 
purpose of better assisting the Malaysia Government in making in-
vestment promotions efforts.

To encourage Chinese entrepreneurs to cooperate with small and 6.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of Malaysia under the “Going Out Policy”, 
and to further welcome the Chinese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play-
ers to invest in Malaysia.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99 Xiamen Consensus”

扬帆起航赴神州  共建海上丝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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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展馆举行隆重的开幕式。左起为剪彩嘉宾王耀辉、宋兆棠、马吉德、何跃沛、黄漢良、黄燕燕，右起
为郑荣兴、刘国城、刘俊光、默哈末伊萨益慕及甘达坚。

率五百人经商团赴东莞海博会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展馆

万众瞩目成亮点

《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 东莞厚街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 2014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

由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举办的《广东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下文简称海博会）

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圆满落幕。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博

览会中，马中总商会受到中方的委托，组织马来西亚企

业前往参展和采购。

在马中总商会的积极号召下，最终组成540的庞大

经商团参会。其中共有132家企业参展以及吸引到118

家采购商，并且拥有150个展位，称得上是参展企业最

多的海外经商团，成为最大的亮点。

值得一提的是，马中总商会与本地友族商会— —

马来西亚商人及企业家协会(PERDASAMA)首次合作，

引领马来商人参展，实现了民间商会多元跨种族合作的

突破性发展。这次组成的马来商团规模庞大，共有67

家参展商、51家采购商以及超过180位穆斯林商人参与

其盛。当中，许多穆斯林商人都是首次前往中国经商或

考察，因此受到马中总商会、马来西亚商人及企业家协

会及举办当局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密切协助。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表示，这是首次与马

来商人及企业家合作带领本地穆斯林商人前往中国，

进行商业与展览活动。他看好，此举将有助把马来西亚

优质产品带出国门，向中国与全球市场展示。“这项合

作也标志着马中总商会走向多元种族理念的突破性发

为促进马来西亚与中国的经贸发展与投资合作，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发挥民间商业团体的桥梁角色，带领

500多人的庞大经商团，浩浩荡荡前往中国东莞参加《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并取得丰硕

成果。

同时，马中总商会也贯彻着多元种族商会精神，引导马来商界共180位穆斯林商人前往中国参与经商活动，

务求促进马来西亚与中国在2017年实现1600亿美元（约5000亿零吉）的总贸易额目标。

点活动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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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他强调，发展马中经贸不只是华裔商人的专利和责任，

应该把这种发展的商机扩大到其他友族同胞。

“伴随这次与本地友族商会合作的成功以及穆斯林商人

的参会热情，我们相信，今后仍会延续这股精神，从而体现马

中总商会作为多元种族的民间商业团体的理念。”

由于不少马来商人参与展出，海博会主办单位亦适时给予

配合，特地安排东莞理工学院外语系11级商务英语专业的67

名学生，无微不至地为马来企业家提供翻译协助。

无论如何，专设的马中总商会展馆规模庞大，产品丰富及

特色鲜明，进而成为亮点。展馆内设有150个展位，呈献教育

文化、地产、建筑、服装鞋类、食品饮料、礼品、日常用品、木

材、环保、科技、美容、手工艺品、贸易、娱乐事业、旅游、穆斯

林用品等产品。

举办方为表感谢，马中总商会亦获当局高规格接待。广东

省委书记胡春华于31早出席海博会时会见黄漢良总会长、马

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总会长拿督默哈末伊萨益慕等

领导和参与者。共有60名中国与海外人士参与会见。

稍后，黄漢良也陪同胡春华一起巡视展馆，马来西亚―中

国总商会展馆成为胡春华参观的据点之一。

海博会期间，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展馆开幕式剪彩仪式

不但被列入官方安排的主要活动，多位重量级领导包括马来

西亚驻广州总领事穆山利、马来西亚外贸发展局商务领事苏

瑞古玛和马来西亚投资发展机构投资领事鲁里斯汉参观马中

总商会展馆，备受各方重视。而且，上述领导抵步时，受到马

中总商会领袖的迎迓，即黄漢良总会长、副总会长兼工委会主

席刘俊光、秘书长卢国祥、总财政拿督黄锡琦、槟城分会会长

郑荣兴、中央理事戴振标和谢中正。

马中总商会开幕式剪彩仪式在马来鼓铿锵奔放的节奏

下，正式拉开帷幕，鲜明地展示出马来西亚热情洋溢的文化风

情。

马中总商会展馆规模庞大，产品丰富及特色鲜明，引来鼎盛人潮。

巡展期间经过马来熟食摊子，黄漢良总会长(右三)
一时兴起拿起锅铲，在现场大展厨艺。

黄漢良总会长与一众商会领导代表跟友族同胞体
验峇迪布(Batik)的染色过程，大家一起将这种马
来西亚特产布料染得七彩瑰丽，气氛融洽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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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德（右起）、黄燕燕、黄漢良以及何跃沛等领
导，在马来鼓乐手奔放的奏乐下，步入海博会马来
西亚-中国总商会展馆。

出席开幕仪式嘉宾包括广东省旅游局副局长

甘达坚、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宋兆棠、副总会长兼

工委会主席刘俊光、副总会长兼沙巴分会会长拿

督刘国城、秘书长卢国祥、檳城分会会长郑荣兴、

马中友好协会会长拿督马吉德和马来西亚礼品商

会会长王耀辉。

傍晚时分，东莞商务局亦设晚宴招待重点商

协会，马中总商会出席者尚有宋兆棠、刘俊光、刘

国城、卢国祥、黄锡琦、郑荣兴、马六甲分会第一

副会长拿 督林国安和霹雳分会第一副会长梁景

环。

截止目前，东莞市有马来西亚投资企业34家，

累计合同外资1亿2千万美元。去年，东莞对马来西

亚出口商品总额8亿美元，从马来西亚进口商品总

额22亿7千万美元。

总结2014年1至9月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到

东莞投资的总金额同比增长140%。

一、打入中国消费市场的商机。
6000多家境内外知名采购企业云集，1.5万多名专业买
手参会，助商家快速进入中国每年高达3.8万亿美元的消
费市场。
二、采购广东优质产品的商机。
集中展示广东家电电子、家居用品、礼品饰品、服装鞋
帽、食品饮品等知名产品，仅家具及家居用品专区即达40
万平方米。
三、寻找中国投资伙伴的商机。
专门设立投资合作平台展示区，助商家在中国每年900
亿美元的对外投资中寻找最佳合作伙伴。
四、进入广东投资兴业的商机。
让商家率先了解广东最具合作前景和投资潜力的领域，
在广东的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7万家投资企业中脱颖
而出，实现资本迅速扩张。
五、加强旅游文化往来的商机。
打造名符其实的国际旅游交易平台，助商家在广东每年
超过7000万人次的出境旅游市场中抢占先机。

《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大商机

黄漢良总会长（右三）赠送马中总商会出版的《光
辉四十载》图片集予胡春华书记。

“正值十八届四中全会顺利闭幕之

际，广东省贸促会等7个单位主办了历

史性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

览会。这可说是广东省的又一次

率先，可喜可贺。 

广东省在现任政府的英明领导下成为二个率先和三

个定位的先进省份。广东是两个万亿美元的经济强省。马

中一千亿美元的贸易额中，广东省占于四分之一而东莞却

占于广东省对马来西亚贸易额的一半。

马中总商会本着促进马中经贸的发展而积极参与和推

动两国的经贸活动。今天，我们组织了近500人的团队来

参加这次的海丝展活动。

尤有进者，我们还和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

（PERDASAMA）合作将大批马来商家引领进来一起展出

他们的商品。通过这样的经贸往来，加深马来西亚各族人

民的友好合作，共同为马中的经贸和人民的友谊而努力。

马中总商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一个大马人的商会，我

们将促进各族人民与中国的经贸发展视为己任。

马中总商会是现代化的商会，立场鲜明，方向正确，与

时俱进。”

马中总商会拿督黄汉良总会长：

点活动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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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来西亚商人及企业家协

会收到海博会的邀请函以参与这个

重要的活动起，我们即对马来西亚公

司与企业家给予大力支持及鼓励，

以确保他们积极并切实的参与这

项博览会。

今日我们大规模动员从马来西亚来到这里，足以证明

我们一直都十分期望来到这里，就此我衷心地致以至高

的谢意与赞誉。

我相信，海博会不仅是马来西亚企业家涉足庞大中国

市场的强势平台，也为马来西亚企业家提供立足广东省为

每年消费者市场营收达3.8兆美元的中国市场，生产出优质

产品的商机。

我们不应该把这次的博览会视为一般的经济活动，而

应该利用这次的机会，为中国和大马两国人民争取最大的

共同利益。

我相信，中方非常清楚马来西亚作为一个贸易国，一

直维持着相当开放的经济型体系，在全球格局中占据有利

位置。

按照目前的时代步伐，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注定要成为

世界最大经济体。我们两国双边关系的标志将继续成为我

们追求商机的互信度，并影响着区域间和谐与稳定。”

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总会长 
拿督默哈末伊萨益慕：

东莞市商务局局长何跃沛：“本次海博

会，一共吸引了1015家企业设立了2040个展

位，其中包括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

企业设立的1193个展位。马来西亚有500多

名参展商、200多名采购商前来参加，是

展位数量、参展企业最多的代表团。

这充份说明，马来西亚是高度重

视这次海博会，尤其是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开设专门的

展馆，规格高、气势大、特色鲜明、展品丰富，用实实在在

的行动积极推动双方务实合作。

近年来，东莞与马来西亚的经贸交往日益频繁，双方

互信不断加深，取得良好合作成果。

东莞市商务局局长何跃沛：

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丹斯里黄燕

燕：“随着中国的崛起，马中总商会

在促进马中经贸发展方面所扮演的角

色，日益重要。

马中总商会长期以来与

中国的良好联系，使商会有

幸得到中方委托；而刚刚从

刘俊光主席口中得知这次马来西亚代表团，共集合

540名参展商和采购商，其中参展企业共132家，采

购企业117家，规模庞大。难能可贵的是，在一个马

来西亚大原则下，商会更配合着也把约100家土著

企业带过来，共建马中丝绸之路。

这次博览会，在座的各位除了瞄准中国的13

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寻找优质的投资机会和商业伙

伴，我在此呼吁大家别错过广东7000万人次的出游

人次。

旅游业被誉为无烟工业，我身为马来西亚旅游

局主席，推动马来西亚旅游业责无旁贷；我很骄傲

的告诉各位，打从2010年起，马来西亚都以双倍数

的增长迎接海外贵宾，从2010年的2千458万人次，

逐年增加13万人和32万人，2013年更井喷式增加69

万人，达到2013年的2千572万人次；单单2013年就

为马来西亚带进654亿的外汇。

搭着中国-东盟海上丝绸之路这趟列车，以马

中总商会为火车头，除了分享着马中友谊花开的甜

蜜果实，我在此祝愿马中总商会的会务昌盛，继续

扮演软角色，把中资引进马来西亚。

再次感谢大会让我站在这里，让我以愉快喜乐

的心情，祝广东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展会圆满成功。”

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丹斯里黄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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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商会多元种族合作突破性发展：
马中总商会引领马来商人

跨出国门参与海博

为了让马来西亚参展商与采购商组成的经

商团成员深入了解《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国际博览会》的详情，马中总商会在大会前特

地于会所总部四楼会议厅，举办了两场汇报会，以

确定参与人士在出发前做好充分准备。

因此，一场由马中总商会与马来西亚商人及企

业家协会合作，专门邀请穆斯林参展商代表出席，

并由马来西亚商人及企业家协会企业传讯部副主

席诺哈雅迪女士全程主持。这场汇报会共有近百

名穆斯林企业代表参与，座无虚席。

另一场则由海博会马来西亚工委会主席刘俊

光全程主持。汇报会上，刘俊光表示，《广东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受到多个支持单位

的配合（如中国贸促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中国侨商会、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旅游协会、

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口岸协会、香港贸易发展

局、香港旅游发展局、澳门投资促进局），足见这

场博览会的可信度。

无论如何，这两场汇报会的参与人士不分种

族背景，纷纷提出不同的问题，反映出参与人士的

关切与期待之情。

马中总商会秘书长卢国祥（前左起）、中央理事王耀辉、《广
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马来西亚工委会主席
刘俊光、参展商Ricky Tan、马中总商会霹雳州分会秘书张
志聪、工委会副主席戴振标及副主席谢中正，跟一众本地企
业家参展商来张大合照。

马中总商会秘书长卢国祥（前左三起）、总会长拿督黄漢
良、诺哈雅迪与即将前往参加广东海丝博览会的企业代表合
照。参与者无不齐声赞好。

马来西亚商人及企业家协会企业传讯部副主席诺哈雅迪
（右）主持广东海丝博览会汇报会。左起为马中总商会秘
书长卢国祥以及总会长拿督黄漢良。

汇报会期间，来自各种族的参与人士聚精会神聆听汇报细
节。

友族人士积极提出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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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海博会马来西亚慰劳宴：

促跨族群合作  推广大马优品

随着“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告一段落，为表感谢马

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PERDASMA)鼎力配合下取得圆满

成功，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举办了一场慰劳晚宴。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指出，马中总商会积极扮演桥梁角色及

引领各族企业开拓中国商机，从而促进马中双边贸易关系及在2017年达致

16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目标。“我们将与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持续合

作，不断缔造双赢局面，并把合作层面扩展至东盟市场。”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指出，根据整理回馈的数据显示，参展商基

本对这次前往中国东莞参展的满意度基本给予“良好”或“满意”的评价。

“这是马中总商会首次与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合作带领本地穆斯林

商人前往中国，进行商业与展览活动。希望有关博览会让本地企业家，不分

种族，都能把大马的优质品牌带出国门，向中国与全球市场展示。”

拟邀马中总商会拜访印尼新总统

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总会长拿督莫哈默依萨益慕对各族企

业组成的团队参展感到高兴，并指在会展中各族群可集思广益，从而打响了

大马品牌。

“类似这样的族群经贸合作早该出现，我相信在这次的展会后，马中总

商会将成为我们的永续伙伴。”

他希望，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与马中总商会能继续努力，将

来不止在中国，也要到国际以及全世界去参展。

另外，他也亲自透露，打算率领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与马中

总商会前往印尼，拜访该国总统佐科威。

黄漢良（右五）与莫哈默依萨益慕（左六）承诺将持续推动跨族群商贸合作模
式，以让我国企业品牌能够扬威海外市场。
诺哈雅迪（前排左起）、黄锡琦、包久星、卢国祥、刘俊光、纳音、莫哈默法兹、
郑容兴、阿马里纳沙里尔及一众委员出席慰劳宴。

“马来西亚各族群必须展开

密切的贸易合作，把我国的优

质品牌带入中国及其他区域

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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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会讯出版委员会主席陈云祥（左三）与《商汇》杂志社社长、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宣传信息部主任刘海星（
右四）互换杂志。左起为马中总商会海外顾问郑培植，《马中经贸》主编朱国滨，马来西亚产业机构副总裁潘荣德，《商
汇》杂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主任董仁生，《商汇》杂志副总编、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宣传
信息部副主任曾志超，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宣传信息部主任科员郑晋培以及叶泉生。

《马中经贸》与《商汇》缔姐妹杂志

创马中文化界先河
造两地企业家桥梁

马来西亚对福建人来说，肯定不陌生。马来西亚

尤其是闽南乡亲移居南洋的主要选择地之一，

华商人数众多，优秀企业家代有人出。中国改革开放之

后，又吸引了大量马来西亚华商前往投资兴业，马来西

亚现在已经是中国在东盟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受公认为一个

优秀的商业社团，在国内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商会旗下

的《马中经贸》杂志内容扎实知性，兼具着中英双语，

在马来西亚商圈具有知名度。

中国厦门总商会作为厦门商界的代表组织，与南

洋特别是马来西亚商界有广泛的友好交流。该商会刚

欢度了１１０岁生日，正踏上新途。厦门商会旗下的《商

汇》杂志以追寻闽南商业新精神为口号，持续关注和报

道闽南企业家和海外华商为己任。

因此，《马中经贸》与《商汇》杂志的宗旨，性质相

似，读者对象互补。为促进两本杂志更好地服务两地商

会和商务往来，扩大在对方读者圈的阅读和商业影响

力，让两本杂志成为两地企业家交流的桥梁，实现互惠

共赢，经双方一致协商，两者皆为姐妹杂志社。

《马中经贸》与《商汇》两份在马、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财经杂志，在为了更好地服务两地商会和商务往来

的共同理念下，正式结为跨国界的姐妹杂志社，为两地企业家建造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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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厦门总商会110周年纪念活动，这次厦门总

商会提出“商人·商路·商道”的思路探索。但究竟是

怎么来弘扬这种商业精神？

对于这个提问，陈云祥的回答是，“商道简单地

说就是做人之道，做人的根本就是要以诚待人，这是

做商业最基本的基础。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都没

有的话就没有办法从商，也没有办法去推动商业的发

展。我们马来西亚的华商都非常敬仰、崇拜陈嘉庚先

生，他是我们商人的模范。”

陈云祥说，作为商人必须有回馈社会的精神，这

个非常重要，整个马来西亚的华人都有穷不忘教育的

思想理念，教育也很自然提倡做人之道，在这基础上

就很自然的推崇了商道。

陈云祥介绍，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是一个非盈利

的社会团体，商会非常小心谨慎地甄选了一些马来西

亚商人，目的是充分借力中国不断发展壮大这个大背

景，通过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这个桥梁到中国招商引

资，“我们这次也在厦门举办了一个马来西亚房地产

投资论坛，影响很好。”

陈云祥表示，马来西亚的人口华人占20%，华人

在马来西亚的的地位和影响力已得到马来西亚政府

的充分认同。在他看来，马来西亚是目前全世界维护

华人文化、华人教育最强的国家，“举个小小的例子，

我小时候就读了6年的华小，华文就这样学习起来，

现在我们华人有60所的独立中学，有民办的独立大

学，另外有民办的马来西亚艺术学院等。”

陈云祥祖籍是广东梅州，是马来西亚华人第三

代。他说，马来西亚

华人非常重视政经

文 教 育，非常 注 重

做 人 之 道，而且也

一直牢记着自己的

祖籍国，“对我们这

一 代 来说，我 们 还

是 想 回 来中国，我

们对中国还是有很浓厚的情义，身为一位华人我们都

非常骄傲，毕竟我们的祖宗都是来自中国，中国的传

统文化都保持的非常好，我们在马来西亚的端午节、

中秋节、元宵节等都非常隆重。”

说起商道，陈云祥和在海外发展的商人分享其个

人观点：“第一要融入当地生活环境，第二要能够照

顾下弱势群体，让人感觉你不只是一个商人，商人要

回馈于社会。”

