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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让中国利用与亚欧非大陆各国既有的双边

或多边机制与区域合作平台，以在全球经济市场上开拓更多的商机，共建更

多的合作模式。

而马中关系将在该倡议下变得前所未有的密切。除了享有最大贸易伙伴国与

长期战略伙伴的优势，马来西亚则将在“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所带来的巨大商机中，促成更多与多边共享的契机。

随着区域整合、一体化，未来的“世界工厂”将是由这命运共同体一起创造

的，而大马能否在这股趋势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取决于政府与企业是

否能真正透彻其中商机。

全球共同体	和谐东盟区
「一带一路」振兴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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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振兴百业

全球共同体
和谐东盟区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倡议，涵盖着沿线65

个国家/地区，44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3%），以及21万亿美元的经

济规模，无疑将是一个打通亚欧大陆市场的新契机。在该倡议下，中国

将能利用与欧亚大陆各国既有的双边或多边机制与区域合作平台，以

在全球经济市场上开拓更多的商机，共建更多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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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的推展下，中国已开始肩负起对外

发展的重任，关键之举就是为该倡议提供充足

的“金融弹药”。这当中包括了初创资金达1000亿美元

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400亿美元的丝

绸之路基金，加上中国国有银行机构为“一带一路”项

目建设准备多达8000亿美元的金融资源。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将在该倡议下变

得前所未有的密切。马来西亚不仅是中国在东盟的最

大贸易伙伴国，同时马中两国也建立了一份长期的战略

伙伴协议，并通过协议增强双边在多方面的合作，以及

在2017年实现1600亿美元的双边经贸目标。加上“一

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巨大商机，马中两国预计将能加

速双边经贸与投资关系，甚至促成更多与多边共享的

契机。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仍未有公布更为具体的机制

与平台，但在3月份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就已略为带出

多项可带动投资与发展商机的领域。当中，部分领域将

会是马中合作上非常值得关注的焦点。

金融业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下，资金融通是关键环

节，主要在于搭建一个适用于亚洲市场的货币稳定体系

与交流平台。

在《愿景与行动》中，中国就提出要扩大沿线国家

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并共同推动亚洲

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而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的筹建，丝路基金的组建运营，以及中国－东盟银行联

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的务实合作，将是促进中

国对外金融领域开发与开放的重要举措。

同时，适当地发行与使用境外人民币债券，将有助

稳定货币政策，并鼓励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或本国货

币债券，以降低目前过度依赖美元债券的趋势。

马中合作实例：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自2009年起签

署货币互换协议，并在2012年将额度提升至1800亿人

民币（当时约合900亿令吉）。今年4月份，马中双边央

行再度将互换协议延长三年，额度维持不变。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是东盟首个与中国签订人

民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并把人民币第一个纳入为大马清

算系统的外国货币。同时，今年中国银行（马来西亚）正

式推介人民币清算行，预计将为马中双边贸易，以及“一

带一路”的双边发展机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中国银行也表示会在未来三年提供1000亿美元

的授信支持，重点支持对大马的资源投入，推动大马成

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并将大马定位为辐射东盟

的人民币清算中心，为相关企业或个人提供便利服务。

一带一路 　还有「一网」
电子商务是未来全球的重要销售与消费模式。在

《愿景与行动》中，中国就有意愿拓宽贸易领域，优化

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以及促进贸易平衡。其

中，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就是其重点之一。

提起中国的电子商务，不能不提的就是阿里巴巴。

尽管最近公布的4月至6月（阿里巴巴第一财政季度）业

绩表现出现下滑，但不能忽略的是，阿里巴巴在中国仍

文 l 洪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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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着约3亿的活跃用户。

同时，阿里巴巴也预计，在中国推出“互联网+”的

时代下，未来5年内，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可在

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可以服务20亿消费者和数千万

企业“全球买，全球卖”的商业生态平台。

阿里巴巴的全球企业间（B2B）进口业务负责人田园

提醒，大马商家若有正宗地道的土产或其他的产品，想

要推荐给中国人，进军中国市场的话，不妨把握科迅时

代兴起的「互联网」的管道与机会。

据他形容，「一带一路」是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与

周边国家共谋发展而提出的担当，那么作为中国最大电

子商务公司的阿里巴巴当前要做的就是建设「网上的丝

绸之路」，打造「一带一路」之外，还有「一网」的商业

圈。

「阿里巴巴不是商务公司，而是通过搭建的基础设

施，让更多企业参与电子商务，旗下的1688网站就是

一个全球企业间（B2B）电子商务平台，协助外国企业

进军中国市场。」

马中合作实例：
根据国际市场调查机构— AT Kearney 的调查显

示，在东盟国家中，大马有着相对完善的电子商务法

令，包括电子交易、隐私权、网络犯罪与保护消费者法

令等。同时，根据大马通讯与多媒体部的预计，大马电

子商务市场的发展潜能甚佳，2015年电子商务商机料

达720亿令吉，并在2016年增长至880亿令吉。

而在2014年6月，中国的渤海商品交易所就与大马

JC Capital管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手推

动马来西亚燕窝、棕榈油等特色资源产品在渤商所挂

牌销售。当中，燕窝、棕榈油即将登陆渤商所，而柴油、

天然气等国家战略能源也将被纳入现代现货市场。

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渤商所作为中国首家

开通现货商品跨境交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非银行类机

构，与大马达成全面合作关系，积极筹划立足自身电商

平台，开启两国贸易的“网上丝绸之路”。

绿色产业兴　光伏潜能佳
绿色产业的发展，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被多番

提及的领域。推动对外的绿色产业发展，除了在于改善

中国国内供需不平衡的现象，也在于将未来对外基础

设施建设上，以绿色工业展现出中国对外友好与爱护

环境的良好形象。

在《愿景与行动》中，中国就提出要强化对外基础

设施绿色低碳化的建设和运营管理，并在建设中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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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气候变化影响。同时，中国也强

调，必须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

的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

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的丝

绸之路。

在众多绿色产业当中，中国光伏

产业的表现是市场相当关注的。过去

面对着欧美市场的税务抵制，以及近

期饱受国内债券市场的牵连，中国光

伏产业似乎走入低潮期。

然而，中国国务院2015年5月印发

的《中国制造2025》通知，表达出全面进军成为制造强

国的意愿，并明确了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光伏相关领

域。该文件也特别指出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大力促进新

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这

足以反映出中国政府是极为看重光伏等绿色领域的发

展。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连接着中国成为制造强国

的意愿，无疑将能鼓励中国光伏等绿色产业更为积极

地走出去。而光伏等新能源的发展，也会对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以及碳减排等产生正面效

应。

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也积极处理着碳排放的问

题，这也是大马相关领域业者进军中国分市场一杯羹

的好时机。

马中合作实例：
中国光伏产品制造商—晶科能源（马来西亚）位于

槟城的厂房在今年5月份正式落成，该项投资额达1亿

美元的项目，让晶科能源成为中国首家在大马设厂的业

者。

晶科能源表示，选择在大马作为制造基地，除了在

于地理位置优越，即常年有阳光与非常靠近其他亚太新

兴市场外，也有着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诱人的税收优惠

政策以及拥有通晓多语言的技术人才等。因此，晶科有

意将大马工厂打造成晶科全球的绿色模范工厂。

同时，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拓展，大马与中

国在光伏产品的合作，将为沿线市场提供一个更具吸

引力的市场商机。

旅游产业旺 
转型第三产业(服务业)

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的

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愿景与行动》中，中国

不仅强调着基础设施的联通，更看重第三产业的对外

发展，以强化沿线国家在文化、旅游、体育等方面的交

流。

其中，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打造具有

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

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以及推动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等，都是中国对外拓展旅游业

的重点。

回顾2014年，中国有1亿人次出境旅游，创下超过

1万亿人民币（约6000亿令吉）的境外消费。随着中国

国内中产阶级逐渐成型，足见出境旅游人士势必有增

无减。

中国与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阶段相似，两国都是发展

中国家，同样处在从第二产业（即工业经济）蜕变到第

三产业（即服务业）的经济阶段。同时，中国和马来西亚

也都是出口国，中国正在积极提升出口价值链，尝试平

衡进出口，避免过分依赖出口；马来西亚也正在扩大内

需，以更好地提升竞争力。在这些方面，马来西亚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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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学习。在“一带一路”契机中，马来西亚除扮演追

随中国、给予中国最大的支持和配合的角色外，也是近

距离向中国学习取经的好时机。

马中合作实例：
自去年经历了MH370事件后，中国前来大马的旅

客人数出现显著的下滑。以2014年全年的数据来看，

中国来马的旅客人数按年下跌了9.9%。根据截至今年

首3个月的数据，中国来马的旅客人数更是大跌27.1%

，至37.9万人次。

为了改善相关趋势，大马政府推动了免签证费的措

施，并建议为中国团体来马旅游者提供免签证服务。但

相关发展似乎仍未在市场发酵，来马的中国旅客依然

乏善可陈。

无论如何，中国福建省旅游局较早前就与大马的

蘋果旅遊集团，在吉隆坡设立了“福建省（马来西亚）

旅游合作推广中心”，以推动双边旅游项目。福建位于

中国东南部，是中国“一路”倡议下的核心点，全省人口

达3700万人，超过大马人口总和，但面积则相等于1/3

个大马。推动双向旅游，促进福建省份旅客来马，以及

大马人口旅游福建，将会是该推广中心未来肩负的任

务之一。

清真产业 
盛抢滩18亿穆斯林人口市场

尽管《愿景与行动》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关于清真产

业的发展，但在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清真

产业将会成为非常关键的领域。

第一，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环节上，清真

产业将是带动其发展的关键。根据中国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中国境内约有3000万名穆斯林，人数与大马总

人口相近。而“一带”路线上，作为核心的新疆，以及

其他西北部与“一带”联系的宁夏、甘肃、青海等地都

是穆斯林主要聚集的省份/地区。

第二，“一带”从新疆往外拓展，率先走过的就是

中亚与中东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属于伊斯兰化的区域。

换言之，无论是国内的需求，还是对外的发展需

要，清真产品都将是中国在“一带”拓展上必备的环

节。而作为清真产品认证最具权威性的国家，大马应该

肩负着协助或带动中国深耕清真产品的国家，并借助“

一带一路”的良好平台，分享着全球18亿穆斯林人口的

市场商机。

同时，中国消费者十分偏好拥有大马清真认证的食

品，因为它们象征品质与食品安全的保证，有很多中国

企业食品加工企业都有很大的「走出去」意愿到马来西

亚设厂，为了就是想得到大马的清真认证以争取更大的

穆斯林市场。

马中合作实例：
事实上，过去已有不少的商家开始在中国销售清

真产品，也有不少的中国企业前来大马寻找清真产品的

商机。以下所要提的是，马来企业家抱团发展中国商机

的实例。过去，马来企业家对于中国这庞大市场来说是

相当陌生的，因此，作为华人企业家，其实有必要协助

马来企业群体开拓中国的市场商机，以打造多方共赢

的格局。

大马土著厂商及服务业协会（PPIPBM）今年与中

国两家超市集团--北京华联集团和联华集团合作，将

大马制造的清真产品引进中国市场。这两家集团各自拥

有106家和6000家连锁超市。

当中，拥有200万名穆斯林以及占第四高人均收入

城市的青海省西宁市，北京华联集团在那里有3家连锁

超市。这意味着，单单一个城市，大马清真食品就有巨

大的消费市场。

而2014年大马清真产品到中国的出口总额达17亿

美元，主要出口产品为加工食品、清真原料和油棕产

品。

基础建设稳发展 
航运业新面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

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

到南太平洋。根据“一带一路”走向，海上以重点港口

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

根据《愿景与行动》，中国将加强推动口岸基础设

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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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其中，上

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

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

港口将是重点建设环节。

“一带一路”将激活中国及沿线国家港口贸易，也

确立全球航运重心东移的必然趋势。航运重心东移的背

景下，中国沿海各大良港都在加紧建设，创新发展模式，

争取成为新的国际航运中心。

而在推动“一路”的过程中，大马也将有多个港口

可受惠于该倡议。有鉴于此，马来西亚政府目前致力提

升港口的基建，并采取开放政策，让中国投资家可拥30

至40%的大马港口股权、附设自贸区和产业园，扩大港口

的整体经济规模，并全力支持「一路」沿线国组织「港口

联盟」。

根据日本航海中心的研究报告（Nippon Maritime 

Center）, 在2014年总共有7万9344艘超过300总吨位

的商船取道马六甲海峡，相等于每日平均有217艘商船

航行。

大马目前3个涉及外资持股的港口，分别为巴生港

口、丹绒柏勒巴斯港口及关丹港口。当中，巴生港口、

丹绒柏勒巴斯港口分别位列世界最繁忙港口的第13位

与第20位。这证明马来西亚是亚洲和西方国家的重要

衔接点，以及完善的商贸联络站。

马中合作实例：
2013年9月，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入股关丹港

口，与马来西亚IJM集团共同打造马来西亚东海岸最大

的深水良港。钦州港与关丹港缔结国际

姐妹港，将进一步充实“两国双园”合作

模式。

同时，位于关丹港口不远处的马中关

丹产业园，也将是东海岸发展走廊中的

重要产业园。这个工业园除了完全享受东

海岸经济特区所有优惠政策外，还获得

马来西亚政府额免公司税务长达10年。

此产业园将着重于发展汽车、石化、棕榈

油、电子、清真食品等为主的产业群。这

些行业的发展与吸引中国企业投资，与打

造关丹港口升级版，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钦州港与关丹港的航线开通

后，马来西亚的棕榈油、榴莲等货物将有望从关丹港一

路北上，经过1000多海里，3天后即抵达钦州。双边贸易

过程将大大缩减，而成效也将迅速增加。

法律保障全　知识产权意识涨
在落实“一带一路”的倡议上，法律保障扮演了举

足轻重的角色。

“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数量繁多，而各国的司

法制度各有不同，这是在落实“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必

须克服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中国的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举办了“一带一路”建设法律风险防范专题视

频会暨第一期法治讲堂，好让中央企业做好境外法律风

险防范工作。相比之下，马来西亚政府尚需在这一方面

努力。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争

议，所以法律纠纷是难免的。由于“一带一路”涉及到

60多个国家，在落实“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

新型的法律纠纷。众所周知，法律诉讼耗时耗力，甚至

会影响企业的形象和运作。故此，在落实“一带一路”

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纠纷应该通过调解和仲裁的方式解

决。

中国在1980年代初期就在深圳经济特区设有冲裁

机构，即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又称“深圳国

际仲裁院”），而大马则设有仲裁中心，即成立于1978

年的吉隆坡区域仲裁中心(KLRCA)。由于大马是《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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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缔约国之一，故此KLRCA的裁决可在149个国家

内得到承认并普遍能够强制执行。

马中合作实例：
早在2005年，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和中国法学会就

已经签署了备忘录。在今年7月30日，马来西亚律师公

会和中国法学会联办了一场命名为“共建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中马法律保障”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双方