陈云祥希望借助厦门这次提出的两岸共建商人节

的机会，弘扬商道精神、做人之道，“现在有一些商人

是在商言商、无奸不商，我们时常关注和提醒他们要

有商道精神，希望他们能够秉着这个原则做好商人该

做的事情，让他们知道除了赚钱之外，社会上有很多

是需要商人去做的，包括去扶助一些弱势群体等。”

陈云祥表示，他们每年都筹集一些善款去帮助一

些弱势群体，同时也要求一些非华的商人来一起做个

公益，包括印度商人等，“只要和中国有关系的商人都

可以加入我们商会，不一定是要华人。我们这样就相

互融合，利用各自的资源招商引资，做大做强。”

马中总商会会讯出版委员会主席陈云祥（前左一）与《商汇》杂志社
社长、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宣传信息部主任刘海星（右四）签署和
约。后左起为马中总商会海外顾问郑培植，《马中经贸》主编朱国滨，
马来西亚产业机构副总裁潘荣德，《商汇》杂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
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主任董仁生，《商汇》杂志副总编、厦门市
工商联（总商会）宣传信息部副主任曾志超，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
宣传信息部主任科员郑晋培以及叶泉生。

马中总商会领导代表参与厦门总商会１１０周年
纪念活动，受到对方的高规格接待。礼尚往来，
马中总商会会讯出版委员会主席陈云祥（右二）
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第九、十届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罗豪才（左二）
。左起为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王蒙徽和
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菱。

陈云祥应邀参加这次厦门总商会成立
110周年庆典期间，接受中方媒体专
访时认为，“商道就是做人之道”。

“商人·商路·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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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MCCC-AEET环保奖颁奖典礼，全体国家奖得主和嘉宾及联办单位合影。左起为柬埔寨Seng Bunrith医生、缅
甸Wai Wai Hlaing、颜登逸、朱国明、阿末查玛鲁丁、庄静宜、洪礼壁、黄漢良、菲律宾Kristine Rodulfo Tolod、新加坡
钟金泉（由陈仰贤代表）及越南Do Huu DAO；前排蹲者左起为马来西亚龙仕荣以及寮国Ophath SENGMANY。

大会原本邀请了环境天然资源及环境部副部长

拿督斯里詹姆斯达弗主持颁奖，由于前者不

克出席，由大马水利研究院总监拿督阿末查玛鲁丁代

表。

阿末查玛鲁丁在代表副部长致词时，对马中总商

会与東盟工程科技院联办的这项环保奖予以肯定，并

保证会全力支持，把活动扩大进行。

他提到，全球青年占人口35%，是庞大的推动力。

因此，通过环保奖带动他们的环境意识，有助未来参

与拯救地球。

黄汉良：环境污染影响发展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表示，能源是人类

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目前绿色能源短缺和环

境污染日益影响人类可持续性发展。

他希望，趁着这项横跨工商界与科技界合作联办

的环保奖意义深远，可以鼓励更多年轻人关心和参与

环保活动，由年轻一带来加快推动环保技术进步的步

伐。同时，有必要共同努力，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

和谐社会和建设生态文明，以技术创新为支撑，加速环

保技术及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让人类未来的生活条

件更理想。

2014年接近尾声之际，由马中总商会与东盟工程科技院 
(ASEAN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简称AAET)第四度携手举办的 
2014年东盟MCCC-AEET环保奖圆满落幕，为绿色环保事业再献一份力。

本届环保奖共有8个东盟国提名角逐，于11月25日的颁奖典礼上成绩揭晓，选出来自汶莱的庄静宜以 
“积极提升学生对气候变化和环保课题的醒觉与教育”的杰出贡献，荣获绿色大奖，赢走5千美元（约
1万8千令吉）奖励金。

点活动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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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礼壁：鼓励得奖者设联谊会
東盟工程科技院主席拿督洪礼壁指出，海陆空的

环境遭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损害，伴随毁灭性自然灾害

也频密发生。

在这个环境危机的前提下，洪礼壁说，为了动员东

盟区域年轻一代积极投入环保，主办当局鼓励往年和

今年的环保奖得主，共同成立东盟绿色科技创业联谊

会，共同在环保课题上投入心力。该联谊会将成为东盟

年轻人，在推广绿色运动、环境可持续性及绿色商业

网络等的一个交流与联谊平台。

他感到欣慰，曾获得环保奖的马来西亚环保企业

家拿督林恒毅成为联谊会创会会长，相信可以推动更

多绿色活动及绿色商业网络，带动环保意识。

朱国明：参加者素质好
2014年东盟MCCC-AEET环保奖由颜登逸和朱国

明担任联合主任，进行筹备和遴选工作。朱国明也担任

评审团主席。

朱国明说，进入第四年的环保奖，取得的反应更令

人鼓舞，提名的有为青年参加者，具有很好的素质。

无论如何，这项环保奖主要公开让来自东盟成员

国，年龄不超过40岁的青年提名参加。先由各成员国遴

选1名“国家奖得主”，同时在人选候选人中选出冠、亚

及季军优胜者。

成员国的“国家奖得主”各获1千美元、冠军是5千

美元、亚军3千美元及季军2千美元。

马来西亚知名媒体——《星洲日报》报章与《马中

经贸》财经杂志为这项活动的媒体伙伴。

另外，本届环保奖亦别出心裁地在颁奖礼之前，安

排了一场欢迎与交流晚宴以及前往指定大学伙伴— —

马里西亚英迪大学（INT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与作为未来主人翁的大学生们进行对话，激发本地年

轻一代的环保思维。

名字 国家 职业/专业
与绿色工作 参赛领域

1.  庄静宜 汶莱 教育部教员，提升学生对气候变化和环保课题的醒觉与教
育

自愿者或参与非盈利机构， 
极积推动社区环保

2. Seng Bunrith 医生 柬埔寨 高级研发经理，通过私人企业、专业团体和民间组织推动
废物管理、绿色科技和 环保建筑材料 减低废物排放

3. Ophath  
SENGMANY 寮国 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环保询咨专家。 保护陆地／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4. 龙仕荣 马来西亚 ATECH Malaysia的CEO，开发和推广替代建筑材料，协
助建立低碳社会和推广持续性生活理念。 绿色企业家/经理人

5. Wai Wai Hlaing 缅甸 年轻的新闻从业员，通过媒体和社区活动推广绿色理念。 通过媒体推广绿色概念和环境 
可持续性

6. Kristine  
Rodulfo Tolod 菲律宾 科研人员，开发再生能源的解决方案。 减低溫室气体排放

7. 钟金泉 新加坡 非盈利环保团体Avelife的共同创办人兼执行董事，向亚洲
年轻世代推广绿色意识、绿色教育和绿色活动

自愿者或参与非盈利机构， 
极积推动社区环保

8. Do Huu DAO 越南 越南岩土力学与土地工程协会(VSSMGE)的研发人员，研
发环保的打桩技术。 减低废物排放

自2011年开始，马中总商会与東盟工程科技院合

作推动绿色倡仪，肩负着工商界与科技界为全球目前

所关注的一项重大课题——即达到全面性与持续性的

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可行的解决方案，共同努力着。举

办当局为绿色环境发展作出的贡献与成效，有目共睹。

MCCC-AEET环保奖的宗旨主要是褒扬来自东盟

国家，杰出的年轻绿色科技企业家或对促进环保与绿

色成长作出贡献的年青人。

这项环保奖的门槛条件是必须通过以下任何一项

或多项领域，为环保或持续性发展作出贡献：

减低溫室气体排放/提升水质 •

保护陆地／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

减低废物排放 •

绿色企业家/经理人 •

通过媒体推广绿色概念和环境可持续性 •

自愿者或参与非盈利机构，极积推动社区环保 •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环保奖不分国界，从每个东盟

国家中选出一位“国家奖得主”，再从多位国家奖得主

之中，选出大奖 (Grand Award) 得主，亚军和季军，

以表扬从事绿色事业的杰出表现。

东盟MCCC-AEET环保奖知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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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大奖得主：
庄静宜小姐，汶莱，教师
庄静宜身为一名教员，除了本身的教职，也非常热
诚的提升学生的环保意识。虽然年纪轻轻，却致力
在学校设立再循环和环保学会，以及通过社交媒体
动员学生关注和参与社区环保，非常杰出。

亚军: 
龙仕荣，马来西亚， 
ATECH首席执行官
龙仕荣是一位年轻的成功科技创业家。他致力于推
动低碳建筑材料研发成果的商业化，并非常活跃的
通过生活营、论坛、讲课、训练班和民间组织的活
动等管道，大力提倡持续性生活理念和绿色企业。

季军: 
OPHATH SENGMANY，寮国，
OCORP 顾问公司，环保询咨专家
Ophath SEGMANY 是一位环保询咨专家。他积
极参与多项由大学、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主导的土
地资源、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与保护项目。

点活动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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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马人民援助金（BR1M）在长远来看是个很

糟糕的“毒药”，政府若给人民太多援助金，將持

续加重政府负担，进而增长赤字。 

“一马援助金表面看起来皆大欢喜，70%人民可不

劳而获直接拿到政府援助金，但长远下去是一个炸弹。

希腊为什么会崩溃（破产）？就是因为当地政府提供太多

福利，把人民照顾得太好，造成国家穷了。”

专家指出，这项保护措施具有风险，因为政府將无

法收回，且会一直加重担子，除非国库能在未来开源找

收入，否则人民只会要求更多援助金。情况就好像公司

职员可接受不加薪，但绝不容许自己被减薪。 　

开源节流　引发通胀 
整体上，郭隆生对2015年财政预算案感到不乐观，

因为其开源节流的措施正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因。“开
源的措施包括征收消费税，节流则是合理化补贴。”郭

隆生形容消费税是色盲，因为不分肤色的征收税务，将
原本缴税的120万名纳税人，增至全民的消费上。“尽管
备有零税率及豁免物品及服务，但国人无一幸免，所有
人都必须缴付消费税，肯定引起通货膨胀，然而有人说
消费税将取代销售税及服务税，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他认为，国家负债累累，因为提供太多补贴，因此
政府去年起合理化补贴。“汽油补贴只是政府第二大开
销，最大开销是公务员薪金及退休金，大马是公务员最
多的国家之一，占总人口4.8%。”他也说，在电脑化及自
动化时代，公务员没减少，反而逐年增加，薪水及退休金
也随之提高。 

郭隆生说，一马援助金门槛降低，国内70%的家庭
受惠，长远来说对国家是毒药，如同步向希腊的命运，该
国正是因为照顾人民方面过于无微不至，不断加重政府
负担而导致破产。

解读2015财政预算案座谈会

扩大援金增国库赤字	
全面征消费税更有利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紧贴时代的脉搏，旗下财经与投资委员会在2015新预算案国会提呈日的隔日（10月11日）
第一时间举办《解读马来西亚2015财政预算案座谈会》，为新预算案对各经济层面，尤其为商界和民生带来的
影响把脉。

这场座谈会汇聚本地著名经济评论家，包括本商会副总会长兼华总经济研究委员会主席郭隆生、税务专家兼首相
署利商特工队委员蔡兆源以及本地房地产知名评论家兼财经投资委员会副主席拿督斯里郑水兴担任主讲嘉宾。

透过专家们深入简出的精辟剖析，座谈会不但让让本商会会员与参与者从中掌握最新的财经资讯，亦让获益者
比别人更快一步调整商业策略与步伐，抢夺先机。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右三）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蔡兆源（左三）
，后者礼尚往来回赠其特撰的著作《消费税规划-商家与消费者》。左起为副总会
长拿督林恒毅、财经与投资委员会主席罗章武律师、郭隆生以及郑水兴。

马经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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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视同仁　向全民征税
蔡兆源建议政府仿效其他落实消费税的国家，即撤

消零税率及豁免物品与服务的列表，向全民征税，然后
通过扩大援助金款额资助范围。他说，这可减少外劳享
有国人的优惠，及预防走私活动猖獗。 

净税收仅6.9亿“在消费税落实后，政府除可在消费
税取得更多税收，也能借此吸引更多人缴付所得税，增
加国家收入及降低赤字。” 

同时身为宏愿机构税务与财务咨询总监的蔡兆源
透露，根据去年统计显示，消费税落实可征38亿令吉税
收，但实际上只有6亿9000万令吉净税收。他解释，估计
消费税税收为232亿令吉，在扣除撤销销售税及服务税
139亿令吉的税务流失、零税率和豁免造成38亿令吉流
失，及49亿令吉一马援助金后，仅剩6亿9000万令吉。 
“如果省下38亿令吉，这些钱可加在一马援助金上，且
无需用完38亿令吉，政府可将剩余的挪至国家发展开
销。” 

“放过”RON95　避免物价飙涨 
另外，蔡兆源猜测，政府不向RON95征收消费税，

可能顾虑到市场冲击，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若汽油涨
价及征收消费税“双管齐下”，物价肯定飙涨。不过，他
认为，政府不应豁免RON95汽油的消费税，因为根据税
务原则，要嘛向所有种类的燃油课税，要么一律给予补
贴，简化税务结构，节省行政开销。“政府是在提供广泛
式的补贴，从税务角度来看，欲落实一个完善及有效率
的税务机制，应向RON95课税。” 

蔡兆源建议，政府向RON95课税后，可提高一马援
助金款额，针对性地给予资助，总比发汽油卡等其他措
施来得简洁方便。“有关做法出乎我意料，政府以减少
RON95汽油20仙补贴，及向RON97征收消费税来区分
它们。” 

他认为，RON95豁免消费税不代表往后无需课税，
因为政府可随意调整税务架构。他补充，合理化汽油补
贴的举措，加上原油价格下降，目前我国油价回归市价，
价格将随着市场而波动。 

行政80%发展20%　开销拨款不健康 
蔡兆源认为，2015年财政预算案，行政与发展开销

比率为8比2，明显是偏向民生的经济，这是非常不健康

的分配，因为政府没有考虑国家未来利益。
他补充，若简化税务架构，也能节省行政开支，希望

往后行政与发展开销的比率为6比4。“我国财务状况在
过去17年都是赤字，须到2020年才达收支平衡，若是如
此，政府更应减少行政开支，而增加发展开支来制造收
入。” 

衣鞋家具通讯品将降价 
蔡兆源指出，根 据财政部资料显示，消费税落实

后，衣服、鞋子、通讯、装饰、家具及维修领域的价格不
涨反降。“衣服及鞋子价格降0.4%、通讯降0.7%，而装
饰、家具及维修降1.3%，其余的则通通起价，包括煤、燃
油、住宿、餐厅与酒店、交通、教育、在外用餐等。“国内
贸易、合作社及消费人事务部将引用反暴利法令来严控
物价，若发现商家毛利暴增，或错将能向政府索回的进
项税加入成本中，则将受到对付。” 

他说，因此商家及消费者都必须清楚了解消费税机
制，消费者协助监督价格，商家则可避免违法。另外，蔡
兆源说，根据生产力机构在去年的研究显示，国人的生
产力仅2.3%，意味着今后6年必须每年持续增长3至4%
才符合先进国的标准。 

先租后购　青年宜明年置产 
S w h e n g t e e 国 际 有 限 公 司 创 办 人 郑 水 兴 指

出，2015年财政预算案是个鼓励年轻人购买房地产的
预算案，他建议年轻人以先租后购的方式在明年尽快购
屋。“一个大马人民房屋计划及我的第一家园计划，都是
对国内年轻人有利的房地产计划。”他说，预算案中包含
许多基建发展，如高速公路、捷运、轻快铁等，基于城市
化的演变，这些基建都会兴建于住宅区附近，这将抬高
房价。 

他建议年轻人，购买城市边缘的房屋及二手屋，基
于上述种种因素，明年将会是年轻人购屋的好时机。“至
于仅有2万个单位及先到先得的青年房屋计划，我希望
马华等政党关注，因为在分配方面华裔子弟可能比较吃
亏。” 

除了房屋计划，他也表示，在贷款配额方面，建议政
府与私人界及民间组织接洽，如发展商、产业专员、青年
团体等，以便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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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慕尤丁结束 对中

国的官访后表示，大马需

要一个策略行动计划，以在2017

年，达到马中双 边贸易取

得1600亿美元（约5280

亿令吉）的目标。

慕尤丁表示，将要求设立由首相拿督斯里纳吉领

导的高级委员会，对马中双边贸易拟定一项战略行动方

案，以充分发展马中双边贸易潜能。

慕尤丁认为，在强大的伙伴关系及两国政府密切的

监督下，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如果要达到目标，我们需要每年取得11%的双边

贸易成长，什么货物需要出口、谁是大马的供应商，以及

如何达到成长目标？每一个次领域和次经济都要详研

这方面的事务。”

他提醒，如果不尽快拟定战略行动方案，我国不仅

将错失双边贸易所带来的发展，也将面临市场流失的风

险，因此必须加倍努力，并在当下为未来长远规划作出

迅速且准确的决定。

无论如何，在投资方面，他乐见两国的贸易额正在

增加，中国也成为大马十大外资来源国之一。

“2014年首7个月，中国来马的投资达1460亿美元

(4867亿令吉)，超过去年1000亿美元(3442亿令吉)。”

他指出，超过158个获得中国投资者参与的制造业

计划已展开，涵盖电子、纺织、钢铁、塑料及机械领域。

除了制造业，中国投资者也进军通讯、建筑、房地

产业。

慕尤丁相信，大马在明年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以

后，可以带动中国投资者在这个区域的投资，特別是那

些已在东盟设立公司的企业。

减少经贸繁文縟节
“在东盟经济共同体下，东盟在经贸及投资领域中

会减少更多繁文縟节，让所有商品、服务和资金能更迅

速流动，提高竞争力。”

他也提到，我国也关注到每年将有5亿中国游客选

择出国度假，所以战略行动方案须对这方面下功夫，包

括航班次数、直飞航班路线等，以设法吸引中国游客到

访我国。

拟方案促进双边贸易·
改善中企经商环境

慕尤丁呼吁，我国应尽快拟定有关战略行动方案，

以改善中国企业在我国的经商环境，使马中双边贸易得

以充分发展。

他认为，中国政府已在推动中马双边贸易上展现足

够的诚意，包括积极呼吁当地国营企业来马投资，所以

不能要求相关企业迁就我国的经商文化，反而该由我国

主动改善基础建设等以营造更友善经商环境。

访华6天　加强两国全面策略伙伴关系
这次副首相的访华行主要商讨加强马中两国之间

的贸易合作。这次官方也是庆祝马中建交40周年的重点

活动之一。

慕尤丁是在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国际贸易及

工业部副部长拿督哈敏沙慕里、国会议员及多位政府

高级官员陪同下，飞往中国访问。 

大马驻中国大使拿督依斯干达表示，慕尤丁于12月

2日晚在中国会见了500名企业领袖，并与他们共进晚餐

及对话。慕尤丁在会见中国及大马的企业首脑时说，中

马钦州产业园及马中关丹产业园將在两国经济合作发展

马来西亚副首相6天访华行
慕尤丁：拟制行动计划 从合作中受惠

从11月30日飞往中国北京、上海及重庆进行为期6天的官访返国后，马来西亚副首相丹斯里

慕尤丁总结这一趟紧密的访华之旅表示，大马需制定策略行动计划与中国进行接触，以从双

边合作关系中全面的受惠。

“这项计划必须包含短期行动和5年的长期行动，以投入必要的努力达到目

标。而这必须通过设计精良的行动及后续行

动来执行。”