的代表亦表示有意在今年之内再签署一份备忘录以加

紧双方的合作关系。

农业现代化发展 
沿线点互惠互利

在《愿景与行动》中，中国也表达出拓展相互投资

领域，包括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

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

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

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

伴随着过去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业发

展一度黯然失色，更与贫穷、没有前途、受教育低等字

眼划上等号的落伍行业。然而，近年来，这一刻板印象

已逐步被替换或颠覆了。

现代化农业的崛起，正逐渐形成一股新的经济趋

势，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当中不乏受高教育的

青年，主动参与其中，开创自己的绿色事业。从宏观角

度分析，青年是保障未来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据联

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预测，到了2050年，全球人口

料将达90亿。

世界人口的不断膨胀，相对农业生产率的下滑，全

球粮食危机一触即发。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下鼓励拓

展农林牧渔业，是相当重要的，这不仅在于解决粮食危

机，更在于鼓吹让沿线城市更多青年参与现代化农业活

动，提升农业生产率，并改善就业趋势。

在食品安全需求刺激下，中资企业掀起走出去的

热潮。中国拥有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但只有全球7%

的可耕地。美国知名智库Heritage和AEI追踪中国企

业境外投资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China Global In-

vestment Tracker)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中国企业

在40多个国家进行农业境外投资，澳州、纽西兰和美

国是主要投资目的国。

今年6月《人民日报》报道援引中国农业部数据

称，截 至2013年年底，中国农业对外累计投资总额

39.56亿美元，共有373家境内投资机构在境外投资设

立了443家农业企业。央企投资额总计1.61亿美元，占

4.1%，其余为地方国企、农垦集团和民企。

 “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农业对外投资、重塑国

际农业规则、维护全球市场稳定的有利契机。中国必

须积极主动参与制定全球规则，要明确进口需求，给国

际市场稳定预期。

马中合作实例：
谈到马中在农业方面合作，燕窝与榴梿的出口无

疑是近期的佳话。

随着中国允许大马出口榴梿至该国后，根据农业

及农基工业部早前公佈的资料显示，今年1月至3月，大

马出口170万美元的榴梿到中国，其中70万美元供应厦

门市场。同时，大马榴梿出口商公会秘书长黄奕顺鼓励

大马榴梿园主，向大马农业部申请良好农业规范(GAP)

认证，成为合法的中国出口榴梿供应商。

此外，在今年初举办的第四届“马来西亚――西安

清真周”(Halal Week)，有超过300中清真农产品进行

促销，当中榴梿所制成的产品，更成为众人瞩目的产品

之一。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千500种大马农业产品已经渗

入了中国市场。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展，相信将

有更多的大马农产品进军中国的市场，毕竟单单中国市

场就能享有13亿人口的市场，更不必说“一带一路”沿

线地区所存在的44亿人口商机。

文化大汇聚　共创多元交流
在《愿景与行动》中，民心相通被视为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中国希望透过广泛开展文化交

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为深化双多

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同时，中国也将与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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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

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

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

其中值得关注的就是电影业的发展，以及透过电

影来传导的地方文化。近年来中国与美国电影的火热票

房，不仅让电影公司获取庞大的盈利，也为电影的取景

地点带来意料之外的旅游效益。而最佳佐证无疑就是

2013年的《人再囧途之泰囧》，这部电影不仅在中国取

得票房新高纪录，也带动中国前往泰国的旅客人数激

增，就连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泰国期间也以该电影作

为中泰交往的“宣传”。

在这种趋势下，马来西亚也曾多番表示，广招海外

电影投资者前来拍摄电影或取景，以刺激马来西亚的旅

游业务，带动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国私人企业是当中被

邀请前来景点区开拍电影的业者之一，以向中国市场推

广马来西亚旅游业。

马中合作实例：
自中国香港电影《夏日么么茶》在2000千禧年上

映后，因取景地点在登嘉楼州热浪岛(Pulau Redang)，

而造就了当年旅游该景点的香港与本地游客大增。事

实上，在该电影推出后，已有不少中国与香港电影也来

马开拍，包括同样取景海岛的电影续集《夏日乐悠悠》

、警匪电影《逆战》、获奖无数的温情片《父子》等等。

马来西亚若真要透过电影市场催化旅游业务的发

展，积极参与电影拍摄、制定相关的旅游配套、进行多

层面的宣传等等，都是旅游部必须正视与积极投入的事

项。

在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马期间，马来西亚已承诺要

在2017年之际将中国旅客人次从当前的150万提升至

400万。但去年的马航事件已为中国旅客人数盖上阴

影。若要解决这种现况，在旅游部的大力配合，以及电

影工作持续推进宣传大马文化与价值，或许对旅游发

展与文化交流还能起着一定的作用。

受惠领域　无穷无尽
事实上，“一带一路”能够利惠中国与周边沿线国

家的项目又岂是上述几项。只要企业与政府机构稍作

思考，能够受惠的领域将会是无穷无尽的。

过去，中国企业在响应中国政府号召“走出去”多

年以来，在非洲和拉美市场上积攒了丰富的经验，而且

中国在铁路、电力、通信、建材、工程机械等行业具有

比较优势，可灵活采取投资、工程建设、技术合作等多

种方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广泛的互

利合作。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将给中国企业

带来一个提升的机遇。

目前，中国一些大型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向全球提

供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产品，扩大“走出去”的范围

和实力，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中国对外的合作模式，在

未来也需要有些变化，诸如从过往的总承包模式，转化

为从规划设计、投资、建设管理到运营全产业链、全生

命周期，为社会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全球共同体，和谐东盟区
共建“一带一路”虽然说是中国的倡议，但实际

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应该进行全面合作的新商机。还

有，“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与包容的，并欢迎沿线国

家共同努力经营与参与的。

诚如中国政府在《愿景与行动》所言，“一带一路”

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

鉴之路。只要沿线各国和衷共济、相向而行，就一定能

够谱写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新篇章，让沿线各国人民共享“一带一路”共建成果。

对于大马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与中国取

得良好关系的契机，更是如何借助该平台拓展全球市场

商机的关键时刻。随着区域整合、一体化，未来的“世界

工厂”将是由这命运共同体一起创造的，而大马能否在

这股趋势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取决于政府与企业

是否能真正透彻其中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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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China will be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existing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with Asia, Europe and Africa, to explore m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global market economy and jointly build more 
modes of cooperation.
The Malaysia-China relations will become ever more closely under this 
initiative. In addition to enjoying advantages as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long-term strategic partner of China, Malaysia will also be able to contribute 
more by creating mutually beneficial multilateral opportunities, through the 
abundance of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f the Initiative, especially in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With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ountries in a region becoming a single 
community, countries sharing a common destiny will form the future “world 
factory”, and can Malaysia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will depend on 
whether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can grasp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at lie within the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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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vitalizes Industries

A Global Community, 
A Harmonious ASEAN Reg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covering 65 countries/regions, 4.4 billion people (63% 

of the world’s total population), and USD 21 trillion of total economic value, undoubtedly is bound to 

open up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Eurasian market. Under this Initiative, China will be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existing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with Eurasia, to explore m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global market economy and jointly build 

more modes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has begun to take on the task of external 

development, and the key to this is to earmark adequate 

“financial ammunition” for this Initiative. Among them 

include the start-up capital of USD 100 billion for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DB) and the USD 40 

billion Silk Road Fund, and the USD 800 bill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prepared by Chinese state-owned banking 

institutions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t the same time, relation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are expected to become ever closer under this Initiative. 

Malaysia is Chin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in ASEAN, and 

has not only established a long-term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with China, but also sealed pacts to enhance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the two also targeted 

to reach USD 160 billion in bilateral trade by 2017. Therefore, 

the tremendou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o be brought about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expected to accelerate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whilst contributing to more multilateral sharing 

opportunities.

Alth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yet 

to announce more specific mechanism and platform, 

the “Vision and Actions on Jointly Buildi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Vision and Actions) issued in March 2015 briefly 

highlighted a number of industries that can spur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Some of 

these industries will b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Financial Industry
Financial integration is a crucial par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speci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able monetary system an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suitable for the Asian market.

In the “Vision and Actions,” China has proposed to 

expand the scope and scale of bilateral currency swap and 

settlement with othe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to jointly open and develop the bond market in Asi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DB) and BRICS New Development Bank, the set 

up and operation of the Silk Road Fund, and practical 

cooperation of China-ASEAN Interbank Association and SCO 

Interbank Association, are important underpinning for the 

development, liberalization and opening up of the Chinese 

financial industry.

Meanwhile, the appropriate issuance and trading of 

offshore RMB bonds will help stabilize monetary policy, 

encourage the trading of RMB bonds or local currency 

bonds, and in turn reduce the current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USD bonds.

Example of Malaysia-China cooperation:
Bank Negara of Malaysia and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signed a currency swap agreement in 2009, and in 

2012 the amount was increased to RMB 180 billion (about 

RM 90 billion at that time). In April 2015, central banks 

of the two countries extended the bilateral 

swap agreement for another three 

years, with the amount remains 

u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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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was the first ASEAN country to sign a 

currency swap agreement with China and to include 

Reminbi as the first foreign currency in its clearing 

system. Meanwhile, this year the Bank of China 

(Malaysia) was officially appointed as the Renminbi 

clearing bank, and this is expected to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Malaysia-China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as bilateral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ank of China also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provide 

USD 100 billion of credit support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focusing on resources investment in Malaysia to promote 

Malaysia as an important node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o position Malaysia as the Renminbi clearing 

center for the ASEAN region, offering convenient services 

for other companies or individuals.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Internet

E-commerce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of sales 

and consumption worldwide in the future. In the “Vision and 

Actions,” China planned to expand trading areas, improve 

trade structure, explore new growth areas of trade, and 

promote trade balance. Among them,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s one of its priorities.

When it comes to e-commerce, we must talk about 

Alibaba. Despite the decline in its recently announced 

financial results from April to June (Alibaba’s first financial 

quarter), one cannot ignore the fact that Alibaba has about 

300 million active users in China.

Meanwhile, tapping on the “Internet Plus” action 

plan pursuing by China, Alibaba planned to begin building 

a business ecosystem “buy worldwide, sell worldwide” in 

the next 5 years, aiming at serving 2 billion consumers and 

tens of millions of businesses worldwide, through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technologies.

Alibaba Global B2B Import Division head Tian Yuan 

shared his two cents with Malaysian businessmen, if 

they have authentic local products or other products 

that they wish to introduce to the Chinese people, or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they can consider leveraging 

on the pipelines and opportunities emerge with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He continued to describ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a responsibility proposed by China 

as a superpower to seek common development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as China’s largest 

e-commerce company, the imperative task facing 

Alibaba currently is to construct an “Online Silk Road,” 

an “Internet” of business circle, in addition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libaba is more than a commercial company, through 

construction of basic infrastructure that allows more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e-commerce, its 1688 website 

is the global inter-business (B2B) e-commerce platform 

that assists more foreign companies making foray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Example of Malaysia-China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a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market research 

firm AT Kearney, Malaysia has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law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e-commerce among ASEAN 

countries, including acts on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privacy, 

cyber crime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Meanwhile, the 

Malaysian e-commerce market is expected to bloom, as the 

Malaysian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Commission 

predicted e-commerce opportunities would reach RM 72 

billion by 2015 and RM 88 billion by 2016.

In June 2014, Bohai Commodity Exchange (BOCE) 

exchanged a strategic collabo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with Malaysia JC Capital Company ( JC Capital), to jointly 

promote Malaysian special resources, such as bird’s nest 

and palm oil, via BOCE. Among the resources, bird’s nest 

and palm oil will be made available via BOCE’s e-commerce 

platform, while national strategic energy resources namely 

diesel, natural gas, etc. will also be included in the modern 

commodity market.

Under the backdrop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OCE, as China’s as the first non-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e 

launching cross-border RMB settlement business, has 

forged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Malaysia, 

to actively establish its own business platform and open 

up an “Online Silk Road” of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Green Industry Photovoltaic 
has great potential

Development of green industry is one of the many 

areas repeatedly mention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industry outside 

the country not only helps improve domestic supply and 

demand imbalance, but in terms of future construction 

of external basic infrastructure, this also helps build a 

diplomatically friendly and environmentally caring image of 

China.

In the “Vision and Actions,” China stated th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romote green and low-carb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taking into full account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China also stressed 

the need to promote ecological progress in conducting 

investment and trade, increase cooperation in conserving 

eco-environment, protecting biodiversity, and tack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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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and join hands to make the Silk Road an 

environment-friendly one.

Among the many green industries, the photovoltaic (PV) 

industry of China attracted most attention. The Chinese PV 

industry seems to be sliding into the trough, in face punitive 

anti-dumping duties on Chinese PV imports to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markets, plus the unfavorable domestic bond 

markets.

However, China’s State Council has unveiled a 

national plan in May, “Made in China 2025,” designed 

to transform China from a manufacturing giant into a 

world manufacturing power, focusing on PV-related 

industrial sectors, namely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green manufacturing. The document also highlighted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manufacturing, and 

to vigorously promote the use of new materials, new 

energy, high-end equipments, bio-industry,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ighly valued the development of 

photovoltaic and other green industrial sectors.

Therefor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line with 

China’s plan to become a world manufacturing power will 

undoubtedly encourage the opening up and going out of 

Chinese photovoltaic and other green industrial se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photovoltaic and other new energy sources 

will also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initiative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t the same time, China is also actively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carbon emissions in recent years, and this is 

also a good opportunity and timing for relevant Malaysian 

businesses to tap on the Chinese market.

Example of Malaysia-China cooperation:
Chinese manufacturer of photovoltaic products 

JinkoSolar (Malaysia) inaugurated its plant in May this year, 

and this USD 100 million investment made JinkoSolar the first 

Chinese photovoltaic maker to set up plant in Malaysia.

In addition to strategic geographical location, 

JinkoSolar said the reasons for choosing Malaysia as 

its manufacturing base are because the country enjoys 

year-long sunshine, near to other Asia-Pacific emerging 

markets, relatively labor abundant, attractive tax 

incentives and has a pool of multilingual skilled labors. 

Therefore, JinkoSolar planned to make its Malaysian 

plant a global model green plant.

Meanwhile,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in manufacturing photovoltaic products will provide more 

attractive market opportunities for market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Prosperous Tourism Transition 
of the tertiary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tertiary 

industry, name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sector, is 

essential. Therefore, in the “Vision and Actions,” on top of 

focusing on the connectivity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lans, China also emphasized on increasing the openness 

of its service industry, and to strengthen cultural, tourism, 

sports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mong the suggestions include holding tourism 

promotion weeks and publicity months in each other’s 

countries to jointly create competitive international tourist 

routes and products with Silk Road features, make it more 

convenient to apply for tourist visa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pushing forward cooperation on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cruise tourism program, 

all of which are vital measures to open up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In 2014, 100 million Chinese citizens travelled abroad 

and spent a record of over RMB 1 trillion (about RM 600 

billion) overseas. With the middle class began to take shape 

in China, outbound travelers is bound to increase.

China and Malaysia share similar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wo countries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transforming into the tertiary (service) 

industry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dustrial 

economy). Furthermore, both China and Malaysia are 

also exporting countries, China is actively enhancing 

its export value chain, in attempt to balance its imports 

and exports, to avoid over-reliance on exports; Malaysia 

is also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to better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se respects, 

Malaysia should learn from China.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ives Malaysia a good opportunity to directly 

learn from China, besides following China and giving 

China its fullest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Example of Malaysia-China cooperation:
Since last year MH370 event, the number of Chinese 

visitors travelling to Malaysia declined significantly. 

According to 2014’s data, the number of Chinese visitors to 

Malaysia dropped by 9.9% year-on-year. According to data 

as of January to March 2015, the number of Chinese visitors 

to travelling to Malaysia dropped by a whopping 27.1%, to 

379,000 visitors.