中关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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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扮演重要角色，刺激两国更多的投资。

他说：”中国投资者可考虑在马中关丹产业园投资，

而大马投资者则可以考虑中马钦州产业园。」

访 华 期间，慕尤丁与中国国务副总 理 张高 丽会

面。“在张高丽的邀请下，这可是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正

式会面。”

慕尤丁百忙中还不忘与居住在中国的大马人会面，

展示亲民作风。

此外，慕尤丁也访问了当地的华为研发与发展中

心，参观这家全球领先之一的讯息与通讯供应商，为中

国电讯公司启动”TELCOM未来的种子”程序。

同一天晚上，慕尤丁马不停蹄飞往上海，因翌日需

拜访一所教育机构，进行一项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另外，他也前往了上海师范大学进行访问。

12月4日返国前夕，慕尤丁离开上海，飞往重庆，

出席为期两天的第六届中国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主题演

讲。

慕尤丁：确保经济政治稳定·
　　　中国东盟须紧密合作

另一边厢，稍后往重庆出席第6届华人世界经济论

坛致词时，慕尤丁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必须紧密合作，

才能确保经济、财务和区域性政治稳定，也是充分利用

双方潜在经济的重要一步。

他以一句谚语，即“想要走得更快，请独行，想要走

得更远，请结伴而行”来形容彼此的关系。

慕尤丁看好，东盟將在明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

伴，以及一同履行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在未来数

年內提升中国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交易。

他说，东盟和也將与中国紧密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RCEP），將会为各国带来经济发展机会。

“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將创造全球最大贸

易，並为东盟国和全球带来主要经济利益。”

他说，随着中国內需增加，城市迅速发展以及越来

越多的中产阶级，对东盟国家的需求产品和服务会越来

越多高。

“东盟国家的6亿人口消费者市场，也是吸引中国

企业和商家到来发展；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最大的合

作国，中国也是大马最大的贸易国。”

“对中国的企业来说，6亿人口的强大市场是极具

吸引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9月，將中国列为

具有世界最大购买力的国家，其购买力已经超过了美

国。”

此外，慕尤丁对于中国政府在马航MH370失联客

机事故上给予的支持，並出动先进搜寻装备，而且给予

最大的宽容。慕尤丁表示，大马对于各国伸出的援手感

到非常感动，尤其是中国政府，在技术、专业以及知识

方面给予宝贵的协助。

12月1日，慕尤丁与大马官员于在人民大会堂副

总理办公室，拜会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后对媒体发表

谈话。

身兼教育部长的慕尤丁，早前亦与中国教育部

长袁贵仁会面交流与双边会谈，会谈约1小时，并讨

论各种有关双边教育课题。

慕尤丁说，当北京知道我国将于明年计划在国

民学校推行华文成为第三学习语言时，中国答应将

为我国提供中文师资。

“马来西亚需要3万名华文教师，如果可以的

话，在1万所学校内，每间学校至少要有3名华文教

师。”

与此同时，他表示，随着中国日前派送500名数

学专科教师到英国，我国也希望中国可以派送数学

专科教师到大马教学。

马、中教育部长 讨论双边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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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有一个小鱼缸,鱼缸内住着无数条小鱼儿。某天,一个人把一面透明的塑胶板浮在浴缸上，

当一放鱼饵在塑胶板上，所有鱼儿都冲上而撞个正着，又吃不到摆在眼前的食物。

久而久之，这群小鱼儿对头顶上的这块塑胶板产生了阴影。即使拿掉塑胶板，食物浮在水面

上，也不敢再往上游以进食。在这个情况下，到底有什么办法，才能让小鱼儿抹去心理的阴影，

避免因恐惧而面临饿死的危机出现，重新学会往上游？

抛出了一个问题过后，《投资马来西亚房地产开发论坛与对接会》主持人陈云祥揭开谜底，“道

理很简单，只要往鱼缸内，放入几条新的小鱼儿。这些新的小鱼儿心理没有不必要的阴影或障

碍，即能引领原来的小鱼儿往上游，重新在鱼缸内畅游无阻。”

10月末，中国厦门秋高气爽，凉风徐徐。

在这个宜人的气候里，由阿拜维国际集团

（APPAVE）、马来西亚投资投资局（MIDA）

以及马来西亚产业机构（MPI）联合举办，万融

集团（NCB）承办的《投资马来西亚房地产开

发论坛与对接会》汇聚了马来西亚的房产界与

金融界精英，飞往经济蓬勃开放的厦门市，开启

了与中资房地产企业和投资者对话的契机。

除了作为致辞嘉宾，来自马来西亚官方机

构的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广州处处长鲁立山

之外，这场论坛对接会共有6项专题主讲。从

马来西亚房地产的投资政策税务、成为发展商

流程、挑战应对、法律法规、市场开发、销售策

略、预算评估、成本管理、国外融资、汇率风

险等各层面，都巨细靡遗地一一与出席人士分

享。

总结2 014年，马，中关系的进程备受考

验，就像上文提到的小鱼缸故事一样，导致部

份中资心存疑虑，连带投资步伐也慢了下来。

然而，正如陈云祥所说，要让原来的小鱼儿突

破心理阴影造成的枷锁，就需要新的小鱼儿扮

演引路明灯。“而我们这一趟齐集的几位主讲

人非常乐意成为这些新的“小鱼儿”，重新带领

在座各位投资者冲破心理上的束缚。”

这一席话，让出席这场论坛对接会的人士

无不齐声说好！

此外，主办方还用心安排了一场项目投资

对接会，并特设主讲嘉宾专柜，为感兴趣的中

资代表与相关人士进行“一对一”的咨询服

务。其间，还举办了马中房地产企业家交流会。

《投资马来西亚房地产开发论坛与对接

会》在厦门佰翔软件园酒店（Xiamen Fliport 

Software Park Hotel）的谷歌厅举行。协办

方还包括福建省企业家联合会、中国闽商地产

联盟、MCT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中国银行。

指定媒体为《大马房地产》和《马中经贸》财经

杂志。

根据主办方透露，这场论坛对接会只是一

个起步，接下来将紧锣密鼓，预备前往深圳、上

海等城市举行巡回式的《投资马来西亚房地产

开发论坛与对接会》。

《投资马来西亚房地产开发论坛与对接会》幕后团队：刘忠伟（左起）、张孙通、潘荣德、王进强、郑水
兴、陈耀星、陈云祥、萧慧洁、拿督张明通、朱国滨、吕振丰以及黄祯辉。

中关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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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已晋身对马投资国家排名的前十位。在过

去5年间，中国投资马来西亚制造业板块的获准

投资额从2008年1003万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10亿美

元。而实际上在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就已经达到14亿美

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投资量。这些投资主要都集中在

基础金属，电子电气，纺织制品，废金属矿业，以及化工

产品。

除了制造业板块之外，中国投资者今年在投资服务

业方面也非常活跃。最主要的投资包括金融业巨头如中

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还有通讯产业的名企——华为以

及中兴。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马来西亚承

包工程，许多大型的高速路，桥梁，发电站的建设工程都

能看到中国企业的名字。

最近几年中国投资者也开始走向房地产开发的领

域。碧桂园、绿地集团都是中国房地产业响当当的名字，

他们都已经进驻马来西亚市场，在柔佛州开发投资商住

项目。

马来西亚政府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到马投资，我

们尤其鼓励高科技，高附加值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马

来西亚国内活跃的商业氛围，成熟的产业结构和基础建

设，都是马来西亚招商引资竞争力的保证。

马来西亚政府目前正把服务业板块作为重点发展计

划，希望借此来提高经济多样性以及经济竞争力。鉴于

今天的主题是房地产投资，我想着重为大家介绍一下与

地产相关的旅游酒店业的投资机遇和投资政策。

旅游服务业囊括了酒店业，旅游项目两大类别，他

们都属于马来西亚政府目前着重鼓励的产业之一。我们

根据1986年投资促进法案的规定为大家列出了一下几项

受鼓励的投资活动：-

经济型旅馆（1至3星级）··

4至5星级酒店（2016年底前申请）··

扩建、改建、翻新现有酒店（1至5星级）··

旅游项目··

扩建、改建旅游项目··

康乐营··

会议中心（坐席不得少于3000个）··

以上项目的运营者/拥有者都必须要到马来西亚旅

游文化部登记注册，在新项目开始前需向MIDA提交申

请表。对于扩建或翻新的项目，在产生合格资本支出之

前，需向MIDA提交申请。

马来西亚不仅欢迎酒店业的投资者，我们也提供许

多房地产建设和开发的项目机遇，比如养生医疗产业，

教育和培训机构等等。”

走出去开发房地产共创新商机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广州处处长鲁立山

致辞

“今天大会十分成功，且受到在座人士的踊跃欢

迎与提问。大会专题也非常丰富，肯定让有意来

马做发展商的人士获益良多。”

“我曾在5月31日随首相纳吉趁着马中建交四十周

年访华，有幸见证了马中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中国资金来马的投资额肯定有所超越。”

“我相信，一直到2020年，在马投资的趋势一路向

好。主要因为随着政府极为重视的大型基建发展计划陆

续施工，沿着这些新基建的房屋价格定必持续看涨。”

“加上马来西亚将在2015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

国，我国可望成为中资涉足东盟市场的“桥头堡”。”

大会评论人：
马来西亚知名房产开发
企业家拿督陈耀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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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马来西亚产业机构是首相署旗下经济策划

局所成立的机构，希望将外国投资引入国内的房地产

业。”

“外国人士在购买马来西亚房地产前，必须事先掌

握最低限制及价格。比如，持有第二家园的海外人士的

最低房价限制也会根据不同的州属，出现差异。举几个

例子，海外人士在贵为首都的吉隆坡的房产最低收购价

达100万令吉，槟城虽然是50万令吉，但只限其中两个

单位而已。马六甲把分契业权(strata· title)的房产最低价

设在50万令吉，有地业权(landed· title)最低价为100万令

吉。”

“截至2014年4月份，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

计划共累计吸引了2万5506人。今年首四个月的参与人

数而言，来自中国的比例最大，占了5659人。”

“如今大多数外国投资者都钟于有关医疗，退休类

似的开发项目，这也将增加更多第二家园的参与者，同

时也引致更多外国开发商到马来西亚开拓新商机。其

实，近年来我们正积极推广和撮合外国和本地的开发商

的合作，让这些医疗保健和退休计划的项目能在大马占

一席之位，从而让本国人受惠及缔造更多就业机会，也

响应政府要吸引更多外资来马的决心。”

走出去开发房地产共创新商机

马来西亚产业机构副总裁潘荣德硕士

马来西亚房地产投资之 
潜能、政策、税务

“要申请执照和广告准证，房地产开发商需要支付

的发展费为20万令吉或即将要执行预算的总销售收入

的3成必须支付给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门。而且，准证批

准过后的6个月之内，开发商必须启动有关工地的施工

工程。”

“一旦开发商具备根据房地产开发商条例颁发的准

证，即能进行房屋发展计划。然而，开发商需要提前向政

府申请准证以及广告许可证后，才可以开始对外发售。”

“在马来西亚做开发商，必须认识到尊重土著（原

住民）在公民财产的比例。比方说，每一个开发项目必

须保留至少30%土著分配额。相关单位的售价享有5%

至15%的折扣。”

“开发商在马来西亚融资十分方便，开发商只要准

备40%的土地成本，即可申请6成的购买土地贷款。即使

对于外资，本地银行提供的贷款额度也达到60%至70%

，并享有与马来西亚人民相同的利息贷率（附注：马来西

亚2014年基本贷率（BLR）维持在年利6.85%）。”

“马来西亚停车场的需求殷切，除了每单位必须提

供1或2个停车位，还得提供10%的停车位比例给拜访

者。”

“在马来西亚做开发商，信誉非常重要。切勿允许

不知名或背景不详的人士成为公司董事或股东。因为提

供融资，贷款的马来西亚银行十分重视开发商的背景档

案。”

马来西亚安达集团 (Andaman Group)

董事经理拿督斯里张孙通博士

如何在马来西亚成为发展商
之流程和如何应对挑战

中关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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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早之前，来自香港、新加坡和德国等地的投

资者已意识到马来西亚房地产的投资魅力，这些真正的

投资者，一直以来都不断投资这里的房产市场。”

“马来西亚的教育系统是世界级的，可读到多所国

际大学。”

“目前，马来西亚的森林覆盖率达77%，世界排名

第四，其中原始森林占了59%。”

“在2014年至2018年，马来西亚房地产已经宣告

进入了“黄金5年”。而且，接下来还会伴随“大东南亚时

代”的降临，而创造出更庞大的商机。”

走出去开发房地产共创新商机

郑水兴国际投资联盟创始人 
兼主席拿督斯里郑水兴

一个最适合中国房企投资 
的市场，开发和销售策略

“马来西亚土地种类大致划分为农业、住宅、商业

和工业用途。理论上，土地的发展规划必须依据土地用

途而定。”

“按照马来西亚联办政府的指引，外资基本上不可

购买农业地。除非该土地作为农业旅游、高科技发展以

及工业化生产输出的用途，则另当别论。”

“看回以往的案例，外资还是可以购买得到农业

地，先决条件是把农业地的种类更换。例如，从农业地

转换成住宅地。”

“基本上，马来西亚的房地产产权还可以分成三

种，即可供世袭的永久性产权、普遍称为99年产权的租

凭产权以及仅供土著持有的马来保留地。”

“在马来西亚开发地产，最实际的可行性为从零开

发，包括征收空地、从零规划启步；还有常见的重建计

划，即收购及改造现有建筑，或把旧建筑翻新。”

“总结而言，在马来西亚要成为土地开发商，需要

懂得征地开发8大方案，包括：一，直接购买土地，从零

开始规划开发；二，购买已获得开发令的土地，马上开

发；三，购买地主公司的控股；四，购买地主公司的部分

股份；五，承包工程；六，通过合资形式，即地主和开发

商合资公司作为开发；七，通过联营形式，即地主提供土

地，开发商作开发；八，联营购买土地，作为开发用途。

马来西亚IHSV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兼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御用律师萧慧洁律师

发展商应关注的法律法规

中关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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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一套完善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评估，建议开发

商公司内部先拟定一篇可行性分析报告。过程中，主要

分成九个阶段，依序是经验法则、基本资料研究、实地

考察、市场调研、地方政府审查、土地局核对、接洽马来

西亚测绘部门、布局规划以及财务分析。”

“一般上，典型的开发财务经验是，总建筑成本占

整体发展总值（GDV）的40%至50%、土地成本占20%

至30%、预期利润占另外20%至30%，剩下的列入其他

成本（8%至15%）。”

“外资开发商尤其要重视实地考察这一环，宜考量

与市中心的距离、学校数量，有无高速公路的辅助，基

础设施如水电供应和排水系统稳定与否。可否避免高压

电缆、墓地、洪水区，并需研究地形与土壤条件。”

“如果要到土地局进行核对，则主要包涵核实拥有

权、检查土地使用权、临时占用许可证，确认土地是否

受政府征用、私人限制、抵押于金融机构等等。”

“在雪兰莪州，凡是低于2英亩的土地，一律不允许

建立高建筑物。”

走出去开发房地产共创新商机

美全集团上市公司房地产
开发项目总监王进强

如何做开发房地产 
投资评估、成本预算、融资

“总结这场论坛与对接会，得出三点：马来西亚适

合全球人士居住、当地政府欢迎外资到马来西亚开发房

地产以及当地开发项目一般能获取超过20%的利润。”

“房地产开发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自始至终需要

银行的资金及金融服务的配套支持，寻找可靠的资金来

源、选择合理的融资方式是影响投资项目能否成功的因

素。因此，选择一家专业性高、服务优质的银行至关重

要。”

“首先，中国房地产企业可以通过境内银行开立资

信证明提供给当地的合作银行或合作商，使其了解自身

的授信及资金状况，增强信任感；其次，在投资全流程中

涉及的招投标、工程款支付、履约等环节，企业可以通过

中国银行开立保函，向马来西亚的银行提供反担保，从

而获得业主认可的马来西亚当地银行转开的保函，消除

后续跨境沟通障碍，也便于企业进行查询和索赔。”

“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在马来西亚设立的开发公司需

要当地银行资金支持时，往往需要国内银行对外开立融

资性保函为境外的开发公司提供担保，从而获得当地银

行的授信支持。”

“前往马来西亚投资的开发商，可以充分利用跨境

人民币政策解决在当地的资金需求。在履行了相关的对

外投资的登记手续后，企业可凭外汇登记凭证和境外企

业的相关财务报表及利润处置决议，将马来西亚当地的

利润汇回。企业还可以在马来西亚当地以人民币方式取

得销售回款，则汇率风险最低。若以其它方式回笼销售

款，可使用银行的汇款锁定产品来规避汇率风险。”

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国际结算部
副总经理陈轶娜

国外融资、内保外贷， 
汇率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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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对接会内容丰富，演讲专题精彩，赢得出席人士的热烈掌声。
陈云祥的睿智主持，博得在场观众的阵阵
掌声。

陈云祥（左一）赠送《光辉四十载》纪念
册予MCT集团执行董事拿督苏启志（右）
。并由潘荣德、长鲁立山与陈耀星见证。

陈云祥（左一）赠送《光辉四十载》纪念
册予中国银行国际结算部产品经理吴晓萍
（右二）。左二起为潘荣德、长鲁立山、陈
耀星、苏启志。

陈云祥（左一）赠送《光辉四十载》纪念
册予中国闽商地产联盟副秘书长刘美清（
右二）。左二起为潘荣德、长鲁立山、陈耀
星、苏启志、吴晓萍。

素有“大马房产教父”称号的郑
水兴与向感兴趣的出席人士交
换名片，为日后的跨国合作留下
伏笔。

马来西亚房产界律师精英——
黄祯辉律师与萧慧洁律师为出
席人士提供宝贵的法律意见。

经验丰富的王进强进一步与出
席人士探讨如何做开发房地产
投资评估、成本预算、融资。

大马知名发展商张孙通（右）向
感兴趣的中资投资者介绍马来
西亚的房地产市场趋势。

论坛上，张孙通、潘荣德、萧慧洁与郑水兴对马来西亚房地产的方方面面侃侃
而谈。

拥有到过马来西亚开发
经验的中国碧桂园马来
西亚项目经理董亮一一
数出马来西亚房地产的
魅力。

手握着《马中经贸》财
经杂志的中国厦门万杰
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裁许木杰，大赞这
份刊物启发了他往马来
西亚投资和拓展业务的
新契机，“这是一份值
得马、中企业家十分留
意的知性刊物。”

走出去开发房地产共创新商机

中关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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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广交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渠道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推动中国外贸发

展和中外经贸交流合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中国第一展”。

广交会是由中国国家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国际展览盛会，每年4月（春季）和10月（秋季）在广

州分三期举办，每届有近20万海外采购商与会。

自1957年创办以来，广交会一直保持着中国展会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到会采购商最多且国别范围最广、商品种

类最全、成交效果最好的特点，迄今已成功举办了116届，被誉为中国进出口的“风向标”。

刚刚于11月4日顺利闭幕的第116届广交会，共吸引了来自211个国家/地区共186,104位境外采购商与会参观采

购，突显出广交会巨大的商业价值以及为全球贸易提供支撑力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当届马来西亚与会的采购商超过5800位，与会人数在该等国家/地区中排名前列。

马来西亚采购商踊跃与会	
采购商规模排名前列

总结第116届广交会吸引逾18万境外采购商

第116届广交会优化展览结构，调整部分展区设
置，第一期增设了能源展区，第二期增设宠物

用品展区；从行业、采购需求等角度进一步细化与优
化展品分类方法，助力提升展览效果；继续加强企业
参展资质审核，执行参展企业年更新率5%的优化措
施，提高参展质量。

其中，为期5天的广交会一期展集中展出中国外贸
出口优势产业，展出范围包括大型机械及设备、摩托
车、汽车配件、化工产品、五金、家用电器、电子及数
码产品等，其中机电产品是广交会一期展的最重要看
点，它的出口状况代表中国外贸状况的基本面。

进口展也成为了本届广交会亮点。本届广交会进
口展区共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551家企业参展，
组委会成功尝试了进、出口展区融合办展的新模式。
参展企业普遍认为这种新模式有助于形成行业上下
游、境内外联动发展的局面。

第116届广交会进口展区展览总面积合计2万平方

米，展位数约900个。
此外，本届广交会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得到提升，

广交会电商平台向参展企业特别推出了“预售体验会
员”计划，这一举措使得供应商会员新增约4,000家。
与上届相比，本届广交会电商平台采供双方对接运营
效率的关键指标均有明显提高。

广交会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于2013年9月，是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唯一的海外直属机构及其
亚太区联络处，主要负责广交会在亚太地区的招商宣
传工作，积极拓展与亚太地区各工商机构的联系和合
作，为广交会采购商与会提供便捷的服务。

为加深了解，广交会驻香港办事处目前正在收集
包括马中总商会在内的马来西亚各商协会2015年的
重要活动安排，并拟选择部分活动，通过宣传合作、
协办活动等方式，藉商协会的平台来扩大广交会的宣
传，同时进一步加深与各商协会的合作，达到双赢的
目的。

资天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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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会是全球最大贸易型展览会，展览面积达118万平米，商品品种横跨15大类。此外，每届的参观人数更多

达40万到50万人次，交易额高达360亿美元。”

陈友信：

展望第117届广交会推介会

来临的第117届广州交易会（简称广交会），马中
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希望可以设有以投

资马来西亚为主题的贸易商机主题论坛，以更有效地
推动马中之间的经贸往来。

陈友信在回应为宣传广交会而来的中国对外贸易
中心副主任刘建军时表示，希望在有关以介绍马来西
亚为主的主题论坛也能一并推介迈入第五届的马中企
业家大会(MCEC 2015)，相信将会成为广交会期间另
一项极具意义的活动。

“马中关系往来密切，中国有许多第一次都交给
了大马，如马中关丹产业园(MCKIP)、厦门大学海外分
校，加上我国是明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若有机会于
明年举办以大马为题的论坛，马中总商会随时欢迎和
给予配合。”

他说，大多前往中国投资的商家大多是通晓中文
的华裔，而马中总商会将为不懂中文的其他友族提供

双语资料，作为大马各族商人到中国投资的桥梁，凸
现真正作为马来西亚人的商会的角色和影响力。

这一场推介会的出席嘉宾还包括马中总商会永久
荣誉会长丹斯里林源德、拿督杨天培、会务顾问杨天
德博士、副总会长宋兆棠、刘俊光、秘书长卢国祥、中
央理事包久星、张联兴、青年团团长丁扬岗、会务顾问
丁锦清、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客服中心综合管理部总经
理陈阳、客服中心展馆销售部副经理吴穗英、中国对
外贸易中心（集团）国际联络部副总经理蒲汇川。

马中贸易达1000亿美元
超越中俄，中国印尼贸易

推介会上，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刘建军对比
道，以马中两国2013年达到1000亿美元贸易额的趋势
来看，经已超越人口更多的中俄、中国印尼等国的双边
贸易往来。

“广交会曾举办过巴西、俄
罗斯、印度等金钻国家的贸易商
机论坛，我们未来将努力推动以
东 盟，如马来西亚 为主 题 的论
坛，向广交会展商进行大马的贸
易、投资等各方面的介绍。”

“ 随着中国在 新 的 领导人
上位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加
快，对中国对外投资打下基础，
而近年来中国对外 投资额也超
过来华投资额。”

他指出，第117届广交会将
从2015年4月15日至5月5日于中
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

欲 知 更 多 详 情 ，请 登 陆
www.cantonfair.org.cn。

可设大马论坛
有效推动马中经贸

陈友信（左八）在推介会后赠送《光辉四十载》画册予刘建军（左六）留念。左起为卢国祥、
蒲汇川、吴穗英、陈阳、杨天培；左七为刘俊光；右起为张联兴、丁扬岗、丁锦清、包久星、杨
天德、宋兆棠以及林源德。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与马中总商会素来合作紧密。因此特地趁着推介第117届广交会的机会，
宴请来马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代表。前排左起为杨天德、林源德、刘建军、陈友信、陈阳、杨
天培以及马中总商会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后排左起为丁锦清、宋兆棠、张联兴、卢国祥、
中化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振发、吴穗英、蒲汇川、彭彦彰以及丁扬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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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汇聚本地企业家和国际采购商的年度重头戏—2014年马来西亚国际

贸易展（INTRADE），于10月20日至22日在贵为马来西亚首都的吉隆坡成功举行。迈入第八届的马来西亚国际

贸易展在MATRADE旗下会展中心举办。

“大马制造”时尚品牌与
服务业获全球瞩目

2014年INTRADE

本届INTRADE主要集中展示马来西亚时尚产品

与服务业，并吸引了335本地企业和77家国际

公司成为发展商。海外参展商包括日本、韩国、台湾、

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土耳其、西班牙、比利时、厄瓜

多尔、斐济、阿尔及利亚、毛里求斯、南非以及所有东

盟国家。在秉持着促进海内外企业之间的商业合作的

理念下，INTRADE 2014成功吸引了超过8700参会者。

INTRADE 2014参展商展示了种类广泛的生活用

品，如时尚，服装及纺织品；饰品，鞋类和珠宝；化妆

品，盥洗用品，卫生与健康；礼品，纪念品和文具及家

居产品和室内设计。

配合INTRADE 2014，举办当局还创办了首届2014

马来西亚时装周，汇聚了马来西亚与国际时尚服饰供

应商，参与这一项主题为时尚、艺术、化妆品、室内和

纺织品(FACIT)的独家贸易展览会。

这些杰出的参展商包括本地珠宝商Habib Jew-

els、鞋履设计师Nelissa Hilman、化妆品和个人护理

专家Grace Cosmetics、水疗产品生产商Tanam-

era、家用产品制造商Pensonic和Ogawa以及运动

配饰品牌Hypergear。还号召了Melinda Looi、Bill 

Keith、Radzuan Radziwill、Bon Zainal、Carven 

Ong、Joe Chia以及Asha Karim等杰出时装设计师

共襄盛举。

知名的年轻时装设计师Joe Chia指出，非常乐于

看到MATRADE给予的支持。“对于把年轻的马来西

亚设计师向国际采购商来说，这是一个绝对正确的途

径。这样一来，本地设计师可以保证其业务的持续成

功，甚至有望跨出当地市场”

BON Fashion Legacy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Raj Aria分享道，马来西亚时装周的精彩之处在于成功

将马来西亚的时尚业放在全球定位上。同时让本地与

亚洲设计师有机会向国际观众展示其创意力和天赋。

这一项开创性活动展示出系列奢华和时尚的设计

新潮，反映了15个国家的65名天才洋溢的海内外设计

师创造的2015春夏季收藏。晚间，还举办了一场极富

魅力与时代感十足的联欢晚会，汇聚了全球时尚届的

知名人士共聚一堂。

马来西亚时装周极富历史意义，因为这是MA -

TRADE与来自私人领域的STYLO International举办

的首个贸易时尚盛会。这次政府机构与私人企业展开

的合作，是全国绝无仅有的。

随着INTRADE 2014和马来西亚时装周取得成功，

将为马来西亚的软产业出口至全球大舞台，扩大市场

与拓展业务，注入一剂催化剂。

展望明年，INTRADE 2015预计将在10月份举行，

举办当局承诺将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以提高本地家

居用品企业家的国际知名度。

资天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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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ing on lifestyle products and services from 

Malaysia, INTRADE 2014 saw the participation 

of exhibitors from 335 local companies and 77 

International firms. Among the exhibitors from 

overseas were from Japan, South Korea, Taiwan, 

Pakistan, Sri Lanka, Turkey, Spain, Belgium, Ecuador, 

Fiji, Algeria, Mauritius, South Africa and all the 

ASEAN countries. With the aim to foster business 

collaborations between local businesse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he event had successfully 

attracted over 8,700 people.

Exhibitors at INTRADE 2014 showcased a wide 

range of lifestyle products from  Fashion, Apparel & 

Textiles; Accessories, Footwear & Jewellery; Cosmetics, 

Toiletries, Health & Wellness; Gifts, Souvenirs & 

Stationery and Home Products & Interiors. 

In conjunction with INTRADE 2014, the inaugural 

Malaysia Fashion Week 2014 (MFW) was held bringing 

together Malaysian and international fashion 

distributors to an exclusive trade exhibition - FACIT 

(Fashion, Art, Cosmetics, Interiors and Textile). 

Amongst the leading exhibitors involved in FACIT 

trade exhibition were local jeweller Habib Jewels, shoe 

designer Nelissa Hilman, cosmetics and personal care 

experts Grace Cosmetics, spa products manufacturer 

Tanamera, household products manufacturers 

Pensonic and Ogawa and sports accessories brand 

Hypergear.  Leading fashion designers Melinda Looi, Bill 

Keith, Radzuan Radziwill, Bon Zainal, Carven Ong, Joe 

Chia and Asha Karim had also graced the event.

“It was great to have such a support from 

MATRADE and this was definitely the right avenue for 

young Malaysian designers to be introduced to the 

International buyers. This way, local designers can be 

guaranteed a continued success in their businesses and 

it goes beyond the local market,” said the promising 

young fashion designer Joe Chia.  

Sharing his thoughts were Raj Aria, Managing 

Director of BON Fashion Legacy Sdn Bhd who said that 

MFW was an amazing effort as it was aimed at putting 

Malaysia on the global fashion map. It also gave both 

local and Asian designers a chance to showcase their 

creativity and talent to the International audience.

This ground breaking event showcased a series 

of glitzed and trendy fashion shows that featured 

the Spring/Summer 2015 collections from 65 

talented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designers from 15 

countries. Complementing the fashion shows were the 

glamourous and stylish gala nights attended by the 

who’s who in the fashion world. 

The MFW was a historical occasion as it was the 

first trade fashion event organised by MATRADE in 

partnership with a private sector, STYLO International. 

Such collaboration between a government agency and 

private entity was the first of its kind for the country.

The success of INTRADE 2014 and MFW 2014 

will serve as a catalyst for greater market access and 

business expansion for Malaysia’s soft exports in the 

global arena. Next year, INTRADE 2015 will be held in 

October and promises more exciting programmes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presence of local lifestyle 

businesses.

Made-in-Malaysia Lifestyle Products and
Services Receive Global Attention at 
INTRADE 2014
Malaysia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 (MATRADE) annual event that unites local businesses  

and International buyers, INTRADE 2014,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20 to 22 October in the capital city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The 8th edition of the event was organised at MATRADE Exhibition Convention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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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是代表马来西亚前往参与举办国际性经贸交流活动——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

盟博览会马来西亚展馆的代理机构之一。该活动已于2014年11月15日以及19日，在中国广西的南宁国际会议中

心。

9月15日，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拿督李志亮正式为马来西亚展馆开幕。而今年，该展馆划分为5大

板块，分别是食品饮料、卫生与健康、生活方式、特许经营和其他服务。

超过250个访客访问MIDA咨询台，对象包括提供专业服务的海内外企业经营者以及当地的中国访客。

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MIDA踊跃参与2014年

过去的2013年，中国已经是马来西亚制造业的

第五大海外投资者，拥有达30亿令吉的总投

资额或相等于22个项目。

从2014年1月份直到7月份，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总共批准了中国来马的13项制造业项目，投资额高达

46.6亿令吉。

马中之间的投资额互动，尤其是中国流入马来西

亚的投资资本正在以稳健的步伐增长。随着双边共同

推动持续性投资，预计这一股趋势将会以更快的速度

继续增长。

资天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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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A was one of the agencie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Malaysian Pavilion at the 11th China-ASEAN 

Expo (CAEXPO) 2014, international event for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that was held in Nann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NICEC), 

Guangxi, China from 15th to 19th November 2014. 

The Malaysian Pavilion was launched by YBhg. 

Dato’ Lee Chee Leong, Deputy Minister of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Industry (MITI) on 15 September 

2014. This year, the Pavilion was divided into five 

clusters namely Food & Beverages, Health & Wellness, 

Lifestyle, Franchise and Other Services.

More than 250 visitors visited MIDA’s information 

booth, ranging from business proprietors to local and 

foreign professional service providers as well as the 

local Chinese visitors.

In 2013, China was Malaysia’s fifth largest foreign 

investor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with total 

investments of RM3.0 billion in 22 projects. For the 

period of January to July 2014, MIDA has approved 13 

manufacturing projects from China with investments of 

RM4.66 billion. 

The cross-flows of China-Malaysian investments 

are growing at healthy rates and particularly for inflow 

of China’s investment into Malaysia,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will be growing even faster as bilateral efforts to 

promote investments continues.

MIDA Participated in the 
11th China-ASEAN Expo (CAEXPO) 2014, 
Nanning, Guangxi, China

892015/01-03

投资天地



“成功不是偶然，也不是终点。打从创业的第一
天，我立志不断学习及扩大业务版图，直至产

量满足全球需求。”
林伟才坦言，他曾经历过所有创业初期的挫折，包

括没有客户愿意下单。“但我都不因被拒绝而气馁，因
为我相信自己。”

创业初期，顶级手套只有一间3条生产线厂房，如
今，公司的手套厂房已扩大至超过20间、447条生产线
和1万900名员工，年产量超过400亿只，是全球最大
胶手套生产商。

他把二十多年来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经商历程娓
娓道来，“每天都面对各类大小不一的问题，从客户投
诉、原料短缺涨价、生产技术、竞争对手、不利于经商
的新政策等，如果没有积极态度和坚定不移的毅力去
一一化解，不断寻求改进和革新，强化竞争力，那就等
着被淘汰吧！”

企业文化高层次竞争	
林伟才补充，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工艺技术一日

千里，制造业更是首当其冲，不时面临巨大的挑战，竞
争异常激烈。

“若要在同行中超越对手，就得要比其他竞争对手
革新于更高层次及推广软实力———企业文化。”

深信企业文化是核心的林伟才说：“方向非常重
要，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企业必然会损失。”

“我认为，诚、正、信、实这四大信条，是企业永续

经营的关键点。所以，我也把之融入在顶级手套的企业

文化当中。”

林伟才透露，上述的信条部分其实与其家庭的教育
背景有关；他自小接受华文教育，家庭教育非常严格，尤
其父亲更是经常以自爱和信用来教导几位兄弟姐妹。

“父亲常说，人要自爱，才能把自身照顾好，然后
再扩大到造福其他人、社会，甚至国家；再者，人若无信
用，就很难取得他人的信任，那就很难在这个人与人相
互关连的社会中立足，要获得助力和成功将是难上加
难。”

领导者应以身作则	
对于有计划创业的年轻人，林伟才也不吝分享其

人生历练成果。“除了早前在企业文化中提到的信条
外，并额外加入“三需”，即需知、需做及需教；尤其是
身为领导人，更是要以身作则，懂得自爱和自律，凡事
要身先士卒，并且亲力亲为，及具备全力以赴的工作态
度。”

他进一步说，“只有领导者以身作则，塑立了良好
的榜样，员工才会跟着学习和上进，公司才能得以往正
面的方向成长和百年长青。”

另外，他劝告年轻人也要学习如何在工作上乐在
其中。“当你把工作当成乐事时，你就不会认为那是苦
差，甚至会越做越起劲；当然，工作之余，也不要忽略
健康的重要性，尤其要注意饮食均衡和养成定时运动
的习惯，否则失去了健康，你将会得不偿失。”

1991年，看准马来西亚橡胶资源丰富的商机，丹斯里林伟才和太

太潘斯里董秀美毅然把储蓄18万令吉投资手套制造厂。

23年后的今天，林伟才两夫妻用心经营的顶级手套(TOPGLOVE)

品牌成了全球最大胶手套生产商。

丹斯里林伟才
 诚·正·信·实

 　  　领导者以身作则

贸人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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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推崇

曾是英国戴安娜王妃生前御用鞋子设计师的周

仰杰为目前数一数二的世界最华裔鞋类设 计

师，还是唯一一位在国际拥有自己英文姓名”JIMMY 

CHOO”为著名鞋子品牌的华裔人士。

回溯“JIMMY CHOO”的诞生契机，主要源于由从

事订制鞋履巧匠周仰杰于1990年代初于伦敦东区创立

的订制鞋业务。当时的顾客以世界各地名人为主，当中

更包括已故英国王妃黛安娜。”JIMMY CHOO”的品牌公

司于1996年正式成立。当时仍在英国版《时尚(Vogue)