In effort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exempted visa fee and visa for Chinese tour 

groups to Malaysia. Unfortunately, such approaches yet to 

gain traction, and the number of Chinese tourists visiting 

Malaysia remained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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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theless, earlier Fujian Provincial Tourism Bureau 

and Apple Travel Group of Malaysia have jointly established 

the “Fujian (Malaysia) Tourism Cooperation Promotion 

Center” in Kuala Lumpur to promote bilateral tourism. 

Located in southeast China, Fujian is a core point of China’s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The province’s population 

of 37 million people is far more than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Malaysia, but its area is only 1/3 of Malaysia. One of the 

future tasks of the Center will be focusing on promoting 

bilateral tourism between Fujian province and Malaysia.

Thriving Halal industry
Leverages on 
the 1.8-billion Muslim market

Although the “Vision and Actions” does not explicitly 

mention the Halal industry,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lal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key 

development sector.

Firstly, in promot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Halal industry will be a key development sector. 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census data, there are about 30 million 

Muslims in China, about as many as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Malaysia. Xinjiang is located at the core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its neighboring northwestern 

provinces/autonomous regions such as Ningxia, Gansu and 

Qinghai, are all majority Muslims populated.

Secondly, expanding outward from Xinjia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will first passes through Central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regions of Muslim-majority countries.

In other words, whether domestic demand, or 

external demand, Halal products bound to play vital 

link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of China. As one of the countries leading in Halal 

product certification, Malaysia should shoulder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helping and guiding China in cultivating 

these Halal markets, sharing the global Halal market 

of 1.8 billion Muslims by leveraging on the effective 

platform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eanwhile, Chinese consumers highly prefer Malaysian 

Halal food as they are widely recognized for quality and 

food safety, and many Chinese food processing enterprises 

look forward to setting up factories in Malaysia in order to 

bag Malaysia’s Halal certification, and in turn tapping to on 

a greater Muslim market.

Example of Malaysia-China cooperation:
In fact, in the past, many businesses have begun selling 

Halal products in China, whilst many Chinese companies 

have came to Malaysia in search of opportunities in 

Malaysia’s Halal market. Following are examples of Malay 

entrepreneurs venturing into China to uncover m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past, the huge market of China 

was a rather unfamiliar territory to Malay entrepreneurs, 

and therefore, as Chinese Malaysian entrepreneurs, we 

need to assist our fellow Malay entrepreneurs to tap the 

Chinese market so to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This year, the Bumiputera Manufacturers and 

Services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PPIPBM) forged 

partnerships with two Chinese supermarket groups—

Beijing Hualian Group Supermarket and Lianhua Group, 

to distribute and market Malaysian Halal products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The two groups each owned 106 and 6000 

supermarkets, respectively.

Beijing Hualian Group has three supermarkets in Xining 

city of Qinghai, which has 2 million Muslims and the fourth 

highest per capita income in China. This means that only in 

one Chinese city, Malaysian Halal food is enjoying a huge 

consumer market.

In 2014, Malaysia’s total exports of Halal products to 

China amounted to USD 1.7 billion, and the main exports 

were processed foods, Halal raw materials and palm oil 

products.

Steady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Shipping industry
embraces a new horizon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s designed to 

go from China’s coast to Europe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Indian Ocean in one route, and from China’s 

coast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to the South Pacific in 

the other. At sea,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focus 

on jointly building smooth, secure and efficient transport 

routes connecting major seaports. 

According to the “Vision and Actions,” China will push 

forward por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build smooth 

land-water transportation channels, and advance port 

cooperation; increase sea routes and the number of 

voyages, and enha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operation 

in maritime logistics. Coastal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Tianjin, Ningbo-Zhoushan, Guangzhou, Shenzhen, 

Zhanjiang, Shantou, Qingdao, Yantai, Dalian, Fuzhou, 

Xiamen, Quanzhou, Haikou and Sanya, will be the focu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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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expected to boost 

por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inevitably shifting the of global shipping’s 

center of gravity eastwards. Anticipating this shift, 

China’s major coastal ports are stepping up construction 

and introducing new development models, vying to 

become the new international shipping center.

In conjunction with promotion of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several ports of Malaysia will 

benefit from the initiative. In view of this,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is enhancing its ports infrastructure, 

introducing more open policies, such as allowing 

Chinese investors to hold 30-40% stake in Malaysian 

ports and establishing Free Trade Zone and industrial 

parks, whilst expanding the overall size of ports, by 

forming an alliance of ports for some 21 key citie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Nippon Maritime Center, 

a total of 79,344 gross tonnages of more than 300 vessels 

passed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lacca in 2014, equivalent to 

a daily average of 217 vessels.

Currently, there are three Malaysian ports with foreign 

ownership, namely Port Klang, Tanjung Pelepas Port and 

Kuantan Port. Port Klang and Tanjung Pelepas Port are 

ranked the 13th and 20th, respectively, among the world’s 

busiest ports. This proved that Malaysia is an important 

convergence point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countries, 

as well as a comprehensive focal point of trade. 

Example of Malaysia-China cooperation:
In September 2013, China’s Guangxi Beibu Gulf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bought a stake in Kuantan Port 

Consortium, jointly building the largest deep-water port in 

Malaysia’s east coast with IJM Corporation. Furthermore, 

Qinzhou Port of China becoming a sister port of Kuantan 

Port will further augmen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industrial parks of the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situated not far from the Kuantan Port will be 

an important industrial park in the East Coast Development 

Corridor. In addition to preferential policies for the East Coast 

Economic Region, the industrial park also enjoys exemption 

of company tax up to 10 years. This industrial park will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petrochemical, 

palm oil, electronics, Halal food products, among oth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industries and attraction of Chinese 

investment will be vital to upgrade of the Kuantan Por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once the route between 

Qinzhou Port and Kuantan Port is opened, palm oil, 

durian and other commodities of Malaysia will be 

shipped all the way up north and arrived in Qinzhou 

in 3 days after more than 1000 sea miles. By then, 

bilateral trade will be greatly simplified, accelerating 

effectiveness.

Full legal protection Raising 
awarenes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egal protection plays a pivotal rol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vers a lot of countries, 

and the judicial system of each country is different, 

which poses as an obstacl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itiative. To address this issue, China’s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held a videoconference on the setting 

up of prevention measures against possible legal risks 

that might arise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o that Chinese entrepreneurs can braced themselves 

against future foreign legal risks. In contrast,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still needs to make efforts in this 

regard.

Controversies are bound to arise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hence 

legal disputes are inevitable. 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volves more than 60 countries, new types of legal dispute 

are expected to happen. As we all know, legal proceedings 

are time-consuming and jeopardizing to a company’s image 

and operations. Therefore, any disputes arisen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hould be 

resolved by means of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In the early 1980s, China has established an arbitration 

mechanism in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the 

South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also known as the “Shenzhen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while the arbitration center in 

Malaysia is the Kuala Lumpur Regional Centre for Arbitration 

(KLRCA) founded in 1978. Since Malaysia is a member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therefore ruling of the KLRCA is 

recognized and enforceable in 149 countries.

Example of Malaysia-China cooperation:
In 2005, the Malaysian Bar Council and the China Law 

Society has signed a memorandum. In July 30, 2015, the 

Malaysian Bar Council and the China Law Society jointly 

hosted a seminar titled “Legal Security to the 21st Maritime 

Silk Road.” At the semina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sides 

expressed interest in re-signing of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is year to step up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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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mutually beneficial to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Vision and Actions,” China also expressed the 

intention to expand mutual investment areas, deepen 

cooperation in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ie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and 

farm produce processing, and promote cooperation in 

marine-product farming, deep-sea fishing, aquatic product 

processing, seawater desalination, marine biopharmacy, 

ocea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ies, marine tourism and other fields.

When the economy experienced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pas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as 

overshadowed and was liken to an outdated industry for 

the poor with low education and of no future.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is stereotype has gradually eroded or been 

dispelled.

The rise of modern agriculture gradually forms a new 

economic trend,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f 

young people, and some among them are highly educated 

young people wh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industry to 

create their own green busines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e youth is the decisive factor in ensuring future food 

security.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predicted that by 2050, the global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reach 9 billion.

Global food crisis imminent as world population 
expands yet the relative declin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herefore, it is apt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encourage expansion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ies, as this not 
only to solve food crisis, but also advocates more young 
people in cities to participate in modern agriculture 
activities, to enhanc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improv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order to meet pressing food security need,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finding solutions outside of the country. 

China has one fifth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but only 7% 

of the world’s arable land. The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showed that since 2005,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overseas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more 

than 40 countries, and major investment destinations 

include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June this year, the <People’s Daily> cited figures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China, at 

the end of 2013, China had a total USD 3.956 bill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a total of 373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ves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443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overseas. Investment made 

by state-owned key enterprises totaled USD 161 million, 

accounting for 4.1%, while the rest were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griculture group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favorable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promote foreign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to reshape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and 

maintenance of global market stability. China must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global rules and clearly 

signal its import demand in order to give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 stable expectation.

Example of Malaysia-China cooperation:
The export of durians and bird’s nest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talked about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data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Agro-based Industry of Malaysia, after China allowed 

Malaysia to export durian to the country, Malaysia has 

exported USD 1.7 million of durian to China from January 

to March 2015. Of which, USD 700,000 was supplied to the 

Xiamen market. Meanwhile, the Malaysia Durian Exporters 

Association Secretary-General Huang Yi Shun [direct 

translation from Mandarin] encouraged Malaysian durian 

estate owners to apply for the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GAP) from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Malaysia and 

become a legitimate exporter of durian to China.

In addition, at the fourth edition of the Malaysia-Xi’an 

Halal Week held earlier this year, among the 300 over Hal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on promotion, products made from 

durian attracted the most attention.

Up to now, more than 1,500 kinds of Malaysi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infiltrated the Chinese 
market. Moving forward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is believe that more Malaysi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ll make it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after all, 
the Chinese market alone offers a consumer market 
of 1.3 billion people, not to mention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f the 4.4 billion consumer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cultural tapestry 
Creating a pluralistic exchange

In the “Vision and Actions,” people-to-people bond 

provides the public support for implementing the Initiative. 

China hopes to promote extensive cultural and academic 

exchanges, personne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media 

cooperation, so as to win public support for deepening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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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China will also work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o hold culture years, arts festivals, film 

festivals, TV weeks and book fairs in each other’s countries, 

cooperate on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fine films, 

radio and TV programs, and jointly apply for and protect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One of the areas of concern is the development of 
film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dissemination of local culture 
through films. In recent years, the succes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films not only benefited film production 
companies, but also brought unexpected benefits in 
terms of tourism revenue to film’s shooting locations. 
The best evidence is no doubt the 2013’s “Lost in Thailand.” 

The film has not only achieved a new box office record, bu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surging number of Chinese visitors 

traveling to Thailand. When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visited Thailand, he also referred to the film as an example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To tap on this trend, Malaysia has repeatedly 
invited overseas investors to shoot films in Malaysia, to 
stimulate the local tourism and in turn driving domestic 
economic growth. Chinese private film production 
companies were among the invited parties in attempts 
to promote Malaysian tourism to the Chinese market.

Example of Malaysia-China cooperation:
Since the Chinese Hong Kong production <Summer 

Holiday> released in 2000, it has attracted tourists from 

home and aboard to the location of the film in Pulau 

Redang, Terrenganu. In fact, after the film was released, 

many Chinese and Hong Kong films were shot in Malaysia, 

including the sequel to <Summer Holiday>, <Love You You>, 

<Against the War>, and award-winning film <Father and 

Son>.

If Malaysia wants to use filmmaking to cat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tourism industry, the Ministry 
of Tourism must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filmmaking, to 
develop tourism-related infrastructure, and to carry 
out multi-level publicity, etc.

Durin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visit to Malaysia, 

Malaysia pledged to raise the number Chinese tourist 

arrivals to 4 million by 2017, from the current 1.5 million. 

Unfortunately, the Malaysia Airlines incident last year left 

an adverse impact on Chinese tourist arrivals. To resolve 

this, vigorous efforts by the Ministry of Tourism, couple 

with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values by 

Malaysia’s film industry might be effective in promoting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exchange.

Other industrie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benefi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re more than the abovementioned. If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put in a little more thought, endless 

industries and sectors can benefit from the Initiative.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responde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go out” call for many years, and have 

accumulated a wealth of experiences from their ventures 

in the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markets. In terms of 

railway, electricity, communications, building materials, 

construction machinery and other industries, Chinese 

enterprises enjoy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strik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via means of direct investment,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lso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upgrade themselves.

Currently, some large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innovated their business models by introducing full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whole life cycle of products, 
and this expanded both scope and strength of the “go 
out” call and improved both levels and quality of services. 
In the future, China’s foreign cooperation models are 
anticipating some changes, such as transforming from 
exiting general contracting mode into a full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whole life cycle of products, from 
planning and design, investment,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to operation, in short, providing the full 
package of end-to-end solutions.

Conclusion: A global community,
a harmonious ASEAN region

Alth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proposed by 

China, it is a new business opportunity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hould give their full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Furthermor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open 

and inclusive, and welcomes joint efforts and participation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ated in the “Vision and 

Action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operation features 

mutual respect and trust,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As 

long as all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pursue its common goal, there will be bright 

prospects for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the people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an all benefit from this Initiative.

For Malaysia,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not 
only an opportunity to better relations with China, but 
also a crucial moment of leveraging on this platform 
to expand global market opportunities. With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ountries in a region becoming a single 
community, countries sharing a common destiny will 
form the future “world factory”, and can Malaysia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will depend on whether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can grasp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at lie within the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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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及其代表团拜访马来
西亚，由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率领中央理

事接待。
此次是乔卫第6次来马，尽管到访马来西亚的时间

不长，但他发现大马华社都关心中国的“一带一路”政
策，这是令人感到高兴的。

乔卫说，大马等海外华人应优先发展所在国经济，

配合中国“一带一路”策略，将能创造三赢，即中国、大

马及华商本身皆受惠的局面。

乔卫盛赞道，大马华人与各族群能相融，应该发挥
其特别作用，在推动一带一路的努力中，应兼顾大马人
和中国人民的感受，尤其是大马人民的需求。

他说，海外华人推动“一带一路”策略，须以居住

国利益岀发，如此将可为大家带来更大的实惠。

他认为，中国和各国的发展是相对接的，华人华商
可创造多赢局面，居住国、华人华商本身及中国都获好
处。

乔卫认为，大马华人应该从马来西亚人民的角度考
虑一带一路的建设。「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是『中国好，

大家好』的概念，或者更应该说成是『大家好，中国才
会更好』。」

当晚，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马来西亚中华总
商会、马中总商会、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马来西亚华
人姓氏总会、八大华青协调委员会、马中友好协会和
马来西亚儒商协会联办迎接中国侨联代表团的隆重晚
宴。

晚宴上，乔卫表示，大马华人若在中国面对困扰，
他愿意服务。

“过去我们说，海外侨胞对中国发展做出重要贡
献，中国发展到现在时候，我们回头看海外侨胞，特别
是大马华社对大马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这点贡献超
过对中国。”

乔卫说，马来西亚2020先进国宏愿，与中国提倡
的“一带一路”高度融合。

他指出，中国和马来西亚各有千秋，在推动“一带
一路”方面，有可能和马来西亚2020年宏愿，融合两方
面的文化和需求，让大马华人可在其中发挥作用。

乔卫副主席（左六）率领代
表团拜访马中总商会，由黄
漢良（左七）总会长与各中央
理事接待。乔卫赠送墨画纪
念品予黄漢良，留作纪念。

侨联重视大马华人
            两边贡献共建丝路

马中总商会众领导与乔卫（左八）合影；左起为吴世才、林
泰顺、黄锡琦、包久星、郑添利、杨天培、黄漢良、陈凯希、
刘国城、林恒毅、罗章武、宋兆棠、李素桦、戴振标以及王
耀辉。

大马华团领导与中国侨联代表团，在晚宴上与出席贵宾合
照。左起为张安胜、何继寧、郑添利、潘友来、杨天培、张
亮、吴德芳、古润金、黄漢良、龚春森、方天兴、乔卫、杨忠
礼、林锦胜、邱財加、孔涛以及洪来喜。

中关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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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一对萌翻的“友好使者”——大熊猫“靓靓”和“兴兴”生日快乐！

8月23日，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为“靓靓”和“兴兴”庆祝8岁生日，它俩各获一粒竹冰“蛋糕”。“兴兴”一抓起

冰冻的竹竿玩得不亦乐乎，“靓靓”则在打盹儿，非得中国饲养员杨海迪拿胡萝卜条来半哄半诱，才愿意醒来

接受她的生日礼物。

齐为友好使者祝寿
熊猫馆吸引逾千人

靓靓“假性怀孕”贪睡

国家动物园大熊猫保护中心主任莫纳因博士解
释，“靚靚”目前处於“假性怀孕”状態，所以变

得贪睡而且不太活跃。
“靚靚”入驻国家动物园以前，曾於去年8月18日在

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首次诞下雄
性熊猫宝宝“贡贡”，所以来到今年8月，它的心理上以
为自己怀孕，事实上並非真正怀孕。

他说，“靚靚”从8月6日开始进入“假性怀孕”期，
除了贪睡和不活跃以外，它的食慾也下降了，只吃竹叶，
和特別爱吃胡萝卜。

“这些日子里，“靚靚”变得慵懒和爱撒娇，每一天
都要杨海迪亲自喂食。”

这也是为什么“靚靚”的生日“蛋糕”是一粒点缀著
胡萝卜条、竹叶和花状苹果块的圆形冰块，而不似“兴
兴”的冰冻著数十条竹竿的“大蛋糕”。 

靓靓变孤僻不愿“会客”
莫纳因表示，原本文静的“靚靚”也变得更孤僻，从

8月6至19日之间，它甚至不愿出来后花园“会客”，只愿
待在兽舍里休息。

“饲养员只好打开兽舍的门，让“靚靚”选择出不
出来，所有这段时间里参观熊猫馆的游客可能只见著“

兴兴”。”
不过，他指目前“靚靚”的“假性怀孕”状態逐渐好

转，愿意走出兽舍，只是游客多半看到的是它睡梦中的
模样。

他说，如果“靚靚”恢復以竹竿为食，就表示它完全
走出“假性怀孕”状態，他预计这需时2个月。

“靚靚”“兴兴”生日当天，熊猫馆共迎来逾1千
200名游客，更有趣的是，与一对大熊猫同月同日生的
寿星男女可免费参观动物园。

与“兴兴”和“靚靚”同月同日生的寿星们齐聚熊猫馆，一
同合唱生日歌，分享与熊猫一起庆祝生日的喜悦。（图片
来源：星洲日报）

中关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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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考察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时指出，高铁动车体现了中国装备制造

业水平。

“高铁已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一张亮丽的名片。”

7月9日，由中国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的中国中车（马来西亚）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又称 

“东盟制造中心”）正式建成投产。马来西亚由此成为东盟第一个拥有轨道交通装备产品

                              制造能力的国家。

资料显示，这座具备年产100辆、架修150辆轨道
列车能力的马来西亚首个“铁路工厂”，也是东

盟十国中轨道交通装备技术水平最高、生产能力最强
的“铁路工厂”，成为推动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盟轨道
交通发展的中国力量。

早在2013年4月，东盟制造中心建设项目开工时，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出席仪式亲自挖土奠基。

参与马来西亚轨道交通装备建设以来，中国中车
株机公司已成为该国轨道交通装备发展最大的推动
者，提供了市场份额80%以上的产品。目前，中车株机
公司已有三个子公司落地马来西亚，90%的员工是马来
西亚本地人。

至此，中车株机公司在马来西亚实现了由产品输出
向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投资的转变，马来西亚已成为
其在海外的桥头堡。

谈到为何在马来西亚设厂，中车（马来西亚）轨道交

通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璐科表示，未来5年，马来西亚

城轨、动车及电力机车的新造需求总量近千，需要进行

维修的车辆更是达到2000辆。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东

盟制造中心建成后，年销售额可达4亿令吉。“更重要的

是，设立基地，就与当地经济发展同呼吸、共命运，进军

当地市场获得的支持力度也将大幅提升。”

王璐科表示，中国正在与沿线国家共同建设‘一带
一路’，中国高铁要实现‘走出去’的目标，必须与‘一
带一路’建设结合起来，积极布局东盟区域，进一步深
耕当地市场。

马来西亚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合作伙伴。“马来西亚政府认为这是分享中国经济发展

红利、搭乘中国经济发展顺风车的良好机遇。”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吴 政平表
示，马来西亚首相、交通部长、旅游部长等都对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表示支持，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
莱最近还带团去中国，就双方具体合作进行探讨，包括
铁路建设、港口建设等多个方面。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
个机遇。

谈 到目前已 经 落成的东 盟制造中心，吴 政平 表
示：“中国中车株机公司在马来西亚设立制造基地，就
是利益分享、互利共赢的做法。我们不只是为了建设铁
路轨道交通装备，也是为了在建设的过程中，同马来西
亚分享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技术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
建立东盟制造中心也是中国轨道交通行业‘走出去’的
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王璐科说表示，中车将努力使东盟制造中心成为中

马经济和产业发展合作的典范，成为‘一带一路’建设

的第一批示范基地之一。

中国中车在马深耕
造东盟最强铁路厂

中关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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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于7月5日至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大会极具号召力，来自世界80个国家，450名工商社团的海外代表参加，包括了马来西亚的16名著名的华商领

袖。其中包括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永久荣誉会长杨天培、名誉会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林玉唐、丹斯里杨

忠礼、丹斯里李深静、丹斯里拿督张晓卿、林国璋、中总署理总会长拿督戴良业、中央理事

                    拿督黄国忠等人应邀出席。

首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
同圆共享中华梦想

7月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日下午在北京会见

出席首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的全体代表，并表

示6000多万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一代又一代华侨华人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用勤劳和智

慧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广大侨胞始终情牵桑梓，心系

中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推动中国的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

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在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她希

望广大侨商侨胞抓住机遇，共创事业新辉煌，同圆共享

中华梦想。
“华侨华人同为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裘援平说，中国的发展壮大和民族的

繁荣复兴，承载着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光荣与期待，

一个强大的祖(籍)国一定能为海外侨胞提供更坚实的“

臂膀”和“靠山”。

首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是一场层次高、影响广

泛的世界华侨华人工商界的盛会，将对构建全球华商组

织联系合作机制，引导全球华商组织、专业协会和著名

侨商了解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走出去、创新驱动等

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等方面产生积

极影响。

大会主题是“联谊、交流、合作、共赢”，旨在凝聚

全球华商力量，共同参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

展”等重大战略的建设，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大会期间，还设有分组讨论活动，就海外华商和侨

商组织如何建立及加强合作及联系，与中国共享商机、

共同发展，参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

走出去“战略的建设、机遇及挑战，以及如何参与创新

驱动发展三大议题进行讨论。

大会后，代表们分成六条线路赴中国有关省市进行

考察、对接，寻找合作商机，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大马著名华商在会场留影，左起杨天培、黄国忠、戴良业、林国璋、张晓卿、林玉唐及黄漢良，右为蔡天佑。

中关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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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于市场预期

在私人领域的需求量推动下，

大马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按年4.9%增长，比市场预期

4.5%来得高。

由于市场低迷，第二季度表现

比首季的5.6%来得低，合计上

半年增长5.3%，低于去年上半

年6.3%。

大马次季经济增长4.9%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于8月中旬公布的数据显示，虽
然私人领域的发展表，现从首季的9.6%，跌落

到次季的5.7%，不过，该数据远比公共领域的0.9%增
长来的高。

私人领域在上半年增长7.6%，而公共领域则录得
1.7%增长。

服务领域放缓至5%
在各领域的表现中，大部分按季下跌，跌幅最大的

是建筑领域，从上季的9.7%，减少至5.6%，这是因为在
住宅和非住宅，以及工程领域表现放缓。

而占据53.5%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服务领域，消费
相关领域在过去一季低迷的市场情绪，导致次季数据
从上季的增长6.4%，放缓至5%。

今年经济增长4-6%
尽管如此，种植领域却独占鳌头，在原棕油产量增

加的带动下，从今年首季的萎缩4.7%，转为次季的增长
4.6%。

国行认为，纵观经济环境，加上基本面稳健，预测
今年经济增长会在4至6%范围内。

国家银行总裁丹斯里洁蒂博士提到，私人领域消费
在次季依旧保持出色的6.4%增长。

“早前我们原本预计，商家在消费税实行前的首季
进行大量购买，因此次季消费可能大幅减少。”

私人消费增长出色
展望下半年，洁蒂认为以目前的收入和就业数据，

加上房屋需求的增加，估计消费能力能够保持在该水

平。“另外，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消费能力也由此逐

渐提高。”

洁蒂认为，由于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还未明朗，
因此，造成目前市场显著波动。

“我们也认为，当主要经济体如美国实行货币政策
正常化后，金融市场将会恢复稳定。”

无论如何，她预计，目前市场走势将会在未来数月
持续波动。

马来西亚2014年至201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按季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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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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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全球榜首

制造业指数，不但是国家工业化发展和市场规模的一项指标，还体现了一国之竞争力前景。

知名房地产咨询顾问公司高纬环球最新发布的《2015究竟在哪里?制造业指数》报告表明，继去年

夺冠之后，马来西亚再次位居主要指数榜首。

“马来西亚已经连续两年位居主要指数榜首，越南则位居成长指数榜首，并日益成熟，成为主要的

制造业目的地。”

马来西亚制造业指数

在今年的榜单中，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亚太区，在
前十名中占据了七项，继续巩固了“亚太地区发

展引擎”的优势地位。
高纬环球欧洲、中东和非洲以及亚太地区租户服务

业务负责人理查德·米德尔顿表示:“亚太市场继续保持
对制造商的吸引力，这在我们最新的指数排名中有所体
现。”

从全球范围看，制造业正在不断增长，发达国家如

美国、德国等国家制造业发展相对成熟，而随着亚洲国

家的崛起，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抠门航空发展迅速

如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国。

部分市场人士则认为，制造业成本日益增长的中国

促使投资者开始调整方向进行产业转移，马来西亚将持

续受惠。

米德尔顿认为，广义来说，该榜单仍有波动。虽然
中国得益于市场规模，在制造业产出方面仍然保持着全
球领导者的地位，但是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导致
一些制造商进行战略调整。这不仅对马来西亚和越南等
亚太区其他国家有利，而且有助于回潮趋势，大量的制
造商正将他们的工厂和设施搬回西方市场。这同时加
强了市场对一些欧洲国家的预期，尤其是位于欧洲、亚
洲、俄罗斯和非洲十字路口上的土耳其。

无论如何，制造业对全球贸易、科技研发和生产
率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世界上主要的制造业产业大国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占了其对外贸易的
70%，企业研发资金的90%。而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
制造业也逐渐与服务业联系起来，服务业（从物流业到
广告业）的投入会提高社会对制造业的产能需求。

马经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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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拟数措施刺激经济

VALUECAP 拨200亿稳定股市
基于今明两年出现全球经济放缓迹象，马来西亚首相

兼财长拿督斯里纳吉宣布，政府决定推出各项短期与

中期的防范措施保护经济，包括拨出200亿令吉来重

新启动政府基金“VALUECAP”。

9月中旬，纳吉召开特别经济新闻发布会，作出上述

宣布。

ValueCap基金是设于2002年，以扶持我国的股

市表现，该基金为股东如国民投资机构、国库及公务员

退休基金局（KWAP）带来高回酬。

他说，政府在早前设立以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阿

都华希为首的经济特别委员会，专司解决经济问题后，

迄今已与各相关单位会面征询意见。

纳吉重申，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我国也难以从全

球不稳定的经济幸免，马币价值下跌就是一个佐证，比

起去年，马币兑美金已锐跌接近30%。

他说，马来西亚并非面对货币值跌的唯一国家，其

他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也面对同样的窘境。

他也列举马币价下跌的因素来自美国市场发展稳

定及市场预测美国将在近期升息导致美金走势稳固、

天然气与石油原产与棕油及橡胶等价格下滑、中国人

民币经济放缓。而国内时势情绪也导致马币价值萎

缩。

“一些单位正利用这种情绪加以政治化。”

他也说，马币价值下滑不会对联邦政府的债务造

成严重的影响，当中我国97%的债务是属于令吉的币

值，大部分是由本地产品支付。

列举佐证重申经济巩固
纳吉重申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比1997年及1998年

亚洲金融风暴时更巩固，情况也与当时迥异，并列举种

种佐证。

他说，国家经济架构已趋多元化，原产业如农产与

矿业，包括石油及天然气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已经从

1998年的26.9%减至目前的18.2%。

他续说，国家经济在首上半年取得5.3%的成长，

预料全年成长可取得介于4.5%至5.5%的成长，料国家

也可在明年继续取得成长，但是在1998年的经济状况

却取得负7.4%的现象。

他说，虽然通膨率在消费税的落实后微涨，但比起

1998年的5.3%的通膨率，截至7月份的3.3%通膨率，

依然属于控制范围内，6月份的失业率也处于3.1%。

纳吉续说，我国的国际储备金为3557亿令吉，足

以应付7.4个月入口及短期外债，比起97年12月的591亿

令吉的国际储备金额，仅够于应付3.2个月的进口。

吁私人界转回大马投资
纳吉也呼吁私人界、官联公司与政府政府官联投资

公司（GLIC）将在国外投资赚取的盈利，转回大马投资。

他说，此举是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上述公司应将他

们在国外投资获取的盈利，转回国内投资在一些高价

值的计划。

他说，在国家从1997年与1998年的金融风暴复苏

后，许多私人公司与官联公司成功扩展业务以及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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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扩至国外，这些总额甚至比在国内的外来直接投资

更庞大。

纳吉说，截至今年6月，我国是净资产出口国，即

在国外的直接投资为5220亿令吉，而外来直接投资为

4770亿令吉。

“这些国家已经透过这些投资赚取盈利，现在是

他们把资产带回国的时候。”

国内金融体系巩固
首相说，在国家银行的监管下，国内的金融体系与

银行业的管理更趋巩固及具有成熟的危机管理作业。

他说，我国银行的总资产达15.4%，远远超过最低

资产的8%水平；平均呆账也仅有1.2%，比1997年期间

的4.7%以及1998年的13.6%来得低。

“市场资金架构更趋多元化及平均，更多本地投资

商涉猎股票与债券市场，从1998年资金市场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350%降至今年的130%，已经反映国家资金市场的