》任职时尚配饰编辑的大英帝国官佐勋章(OBE)得主

塔玛拉·梅隆(Tamara Mello)，因发现了周仰杰的才华 

及 高 档 鞋 履 市 场 的 无 限 商 机 ，而 决 定 与 他 共 同 创

立”JIMMY CHOO”这个经典品牌。同时，周仰杰之侄女

Sandra Choi亦加入品牌，并成为了品牌的创意总监。

凭 借 性 感 剪 裁、时 尚 设 计 与 卓 越 的 意 大 利 工

艺，”JIMMY CHOO”赢得一众要求极高的顾客的欢

心，令品牌推出之首个设计系列获得空前成功。以成为

国际性尊贵时尚生活品牌为目标，”JIMMY CHOO”一方

面致力吸引外来投资，一方面积极扩展产品种类、销售

渠道及分店版图。而周仰杰先生及塔玛拉·梅隆则先后

于2001年及2011年离开品牌。

作为名人时尚造型设计的先驱，”JIMMY CHOO”是 

其中一个首先将华丽鞋履和手袋引进荷里活的品牌，而

星光熠熠的红地毯，毋疑是展现品牌璀璨魅力的理想舞

台。

今时今日，”JIMMY CHOO”经已发展成一个从名流

到皇室，由音乐人以至国家元首，都极力推崇的时尚标

志。

正由于深受名人喜爱，品牌的业务得以快速发展。

而由名摄影师马里奥·特斯蒂诺(Mario Testino)，泰利 

·理查德森(Terry Richardson)及史帝文·梅西(Steven  

Meisel)等操刀拍摄，以迷人女强人脚踏华美高跟鞋，

手抓绚丽手袋之形象为主题，大胆而具戏剧性的一辑广

告，更彷佛为品牌撒上一圈金光，进一步深化品牌魅力

四射的形象。

扩 展 零 售 业 务 一直 是 集 团 的 主 要 发 展 策 略 。 

”JIMMY CHOO”首间专卖店于1996年在伦敦Motcomb  

Street开幕，当时品牌亦于一众最著名的精选百货公司

设立销售点。短短两年间，集团已将销售网络扩展至美

国，于纽约及比华利山(Beverly Hills)开设两间全新分 

店。往后，”JIMMY CHOO”继续扩展不断，并于世界各 

地著名尊贵品牌购物热点如伦敦的斯隆街(Sloane 

Street)和邦德街(Bond Street)，巴黎的蒙田大道(Avenue  

Montaigne)，罗马的康多提大道(Via Condotti)，纽约 

的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比华利山的罗地欧 

大道(Rodeo Drive)及东京的银座(Ginza)等开设分店。

直到今天，”JIMMY CHOO”已发展成为一个非常

全面的尊贵时尚生活品牌。女士鞋履系列依然是品牌之

核心产品，此外还有手袋、小型皮具、围巾、太阳眼镜、

眼镜、皮带、香水及男士鞋履等系列。集团的两位创意

总监Sandra Choi及Simon Holloway同样以将品牌

发展成全球最备受重视之尊贵时尚品牌之一为目标，一

直亲自监督品牌的设计方向，力求完美。作为被私人持

有的奢侈品集团Labelux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一重点品

牌，”JIMMY CHOO”现于全球32个国家共开设了150间

专卖店，同时亦在世界各地一众最著名的精选百货公司

及多元品牌精品店内设有销售点。

从名流到皇室 由音乐人至国家元首

提起“JIMMY CHOO”这个国际性的潮流鞋子品

牌，相信对鞋履与时尚品稍有了解的人士肯定不

感陌生。在时尚界圈子中，“JIMMY CHOO”素以

魅力十足，极具自信及风格别树一帜而驰名。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尚生活品牌成功的背后，

全靠一位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杰出华裔企业

家——周仰杰凭着一段不平凡的奋斗史，一手创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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蚍蜉撼树谈何易

2014年10月香港爆发了史上最大的动荡。首先是

由4个大专院的学联号召罢课，后来扩展到中学生

也上街一起抗争，加上所谓的民主派人士组织的佔中

联盟也纠结在一起向香港政府进行施压。示威者甚至

扬言占领港府的重地和议会厅。他们成功在中环、湾仔

和铜锣湾街道集结，目无法纪造成中小学生无法上课，

交通无法易行，一时繁荣热闹的香港介入一片凌乱动荡

中。这场“类似颜色革命”的“公民骚乱”活动打着争

取“真直选”为名影响了大批青年学生的向往，以年青

人的热枕为所谓的民主而献身。他们不顾一切投身运

动中。简直妙想天开，明知不可为而为，他们要的是通

过非法手段进行街头抗争以达到废除今年8月31日人大

常委通过的香港特首选举办法及要迫使香港特首梁振

英下台。直接挑战中国大陆当局和港人依法选出来的梁

特首，这种脱离现实的诉求简直幼稚可笑，绝对难以实

现。这种不实际的诉求肯定是别有居心者的玄外之音，

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要香港社会陷入动乱剑指中央

挑战大陆法治，欲以香港式西方民主颠覆中国目前的政

权。使中国和平演变成一个西方式民主的国家以符合西

方列强的意愿。以香港的警卫能力绝对有办法平定这

场动乱。

可是当局只设了两条底线，第一避免再次发生1989

年的64事件重演，第二不让台湾公民抗命群众攻占议

会大厦的事件在香港发生。当局还是容忍这场非法集

会。佔中环行动已经进入第五周，还没有解决的迹象，

原定那天港府与学联的会谈也因缺乏共识而临时暂

停。后来致使双方会面也谈不出结果。事态的发展难以

意料。其实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都说明特首选

举选出的人需要由中央任命才有效。这是中央政府合

法权利。佔中环行动严重阻碍了交通和百姓生活，尤其

是商店的影响最大，原来商界期待的一年一度十一黄

金週的期望泡汤了损失难以估计，现在有的行业公会打

算向有关人士起诉索赔港人反佔中行动。香港富豪李

嘉诚斥责“佔中”严重破坏市会秩序。李兆基则认为“

佔中”等于自毁长城，令香港失去优势。

我们希望佔中行为失去大众支持的情况下而理智

收场，这是最佳解决办法。看来只有“港人制港”才是

根本的解决办法。中央政府除非不得已，不会重演天安

门64事件。佔中人士只能好自为之，自行解散。

香港大律师公会已针对这次公民抗命作了九点声

明。希望社会能在基本法、框架下理性讨论政改，而且

认为公民抗命只是个哲学原则不是法律原则。

中央政府给予香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政策，目的

是贯彻一国两制的原则。一部分泛民主派人士却在外

国人的纵容下煽风点火，要去中国化，要香港完全独立

自主。根本的事实是香港是中国城市之一，是中国的领

土的一部分，没有可能独立。况且英国统治155年也没

将西方民主选举带给香港，港人从不哼声。1984年中英

联合公报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时也没规定要在香港施

行普选。这是有心人借题发挥试探大陆政府的忍耐性。

明显有外国人插手和操纵，香港动乱根源在外国。香港

人必须明察秋毫，要择善而从之。大家应为香港的繁荣

稳定和港人的福祉为主。重新回到正轨方为上策。尽快

撤离非法占据的街道，回到理性的对话轨道上。让香港

继续繁荣昌盛，这才是爱港爱国的应有的精神。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黄汉良
2014年10月30日

州观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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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国风范，超级表演

今年我有幸受邀参加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

领导人峰会。11月8日凌晨1时飞机降落北京，

先前看了北京的天空，清晰明朗，地面万家灯火几里外

清晰可见。北京并不像是雾都。

经过一年的筹备，阔别13年的APEC会议又回到中

国北京。APEC会议分成很多部份，如APEC未来之声

是专属亚太青年组织；APEC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南东

举行，APEC贸易部长会议等等。其中主轴是亚太经合

组织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由21个经济体领导人

峰会在11月10日至11日在位于北京怀柔的雁栖湖国际

会议中心举行。其次是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是

今年APEC领导人周期间最重要的工商界活动。会议由

各经济体领导人，工商界领袖和知名学者组成，就推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创新增长和互联互通等方面分享看法

和建议。

这次峰会给中国人一个大舞台，充份表现出中国的

软硬体优势，甚至连天空，空气都可以控制。住宿、膳

食、交通都安排到位，志愿工作者都乐于帮助人，有问

必答而且笑脸迎人。

至于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更受尽尊重和敬仰，成

了世界上超级明星。其夫人彭丽媛的落落大方，充份展

现大国第一夫人之风范。中国人经过奥运会再受APEC

会议的熏陶个学习将和世界更接轨。2008年改革开

放，2014年深入各个层面。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更近矣。

二，创新实务，内容丰富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形式简单，

内容丰富，时间紧凑。

峰会开幕式准时11月9日上午9时开始，由贸促会姜

增伟会长主持，作主旨发言的则是大家期待的习近平

主席。他提出亚太梦亚太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共同建

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志同道合的

文：马中总商会总会长黄漢良
2014年11月11日

北京APEC带给全球惊喜

州观察神



972015/01-03

伙伴关系，求同存异的伙伴关系。他还着重阐释了中国

经济领域的新常态。即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

速增长，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以及从要素

驱动，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逢会讨论主要回顾亚

太经贸组织成立25周年，展望FTAAP实现路径，亚太

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分别由智利总统米

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世贸组织干事阿

泽维多(Roberto Azevedo)、普华永道全球主席戴瑞

礼(Dennis Nally)、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美国知名

商人Caterpillar Doug Oberhelman分析讲解。主持

人是亚洲论坛主席拿督王德望。接着又是专题讨论亚

太经合组织周边增长与合作新机遇，主讲有孟加拉总

统、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国家主席、缅甸总统，主持

人是联合国副秘书长。

下午又是峰会讨论由香港特首，加拿大商会会长，

沃尔玛总裁、中国银行田国立董事长分享。主持是田

薇，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9日下午时3场峰会讨论。

分别就是10日的单独演讲，首场是印尼总统佐科。他准

时8.30到场介绍印尼的发展及投资机会，图文并茂，扼

要简短诉说印尼的发展前景。下来还有峰会讨论两场，

内容是迈向包容性增长、经济增长和全球均衡化发展。

把握全球金融走向，稳定国际金融秩序，恢复融资市场

信心。加快区域互联互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先

政策。

当日下午有重头戏——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单独演讲亚太对俄罗斯的关系。他迟了半句钟才

到会场，匆匆演讲完就走。

再来一个峰会讨论畅想未来趋势，超越常规视野，

颠覆传统商业模式，万达集团王建林作了演讲。房地产

黄金期已过，但不会崩溃，房子还有需求。

这次压轴戏是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

的演讲。他一再表明高兴看到中国的崛起成一个进步

的国家，有利于世界和平。并说美国多方面协助中国打

入国际社会。促进亚太繁荣，经济发展优先目标。

当日下午5.30峰会闭幕式由姜增伟会长主持。二

团天的峰会就落幕了。

三，亚太新愿景：创新，互联，融合，繁荣
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只供1500名参与者，

部份受邀请，大部份是自费按人民币25000元收费，住

宿自理。

会议主要是两部份。11月8日与9日两天是工商领导

人峰会，11月10日与11日两天是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中国在APEC会议期间推动“一带一路”及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注资400亿美元。会议期间，又通过

了“北京反腐败宣言”加大对贪腐的战争力度。

推动亚太自由市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创新增

长和互联互通也充分反映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不

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世界和

平更有保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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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冬末之际，国侨办联合北京清华大学主办中

国周边国家华人华侨领袖高级研修班。受邀参加

学习的有13个周边国家的社团领袖。马来西亚则有马

中总商会黄漢良总会长。课程从12月1日开始。5日晚上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隆重结业礼。

结业礼由国侨办主任裘援平和清华大学副书记兼

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韩景阳分别主持颁发。

仪式后大合照，并举行欢送晚宴。整个进修过程安

排周到，既简单又高规格。间中有开班典礼和多场宴请

宴，清华大学副校长姜胜耀都出席这场晚宴。我们还在

风雪中到了清华校园参观，留下美好回忆，带回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的百年校训。

这次在清华园南门文津国际酒店举行的5天浓缩

课程，有清华著名教授分别授课。

王名教授是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他谈了社

团内部建设和管理，见解颇为精辟。

刘江永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他

讲的课是亚太地区经济形势分析。主要谈到“一带一

路”带来的发展机遇。中国的机遇转为世界机遇，而世

界机遇也转为中国机遇。

肖贵清教授主讲中国梦与世界梦，从多维视角下的

中国梦谈起，引经据典，点出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是有

所依据的。他引习近平的话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

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

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凤愿，

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

儿女的共同期盼。”

肖教授自信认为，若中国不发生颠簸，中国梦是可

以实现的。

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50年，中国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

义国家。圆中国梦。

国侨办副主任谭天星博士为学员讲解国家侨务政

策，指出世界上海外有华侨华人6千多万，而亚太区就

有4400多万，主要在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侨办为了

凝聚侨办同圆中国梦，提出实现海外惠侨工程。内容

包括：1，和谐侨团建设；2，华助中心；3，华校发展计

划；4，文化交流计划；5，事业扶持，协助国企，民企走

出去；6，中餐经营与管理；7，中医发展；8，信息网。建

立中国侨网服务。所有的授课都有安排4分之1的时间

给学生发文和交流，有问必答。

进修课程教授上课之外，还有论坛分别不同的议

中国国务院侨办-

海外侨领高级研修班圆满结业
文：马中总商会总会长黄漢良

2014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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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迎宾馆，天津市段春华副市长（右）接见以黄漢
良总会长（左）为首的代表团，谈了天津5个机遇。

清华大学副书记兼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韩景阳（右）颁
发结业证书予马中总商会黄漢良总会长（左）。

题由不同领域的专才主持和分别讨论。

第一场海外华商与中国企业走出去论坛，由中国机械工

业集团(CMEC)王玉琦、赵光明作主宾，谈及高铁等热门课

题。第二场胡逸山主持，我参与主讲交流，强调中国不论国

企，民企来马来西亚投资都受欢迎！更多资讯可联络马中总

商会。中方座谈会则是世界500强排第7位的中国水电建设

集团(SINOHYDRO)副总经理侯晓暾畅谈在大马的畅顺发

展。

接着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姜胜耀主持的欢送晚宴。

第四期海外侨领高级研修课是理论结合实际，课程上

完后再安排到天津参观访问。

周边国家知名侨领天津行参观了李叔同故居，天津规划

展览馆。在天津迎宾馆，段春华副市长接见以黄漢良为首的

代表团，谈了天津5个机遇，即京津翼经济发展大蓝图，天津

自贸区，一带一路经济带，自主创新区，侨资发展区。

代表团受到副市长宴请。午后观看了滨海新区的企业包

括空客A320总厂，海鸥手表总厂。晚上住在151年（建于1863

年）的古色古香著名老饭店利顺德酒店ASTOR HOTEL。酒店

内附设博物馆还是首遭呢！

隔天到天津武清参观侨爱福利院，看了才庆幸自己比别

人幸运，生理正常而更懂惜福。再看佛罗仑萨小镇人造市

场，最后去“侨梦苑”侨商产业聚集区推介座谈会，这项工程

乃商办为侨而办。



这场由《大马房地产》杂志所主办的展销会及巡回讲

座，将在3天内举办24场精彩讲座会，并邀请了来自本地、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房地产资深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分

享2015年财政预算案后与房市展望，进而全面解析与分享

他们对于房地产的发展趋势及机会。

有关讲座的主讲人的阵容鼎盛，包括郑水兴国际投

资联 盟创办人拿 督斯里 郑 水兴、亿 达 法 务办 事 处 创办

人陈佐彬、Strategic Property Investor创办人Ahyat 

Ishak、IHSV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萧慧洁律师、何振顺研究

有限公司董事Ishmael Ho、Khalil Adis顾问私人有限公

司创办人Khalil Adis、大马投资银行咨询部顾问黄章程、

大地集团董事陈垈遄、安达曼集团董事经理张孙通博士、

红太阳集团副总裁（中国•北京）张益凡、马来西亚产业

机构副总裁（投资兼金融）潘荣德、BestLoanPackage.

com总执行长Ernest Towle、亚洲投资者协会主席黄文

辉、郑水兴国际投资联盟经理李旺星、《大马房地产》总

经理钱兴隆等等。此外，专栏作者宏星数风水文化创办人

Master Jacky和风水命理师鲍一凡老师，也将分享家居

风水的奥秘。

亚洲崛起大马成东盟瑰宝

同样是《大马房地产》杂志顾问的拿督斯里郑水兴在

开幕礼上致词时表示，2015年的马来西亚将让世界惊叹，

出现马来西亚历史上不曾拥有的大跃进。这将成为一个最

全面性的发展，这与最“衰运”的2014年完全相反。马来

西亚人应该准备在明年2月开始迎接最美好的一年，特别

是在房地产方面。他称，亚洲已经不是开始崛起，而是进

入强势发展的阶段，并将在20年内取代西方。他指出，10

到20年内，80%的大都市都在亚洲，60%的人口在亚洲，

亚洲高速成长的中产阶级人口将达到世界的60%。房地产

看好10年不衰，尽管一些城市在发展期间会因过度发展而

出现调整。其中，旅游、养老、教育与医疗房地产将备受瞩

目。但他也提醒资金西游与向西移民热潮是发展的一项挑

战，特别是在中国。郑水兴也认为，东南亚将是亚洲的发

展重点。马来西亚作为2015年东盟主席国，郑水性高度看

好我国势必成为“Jewel of ASEAN（东盟瑰宝）”。马来西

亚将在东盟的经济热之中，成为世界最佳投资天堂与旅游

景点之一。这势必为房地产的发展掀起一股投资热潮，但

他提醒投资者哪怕只是一小部分的发展也是大局面的受

马中港新房产专家为市场把脉
郑水兴称大马房地产
2015年傲视东盟

17 位来自房地产、法律、贷款、风水界专业人士，于11 月7 日至日在蕉赖辉煌购物广场中央大厅(Viva  

Home Mall)所举行的“《大马房地产》展销会及巡回讲座”(REM Property Showcase & 

Seminar Tour)中，为2015 年的房地产前景把脉。

《大马房地产》展销会及巡回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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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者，不应错失良机。

《大马房地产》总经理钱兴隆则在致开幕词时表示，他对于此次活

动的热烈反应感到非常欣喜，并将在未来到全马更多地区主办类似的活

动。在总结2014年房地产市场表现时，钱兴隆表示，这一年对大马房地

产而言可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甚至可以说，大马房地产市场从未出现

过如此强烈的政策变化。这些政策变化改变了游戏规则，也将投资房地

产的门槛提高。无论如何，钱兴隆认为，随着消费税2015年生效，至少

截至同年３月份的马来西亚房地产整体将会趋向正面。

另一方面，现场也将设有多个展览摊位。多个国内外

知名发展商包括华阳、马星、OCR、GJH、金群利、绿地、

富力等也参与盛事，协助与会者从中物色到心水房产。

这项讲座会是由《大马房地产》杂志主办。郑水兴国

际投资联盟及大马投资银行(AmInvestment Bank)为支

持单位，Goodnite、MYoga和Plaza Premium Lounge 

为赞助单位。《PropertyGuru》丶《PROPERTY HUNTER》

杂志和《马中经贸》财经杂志则是本次活动的媒体伙伴。

拿督斯里郑水兴与《大马房地产》总经理钱兴隆一众来自马、新、中、港的主讲人为《大马房地产展销会及巡回讲座》主持
开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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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大健康”战略

光明九斛堂品牌是以打造近年日益火爆的养生“

圣品”铁皮石斛为核心的高端养生保健品牌。

早在2010年，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东海总公司就瞄

准了保健品行业，投资1.8亿元在云南西双版纳成立了

国内最大的铁皮石斛产学研基地，并与众多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与公司合作，立足科技创新，攻坚了大面积组

织培育铁皮石斛的技术难题。如今，地处云南西双版纳

光明云南石斛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完成了1.2

万平方米高规格组培生产车间建设及40万平方米GAP

规范化种植基地，年可加工铁皮石斛鲜品1000吨以

上。

铁皮石斛位居雪莲、人参、灵芝等“中华九大仙

草”之首，其现代产业化之路于上世纪80年代得以起

步。

“光明九斛堂的铁皮石斛拥有优质的品种、良好

的自然环境、先进的管理体系、科学的规模化种植，这

是生产高品质铁皮石斛的四个要素。未来只有高品质

的铁皮石斛才可以与普通的铁皮石斛区分开来，避免

恶性的价格竞争。”光明九斛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华在发布会上表示。

王华认为，这个行业的中小企业和“散户”在技

术、资金等环节的综合作用下，将会渐渐被淘汰，经

过“洗牌”之后，光明九斛堂的生存空间反而会更大，

同时将对中国石斛产业的发展起到示范作用，并加速国

内石斛产业的升级。

一直以来，光明食品集团致力于打造“从田头到餐

桌”的食品全产业链。此次光明九斛堂新产品的高调面

世，表明公司对保健品行业的前景十分看好。光明食品

集团党委副书记周海鸣表示：“作为一家以食品业务为

核心的多元化综合企业集团，光明食品集团早已将发

展”大健康产业”纳入自己的战略规划，在乳业、粮油、

生鲜等领域长期布局。”她解释，光明食品集团的“大

健康”战略是建立在整合全产业链资源的基础上，形

成覆盖上游原料资源、中间生产加工和下游流通渠道

的大格局，是朝着“大健康”产业的方向前行。

据了解，目前光明九斛堂已形成覆盖上游石斛原

料资源、拥有较强生产加工能力、下游流通渠道销售的

保健食品产业格局。未来，公司将会以上海为基点，以

上海和浙江市场为上市市场，逐步向全国其他区域辐

射。

光明食品　傲视中国糖业

2014年接近尾声之际，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旗

下光明九斛堂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了一项备受

瞩目的新产品发布会。随着该集团旗下铁皮枫斗、铁

皮石斛鲜条、铁皮石斛含片、铁皮石斛花等九大核心

产品全新亮相，标志着光明食品正式进军国内高端

保健食品领域，并向“大健康”战略迈出了重要而坚

实的一步。

此外，随着光明食品集团通过旗下子公司——上海

糖酒集团对广西柳州凤山糖业集团有限公司（下文

简称凤糖集团）完成全资股权收购，从战略格局上，

光明食品已经占据全中国糖业第一，食糖经营规模

超过30万吨。

开启“大健康”战略

国品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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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凤糖集团　傲视中国糖业
受到中国国内糖业供大于求以及进口糖的冲击，近

年来，当地糖业一直不景气，今年糖业的亏损则进一步

扩大。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目前由于国内糖企普遍处

于亏损状态，并且面临着比较大的资金压力，对于收购

企业来讲是较好的投资机会。

光明食品新闻发言人潘建军指出，“收购这家公司

主要从资源战略上考虑，目前国内糖业相对比较分散，

集中率比较低，因此国内外企业都想加强糖资源的控

制和布局。”

资料显示，凤糖集团位于广西四大食糖主产区之

一的柳州地区，是广西乃至全国领先的制糖企业，拥有

糖厂10家，控制甘蔗资源约125万亩，2013至2014榨

季产糖约60万吨，旗下有品牌“网山牌”白砂糖，市场

网络覆盖北京、上海、河北、河南、江西、浙江等地。

根据光明食品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此次整合

了凤糖集团后，光明食品目前在全国控制的甘蔗面积

近300万亩，食糖经营规模超330万吨，位列全国第

一，食糖年产量超150万吨，位列全国第二。

正在加速证券化的光明食品同时还强调，公司

希望对旗下资产英茂糖业进行资本化运作。资料显

示，2009年8月，光明食品受让高盛持有的英茂糖业

30%的股权以及英茂糖业管理层持有的30%股权，从

而获得英茂糖业60%的股权。

“很早公司就提出了英茂糖业IPO（首次公开募

股）的计划，但是暂时没有继续，不过随着集团的证券

化发展，会考虑在合适时机再次将证劵化提上日程，不

排除还是选择在香港上市。”

光明食品集团副总裁、上海糖酒集团董事长葛俊

杰则表示，今年以来，国内糖业亏损额扩大至100亿元

以上，不过光明食品此次收购的凤糖集团处于盈利状

态。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
8日。由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农工商（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
司、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资产集中组建而成。

该集团是一家以食品产业链为核心的现代都市产业集团。重
点发展以种源、生态、装备和标准农业为核心的现代都市农
业，包括乳业、大米、猪肉、蔬菜、鲜花、生态森林等；以食品
和农产品深加工为核心的现代都市工业，包括冷饮、罐头、
食糖和糖果、蜂蜜、黄酒、饮料、休闲食品等；以商业流通和
物流配送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包括农工商、好德、伍缘、可
的、光明、捷强、第一食品商店、易购365和96858电子商务
网络等连锁门店近3300家，以及都市房地产业、出租汽车和
物流业、品牌代理服务业等。

该集团拥有4家上市公司：上海第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海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光明乳业
股份有限公司。

该集团业务网络覆盖全国，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家
客户建有稳定的贸易关系，并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雀巢、
达能、三得利、麒麟、统一、谢赫、大金等国际著名公司开展
了广泛的合资合作。

该集团致力于打造一、二、三产业为一体的完整食品产业链，
形成覆盖上游原料资源、中间生产加工、下游流通渠道的大
格局，成为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在国内名列前
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食品产业集团，成为落实科教兴
市主战略的主战场，成为服务全国、服务“三农”，加快社会
主义新郊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光明食品企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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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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来
西
亚

当圣诞歌响起的时候，也代表着2014年已经进入了尾声，2015年即将来临。

而消费税的实施也近在咫尺。

马来西亚消费税大时代的来临，打乱了大部分的人民尤其是商家的阵脚。主

要原因在于我国多年来未曾更改税制，如从1972年一直沿用到现在的销售税税

制、1975年沿用至今的服务税，以及所得税税制。突然的税改政策，让市场业界在经

过了两年的过渡期，仍然无法良好适应新税制的改变。 

可以看到，市场上在消费税未实施前，为了能更好的掌握消费税，大家都忙着一

窝蜂地去听讲座、参加培训班，提升公司电脑软件等等。但显然还是有大部分的群

众仍然对消费税的概念十分模糊。这也许是因为市面上这些林林种种的消费税讲座

甚至是培训班，所谈的消费税课题都太过于基本与表面，在缺乏正确与专业的指导

下，导致许多业者仍然搞不清楚什么是消费税。 

当我在着手进行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中小企业调查时，也特别针对我国

中小企业对这项新税制的了解及是否已做好准备工作，作为调查探讨的主要部分。 

相关调查在今年6月至7月间对国内中小企业展开调查，并取得超过500家公司

的回复。其中显示截至今年中，国内商家对消费税的基本认知仍然不足。而国内近4

成中小企业不懂进项税与销项税。只有一半的企业了解标准税率、零税率及豁免税

率。难以想象在2015年4月1日时，到时这些业者要如何应对消费税？ 

为了向政府反映这样的情况，我也在每两星期开会一次的财政部消费税工作委

员会会议上，提呈这项调查报告的结果，并商讨如何提高商家对消费税的认识。 

相关委员会由财政部秘书长丹斯里依瓦兰为主席，目的是收集工商界、学术及

民间组织对消费税的意见与回馈，协助政府顺利落实消费税。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

关税局总监拿督斯里卡查理、国内贸易、合作及消费人事务部秘书长拿督斯里阿里

亚斯。其中我代表中总参与会议，其他成员还来自各领域的代表。 

其实在接近实施消费税的当下，委员会会议主要谈及的内容都已经不是涉及修

改消费税法令的课题，特别是当所有的法令与法规都相继颁布后，委员会现在所关

注的课题，多倾向如何解决业者在消费税来临后，所面对的营运问题。例如目前委员

会正探讨其中一项课题就是，在消费税法令下，所有的税务发票(Tax invoice)编号都 

必须依照顺序发出方有效。 

在目前市场操作上，一家公司的销售员可能在全马各处进行销售，其发出税务

发票号码的次序将会不一。在消费税来临后，这样的情况若不能被消费税制度接

受，将会造成公司营运上的问题。 

其实，在前一阵子，我获得印度会计师协会西印度区29届年度大会(29th Western  

India Regional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India)

的邀请，到当地分享马来西亚消费税的实施与挑战。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世界上拥有

最多会计师的国家之一。当天现场，就有几千位来自西印度各区省份的会计师，齐聚

一堂。 

当我接下邀请，并有机会与众多当地会计师深入交流后，才发现该国的消费税

制度（在印度称增值税，Value Added Tax），比起马来西亚的消费税制度，来得更

实
施
消
费
税
的
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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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复杂繁琐。

主要是该国除了全国的所得税，在各省

份上，也有征收所谓的“省级增值税(State 

VA T ) ”。而 各 省 之 间 也 互 相 征 收 增 值 税 

(Inter-State VAT)。然而，该国这些繁琐复杂

的VAT，却能有效地实施与操作。其中为了更

有效的遏制商家 逃税与更有系统 地征收税

务，在印度只有卖方在向政府缴付了销项税，

买方才能向政府索回进项税。

在马来西亚，消费税法令规定，只要商家

向政府出示由供应商发出有效税务发票，即

可索回进项税，此举将为商家打开方便之门，让业界资

金周转更加灵活。就从这点上，其实已经可以看出，马

来西亚所实施的消费税比起印度的增值税机制，其实

更为亲商，并希望不造成商家经营上的成本。 

然而，面对依然有许多中小企对消费税仍然一知

半解，有一些甚至被动地不想去了解什么是消费税，可

以想象当消费税来临后，一旦向政府呈報的消费税有

误，将遭关税局重罚！而，中小企业调查报告中，就有

超过一半(58%)的回应者，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更长的缓

冲期，不要马上对无意犯错的商家，采取罚款及追税行

动，让商家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适应新税制。 

其实，消费税法令已经在2014年6月19日出炉、法

规在2014年7月1日颁布以及所有的消费税指南也已相

继颁布完整。只要业者商家有心，就能从这些指南中大

致了解马来西亚的消费税机制。另外，也必须寻求专业

会计与税务师的正确指导，也将能协助公司顺利过渡

消费税大时代的来临。 

面对世界原油价格的暴跌，马币相继贬值，经济情

况可能进一步恶化，再加上消费税的来临，马来西亚经

济在未来的一年将进一步受到更大的冲击。唯有商家

业者为自身企业的谋定策略，为新税制做好更大的准

备，站稳市场，才能在恶劣困境下求存。

无论如何大马是得天独厚的国家，物产天然资源

丰富，我们的企业已经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员工拥有一

定技术能力以及拥有比他国相对完善的基础建设，因

此虽然面对明年挑战艰巨的一年，我们当能克服困难，

并将挑战化为动力，让我国发展能继续前进。

让我们期待美好的一年。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印度会计师协会西印度区29届年度大会在孟买举行。

获孟买电视台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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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现状分析

东盟架构的形成分为二个阶段，老东盟为文、印、马、菲、新、泰六国，而第二
阶段则有另四国（柬、老、缅、越）加入阵容。第一阶段加入国多是归属于

传统资本主义阵线而第二阶段加入则是号称为社会主义成员国。这十国组成区域
组织仅是地域的邻近，但其族群、宗教、文化、语言则各有不同，其经济发展更是
属于不同层次，这十国的相同处及相异点都是显著的。

近年来东盟架构的发展有日愈增速之势，这有其内外因素。自从东盟达致共
识通过了《东盟宪章》，正式拟定建塑东盟共同体的目标，东盟十国就系统性的实
施一系列的行动方案。从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社会文化
共同体至政府各层次的圆桌会议及互动交流。东盟共同体虽将于2015年正式运
作，但具体磨合工作尚是严峻的挑战。主要掣肘点为东盟十国之间的巨大经济发
展水平的差距。至于外部因素主要则是多个经济大国对与个别东盟国家建立自由
贸易区也产生浓厚意愿。东盟中国正式经济关系全面发展始于1991年，而自贸区于
2010年落实后，其经济实效令人瞩目。东盟中国双边贸易于2011年已达3629亿美
元（比之前一年增长24%），而2012年则突破4千亿美元，增长率可观。

根 据《东 盟 宪法》，东 盟计 划于2 015 年底 建 成 东 盟 经 济 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简称AEC)其四大目标是要将东盟建成（i）统一的市场
和生产基地（ii）竞争力强的经济区（iii）经济平衡发展的经济区及（iv）与全球经
济接轨的经济区。

至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
nership简称RCEP）则是由东盟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联盟。其成员国包括东盟
十国及与东盟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即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及印度）。这联盟的组织谈判始于2013年，计划于2015年结束，其目标在于消除内
部贸易壁垒，创建自由开放投资环境，扩大服务贸易额。至今谈判进展顺利。

除此，东盟也与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先后
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分别与联合国、欧盟、中东的海湾合作委员会，
拉美的南方共同市场等区域经济体积极开展合作关系。  

东盟市场的特性
基于东盟十国经济发展层次不一，再加上各自国情文化，语言宗教都有相异之

外，对于东盟市场的分析，宜细不宜粗。针对这市场独特性，大体可以六个焦点加
以探讨。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推展程度：

对于第一阶段的东盟国而言，其经济体制都是归属于自由开放市场，其六国之
间的自由开放度虽稍有不同，但其市场机制及经济结构是大同小异，与西方欧美
政经制度容易磨合接轨，然而对于前社会主义阵线的东盟新四国（缅甸虽是长期
军人政治，但它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向是中国亲密盟友，经济结构受中国影响
不少），这两个阶段的东盟成员国要有机结合，困难肯定不小。
（二）吸引外资的机制及现况

东盟十国大多对外资求之若渴，并各尽所能力争外资投资额的增加。
以马来西亚为例，自2012年起，马国已开放了17个服务业次领域，允许外资拥

有全部股权。

东盟是近年来全球众多地区性国际组织中，其发展趋势最令世人关注的。东

盟是由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

国及越南十个国家组成，人口六亿有余，这区域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越2万亿美

元。

＼陈友信
马中总商会

第一副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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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十国之间也有内部相互投资，如新加坡是印
尼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也是越南及泰国的第二大外资
来源国，而马来西亚商人也在柬埔寨投资不少。
（三）经济结构急需调整

东盟九国（除新加坡外）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他们
的长期经济规划目标都朝向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升
级。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最缺乏的
是资金、技术、人才及信息的掌握。在这方面，东盟成
员国的互补性不高，但这也提供了先进发展国对于投
资东盟的时代契机，特别是对于有助于提高商品，市
场，信息，金融，科技及物流的质量，优化产业结构，
有关企业的上下游衔接，企业聚落（Cluster）的形成
及促成健全完整产业链。总而言之，任何有助于建立
产业分工合作格局的投资意向都会深受东盟国家欢迎
的。
（四）中小企业的合作商机

 大多东盟成员国的经济主力都来自其中小企业，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都很有高度自身灵活性，
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并能快速的针对市场需求调整
经营策略，以创新创意紧跟市场脉搏，制造商及抢占
市场。

东盟成员国内的许多中小企业都自动自发成立了
不少民间商会，以做外资沟通的桥梁。要积极打造优
势互补的经贸关系，要增进对有关国家国情的了解，
外商务必与这些民间商团建立关系。
（五）民间力量的应用

大部分东盟成员国都属于农业为基的封建体制，
其中好几个国家曾有或尚有君主国王，大部分都是以
农业起家，民风纯朴却也拥有大片封建保守的乡村农
区。

任何外资若要推介商界的新创意新作风新企业
新科技，都得调动社会力量民间势力的支持，其经营
范畴也得不与当地风土人情及宗教信仰相违背。经济
合作的实效必须清楚将惠及于民，双方在经济合作之
余也得处理好人文交流互动，如此才能保障投资的长
期利益。

外资进入东盟诸国的投资策略必须注重处理长
远利益与中短 期利益的关系。有时为了实现长期利
益，投资方甚至得放弃一定程度的中短期利益。若以
短视投机动机进入东盟进行急功近利的投资经营，则
往往得不偿失，并对双方的利益及互信造成不可磨灭
的伤害。
（六）充分了解东盟十国的相同及差异处

东盟虽美名为一个区域共同体，但基于上述历史
宗教语言文化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相异，甚至其
政治体制的差距，投资方务必对这些有充分的了解，
例如：新加坡是个绝对强调法制的国家，政府机构对

于民营市场的协调力度虽大胆却都有法可循。对于一
些法制较不健全的东盟成员国，人治因素及关系学又
似乎是不能被忽视的。

东盟中国经贸合作趋势
基于东盟是目前全球中发展潜能巨大的一个区域

组织，身处邻国的中国早已将东盟列入其地缘政经关
系的重要目标。其实，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大马前首相
马哈迪曾为了弥补东盟经济规范之不足，曾提倡设立
东亚核心经济组织(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以增强东亚区域在全球化格局中的谈判斡旋势力，然
而却因日本和韩国的缺乏反应而无疼而终。直到2001
年当时中国总理朱镕基在文莱亚太经合论坛倡议东
盟中国10+1自由贸易区的概念时，获得东盟各国积
极响应。这项建议引起日本和韩国的关注，进而还有
10+3甚至10+5区域组织的重新掀起兴趣，再配上近
年来中国推展“走出去”的国际投资策略，其国内生产
过剩，及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互补性强，中国更是
将东盟中国关系当其外交政治的重要一环。

以2 014年上半年为例，东盟与中国贸易总额为
2206.93亿美元同比增长4.8%，与1991年的79亿美元
及2001年的553亿美元比较，其持续增长幅度是可观
的。

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东盟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国家（地区） 金额
较第一

季度增长

占同期中国-

东盟贸易额比重

马来西亚 254.6 12.26% 22.04%
越南 197.41 20.03% 17.10%
新加坡 193.23 11.39% 16.73%
泰国 170.38 2.36% 14.75%
印度尼西亚 161.68 -3.65% 14.00%
菲律宾 106.19 15.94% 9.20%
缅甸 46.48 22.80% 4.03%
老挝 10.7 -42.35% 0.93%
柬埔寨 10.14 168.25% 0.88%
文莱 3.89 -50.26% 0.34%
东盟 1154.73 9.74% 100%