稳固了。”

他也说，被大马股票交易所列入欠债公司的名单也

从当时的0.83减至0.56。

他表示，既然国际的资金市场与银行体系更具抵

抗力以及有能力面对经济的不稳定，因此政府无意落

实资金管制的措施。

拨8000万推动旅游业
为了推动旅游业，首相宣布拨出8000万令吉，加

强旅游部在特定市场的宣传工作。

他说，这包括东盟国家、中国与印度等。

“从10月1日至明年3月31日期间，以团体方式入境

我国的中国游客可获免签证，其他主要游客国的签证

也会简化。”

他续说，政府也会推行电子签证的措施。

纳吉说，政府也会为国家博物馆、国家纪念碑及

湖滨公园，赋予新气息及改善吉隆坡综合车站的衔接

性。

他续说，政府也会拨出45亿令吉来做出发展涵盖

水上乐园、酒店、购物及会议厅于一处的柔佛迪沙鲁海

岸度假村的首阶段费用。

他说，马来西亚旅游保健业已获国际的认可，政府

将会在2016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宣布强化这项领域的详

情。

外劳导致280亿现金外流
本地劳工聘请率放缓

政府正在考虑采取中期措施，包括解决大量缺乏熟

练技能，以外劳代劳的问题，这些外劳导致我国在去年

外流现金高达280亿令吉，同时也导致本地劳工的聘请

率放缓。

纳吉说，政府将会推出一连串的措施来提高40%

底层家庭的平均收入。

他也说，政府承诺继续推行巩固财政的措施，以

达到今年财政赤字3.2%的目标。

政府希望可在今年，甚至在未来都可以继续落实

巩固财政的措施。

纳吉指出，政府正在拟2016年的财政预算案，除了

以人民和谐为核心，包括提供更多的房屋及合理生活

开销，也会巩固国家的竞争力来应对国内外的挑战。

政府也会重新调整一些发展计划，并以具有高回

酬，提供高收入就业机会等计划为优先。

另外，政府正在增加提供合理价格的商店数目，如

一马商店、一马餐单、一马布匹店及一马书店等。

“目前，国内有169家一马商店，今年将会再增加

25间，明年则再增12间。”

在一马诊所方面，他说，国内目前有326所一马诊

所，今年再增16间一马诊所，明年则再增加33所。政府

接下来还会加速可负担房屋的工程。

工业领域替代零件豁免进口税
为了协助中小型工业，纳吉宣布，工业领域从外国

进口那些本地无法生产的替代零件、研究器具等等物

品，可豁免进口税。

纳吉说，这项措施将直到全球经济复苏为止。

他说，预料超过900家厂商可在这项措施下，每年

节省10万令吉至50万令吉之间的营运开销。

这是其中一项政府意识到马币价值下滑而对业者

运作开销增加的负担，所给予的协助之一。

纳吉续说，若有需要，中小型工业可以透过国行的

微型贷款机制（SPPK）或向贷款的银行提出贷款重组

的申请。他也说，政府将会透过在第11大马计划下增加

10亿令吉的拨款，继续落实国内策略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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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视全球，目前共居住着16亿多伊斯兰教徒(穆斯林)，2030年将达22亿信

徒。

伊斯兰清真(Halal)食用品市场则达到3兆美元规模。西亚海湾伊斯兰国家

主权基金及外汇储备高达2兆多美元，全球伊斯兰银行资产逾2兆美元。

随着“一带一路”构想有望进一步衔接全球航道，全球各地都积极拓展伊

斯兰清真市场，并想法设法在崛起中的伊斯兰金融产业大展拳脚，站稳一

席之地。

“一带一路”拓展伊斯兰清真市场 

21世纪跨文化契机与挑战

2014年12月在广西南宁《中国-东盟金融论坛》，马

来西亚跨文化研究学者陈泊世教授指出，西亚伊

斯兰国家资金亦积极将触角伸往海外，中国长期与西

亚国家关系友好，中国大陆新兴市场吸引伊斯兰国家新

贵资金的潜力尤其明显。

2006年4月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募集190亿美元，

科威特投资机构乃单一最大投资者(占7.8%)。2010年

6月中国农业银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筹资金额为250

亿美元，卡达投资机构认购高达28亿美元，相当于新股

发行总额的11.2％，是农行IPO（首次公开募股）最大

投资者。卡达国际伊斯兰银行在2015年4月与中国西南

证券签署协议，计划在中国发展伊斯兰金融产品。

伊斯兰金融产业发展历程
其实现代伊斯兰金融产业在40年前已崭露头角。

自197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首度暴涨开始，阿拉伯

国家资金与金融业务开始倍受重视。接近21世纪初，许

多欧美银行金融机构亦纷纷设立依据伊斯兰教教法的

金融管理体制，成立伊斯兰银行及伊斯兰基金，以期吸

引穆斯林国家资金。

陈教授在论坛中指出过去几年全球金融 危机期

间，伊斯兰金融发展却一枝独秀且持续成长，更引发金

融业者、投资人及学者瞩目。

2 011年底德意志银 行《全球伊斯兰银 行业务报

告》指出，未来三年伊斯兰银行资产的复合成长率将高

达24%。

QISMUT六国伊斯兰金融发展
国际安永会计事务所《2013-2014年世界伊斯兰

银行竞争力》报告显示，全球经营伊斯兰业务银行资产

在2014年将达2兆美元，其中高成长市场(RGMs)国家

中合称为“QISMUT”六国的卡达尔(Qatar)、印尼(In-

donesia)、沙乌地阿拉伯(Saudi Arabia)、马来西亚

(Malaysia)、阿联酋国(United Arab Emirates)及土

耳其(Turkey)成长最为迅速。

东南亚国家在伊斯兰金融角色
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及香

港，近年都在积极拓展十足潜力的伊斯兰金融市场。

自2005年以来，西亚海湾国家的金融机构，已向

资天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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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投资基金注入超出3000亿美元。至2014年全球

伊斯兰债券(Sukuk)的发行总额累计已达3650 亿美

元。

吸引西亚海湾国家2兆多美元的主权基金与外汇储

备，是亚太地区金融中心的新加坡与香港金融业的拓

展重点。

马来西亚具多元民族文化特色且伊斯兰教徒占人口

达62%，伊斯兰金融产业发展更为迅速，在政府有计划

政策导引下，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大伊斯兰金融中心及

伊斯兰债券市场为目标。

马来西亚1983年通过伊斯兰银行法令，成立马来

西亚伊斯兰银行。1996年修订金融银行法规，使传统

商业银行亦可进行伊斯兰金融业务。2004年开始核发

伊斯兰银行经营执照给外国银行，极欲进入东亚市场

的科威特金融公司即刻在马来西亚成立子公司。2006

年全球资产规模最大之阿拉伯银行Al Rajhi Bank在

吉隆坡开业，目前设有三十多家分行。世界银行为应对

伊斯兰金融业发展走向，亦计划在吉隆坡开设立办事

处。

在论坛上陈泊世教授也表示，马来西亚是相对开放

的伊斯兰国家，西亚的阿拉伯银行和投资者乐于将马来

西亚当作进入东南亚及东亚市场的跳板。

截 至 2 014 年 底，马 来 西亚已有19 家 伊 斯 兰 银

行。2013年马来西亚通过伊斯兰金融服务法令，为伊斯

兰金融相关产业提供更开放完善法规。马来西亚还是「

无利息」金融体制最发达国家，2014年伊斯兰银行资

产及营业额达全国银行总资产及总营收的三分之一。

马来西亚伊斯兰债券市场更见繁荣热络。2014年

全球发行的伊斯兰债券(740亿美元)有7成是马来西亚

金融机构发行或安排的。

因应中国投资者需求，马来西亚国家投资公司在

2011年发行首宗人民币(5亿)伊斯兰债券，2013年马来

西亚电讯公司亦发行10亿人民币伊斯兰债券。香港政

府在2014年9月及2015年5月分别发行两宗10亿美元

伊斯兰债券，都获得热闹认购。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底举行的中国-东盟金融论

坛(中英文)，陈泊世教授由马中总商会郭隆生副总会长

推荐，为唯一受邀的马来西亚学者专家。

清真认证：伊斯兰市场入场券
全球目前有16亿多伊斯兰教徒，东盟国家占了2亿4

千万人。

除上述遵照伊斯兰教义律法的伊斯兰金融产业外，

几乎任何地方都需要清真产品，说明了解伊斯兰金融及

清真产业是厂商所不容忽视的。

2015年8月在台湾外贸协会国际企业人才中心的

伊斯兰清真产业专题讲座中，陈泊世教授肯定马来西

亚是当今伊斯兰清真产业法规标准最齐全国家。马来

西亚清真认证国家标准亦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及世界卫

生组织所认可采用。

马来西亚国家标局SIRIM(w w w.si r im.my)编印

出版相关标准法规外，也经常举办有关清真产业研讨

会。2015年9月30日SIRIM将举办穆斯林友好服务业 

(Muslim Friendly Hospitality Services)标准研讨

会。20 06年马国政府成立清真产业发展机构带动拓

展清真产业、提供全球伊斯兰清真产业市场发展资讯

(w w w.hdcglobal.com)。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发展

局JAKIM (www.islam.gov.my / www.halal.gov.

my)则是HALAL马来西亚清真认证审核的主管机关。

许多跨国食用品业者都非常关注全球穆斯林的市

场。近年来吉隆坡每年举行「世界清真产业周」(World 

Halal Forum)，展开多项清真展览、论坛及研讨会等

活动，都获得热烈反应。

「世界清真论坛」(World Halal Forum)吸引国际

的瞩目，2014年(第八届)及2015年(第九届)都有1000多

名企业、官方机构、学者及国际媒体积极回应和参与。

世界清真论坛获得多个跨国食用品厂商的全面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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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清真论坛及国际清真展览获得广泛关注，显

示穆斯林市场获得国际企业厂商的高度重视。世界清

真论坛及展览让企业更了解和关心清真认证的需求，

提升国际清真市场的发展，并为厂商业者探寻更多商

机。清真产业已是目前国际发展最迅速的产业，从食

品、美容品等生活用品制造、物流、零售、餐馆、旅游以

及金融等行业。

跨国企业发展清真产品
放眼马来西亚和全球市场，雀巢(NESTLE)集团是

清真食品龙头供应商，雀巢集团2014年营业额1140亿

美元，其中清真食品逾100亿美元。

雀巢旗下最大清真食品制造基地在马来西亚，所

有厂房及生产流程皆经清真食用品监察单位严格 控

管，确保符合清真认证标准。瑞士雀巢总公司在马来西

亚设立全球清真卓越中心，支援世界各地工厂生产清

真食品。雀巢更迎向全球营养、保健及养生趋势，以马

来西亚生产的棕榈油替代动物油脂，生产包括方便面 

（快熟面）及咖啡等清真兼素食的食品饮品。马来西亚

雀巢公司亦是全球最大清真可可饮料厂商。

知 名 日 化 护 肤 用 品 及 食 品 厂 商 联 合 利 华

(Unilever)集团全面进军清真市场，包括在中国北京市

及江苏太仓市的工厂和露雪(Walls)冰淇淋厂房亦通过

清真认证，以利外销东南亚伊斯兰国家。联合利华和

日本狮王等都在马来西亚生产清真认证日化用品及美

容护肤品。榖粮商Kelogg’s、知名食品Cadbury及

Kraft-Foods等厂商亦在马来西亚生产清真食品。

全球最大快餐连锁商麦当劳及肯塔基等在西亚、

北非及东南亚等穆斯林人口居多数国家的快餐店都是

通过认证的清真餐厅。2006年麦当劳开始在澳洲墨尔

本及英国伦敦等城市开设清真快餐店。许多国际著名

直销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等伊斯兰国家销售

的保建及美容等产品亦通过清真认证。

伊斯兰金融与清真产业展望
在伊斯兰社会持续对传统的宗教哲理与经济发展

作出合理清晰的论述，更适应现代回归自然和保健养

生发展之趋势下，伊斯兰清真食用品产业必然继续成长

茁壮。

过去在东亚地区还鲜为人知的伊斯兰金融业，近

十年来为此区域市场注入雄厚资金，刺激东南亚的经

济发展。

伊斯兰金融业务的迅速崛起，也成为西亚及东南亚

金融市场，结合东西方宗教文化发展金融业务的新道

路。确实是一带一路丝绸之路新契机。

陈泊世教授著作甚丰，尤其对伊斯兰清真市场以及相关范畴有深入钻研。图左至图右分别是陈教授笔下
著作《文明的交会》、《揭开16亿穆斯林商机》以及《伊斯兰金融另一个13亿人口的另类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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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一生心力创立出“八思巴综合疗法”的八思巴博士看准“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划时代契机，计划来马打造集

休闲、养生、治疗、保健与娱乐于一体的医疗旅游城（下文简称医旅城）。

“在这座医旅城里，你不会看到穿着病服的病人，而是一个表面生活化，却融合了创新科技和古老的养生之道

理念的健康生活社区。”

八思巴接受专访时指出，创建医旅城的概念，恰

好迎合了马来西亚政府全力推动的医疗旅游产

业的大趋势。

“我相信，医旅城有望大大推动国内的旅游业，建

立起人与人之间有口皆碑的互联网形式，把马来西亚塑

造成亚洲的中心。”

趁着马来西亚第二家园（MM2H）的政策便利，八

思巴认为，这不但为马来西亚引来更多高素质的移民和

人才。“这些在马的海外人士居住下来后，亲身感受到

大马的亚洲魅力，肯定会在这里经商或进行个人的发

展。”

八思巴形容道，“希望有些病人，本来只想到此一

游散散心，却料不到在医旅城短期生活后，健康大幅改

善。”

医旅城化零为整	 寻址而建
谈到医旅城因何启发，八思巴回忆起早年来马居

住在帝沙城市园（Desa Park City），“帝沙城市园是

一个好地方，环境悠美，景色怡人，培养出像大众跑

步、户外运动的健康文化风气。”

医旅城的选址同样十分重要。“最理想的据点是，

当地温度保持在摄氏24度至28度以内的半山区，那里空

气干净，环境清幽以及具备一定的开发空间。”这几个

月，八思巴陆续考察了包括云顶、金马伦在内的几个半

山区，取得很大的进展。

“搞实验，是我的生命”
在医旅城，大到硬体建设，小至病人的睡眠质量管

理都经过细心设计，无微不至。

饮食方面，八思巴还在构思如何融入本地巫裔的特

色文化。“我们在研究马来族群的饮食文化习惯，筛选

出马来友族文化的优点，如富营养的本地食材、规律化

的起居作息等等。来到医旅城，就像是一个集合马来西

亚风采的缩影。”

无论如何，医旅城的概念还在不停改进，就像八

美国华侨八思巴博士 

借力“一带一路”	
来马建高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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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巴另外研发的水质分解与污水净化科技和食材有机

保鲜等创新科技，还会进一步融合到医旅城之内，形成

各领域环环相扣的效益，相得益彰。

由八思巴研发成功，称为“未来水”的健康饮用

水，主要从水源、制造、矿化、弱碱、到最终的小分子团

水各个过程都带来了科技的创新性；至于食材有机保鲜

方面，主要通过彻底破坏细菌的滋生环境，既留住食品

的新鲜度，还能保障无细菌滋生。

“在食材保鲜，我们还在构思一个新兴产业的销

售系统。如能成事，未来十年可为友族创造出100万人

的就业岗位。”这一套食材有机保鲜产业不但完全符合

伊斯兰清真条规，还能迎合马来人的口味，从而在穆斯

林市场占一席之位。

据透露，八思巴过去数年投入的研发成本数以亿

计，务求把研发成果做到最好。

展望未来，八思巴雄心壮志地扬言“要让马来西亚

活起来、动起来，跑在世界的最前端。”