若以中国与东盟第二季度贸易额分析为例（见图
表一），其1154.73亿美元的数额，较第一季度增长了
9.74%。处于此国际经济贸易低迷的时刻，这样的成绩
也是令人羡慕的。在2014年第二季度里，中国与东盟
十国贸易中贸易额最大的首三名是马来西亚，越南及
新加坡。就以马来西亚为例子，从马中2013年双边经
贸额达到1060亿美元，至2017年则将目标定在1600
亿美元，这也佐证马中两国政府对双边贸易发展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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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乐观及重视。根据中国习近平主席在访马期间的公
开致词中表明，中国在未来五年将向海外投资5000亿
美元，而其中不少于1000亿美元将投向东盟的大型合
作项目，包括基础设施，这将为东盟诸国创造无限商
机。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项目则是泛亚铁路，目前这
高铁项目正引起中日双方相互竞争，目前鹿死谁手尚
是未知。

为了深 化中国和东 盟区域 合 作，中国正全面推
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而马来西亚正是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14世纪的郑和和平舰队
七下南洋曾六次停泊于马六甲港，并为当地留下许多
两地友好互助的历史史迹。

21世纪海上丝路建设包含基础建设、体制与机制
创新，这将改善东盟区域内的商业环境，优化东盟诸
国的产业配置及转型，消减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成本，
释放东盟区域改革开放的动力。

在2010年所谓的东盟中国自贸区进一步落实，最
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就是双方通过第二份《落实中国东
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
划2011-2015》，中方进一步倡议未来五年内，双边贸
易额要达5000亿美元，双向人员往来1500万人次，10
年至15年内基本实现陆路互联互通（以泛亚铁路为主
要项目），2020年双方互派留学生均达10万人等一系
列阶段性目标。这些建议都获得东盟领导人的热烈反
应，合作进展顺利应不难达标。

东盟市场的开放性及其外贸变化趋势
根据下列图表三，可以看出东盟诸国的外贸成长

比率。东盟区域整体外资增长率则达1223亿美元，比
2012年增长7%。

东盟十国外贸变化趋势

国家
2013Net F.I.D inflows,

US$M (growth% over 2012)

文莱 908.4 (+5%)
柬埔寨 1,274.9 (-18.2%)
印度尼西亚 18,443.8 (-3.6%)
老挝 426.7 (+44.9%)
马来西亚 12,297.4 (+30.8%)
缅甸 2,620.9 (+93.5%)
菲律宾 3,859.8 (+38%)
新加坡 60,644.9 (+1.4%)
泰国 12,999.8 (+21.7%)
越南 8,900 (+6.4%)
总数 122,376.5 (+7%)

至于从投资东 盟诸国的各国数 据（见下列图表
四），明显地表明中国与欧盟增长率远超其他国家地

区，而美国向东盟投资额从2012至2013年竟减少了
66.1%。至于日本，虽然在东盟投资额（16.9%）尚高
于中国，但以其发展趋势看来，若此消彼长不变，在三
至四年内，中国在东盟的投资额将超过日本。

东盟的主要外贸国增长率

2011年-

2013年排行榜
总外贸额比率

2012-

2013增长率

欧盟（22%） +49.2%
东盟内部（17.4%） +3.2%

日本（16.9%） -3.7%
美国（7.2%） -66.1%
中国（6.5%） +60.8%

2012-2013外贸总额增长率+7.1%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南宁举办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
会开幕仪式上特别强调欲建塑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
区，以进一步开放市场，深化相互贸易投资及促进区
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是中国东盟合作实现“钻石十
年”的里程碑行动方案。

东盟市场的开放性程度取决于其传统产业结构
急需转型、调整并升级。东盟诸国拥有丰富自然资源，
各类矿藏及农业优势，但其一些成员国生产能力的落
后、科技人才的短缺及基金的缺乏，促使其急需开放
市场，吸引外资及外来人才，以形成互补性的贸易特
征。

传统上东盟设立的各类自贸区仅成功促进双方贸
易的增长，但要确保贸易平衡往往是东盟诸国（特别
是欠发达的东盟国家）的首要关注点。至于投资方面，
绝大部分东盟诸国更是占不了优势。东盟的市场会继
续开放，但任何积极和东盟诸国开展贸易投资的国家
必须体现让东盟从这经贸投资中受益，促进其产业结
构的优化及确保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结语：
近年来东盟市场发展趋势是令人注目的，而东盟诸国目

前需要的是投资合作，特别是外资的注入，而东盟中较

低发展的国家也加速与国际接轨，开放投资市场，简利

化投资手续及条件。不少东盟国家设立各类经济特区（

如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等），制定透明投资环境、各类

外资优惠及鼓励政策，以促进各类跨国经贸合作。

在这个大好跨国经贸合作时代，东盟诸国中诸多民间商

会也会进一步扮演桥梁角色，弥补官方交往的不是，巩

固及全面深化社会经济基础。商会更能有效推动双方

中小企业的积极合作，而这正是任何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的主要引擎。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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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马中建交40周年系列活动
(马六甲州分会)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马六甲州分会会长拿督陈天场寄语：

首先，我要代表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马六甲分会热烈欢迎大家拨出宝贵的时间出席本分会今年为庆祝马中建
交40周年所展开的系列重点节目之一，那就是“马中光辉40载”大型图片巡回展。	

马来西亚和中国自1974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人民友谊不断加深。他说，图片可以记录历史，希望马
来西亚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能够通过本次图片展了解两国历史，珍惜得来不易的成果，以实际行动推动马中
友谊不断向前发展。

马来西亚和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近年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民间交流密切，经贸、文化、教育和旅游等
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去年，两国领导人共同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让两国人民站在了新的
历史起点上。

回顾马中建交40周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缅
怀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开创的马中友好伟大

事业，同时要对所有为马中关系做出贡献的友好人士
表示衷心感谢。过去40年里，马中关系经历了全面、平
稳、快速发展的黄金年华。这次所展出的约150幅珍贵
照片，真实纪录了马中两国政府与人民的友好往来，以
及回顾两国关係发展的历程。

此次图片展共分为5个部分，两国外交、经贸往来、
执法合作、文化交流、人民友谊。珍贵的图片集中反映
了马中两国政府和民间40年来的友好交往历史。我们
希望借此图片展能让马六甲市民包括友族同胞、游客等
等对马中渊源流长的友好关系发展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也要借此机会感谢新华社配合马中总商会鼎力
支持，携手合作举办图片展，这些图片对于年长者来说
是回忆与警惕，对年轻人更是上了一堂宝贵的课程。马

中两国经贸来往密切，人民之间有着渊源深厚的情谊，
离不开两国4 0年来两国人不懈努力所建立的密切关
系。所谓一图胜千言，马中总商会号召各分会主办“马
中建交40周年图片展”，让各界人士从中了解两国多年
来在各个领域的互动以及发展的点滴。

举办这次图片展主要是为了向马中建交40周年献
礼。我们希望借助图片的形式，让更多的人铭记历史，
把握当下，共创马中友谊的美好明天。

最后，再一次感谢全体嘉宾出席今天（10月4日）
的马中光辉40载大型图片展。美酒越来越香，朋友越
老越好；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马中友谊始终坚如磐
石，并且历久弥新。我们相信马中关系的明天一定会更
加美好！祝愿马中两国风调雨顺，国运昌隆。祝福各位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中国驻马大使馆领事参赞
龚春森（左四）获得大会
联合赠送纪念品；左一起
为刘伯鑫、陈展鹏和陈天
场；右起是张民生、奚达
山、陈国瑞和林国安。

马六甲巡回站图片展出席
嘉宾合影；坐者左起为刘
柏鑫、陈展鹏、沉同钦、林
万锋、黄漢良、陈天场、龚
春森、颜天禄、林国安和
陈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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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马中建交40周年系列活动
(槟城州分会)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槟城州分会会长准拿督郑荣兴寄语：

今年是马中两国建交40周年。40年以来，两国在政经文教各个方面的交流日益频密。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则轮到我国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访问中国。这显示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日千里，目前
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峰。今晚我们共聚一堂正是为了这个具有历史性的日子同欢共庆，庆贺马中建交40周年暨马
中总商会槟州分会成立15周年纪念庆典。	

马来西亚自2008年以来，连续6年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从2009年以来，一直是马来
西亚的最大贸易伙伴。根据中国海关最新数据显示，马中贸易总额首次冲破1000亿美元大关，再度刷新历史新
高，也使马来西亚成为继日本和南韩之后，与中国双边贸易额成功突破千亿美元的第3个亚洲国家。此外，马
来西亚占中国对东盟贸易总额的23.9%，说明了两国无论在商贸等各方面都不断取得可喜的进展，并且大步向
前。这一切都是马中两国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的各界人士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所积累出来的丰硕成果。

据知，《2013至2017年马来西亚—中国政府经贸
合作5年规划》的框架下，双方要在未来4年的

时间内力争达致1600亿美元贸易总额的目标，作为民
间商贸组织的一份子，马中总商会槟城分会誓言为了两
国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我们将责无旁贷的配合政府的
各项努力和政策，加强两国民间的交流和商贸往来。 

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在今年初刚上任时就用“三
好”来形容马中关系：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反映了
显示马中关系一片大好。马中总商会槟城分会欢迎中国
大使的这番形容，并乐于为两国经贸、社会、文化等各
方面的合作，和民间往来，以及两的共同利益作出努力
和贡献一份力量。

马中两国在近年来共同进行的许多重大项目，包括
中马钦州产业园、马中关丹产业园、厦门大学马来西亚
分校等。其中槟城第二大桥正是马中两国的在槟城的
其中一项耗资庞大的发展项目，今年开始通车使用以
来获得国内人民=一致赞誉和良好口碑。马中两国在经

贸等各项目的合作均取得重要成果，实现了互利共赢，
显示了马中关系独特的前瞻性和示范效应。这些项目
有力促进了两国在经贸、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深
化了马中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马中总商会槟城分
会希望这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将会持续下去，并期望两
国继续应与时俱进，结合各自发展需要、发展水平，不
断创新合作机制和内容。

马中两国政府及人民长期互信互助、以诚意和实
质的努力，在共同全力推动两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
下，一起迈向马中建交40周年。在这40年期间，两国人
民共同创造、共同分享了共存共荣的果实。我们希望这
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将会持续下去。作为民间的团体和
组织，我们将大力加强互联互通、建设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等方面的合作，全面配合两国政府的努力，献出力量
和作出应有的贡献。最后，感谢大家出席今晚（11月16
日）的宴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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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马中建交40周年系列活动
(柔佛州分会)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柔佛州分会会长张春胜寄语：

今天（8月28日）是我们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柔佛州分会配合马来西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40周年纪念而主
办联欢宴会，承蒙拿督郑修强州行政议员及诸位来宾的莅临，让我们新山华商与华社共同庆祝两国建交，实属
难能可贵，我建议来宾们大家共同用掌声欢迎彼此的到来！

诸位，马中两国人民相互往来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代就经已开始，其中，郑和多次的亲善访问，足以证明两地
和谐、平等交往的密切历史关系。

在18世纪末开始，许多华南地区，包括广东、福
建、海南等地华人就飘洋过海到南洋找生活、

定居，最后落地生根，为马来西亚这一片国土，献出了
许多的努力与汗水；出席今晚宴会的来宾，几乎都是早
期中国移民的第二、第三，甚至是第四代，大家在为马
来西亚发展作出努力与贡献之际，也同时关心与关注
祖籍国— —中国的发展，我们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
就是在推动马中两国商贸发展的环 境底下成立的组
织！

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有一位长者，不单见证马
中两国的建交，更亲身参与了两国经贸往来的推动工
作，他就是我们所尊敬的丹斯里拿督刘南辉局绅。

丹斯里是我们马中经贸总商会（马中总商会前称）
的荣誉会长，曾经担任新山中华总商会会长超 过3 0
年，是本地工商界最具代表性地位的华商领袖。

丹斯里在70年初期，也就是在马来西亚和中国尚
未建立邦交之前，眼见中国与美国通过著名的“乒乓外
交”，开启中美两国的邦交关系，具有远见的他就在马
来西亚推动“篮球外交”的运动，通过筹组篮球队到中
国大陆访问，拉近了马来西亚与中国的联系。

我建议在座的各位给我们这位老前辈——丹斯里
拿督刘南辉局绅一个热烈的掌声，感谢他老人家为马
中两国的友好所作的努力！

诸位来宾，近几年来，马中两国的商贸往来日益频
繁，包括我们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在内的许
多华裔，都在中国进行商贸投资；我希望我们的会员商
家，把握当前马中两国关系密切的契机，将业务推展到

中国这个大市场，应该多多参与类似广交会与东盟博览
会的活动，从中掌握与认识更多的新资讯与新产品，进
一步的拓展我们的事业。

目前，许多中国知名企业也开始注入资金到马来西
亚，就以我们新山为例，绿地集团、卓远发展集团等中
国知名发展集团，就选择了新山依斯干达特区作为投
资热点。

这些中国企业的进军，为本区的市场注入新的生
命、新姿态，不但吸引本地人的生意，也吸引新加坡、
中国与印尼等地投资者的注意，为新山的经济发展起
着极为关键的带动工作。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几年内，新山与至马来西亚的
商业发展，将随着马中两国政府关系的提升，获得进一
步的加强与发展。马来西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与中国企
业在马来西亚的发展道路，将会充满希望与朝气！

在这里，我要代表我们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柔佛
州分会，特别感谢绿地集团对于今晚的宴会给予的支
持与赞助。也祝愿绿地集团在新山的投资发展顺利、成
功。

最后，我希望政府在推动依斯干达特区发展的当
儿，能更透明、更开放，同时开办更多的讲解会，让投
资者能掌握实况并到来这里投资。同时，我们殷切期
盼政府能引进更多的中国科技与教育人才，以协助减
缓过多马来西亚人才外流所造成的冲击。

让我们共同为马中两国的友谊与商贸的发，共同努
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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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马中建交40周年系列活动
(霹雳州分会)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霹雳州分会会长蔡高遍寄语：

今年是马中建交40周年纪念，适逢马中总商会霹雳州分会欢庆创会14周年纪念，对本会而言，确实是个值得纪
念和庆祝的日子。

为了能让大马国民，霹雳州华裔能借此意义非凡的年度里，回顾马中两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马中两国商家诚挚
携手合作，尤其是在马中总商会，各州分会，于此廿余年来在深化互惠互利的原则下，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所带来
之硕果，并共同建设共创美好未来的历程与展望，所谓40年不渝，延续无终期，而这一切的回顾与展望，能以撰
文插图编册流传，不但能促进马中双边关系日益发展，而且促使两国也因此相互进行文化交流，更让新生代从
中取得不少的启发与资料留存及流传。

鉴此，本分会同仁一致认同出版此册纪念特刊，
希望它能为大家带来完整的历史回顾。马中两

国于1974年5月31日正式签署邦交协议，大马也是第一
个与中国邦交的国家，两国关系一直都很巩固，无论国
家领导，民间组织皆共同维系彼此的良好关系。

虽然前方的道路可能因国际所掀起的种种风波而
崎岖，但肯定的马中两国凭着深厚的友谊而经得起考
验。

因此，本人希望会员们能坚信，中国是个潜力巨大

的出口与进口市场以及投资市场，再加上华裔与中国商
家血浓于水，除了赴中国投资，也有兴业为学，为两国
领域合作作出贡献，也达致相互提供协助与支持，造福
予两国和两国人民。

马中两国，唇齿相依，互惠互利，共缔双赢。马中
总商会与各分会，为促进马中的经贸发展继续努力，为
我会会员带来利益，为大马经济发展尽一份勉力，是大
家的目标！

在此顺颂，大家身心安康，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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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4日，配合马来西亚沙巴州元首敦朱哈
马希鲁丁六十一岁华诞，元首为56位社会有功人

士颁发各阶级勋章。
其中，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沙巴分会第一副会长

刘顺泰成为获颁授神山光荣勋衔(PGDK)「拿督」的数
名受封者之一，证明刘氏对社会的杰出贡献，并成为本
会之光。

拿督刘顺泰出生于吧巴坡，在吧巴正华小学念完
六年级。毕业后帮忙父母经营杂货，洋货以及家私店的
生意。

刘顺泰17岁自个儿出坡下亚庇在姨丈的公司-建德
百货公司任职店员并兼职报官出货。直到1980年开始
自营生意，起初从事房屋地产买卖，装修房屋，介绍买

卖汽车和进出口货品。
1986年，刘氏改行做电子娱乐机而1989年投入

Kenwood电器音响中心取得沙巴总代理。1991年投入
Osmo滤水器也取得沙巴总代理。

1992年，刘顺泰开始向海外发展进出口产品如娱
乐游戏机，电器和过滤器。主要海外市场有新加坡，印
尼，泰国，菲律宾等。

2009年，刘顺泰开始发展地产房屋，成立Besta-
mart发展有限公司及Bestamart建筑有限公司。

2010年，刘顺泰取得韩国的Nuga Best物理治疗
中心沙巴总代理。此中心长期免费服务，主要是回馈给
有需要治疗的公众人士，让他们可以安心接受此免费
的物理治疗。

重庆经贸代表团访马

吁参与第六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随着中国重庆的庞大市场逐步面向全球，重庆市
贸促会副会长邓文年率领7人重庆经贸代表团

前来马来西亚，拜访马中总商会，并受到黄漢良总会长
接待。

黄漢良指出，在第十八届四中全会过后，有理由相
信将能以法治国，商人乐见此局面。

 “我发现到，这一趟前来的重庆经贸代表团包括
基建设施的专业人士，可以瞄准马来西亚未来几年蓬
勃发展起来的基建业前景。”

邓文年副会长说明，来马主要为了：第一，盛邀马
来西亚的朋友，尤其是马中总商会前往重庆参与第六届

世界华人经济论坛；第二，探
讨与马来西亚长期的经贸往来
可能性。

“希望透过汇聚全球华人
精英的第六届世界华人经济论
坛激起全球华人关心重庆，支
持重庆，投资重庆。”

出席者包括来自重庆市的
贸促会调研员林岚、轨道交通
设 计研究 院 有限公司副总 经
理吴天、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副主任工程师胥权、健
尔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楚
平、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有限
公司战略投资部主任肖少平以

及蜜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文忠。
我会代表则包括永久荣誉会长林源德、副总会长

刘俊光、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李素桦律师、会所管理
委员会主席包久星局绅、公共关系委员会主席戴振标、
青年团会员黄祯辉，企业会员如温馨家园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荣发、Qico-Qico Jewellery私人有限公司
Ng、Expedient Equity Two私人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Nyu Ka Jin与伙伴Jasan Ng Heng Sin，秘书处则
有执行秘书周美馨和《马中经贸》财经杂志主编朱国
滨。

马中总商会沙巴分会

第一副会长刘顺泰
获册封PGDK「拿督」勋衔

中国重庆自1997年恢复直辖市以来，发展速度神速，软硬体建设日新月异。重庆近

几年的经济发展尤其亮眼，经济成长持续保持着高于全国5%的速度，一路向好。

马中总商会领导与重庆经贸代表团拍一张大合照留念。前排左起为包久星、刘俊光、邓
文年、黄漢良、林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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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青年团一行18人，於10月8
日前往布城拜访青年与体育部长凯里，以促进

马中总商会青年团与青年体育部日后的合作关系。
凯里对2015年马中企业大会表示支持，並且鼓励

各大民族企业家加入马中总商会青年团举办的活动，
通过商会平台增进中国与马来西亚的交流、经商和投
资活动。

凯里希望我国能及时搭上列车成为中国最主要的

进出口国之一，也期望更多中国企业来马投资。此外，
他讚扬马中总商会为马中两国的贸易贡献良多，当中，
青年团也功不可没。

参与拜访的青年团理事为团长丁扬岗、第一副团
长张柏垣、副团长杨碧珊、林励肯、副秘书谢文英、財
政王志明、副財政林恆谅、內部查账彭彦彰、理事丘
洁光、杨子威、唐素婷、包章华、梁鶱宝、张文杰、叶汉
钦、陈政勇、吴奕升以及副执行秘书陈文杰。

马中总商会青年团访青年体育部长

促进与国家青体部合作

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团长丁扬岗（左九）率领一众团员与青年体育部长凯里.嘉马鲁丁（左十）合影。左起为张文杰、梁鶱宝、
吴奕升、彭彦彰、林恒谅、唐素婷、谢文英、杨碧珊；右起为杨子威、陈政勇、叶汉钦、包章华、王志明、丘洁光、林励肯以及
张柏垣。

马中总商会青年团积极参与

“中国-大马青年交换计划”

参与其中的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团员包括杨岗、张
柏垣、杨碧珊、林励肯、谢文英、彭彦彰、杨子

威、叶汉钦以及张文杰等等。
交流期间，丁扬岗主持会议时介绍马中总商会的

背景与理念，一路以来不断为促进两国双边经贸发展
献策献力。

这项交流计划由马来西亚青年及体育部举办，有
关中国代表到大马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期间针对文
化、政治及经济进行交流。马来西亚政府曾在2014年
5月份率领百名国内青年访问北京，今趟则是中国青联
副秘书长杨松率百名中国青年访问大马。

2014年12月9日，中国派出100名青年与马来西亚青年一同参与“中国-大马青年交换计划”，促进两国年轻一代
的国家栋梁交流发展。

期间，以杨岗团长为首的马中总商会青年团与中国的34位经济组青年会面和交流，推动双边青年能够在未来共
同推动两国经济等领域成长。马中总商会为有关交流计划的主办单位。

杨岗团长（右）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册予中国共青团团
中央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
社副秘书长兼总编辑牛凯（中），左为CMY资本集团投资
执行董事蔡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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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人表示，首届的“中阿博览会”在宁夏银川举
行。从2 013年起，“中阿博览会”就以传承友

谊、深化合作及共同发展为宗旨，全面搭建中国与伊斯
兰国家的合作，并重点发展清蒸食品及穆斯林用品等
领域。

“其实，“中阿博览会”与马来西亚的人
文环境不谋而合。马来西亚的人民当中，有
一部分是由回教徒所组成，恰好的，“中阿
博览会”的精髓就在于推广回族的清真食品
及穆斯林用品，我们希望这里的穆斯林能将
属于马来西亚特色的清真食品及穆斯林用品
带到这博览会上展出，推广至中国。“

他补充，“中阿博览会”在宁夏成功举
办四届，与之前9月份所举办的中国-东盟博
览会一样，已逐步发展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国家级及国际性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

在这方面，宁夏博览局希望能进一步推
广彼此的友谊，并期盼透过马中总商会的鼎
力协助，有机会与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开展合
作关系。”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表示，马
中总商会率领一支包括逾500人，前往参与
《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出席接待会尚有宁夏博览局外联处科
员席文娟、会务处科员杨光、外联处工作人员王静、宁
夏银行总经理李桂华、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中
央理事李素桦、张联兴、青年团会员黄祯辉、马中总商
会会员陈雅卉和吴平。

中国宁夏博览局代表团访马 

推介明年「中阿博览会」
与马中总商会签合作备忘录

为配合2015年9月中旬举办“中阿博览会”，宁夏博览局副局长赵世
人特地率团来马，并与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签订合作备忘录，为

彼此的经贸合作，奠定基础。

赵世人（左）与拿督黄漢良签订合作备忘录，为彼此的经贸合作，奠定基
础。（后排左起）黄祯辉、李素桦、张联兴、刘俊光、席文娟。

广西投资促进局代表团访马 

正视诈骗集团冒名传销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在接待广西投资促
进局副局长董世有带领的代表团之际，不忘促

请后者尽早做出官方的解说，以正视听，避免让害群之
马沾污了广西投资促进局及相关机构的名誉。董副局
长在了解了详情后，也同意有必要做出正确的澄清，并
会探讨后续的应对方法。

据马中总商会霹雳分会张志聪秘
书指出，有关诈骗集团顶着“广西南
宁投资计划”的名义，来马进行传销
式投资活动，吸引了不少对当地感兴
趣的投资者。

除此之外，董世有副局长介绍指
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为中国和马来
西亚两国政府合作的第一个园区，也
是继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天津生
态城之后，中外政府合作的第三个面
向全球招商的园区。“建设产业园区
的过程中，如无马中总商会的积极配
合与帮助，难以想象这项目能否顺利
实现。”

最 后，董 世 有 副 局 长 看 好，马
中总商会将于2015年举办主题为“拓展现代海丝路，
构建和谐东盟区”的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5)顺应时代发展。“中国这边也在推广着“一路一
带”，马中总商会十分敏锐地抓准了这股商机趋势，十
分具前瞻眼光。”

黄漢良总会长（左八）赠送纪念品予董世有副总会长（左七）。左起为黄祯辉、
丁扬岗、戴振标、黄菲娟、罗租汉、唐非；右起为张志聪、张贵敏、周锰珍、张联
兴、李素桦、卢国祥与蔡高遍。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与广西投资促进局达成共识，正视并设法杜绝不负
责任集团假借“广西南宁投资计划”的名义，来马招摇撞骗，捞取不合法
的利益，提高公众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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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津商务委员会副主任蒋光建率领代表团拜
访马中总商会，并由副总会长刘俊光接待时，带

来好消息。“一旦获得中央政府批准，將成为上海自贸
区后，第二个拥有同等条件的城市。”

蒋副主任表示，天津希望成功申办自由贸易区，以
便能进行更多改革配套。

他说，中国面对很多经济区域协定的体制，而且要
不断更新和加入新元素，这样才能提升竞爭力，天津争

取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其中一项
努力。

蒋光建也提到，天津目前
是中国航空、高端科技、海洋
和汽车的重镇，有很多投资机
会，欢迎大马企业家到天津开
拓市场。

陈凯希：
中企业家走出去
应优先考虑大马

马中总 商 会 永 久 荣 誉 会
长陈凯希说，大马与中国的经
贸，长期面对贸易顺差现象，

目前应是中国积极看待来马投资及开拓市场的时候。
他说，两国之间的经贸，在过去都是大马到中国的

投资，多於中国来马的投资，隨著中国鼓励企业家走出
海外，因此，应该优先考虑到大马。

他指出，随着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海上丝路宏愿，
是中国与全球建立新关系的良机，马中两国更应争取
绝佳时机，把经贸和交流提升到新的水平。

天津市商务委员会代表团

落实改革吸引外商 天津申请建自贸区

刘俊光（右五）和蒋光建（右四）交换纪念品。左起为邹正杰、李国源、李素桦、包久
星、陈凯希；右起为韩雪飞、王峰及武永涛。

为了配合全球经济体系和金融运作，天津已正式申请建立自由贸易区，以落实改

革措施，便利吸引更多外商到天津投资。

她说，若无列明，将肯定根据中国法律来分配遗
产。蒋三努在该会与马中总商会联办的“”上，这

么指出。
在场者包括马中总商会财经与投资委员会主席罗

章武、法律委员会主席李素桦、大马律师萧慧洁、广西
律师协会成员覃凤雯、何石及满玲等。

何石说，外国人在中国被
扣留时，必须根据中国公安部
规定的外国人犯罪办理程序，
聘请中国律师 事务所 的律师
为其辩护律师，而不是外国律
师。

他说，在中国法律下，当事
人不能见家眷，他只获允许与
其辩护律师见面。

建议联拟投资条文手册
罗章武预料，马中律师今

后将会举 行更多的交 流与合
作。

他 建 议 两国律 师 联 手 拟
定有关马中投资法律条文手册，协助两国企业家互相
投资经商。

李素桦说，马中商家的频密交往，离不开律师界的
全面协助与配合。

《马中律师交流座谈会》

建议联拟马中投资条文手册

由马中总商会财经与投资委员会主席罗章武律师召开的《马中律师交流座谈
会》成功为两国法律界精英之间互助互惠，奠定了基础。

座谈会上，中国广西律师协会成员蒋三努劝请在中国投资产业的大马商家，在

立遗嘱时，列明离世后将按照中国或大马法律分配遗产。

马中律师互赠纪念品。左五起为萧慧洁、李素桦、罗章武、何石、蒋三努、覃凤雯及满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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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云南国际博览事务局所组成的4人代表团，在其
副局长浩一山的率领下，赴马来西亚-中国总商

会宣传南博会，并向马中总商会发出邀请，希望出席于
明年6月在昆明所举办的南博会。明年南博会将在新的
会展中心举行。

“自1993年首届南博会成功举办以来，南博会已
经拥有一批知名大型国际性和全国性会展品牌。今年，
为了体现南博会的规模性，南博会将会移狮至12万平
方米的会展中心。这最新的会展中心，将在2015年4月
尾竣工。在这之前，南博会是在位置6万平方米的会展

中心举办。”浩一山如是表示。
他接着说，筹备好南博会不仅

是省委、省政府交给昆明的一项光
荣而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昆明扩
大对外开放、提升城市形象、加快桥
头堡城市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经
过几年的培育和发展，南博会在促
进中国与南亚各国的经贸交往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

也适逢明年马中企业家大会将
在马来西亚举办，马中总商会总会
长拿督黄汉良顺道尽地主之谊，向
云南国际博览事务局提出邀请，希
望对方能参与明年10月间的马中企

业家大会。
“第五届的马中企业家大会响应中国总理习近平

的理念，以海丝路为主题，及配合2015年马来西亚担
任东盟主席国，以构建和谐东盟区为主轴。”黄汉良如
是表示。

出席接待会尚有云南国际博览事务局副局长浩一
山、综合协调部副部长胡庭泽、翻译朱永敏、展览事业
部常务副总经理唐志勇、马中总商会总会长黄汉良、副
总会长刘俊光、中央理事包久星。

云南国际博览事务局代表团访马

诚邀大马商家参与明年南博会

浩一山（左三）与拿督黄漢良（右三）互换纪念品。左起为唐志勇、朱永敏；右起
为包久星、刘俊光。

马中总商会青年团於10月8日礼貌拜会新上任的
中国驻马大使馆领事参赞龚春森，以促进马中

总商会与中国领事馆的交流。
参 赞 表 示 希 望 加 强 两 国 之 间 的 商 务 合 作 关

係。2013年两国交易量达到1千061亿美元，他展望在
2017年期间，两国的贸易额能够达到1千600亿美元。
对於2015年举办的马中企业大会，他深表支持，也希望
各方尤其是年轻一代积极参与各项企业活动。

他说，大部份的企业家和商家都在广东省和福建
省投资，原因是我国华裔的祖先大部份都来自这些省
份。因此，他呼吁本地企业家不妨考虑投资其他地区
如中国东北区、四川、云南、湖南，以便创造更大的商
机。

出席交流的双方代表尚有领事部副主任兼二等秘
书杨洋、一等秘书兼领事刘鹏祥、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团
长丁扬岗、第一副团长张柏垣、副团长林励肯、內部查
账彭彦彰、理事吴奕升、梁鶱宝、唐素婷。

马中总商会青年团与新任参赞龚春森合影。左起为刘鹏祥、杨洋、彭彦彰、张柏垣、龚春森、丁扬岗、林励肯、吴奕升、梁鶱
宝及唐素婷。

马中总商会青年团访新任参赞龚春森

促进与中领事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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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明年將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相信马中
两国在今后的日子会更大跃进，以马中建立东

盟国家首家人民币结算银行为例，马中两国以后会有
更频密来往。”

“明年10月31日暂定在马六甲举办的第五届马中
企业家大会，我们也非常欢迎中国女企业家来马投资
促进交流，达致双贏的目标。”

中国深圳市福田区企业家协会会长陆毅萍说，中
国女企业家也有许多创新的想法，通过马中总商会所
搭建的桥樑后，相信將来必能获得最新的资讯，有利投
资与经商。

“本月28日是本协会的10周年庆典，我们也非常
欢迎马中总商会的代表能够出席。”

深圳市福田企业家新马商务考察团访马

邀马中总商会出席十周年庆典

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代表团成员陈海忠在受访时
表示，广东省政府自2012年已开始进行《广东

华侨史》的相关研究工作，涵盖政经文教多方面的內
容，並將以上、中、下三卷推出。

他说，《广东华侨史》预计需花费5至10年时间完
成，除了描述广东省人士在世界各地的扎根发展史外，
並讲述华裔如何在各个地区的政经文教体系当中发挥

影响力。
他补充，该代表团也將拜访我国各华团，以进行研

究工作。
代表团其他成员包括广东省侨办科长秦天、《广东

华侨史》编委会委员吴金平及编写小组成员牛军凯。马
中总商会出席代表包括中央理事张联兴、包久星、內部
查账彭彦彰及首席执行秘书周美馨。

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代表团访马

逗留18天编著《广东华侨史》

郭隆生（右十）赠送纪念品予陆毅萍。左六起为深圳市安通世纪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安利、中港地产评估公司总经理李素娟、深圳福田区企业联合会与企业
家常务副秘书长张冰冰及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兼女企业家主席刘雪俪；右六起为
女企业家委员苏爱然、邓佩美、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包久星、女企业家副主席郑
淑娟及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兼女企业家顾问李素桦。

各界高度看好，中国将能够成功投
得马新高铁的工程。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郭隆生在招
待中国深圳市福田区企业家协会
女企业家代表团时表示，尽管目前
在马新高铁工程中，中国的竞争对
手是日本，但以马中友好的关系加
上中国高铁的技术，相信中国十拿
九稳，可以投得这项工程。

陈海忠（左四）赠送一面纪念锦旗予宋兆棠（中）。左起为秦天、牛军凯及吴金
平。右起为周美馨、彭彦彰、张联兴及包久星。

负责编著《广东华侨史》的广东省
海外交流协会代表团拜会马中总
商会，获得该会副总会长宋兆棠接
待。

《广东华侨史》是一项由广东省政
府耗费巨资打造的文化工程，由约
40人组成的团队分批前往大马、新
加坡、印尼、美国、加拿大及非洲等
地，就当地华裔的生活发展历程进
行研究及综合编著成书。他们将在
我国逗留1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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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海内外社团宣传由马中总商会举办的重点
活动——环保奖(Green Award)和2015年马

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5)，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刘
俊光特地前往邻国印尼拜访印中商务理事会(INDO-
NESIA CHINA BUSINEES COUNCIL)，并受到该理事

会总主席林文光博士率领一众商会
领导代表接待。

印中商务理事会成立于20 0 0
年6月，由印尼华族和友族企业家组
成，设有十余个分会。理事会作为印
尼与外国企业沟通、磋商机构，尤
其在印尼投资的中国企业，积极实
施发展合作及有利于双方的其它经
济活动。

同时，印中商务理事会作为有效的沟通平台，旨在
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促进印中各企业，企业家之间工
业、商业、农业、交通、旅游业、房地产、矿业、天然气、
服务、投资等全方面互惠互利的建设性合作。

马中总商会访印中商务理事会

宣传环保奖与2015年马中企业家大会

林文光（右五）赠送纪念品予刘俊光（左五）。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展望，由于马中两国人民的梦
想相近共融，马中总商会在马来西亚吉兰丹州新分会的成

立，将有望为东海岸商人招来更大的商机。
在尊贵的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的见证下，马中总商会吉兰丹

分会将会成为旗下第8个分会，由当地知名华商拿督陈春华领导。
在吉兰丹州新分会的交流晚宴上，黄漢良指出该州属的清真

食品市场庞大，且清真食品在中国一直以来都十分受欢迎。
他举例，就在上个月（11月），马中总商会安排200名马来企业

家到广东东莞参展，取得不俗的回馈，成功促进双边经贸发展，并
成功吸引中国商家到吉兰丹投资。

“中国人民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国
民也欲实现2020年先进国宏愿和大马梦而奋斗。”

马中总商会吉兰丹设新分会

致力为东海岸带来更大商机

黄惠康伉俪（前排左八）首次参访吉兰丹，与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前排右七）以及马中总商会吉兰丹分会筹委会
主席拿督陈春华（前排左七）、筹委会代表、华商及工商界代表，在该州分会成立的交流晚宴上，留下深具意义的大合照。

马中总商会吉兰丹分会筹委会主席拿督陈春华
（右三）交送当地新会员的入会表格予黄漢良总
会长（左二），并由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阁下（左
三）在旁见证。旁为吉兰丹分会第三副会长拿督
陈国辉（左一）、第一副会长颜龙标（右二）以及
第二副会长陈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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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报名表格
Registration form for MCEC 2015

拓展现代海丝路，构建和谐东盟区
Advancing Modern Maritime Silk Road, Building Harmonious ASEAN

(A) 个人资料 Personal Particular
社团/商协会 Association: 社团职务 Position: 

姓名 Name (中 Mandarin): (英 English):

性别 Gender:       男 Male         女 Female 国籍 Nationality:

身份证号码 IC No.: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地址 Postal Address:

电话 Contact No.: 手机号码 Mobile:

传真 Fax No.: 电邮 Email:

机构 Company: 职位 Position:

 

**供非马来西亚国民填写 For Non Malaysian only
护照号码 Passport No.: 截止日期 Expiry Date: 

行业类型 Industry:  
 农业 Agriculture                
 艺术与娱乐 Art & Entertainment          
 消费 Consumer                  
 建筑 Construction         
 教育 Education     
 电力 Energy    
 酒店 Hotel

 工业 Industry                          
 矿业 Mining   
 石油与天然气 Oil & gas                                               
 产业 Property                     
 科技 Technology
 贸易 Trading                      
 旅游 Travel

 活动策划 Event management
 餐饮服务 Food & Beverage            
 绿色与再生能源 Green & renewable energy
 医疗保健 Health & medicine 
 保险、银行与金融 Insurance, banking and finance
 物流与运输 Logistic & transportation
 其它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MCCC) 
Address: No. 8-2 Jalan Metro Pudu, Fraser Business Park, Off Jalan Yew,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06.03.9223.1188        Fax:      006.03.9222.1548        Email:      info@mcec.my    
Website: www.mcec.my  / www.mccc.my  

                                             Ref  No: mccc141020 [1] m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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