“一带一路”因时制宜
来马创业发挥所长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面世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很

大反响，不少国家表达了积极参与的意愿。马来西亚凭

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更是背负厚望。

不过，原来马来西亚吸引全球资金的魅力，不止局

限在先天的地理优势上。

八思巴认为，跟西方用坚船利炮，侵略式殖民手段

在亚洲和东南亚打开的商口贸易的局面不同，现代中国

将以更文明的和平共荣理念，把亚洲，甚至全球凝聚起

来。

他进一步说明，东方文明乃一种基建在人类智慧

的文明，具备提倡融合、了解和共盛的互助精神。“古

代中国在丝绸之路上，实行以物易物的做法，就是信

用与品质的体现。汇聚中华文明智慧的医药文化，则输

出了造福人类的延年益寿和养生之道，这就是一种气

度。”

另外，他还高度肯定马来西亚的综合竞争力。“这

里展现出在信仰上、宗教上、言论上和个人选择上的

充分自由。加上引入了西方高度文明化的法治、教育制

度。我看好，马来西亚30年后具备着成为经济先进国的

优厚条件。”

选在马来西亚落户，八思巴经过了一段适合沉淀下

来思考的适应期。“我看到本地华人在这里的发展得

到尊重，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八思巴早期从中国移民到美国达二十年之久，近年

来马经过３年评估和考察后，才毅然采取行动，不失为

一名步步为营的谨慎型领袖。

因此，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民，八思巴十分鼓励

中资与全球华人来马设立分公司或区域总部。

中西融合　药到病除
近几年，八思巴凭借药师佛法传承的智慧和多年

东、西方医学研究的丰富经验，多年在医学、生物学、

基因治疗、电磁学、网络医疗等高科技领域的研究心得

和研究成果，并把它们运用到疾病的研究和治疗中，

对于癌症、肿瘤、老年痴呆症以及很多现代病、如糖尿

病、高血压等预防和治疗有突破性的效果。

在融会贯通中西，八思巴分享道，他所做的只是一

种“系统化”的标准作业。

然而，现代西方医学仍有不足之处。“现代疗程往

往只停留在打针、吃药及动手术。这些步骤不够全面，医

生要做的前期治疗与后续辅导工作还有很多。”

八思巴补充，“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标准化博大精

深的中华医药学问。这点则要效仿西方医学的严谨态

度。总言之，就是要实现中西融合，互取精髓，互通有

无。”

小词典：“八思巴综合疗法”
八思巴总结并推广“八思巴综合疗法”是基于

现代西方医学的运动医学、解剖学、神经学、免疫

学、营养学、心理学等总结的一套适合现代推广学

习的精准地治疗方法。他教导人们从对于疾病的认

识开始，唤醒内心自我疗癒的能量，学习和掌握正

确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通过身体健康管理的学习

和践行进而到生命管理的学习和践行，让人们解除

疾病的痛苦，让更多的家庭远离疾病的烦恼。

八思巴为知名企业Basba创始人、同时是一位

精通先进科技技术、金融资本市场和中西医药的行

业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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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办“文明磁场·海上丝绸之路”100场研讨会

“文明磁场·海上丝绸之路”100场研讨会新闻发布会 ┃ 马中总商会三楼会议室 ┃ 2015年8月20日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高度看好，“一带一路”对大马这小国来说至关重要，它并非一项战略或策略，而是

一个跨时代的倡议，汇聚全人类事业的创举。

配合这个新时代背景，马中总商会将会举办“文明磁场·海上丝绸之路”100场研讨会，透过一系列以不同主题为

背景的研讨会，为业者以及公众提供一个有效的交流平台，共同探讨马中关系对国内中小企业，特别是华裔中小

企业的机遇及挑战。

胡禄铭（前排左起）、陈凯希、黄漢良、魏家祥、林恒毅、林玉唐、宋兆棠及黄循营为“文明磁场·海上丝绸之路”100场研
讨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面对马币重贬，基于大马设立了人民币清算行，商
家可避开强势美元的打击。

新闻发布会上，马华署理总会长兼首相署部长拿
督魏家祥博士说，大马超过9成贸易是采用美元，目前
可用人民币结算，减少双重汇率损失，对“一带一路”
是一种契机。

此外，黄漢良也希望大马早日签署《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协定》，以便能向亚投行贷款，让我国企业发
展更顺畅。

新闻发布会出席者还包括马中总商会永久荣誉会
长陈凯希、副总会长宋兆棠、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
吉兰丹州分会会长拿督陈春华以及吉隆坡社会科学研
究会主席黄循营等。

100场研讨会分5阶段
“文明磁场·海上丝绸之路”

100场研讨会筹委会主席拿督林恒毅指出，研讨会
分为5阶段，即由大马安邦智库代表谈“一带一路”、谈
品牌、中方在马经商代表及大马华商发言，最后由主持
人向4名代表发问问题。

大专生不解一带一路
“早前我们将此系列在拉曼大学举办第一场校内

座谈会，以实战经验分享’一带一路’倡议对大马的机
遇及挑战，开拓大学生的国际视野，从而了解国内外宏
观经济局势与现况，并为他们的未来出路和发展方向
带来激荡与启发。”

他强调，大专生将是未来市场的生力军，如何栽培
相关“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中最不可忽视的要素。

胡禄铭：拓展华中西北地区
大马安邦智库首席代表胡禄铭博士指出，过去无

论是马中或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活动，都集中在长江以南
的省份及地区，他建议大马企业借助“一带一路”的趋
势，将业务拓展至中国中部、北方与西北地区。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与各地区海关数据显示，中
国与东盟在2014年达成的4803亿美元（1万9817亿令
吉）双边贸易额，约85%来自南方地区，当中广东、上
海与江苏占总体贸易额的半数以上。”

他强调，若“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文明
磁场”便是大马的国际战略。

融入“一带一路”跨时代倡议	
汇聚全人类事业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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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磁场•海上丝绸之路》系列座谈会首次进入校园，让学生了
解国內外经济的真实情况。

“一带一路”商机无限

《文明磁场•海上丝绸之路》系列座谈会：“中国崛
起对东盟的影响：马来西亚的机遇与挑战”汇聚多
元思路，激发年轻思维；左起为谭天良、张倩燁、张
值瑋、林恆毅、拉曼大学会计管理系主任郑元明、
马来西亚安邦智库研究协调员梁志华和星洲日报企
业公关及业务促进部副经理顏建翔。

马来西亚中小企业最为受惠

《文明磁场·海上丝绸之路》系列座谈会：“中国崛起对东盟的影响：马来西亚的机遇与挑战”
2015年6月14日 ┃ 拉曼大学，双溪龙校区大，会计与管理学院

6月中旬，在双溪龙镇拉曼大学分校举行的《文

明磁场•海上丝绸之路》系列座谈会上，林恆

毅指出，我国以超低价将原产品出售至其他国家，

这些原产品在他国加工后价格翻倍。

《文明磁场•海上丝绸之路》系列研讨会是由马中总

商会主办，马来西亚安邦智库为协办单位。星洲日报为合

作媒体伙伴。

无论如何，马来西亚安邦智库信息部门主管张倩烨则

担心，我国日渐走向极端化从而左右经济体系。

她说，自前首相敦马哈迪时代开始就以国家发展为优

先，即使是巫统也以巫裔族群为优先而非伊斯兰议题。

“现在，伊斯兰党的’叫价政策’让巫统被迫跟着它

走。”

她说，我国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贸易往来除了东盟

国家还包括中东及中国市场，在伊斯兰金融方面是东盟领

头羊新加坡也无法媲美的。

她担心我国一旦从世俗国家成为伊斯兰国，整个东盟

地缘战略如反恐、安全、国际关系都会有巨变。

“我很担心这个社会会否继续保持理性，因为社会的

理性是国家发展长远的支持。”

谭天良：教育民众网购便利

珍珠港工业有限公司创办人兼董事经
理谭天良认为，我国需要加快生活态度和
节奏，改变网购模式和再教育民众有关网
购的便利。

LINsAdvertising&Marketing私人
有限公司执行总监张值玮则提出，企业必
须照顾本身的无形资产，而广告不是一项花
费，是企业的投资，能够带来理想回报。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拿督林恒毅说，中国崛起以及“一带一路”的倡议，不会为我国中小型

企业带来冲击，反而为我国企业家带来商机。

主讲者：
1）珍珠港工业有限公司创办人兼董事经理谭天良
2）LINsAdvertising&Marketing
私人有限公司执行总监张值玮
3）马来西亚安邦智库信息部门主管张倩烨
4）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拿督林恒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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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25周年

带领各族进军中国

马中总商会「2015年全国常年会员大会」 ┃ 马中总商会四楼大礼堂 ┃ 2015年6月25日

他说，商会带领马来和印尼企业家到中国参展以
及参加中国的经贸活动，这方面取得良好的反

应和得到很好的口碑。
黄漢良强调，商会不与利益挂钩，纯粹以理念和大

方向来领导，走的是群众路线，欢迎更多有识之士以及
商团加入商会的大家庭。

他表示，最近大马出现许多乱象，希望商会在这个
时期更团结和巩固发展。

中国崛起全民受惠
黄漢良期望大马全民将在中国崛起中受惠，而不

仅仅是华裔受惠。
他说，该会正朝向跨族群的方向发展，未来将会引

领更多各族企业家包括华裔、巫裔、印裔及其它少数族
群的企业家，到中国参与经贸活动。

他说，中国的崛起不但令华裔自豪，其它族群也是
如此，因为大马有这样一个强大的邻国，它为大马提供
无限的商机。

黄漢良说，已成立25周年的马中总商会，要掌握时
代的发展趋势，致力促进马中的经贸发展、两国人民的

友谊，并表示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马中双边贸易
将可以达到两国领导人所定下的1600亿美元（约5920
亿令吉）的目标。

领导须听取意见
「我们不求最大，但我们求最好。这是我要每一位

中央理事和每位会员做到的。」
黄漢良指出，虽然会员之间出现不同的意见是难

免的，可是作为领导必须有宽阔的胸怀，海纳百川，要
听取和讨论各方面的意见。

促进马中经贸
黄漢良认为，商会最重要能掌握趋势，以促进马中

经贸发展和促进两国人民友谊巩固和发扬光大的共同
目标和方向迈进，会员也可以全力以赴为商会贡献。

他说，每次商会所带领的代表团到中国任何一个
地方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这是前任总会长和现任理
事们长久以来努力经营积累回来的成果。

出席大会的有两名永久荣誉会长拿督杨天培和陈
凯希，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秘书长卢国祥、总财政拿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踏入25周年之际，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展望，马中总商会最大的方向是持续朝向跨族群，

带领华裔和其他族群的企业家进军中国。

他表示，马中总商会要让马来西亚各族人民都享受到中国崛起、富强和扩大的经济蛋糕，进一步促进各族的团

结。

黄漢良（坐者中）主持马中总商会「2015年全国常年会员大会」。坐者左起为黄文华、陈友信、陈凯希、杨天培、卢国祥和黄
锡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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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郭隆生（站者，右）向出席者说明5项大
会提案。

督黄锡琦和法律顾问黄文华律师。

增至39名理事
由于商会日益壮大，所以常年会员大会也通过

修改章程，增加了6名中央理事至39名，包括2名副会
长、1名副秘书长、1名青年团团长、1名工作委员会主席
和1名副主席。

此外，为配合商会成立25年，商会于常年大会举行
过后的同一个晚上在吉隆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筵开82席
的25周年宴会以示庆祝，出席的贵宾还包括北京市人
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刘春风。

吁全面豁免中国客签证
马中总商会呼吁大马政府全面豁免中国游客（包

括个人游客）的入境签证，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来马旅
游。

由中央理事会、马六甲分会和登嘉楼分会在
「2015年全国常年会员大会」上提出的议案，主要是
因为大马在种种不利因素笼罩下，包括空难、沙巴治安
和地震等，旅游业陷入重重困境。

目前，中国是世界最大出境游客市场，每年有近亿
人次出境旅游。韩国和泰国实行豁免中国旅客办理签
证后，中国游客量一年内激增65％，大大挽救了旅游业
危机。

另一项相关的议决案是，吁请交通部及州政府携
手提升马六甲、关丹等机场基本设施，开拓中国航线，
借此刺激旅游业及经贸发展，加强马中两国互访的便
利。

大会总共通过了5项提案，其他3项包括呼吁政府
尽速提升宽频速度及服务范围，使其达到国际中高水
平，以便提高我国的竞争力；呼吁官民企业掌握中国「
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商机，并积极参与各领域的开发与
发展。

最后一项议决案是吁请国内中小企业关注东盟共
同体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的发展，并充
份利用其所带来的商机。

「最后还要履行民主的精神，少数服从多数，大会
决定、中央理事会决定以后，要严肃的看待，严正的遵
守。这样商会才会团结和勇往直前。」

马中总商会新设分会——吉兰丹州分会会长拿督陈春华（
站者）向出席者打招呼，受到热烈欢迎。

马中总商会举行2015年度会员大会，获逾百名会员岀席。总会长拿督黄漢良（中）主持大会。左起法律顾问黄文华、第一副
总会长陈友信、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永久荣誉会长拿督杨天培、秘书长卢国祥以及总财政拿督黄锡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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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光辉25周年同欢共庆

“马中梦”相通	
		融入“一带一路”

马中总商会光辉25周年会庆晚宴 ┃ 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 ┃ 2015年6月25日

“25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我们（马中总

商会）在大家的支持和指导下，尤其受到中国

驻马大使馆的关心和指引，会务蒸蒸日上，深受各界的

好评。”

黄漢良表示，这25年来，马中总商会由接待与联络

单位，发展成全方位的经贸合作。发展至今，商会接待

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企业家百万单位以上，平均每月

20个团来访。

“马中总商会与中国各单位发展成忠诚的友好关

系。我们不以利益挂钩，而是有心相交。”

另一方面，马中总商会紧贴住中国发展的机遇，第

一时间配合中国的政策，指引会员，如每年举办的马中

企业家大会（MCEC）都及时反映最新状况，从第三届

大会主题“激发正能量，共创大商机”，到第四届提倡“

扬帆起航赴神州，共创海上丝绸路，再到今年“拓展现

代海丝路，构建和谐东盟区”的主题都具有连贯性，并

恰逢马中总商会迎来25周年的时刻，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展望，“中国梦”与“马来西
亚梦”不但相辅相成，马来西亚商家更应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新格局，实际推动马中关系步入
另一个高峰。

黄漢良总会长率领（左六）率领全体理事及嘉宾切蛋糕，庆祝马中总商会成立25周年庆。左起为林玉唐、陈凯
希、林伟才、陈友信及黄惠康；右起为郑添利、杨天培、刘春锋、杨忠礼、方天兴及李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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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新倡议。

黄漢良提醒各位商家，中国为了实现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中国梦”，推行了“四个全面”，而“中国梦”

与“马来西亚梦”两者的治国理念相通，可发挥相辅相

成，发挥出更大效用。

他补充，“四个全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皆是为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作。

黄漢良指出，马中总商会紧贴中国发展脉搏和机

遇，第一时间配合中国的政策，引导会员。譬如马中总

商会每年举办的重头戏——企业家大会（MCEC）都

能及时反映最新情况，是一个不可错过的理想平台。

他还表示，马中总商会将持续贯彻多元种族的民

间商业团体的角色，积极协助马来及印度商家参与中

国市场。

除了华裔商家，他衷心希望国内马来及印度同胞均

拿督黄汉良

“今年企业家大会提出的

口号“拓展现代海丝路，

构建和谐东盟区”，是响应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的“一带一路”新倡议，我

们呼吁会员和商家积极融

入这一股新格局中。”

黄惠康大使

“一夜可从昆明到吉隆坡，

泛亚铁路有望带来中国游

客。”

丹斯里方天兴

“促进商家往来，应全面

免中国人签证。”

李志亮副部长

““一带一路”可期，马占优势。”

陈祈福主席

“带动大马商人发展，融入“一

带一路”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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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体验中国经济强大的成果，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大蛋

糕，让大家都有因中国富强而有所“获得感”。

“这样的话，马中前途才会更加灿烂。”

黄漢良更不忘提醒，“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

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顺应了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而创。

“一带一路”的内涵多元而丰富，有“五通”、“五

条路线”、“八大领域”及“六条经济走廊”。

作为会庆晚宴贵宾的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透

露，中国的高铁建设企业正密切跟进马新高铁项目

的进展，可以预见，泛亚铁路贯通后，能为大马的

旅游事业带来源源不断的旅游客源。

黄惠康指出，日益增长的中国游客，日后可以从中

国昆明乘搭火车，经过一夜的行程，在隔天凌晨就可抵

达吉隆坡。

盼免签证　中必回报
黄惠康表示感谢大马政府近年来在促进两国人员

交往方面，作出3项重要决定，为最终实现中马之间“

想走就走”的目标，迈进一大步。

“目前，两国在旅游方面已迈出三大步，即第一

步，是在年初宣布对中国来马来西亚的游客给予免签

证费；第二步，马来西亚内阁宣布豁免中国普通公务护

照持有者来马的签证；第三步，就是豁免中国游客团体

游客的来马签证。”

他表示，上述3大步将促进马中之间的旅游合作，

吸引中国更多的游客来马旅游。

“这肯定有利于两国的人员往来，但我们希望大

马政府可再踏前一步，豁免所有中国游客的签证，让他

们在无需签证下访马。”

他指出，中国政府也会扮演本身的角色，与大马全

力配合，实现“想走就走”的目标，即为大马游客提供

免签证的便利；他呼吁两国政府携手合作，尽快实现目

标。

另外，黄惠康说，中马双边贸易额连续两年突破千

亿美元，今年截至5月份，尽管受到诸多不利因素影响，

中马贸易额仍达395亿美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显

示两国稳定的发展势头。

“至5月份以来，中马双边贸易开始呈现加速增长

的势头，我们有信心预测，今年一定会取得非常良好的

贸易成绩。”

中大企业纷来马
黄惠康指出，中国对马投资兴趣有增无减，2015年

上半年多家中资企业来马设厂，其中信义玻璃公司在甲

州投资4亿美元建设玻璃厂、旗滨集团在森州投资1.9亿

美元建立玻璃生产线。

“晶科能源公司也在槟州投资1亿令吉建设太阳能

电池板生产厂，中国山东鲁海丰集团则将在吉打投资

40亿人民币，建立起大型渔业生产加工基地。”

他说，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马来西亚基础设施建设，

中方承建的多个发电站、污水处理、地铁、港口项目正

紧锣密鼓建设中，大马南部电气化双轨铁路，也有望近

期开工。”

中建设银行进军大马
“中国建设银行正在大马积极筹备开设分行，未

来将成为大马第三家中资银行。”

他也赞扬马中总商会在过去25年来，始终以促进

中马经贸交流与合作为己任，紧随两国经贸合作发展

的步伐，为促进两国贸易与投资合作的发展，作出重要

贡献。

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说，他对内阁近期宣布

让组团来马的中国游客享有“豁免团队签证”表示

欢迎，但他认为，政府应该更进一步，积极考虑最

终全面豁免签证，方为上策。

他指出，一旦落实免签证，可让马中两国企业商家

往来更方便，而无需像目前般，必须申请居留或工作准

证。据他了解，目前一些来马投资作业的中国企业界商

家，甚至在过度时期采用旅游签证来马作业，相当不

便。

“不论是站在经济、旅游、文化或两国“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各角度来看，我们不应该为了一些内政

部官员所指的“来马的中国游客当中出现小部份害群之

马”而影响大局，这是说不过去的。”

他表示，如果说来马“跳飞机”或会影响社会安

宁，他认为目前国内数以百万计的非法外劳才是一枚“

计时炸弹”。

“随着“两国双园”的推进，加上“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及“一带一路”所打造的政治互信、文化包容

及经济融和路线图，我们相信马中经贸可在2017年达

到1千600亿美元（约5千280亿令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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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捉紧“一带一路”机遇
另外，他建议政府成立一个包括内阁成员、民间和

专业团体代表在内的专案委员会，专司研究和处理“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一带一路”的工作，以确保我

国不会落在他国之后，并引领我国商家随步而上。

“我建议政府和华裔企业家积极看待“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及“一带一路”对整个亚洲未来的经贸；

若忽略，我大胆预测，我国长久以来所建立和保持的“

中国”在东盟国当中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和记录，将

不保并被其他国家取代。”

他提醒，“若华商不积极看待和把握机会参与其

中，开拓更多商机，总有一天，华商在本区域跟中国的

经贸往来优势，会被其他区域国家的族群企业家带来

强而有力的竞争”

他指出，由于近年来中国在世界，尤其是亚洲的和

平崛起之后，与中国打交道已是一个“全球共识”，因

此享有“近水楼台”先天地理优势的马来西亚，必须利

用这个地理与历史上有利的地缘关系和契机。

“我们不能豁免于这个世界经贸版图不断迎合时

局所出现的整合。”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副部长拿督李志

亮认为，大马深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一

带一路”的巨大潜力，大马位于东南亚中部的策略

性位置，加上大马在文化和语言上与中国的连接，

马来西亚凭着这些优厚条件，占据着无与伦比的

优势。

他披露，今年1至4月，马中双边贸易额达184亿8千

万美元（670亿令吉），比去年同期增长1.2%，在投资方

面，中国是大马的十大外资之一。

“截至去年（2014年），中国在马参与的工业项目

多达182项，投资额总值28亿3千万令吉，马中的贸易成

长前景明朗。”

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6年成为我国的最大贸易

伙伴，2014年我国到中国投资额更达635亿美元（相等

于2383亿令吉），占我国对外投资额的14.3%，相较于

2013年，上涨了2.2%。

李志亮进一步说明，论投资额规模，中国投资商

更已成为马来西亚首10大对外投资商，大马外贸发展局

（MATRADE）也非常鼓励国内投资商赴华进行投资

活动。

他表示，随着中国提出以“一带一路”构想为中心

的外交政策，单单2014年，中国在沿着“一带一路”国

家或地区的全年交易额更突破了1.1兆美元。

“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涉及65个国

家的44亿人口，占了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更希望，在这10年，中国在沿着“一带一路”

国家的年交易额能够翻倍，达致2.5兆美元的目标。”

李志亮指出，大马政府致力于确保马中关丹产业

园的成功，政府为该计划注入7亿令吉德基建与奖掖，

足以印证政府的用心。他预料，连接关丹港口和该产业

园的道路将在2016年竣工。

谈到东盟、中国及数个主要经济体正协商构建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他再次肯定我国正

在致力于实现该目标，以期在2020年让东盟经济共同

体提升至全球第5大经济共同体。

他正面展望，，RCEP一旦完成，将涵盖全球将近

半数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7兆美元，相等于

占据全球贸易额40%比重。

马中总商会光辉25周年宴会工委会主席陈祈

福指出，在中国现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下，希望

更多的本地企业响应及融入“一带一路”的新格

局，更希望这些中资企业能带动大马商人的发展，

共创双赢。

“马中关系目前达到全面战略伙伴，我们希望加强

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马来同胞对中国的了解及认同，

只有各族人民都认识到马中友好的好处，这样的马中

关系才会更巩固，更光明。”

他说，另一个重点是年轻人，要对年轻人多家栽培

及指导，好让下一代人认识马中友好对我国的好处。

马中总商会光辉25周年会庆晚宴筵开82席，汇聚了

马中及全球的政经文教界精英人士共聚一堂。

出席嘉宾还包括马中总商会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

及拿督杨天培、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丹斯里林伟才

及丹斯里郑添利、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晚宴工委会主

席陈祈福、会务顾问杨天德、杨忠礼机构创办人丹斯里

杨忠礼及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刘春锋、马来

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PERDASAMA）主席拿

督莫哈默依赞以及大马水墨画顾问杨天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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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漢良总会长为首的马中总商会第十届（2013-2016）中央1.	
理事大合照。

马中总商会第四届青年团理事合影。2.	

黄漢良总会长（左起）与丹斯里曾永森、黄惠康大使及李志亮3.	
副部长言谈甚欢。

马中总商会女企业家委员会与登嘉楼州分会会长施明玉盛装4. 
赴宴，展现巾帼女企业家的柔性魅力。左起为委员会顾问李素
桦、委员邓佩美、傅嫦娥、林芳凤、副主席郑淑娟、主席刘雪
俪、施明玉以及谢碧珊。

马中总商会领导共聚一堂，互相联系。左起为包久星、王耀辉、5.	
郑荣兴、黄漢良总会长、林泰顺、郭隆生、宋兆棠以及林国安。

马中总商会光辉25周年会庆晚宴近千人出席，场面鼎盛。6.	

马中总商会秘书处人员耐心协助出席者，并为其引位。7. 

黄漢良总会长（左九）与各晚宴贵宾来张合照留影。8. 

晚宴开始前，全体嘉宾起立，齐唱国歌。9. 

糅合了大马三大民族——巫、华与印裔文化精髓的民族舞蹈，10.	
呈现马来西亚真亚洲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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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精彩演出纷陈，宴飨观众。1.	

陈祈福（左起）、黄漢良总会长与黄惠康大使伊通步进晚2.	
宴会场。

马来西亚知名艺人童冰玉主持晚宴活动。3.	

享有“大马邓丽君”美誉的陈彩君为观众奉上首首金曲。4. 

黄漢良总会长（左）与陈祈福（右）赠送布城版图纪念牌5.	
匾予李志亮副部长（中）。

黄漢良总会长（左二）与陈祈福（右）赠送大吉隆坡版图6.	
纪念牌匾予黄惠康大使（右二）。左为李志亮副部长。

黄漢良总会长（左三）与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PER-7. 
DASAMA)副主席拿督纳英（右二）交换合作协议，并由
黄惠康大使（左起）、李志亮副部长及陈祈福见证。

黄漢良总会长（右二）赠刘春锋主任（左二）纪念盘，以感8. 
谢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协助。左起为陈友信与陈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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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众嘉宾与台下的来宾们一同敬酒。前排左起林玉唐、陈9. 
凯希、林伟才、陈友信及黄惠康。右起为杨天德、郑添利、
杨天培、刘春锋、杨忠礼、方天兴及李志亮。

黄漢良总会长（左六）跟由霹雳州分会会长蔡高遍（左10.	
七）带领的分会会员难得一聚，合影留念。

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团长丁扬岗（左六）率领一班理事与隆11.	
雪华堂会长拿督翁清玉（左四）畅饮叙谈。

黄漢良总会长（中）交友广阔，结交不少印裔商家朋友。	12.	
左起为雪隆印度工商会荣誉秘书长拿督R.拉马纳坦、马
中总商会名誉会长苏瑞古玛、雪隆印度工商会主席马都以
及马中总商会总财政拿督黄锡琦。

马中多民族商家人士西装革履，对马中总商会光辉25周13.	
年会庆晚宴的满意度齐说“赞”！

晚宴顺利举行，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和秘书处功不可没。14.	
左起为戴振标、包久星、黎德坤、卢国祥、黄漢良总会长、
李素桦、郑开耀以及林恒毅。

青年团团长丁扬岗（左三）率领一班理事与李志亮副部长15.	
（左四）竖起大拇指合影。

黄漢良总会长（站者左四）由衷感激远道而来示支持的分16.	
会会长们，包括柔佛州分会会长张春胜（坐者左起）、霹
雳州分会会长蔡高遍以及砂拉越分会会长拿督刘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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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马来西亚经贸交流

马中总商会带入穆斯林商家

粤港澳—马来西亚经贸交流会 ┃ 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 ┃ 2015年6月26日

黄漢良提到，广东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最初在
倡议21世纪丝绸之路时，已推动许多相关活

动，打通与海外投资者的通路。
他说，在新一波的马中经贸合作模式，将会带入穆

斯林，因为穆斯林商家极欲在中国市场打开新天地。

尚升平：与中分享“经济大蛋糕”
中国驻马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代表尚升平相信透

过“一带一路”战略，将为东盟，包括大马带来强大经
济发展潜能，并希望进军中国一起分享“经济大蛋糕”
。

他鼓励大马投资者，进入粤（广东）、香港及澳门
市场，进一步实践中国的“中国梦”和大马的“2020年
宏愿”。

他强调，粤港澳在中国占据特殊地位，更是“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人口超过1亿，是中国经济最繁

荣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他说，粤港澳作为一体来看，其经济总量在亚洲地

区仅次于日本、韩国及印度。

罗练锦：“大珠三角”可成桥头堡
中国广东省商务厅巡视员罗练锦说，“大珠三角”

地区最接近大马及东盟经济体，能建立更具互动性的
桥头堡。

他表示，该地区目前具备良好的经贸条件，各领域
的运作成熟，而且拥有1.15亿人口，希望能成为东盟的
合作新平台。

香港投资署助理署长何兆康说，香港投资环境成
熟，具备良好的创业条件。

他说，虽然去年发生“占中”事件影响日常生活，
但没有造成外商投资者推迟或取消计划在香港的经营
步伐。

在仪式上，参与交流的代表尚有澳门贸易投资促
进局高级经理黄伟伦及广东省建筑装饰材料行业协会
会长兰芳。

出席嘉宾尚有马中总商会永久荣誉会长拿督杨天
培、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顾问拿督赛益诺鲁查曼
及大马对外促进机构（MATRADE）贸易推广服务部主
任温有志。

马中总商会会长拿督黄汉良呼吁，大马企业界和商家，必须紧紧跟着中国的步伐，这样才能在进入“一带一路”

经济新世纪之际，掌握先机。

他说，中国的崛起带来很大变化，所谓一日千里，制造了很多开拓经贸的机会。

黄汉良在“粤港澳——马来西亚经贸交流会”开幕仪式上致词时说，现在的中国，已不是20年前的中国，在过

去，消费者会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存有品质疑虑，但现在的“中国制造”，已达到新水平。

该交流会由中国广东省商务厅、香港投资推广署及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主办，特别支持单位为中国驻马大使馆

商务参赞处及马中总商会。

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和嘉宾在“粤港澳―马来西亚经贸交流会”开幕后合影。左起为林玉唐、黄伟伦、温有志、罗练锦、黄
漢良、何兆康、杨天培、尚升平、兰芳及诺鲁查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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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3亿人口商机大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推介礼 ┃ 马中总商会三楼会议室 ┃ 2015年7月30日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呼吁我国中小型企业走出本地市场，面向全球发展，尤其是放眼中国，因为当地拥

有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商机处处。

马中企业界代表岀席中博会在大
马举行的推介会。左起詹若兰、包
久星、陈芳心、谭叠、温有志、何佐
贤、黄漢良、何素娟、陈友信、刘俊
光及丁扬岗。

他希望中小型企业可以积极参与中博会，借此机
会和中国商家交流。“中国资金充足，如果中国

方面愿意和本地商家合作，对我们有好处，我国的制造
业可以制造各种产品，如饼干、糖果、白咖啡、燕窝等，
到中国销售。”

中博会10月广州举行
黄漢良说，定于今年10月10至13日在中国广州的保

利世贸博览馆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而且中博会所给予的条件相

当优惠，特别是在服务和提供展位方面，我国中小企业

应抓紧机会。

据他说，大马作为这项博览会（中博会）的主宾
国，预料国内将有100至200家中小企业参展。

推介礼在场嘉宾包括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何
佐贤、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珠江西岸装备产业
推进办公室主任谭叠、电子信息与软件服务业处处长
詹若兰、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副总会长刘
俊光、宋兆棠、秘书长卢国祥、董事包久星、青年团团
长丁扬岗、国际贸工部经贸局董事何素娟、大马对外贸
易发展局董事温有志、大马中小型工业公会财政陈芳
心，以及大马礼品商公会会长王耀辉等。

中国朝中高端发展
黄漢良说，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期，朝中高

端方向发展，而所提倡的“一带一路”，其中的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途中就包括大马。

马中总商会也将于11月7日在雪州莎阿南银禧大礼

堂举行“2015年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他认为，分别在中国及大马举行的这两项项盛会，

正是马中进行更广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应当善用良
机。

何佐贤则答应届时将会组团前来大马参加马中企
业家大会，以示支持。

黄漢良认为，作为21世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东协
国家的企业家，更应加强连系充分合作共创双赢。

他说，陆上的泛亚铁路正兴建中，加上海上丝绸之
路途中的大马各海港的提升，可以预想未来的发展远
景，马中将能够从中获取很大的利惠。

何佐贤：中博会专为中小企打造
何佐贤说，中博会是中国政府为中小企业量身打

造的一个“展示、交易、交流、合作”的平台，自2004年
始创，至今已举办11届。

他说，随着中博会的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加强，越来
越多国家政府加入与中博会的合作，大家联合主办的
中博会。

何佐贤相信，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通过

中博会的平台和窗口作用，大马参展企业将能中国和其

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中小企业开展更紧密的经贸合

作，促进中小企业的繁荣发展，而本届中博会则特意设

置“一带一路”主题展馆。

他说，作为主宾国，大马展区将是“一带一路”主
题展馆的焦点，它将是马中中小企业交流与合作的新
契机，是探索中外中小企业自身发展壮大的又一个新
起步。

马中总商会吁中小企业进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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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马联办第十二届中博会

中国和马来西亚联合主办第十二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 ┃ 中国广州 ┃ 2015年8月12日

吸引全球焦点
中国和马来西亚联合主办第十二届中博会新闻发布会在广州隆重举行，吸引全球焦点。

中博会新闻发布会期间，由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简称马中总商会）诚意举办的年度重头戏——2015年第五届马

中企业家大会（MCEC2015）同样深获中资企业与全球投资者高度关注，有望成为打造出衔接和凝聚东盟、亚洲

以及全球商机的大平台。

中博会组委会秘书处副主任、广东省中小企业局
局长姚德洪，中博会组委会秘书处成员、国家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周
健，马来西亚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副领事陈益升，马中
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出席会议。

姚德洪指出，马来西亚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支点国家，中马两国的经贸合作紧密，中国连

续7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而马来西亚也是中国

在东盟十国中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中小企业在服装、

纺织、计算机及零部件、集成电路、塑料制品、金融、科

技、教育等众多行业和领域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间。在“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和马来西亚联合主办第十

二届中博会必将为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作出新

的贡献。

近几年来，前后共有超过100家马来西亚企业参展
中博会，展位数达到200多个。

第十二届中博会境外展览面积将超过2万平方米，
目前预定展位接近1100个，超过1000个展位的招展计
划。来自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韩国、日本、墨
西哥、俄罗斯、波兰、德国、巴西、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企业将参展。本届中博会将专门设立“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专题展区，除联合主办国马来西亚外，
泰国、印尼、印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带来特色
产品和优质服务进行集中展示。

联合主办国机制是中博会一大特色和亮点。自
2005年第二届起，中博会已先后邀请法国、意大利、日
本、韩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泰国、厄瓜多尔、越南、
印度尼西亚、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墨西哥作为联合
主办国（组织）共同举办，并取得丰硕成果。

贵为本年度东盟轮值主席国的马来西亚正式受邀
担任第十二届中博会联合主办国。马中总商会则成为中
博会马来西亚馆承办单位。

发布会上，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姚德洪、工信部
中小局对外经合处处长周健分别就中小企业投融资、
国际化发展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自2004年创办以来，中博会已成功举办十一届，
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建立了联合主办机制、亚欧会
议成员参展参会机制、中国－中东欧国家中小企业合作
与交流机制等国际合作机制，为各国中小企业提供了
政策交流和经贸合作的平台。第十二届中博会由中国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广东省人民政
府和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联合主办，将于2015
年10月10-13日在保利世贸博览馆举办省区市展、境外
展和节能展。

会上，马来西亚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副领事陈益
升介绍了马来西亚联合主办第十二届中博会的情况，马
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介绍了11月7日在马来西亚
雪兰莪州莎亚南银禧大礼堂召开的第五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情况。

周健（左起）、姚德洪、
黄漢良与陈益升推介第
十二届中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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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左起）、姚德洪、陈益升与黄漢良接受中外媒体提问采访。1.	
黄漢良总会长（左）接受中方媒体人员的采访。2.	
通过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何佐贤（中）的介绍，黄漢良总会长3.	
（左）认识周健处长（右），双方互换名片。
周健（左起）、姚德洪、黄漢良与陈益升同场推介2015年第五届4. 
马中企业家大会。
陈益升副领事（左）与黄漢良总会长（右）握手致意。5.	
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团长丁扬岗（右二）与理事吴亦升（右一）与中6.	
方代表互留联系。左为陈益升副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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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新闻发布会 ┃ 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办公室 ┃ 2015年8月5日

马来商家踊跃进军中国！

继去年成功带领本地穆斯林商人前往中国参与“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后，马中总商会今年再次

与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PERDASAMA）合作，带领穆斯林商人到该博览会进行商业与展览活动。

马中总商会及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将共组以马来商人为主的千人庞大参展与采购团，参加将于10月29至31日在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举行的“2015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下文简称海博会）。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表示，友族企业前往中国参展与采购缺少管道，而华裔企业则多已拥有本身的管

道。因此，马中总商会在协助友族到中国经商投资方面，扮演着引领的角色。

马中总商会及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领导人宣布将共组代表团参加“2015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右起
黄锡琦、马山赛芬、莫哈末化西、刘俊光、黄漢良、莫哈末依查、莱因及戴振标。

黄漢良说回顾道，马中总商会代表团去年率领了
一支包括180名马来企业家在内的540人庞大

代表团参与海博会。
他说，今年大马的参展摊位，也从去年的150个，增

加至200个。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兼观访团筹委会主席刘俊光

指出，去年海博会吸引了42个国家和地区的1千零50家
企业参展，达成各类签约项目达451个，涉及签约资金
共1千757亿人民币，超亿人民币的项目就有179个。

他说，海博会的内容务实丰富，并以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地区）发展需求以及贸易传统特色进行规划。

“大会将设置1个主题展和6个专业展，同时设有2
千个国际标准展位。”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还包括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
主席拿督莫哈末依扎、联邦直辖区分会主席拿督莫哈
末法乌兹、拿督莱因、理事拿督莫哈末化西嘉卡里亚以
及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戴振标等。

刘俊光：借机打入中国市场
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副主席拿督纳英则希望，

这次代表团能获得1千名商家的响应。
他强调，目前中国市场之大是全球公认的，而穆斯

林商家在去年的参展已取得成功，希望今年更多穆斯林
商家响应。

莫哈末依扎：把大马商品推到海外
莫哈末依扎依米尔说，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

中国是世界最大消费市场，该会乐意与真诚的合作伙伴
马中总商会一起，把大马的各种商品推到中国及海外。

莫哈末化西：代表团没设种族固打
莫哈末化西说，代表团并无设种族固打制，巫裔、

华裔及印裔商家都欢迎参加。他认为，各族企业可以共
同努力为国家创造财富，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期
国家经济将越来越好，顺利迈向先进国目标。

马中总商会与马来商会再度合作

率巫商赴海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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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联合新闻发布会 ┃ 马来西亚外贸发展局总部5楼 ┃ 2015年9月15日

大马受邀担任主宾国，与中国一同联办第12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CISMEF），当中特设的“一带一路”主

题展馆里，大马展区将成为展会的焦点。

大马三机构相互握手预祝合作愉
快。左起为罗章武、谢中正、莫哈
末法乌兹、刘俊光、祖基菲里、黄
漢良、纳英、陈友信及卢国祥。

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首席执行
员拿督祖基菲里指出，大马今年受邀成为中博

会主宾国，外贸发展局将与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及马
来西亚商人及企业家协会（PERDASAMA）一同协办
在10月10日至13日于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的中博会，
参与其中的120个大马中小型企业参展商将备受瞩目。

“针对‘一带一路’策略，我相信第12届中博会将

是大马中小型企业向中国与国外中小型企业学习与交换

发展和成长的资讯平台。同时也提供大马中小型企业寻

找合作契机和开拓中国市场的机会。”

新闻会出席者包括马中总商会会长拿督黄漢良、
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副总会长刘俊光、秘书长卢国
祥、中央理事罗章武、谢中正、马来西亚商人及企业家
协会署理主席拿督纳英及吉隆坡国际事务局（全国）主
席拿督莫哈末法乌兹等。

祖基菲里说，尽管中国外围部环境充满挑战和经

济放缓，大马与中国在今年首7月的交易额还是增加
8.8%至1273亿3000万令吉。

“这显示中国经济还是保持正面，大马商家应该
争取机会开拓中国市场。”

他说，中博会是中国政府为华裔和外国中小型企
业量身定做，每年超过20个国家与区域及中国32省份
的企业家参与，并吸引逾20万名访客，因此各国的商家
能互相交流、交易和展览。

他指，广州拥有高达1亿的市场规模，大马和广州
之间贸易和来往有大量的机会，所以大马出口商能透过
广州进入中国，并充分善用广州自由贸易区。

黄漢良总会长说，虽然世界经济放缓，但中国经济
增长率还是保持7%，只是马币币值不断疲弱，进而影
响马中贸易，希望政府能及时调整政策及商会之间的
努力，营造出理想环境。

刘俊光（左起）、黄漢良、祖基菲
里与纳英详细解答记者提问。

马中总商会积极牵头

大马受邀担任主宾国
联办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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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海协会在马中总商会设联络处

黄汉良，吴德芳受委名誉会长

成都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场暨成都海外交流协会
新任会长朱志宏，成都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

公室卢胜主任等领导出席大会。会议由外事侨务办公
室副主任卢伟良主持。

同时，在大会上聘请了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总会长

拿督黄漢良与名誉会长丹斯里吴德芳成为该海协会的

名誉会长。

马中总商会多名领导亦被选为副会长，包括杨耀
才、颜登逸。常务理事为卢国祥、黄锡琦等。

与此同时，会上宣布马中总商会受委为成都市海外

成都在马来西亚的唯一联络处。“海外成都”联络处乃

是成都海协会新届理事的创新工作重点，可助发挥加强

成都与马来西亚的经贸发展和人民的友谊。在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中起着招才引智的作用。

会上黄漢良即席受邀讲话。他表示，成都近年发展
突飞猛进。其GDP（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一万亿元，今
年增长率达8%，可喜可贺。

黄漢良表示中国中央政府很重视成都的发展。在
四个全面政策下，成都为西部大开发的首要城市。他看
好，成都硬体建设已经全面发展，即使50年不变，其硬
体设备也没问题。今后应该注重软体建设，包括加强思
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提升及克服信仰危机。加速成都
国际接轨。开放教育设立更多国际学校，以期为一带一
路发展的需要。

他表示期待成都在2049年建成一个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人民具有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素质。

最后，他感谢成都政府的支持和关照。

成都海外交流协会第四届第一次理事会顺利举行，圆满落幕。马中总商会领导全力推动，参与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左起
为卢国祥、黄锡琦、陈春华、颜登逸、吴德芳、陈友信、黄漢良、刘俊光、包久星、刘增强、杨耀才以及李志辉。

中国成都海外交流协会第四届第一次理事会于9月8日，在四川成都市隆重举行。

受委海协会名誉会长的黄漢良上
台发表演说。

马中总商会领导领过海协会的委任证书；左起为陈春华、黄锡琦、杨耀才、刘增
强、黄漢良、刘俊光、卢国祥、颜登逸以及李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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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2015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开幕大会 ┃ 宁夏国际会堂 ┃ 2015年9月10日

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右起）、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首席执行员拿督祖基菲里、马来西亚
马华前总会长丹斯里翁诗杰及马中总商会会务顾问拿督张创迪出席2015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开幕大会，见证重要时
刻。

中阿博览会是目前中国国内与阿拉伯国家展回教
市场最直接连轨的国际博览会。今年此博览会

的主题是“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于2015年9
月10日在南宁银川正式掀开序幕。

此次中阿博览会主宾国是约旦，而主题省则是浙江
省。出席贵宾包括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中国国务
委员郭声琨、中国贸促会姜增伟会长、我国前任首相阿
都拉巴达维、约旦工贸大臣玛哈阿里女士、毛里塔尼亚
总统穆罕默德阿齐兹、科摩罗副总统福阿德穆哈吉等
人。大会节目包括中国-阿拉伯国家工商峰会、座谈会、
对接会及展览等。出席外宾四千多位，而中国国内参加
者达二万名之多。

开幕仪式过后在主旨演讲阶段，我国前任首相巴达

维阐述中马关系的源远流长，并讲解我国在国际产品贸

易市场的重要角色及清真认证的机制，引起大会热烈关

注。

 在接着的合作对接会中，主办当局应我会的特
别要求下，安排了马来西亚经贸专场推介会。由雪兰莪
州邓章钦行政议员、雪州投资机构(Invest Selangor)
主管Azrul Mohamad及雪州官方投资公司Central
Spectrum总裁Mahmud Abbas讲解，出席者约四

十多人。我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笔者亦在会上简介今
年马中企业家大会的宗旨及节目，并邀在场企业家组团
参加。

本届博览会旨在推进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其
他地区国家的交流合作，对深化双方人民友谊、提高务
实合作关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愿秉持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同包括阿
拉伯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为促进共同发展、增进
各国人民的福祉而努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和阿
拉伯国家是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也是在实现共同发展
道路上携手同行的好伙伴。

习近平表示，中国愿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同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
的世界各国一道，为促进共同发展、增加各国人民福祉
而努力。

另外，国务委员郭声琨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博览会
开幕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郭声琨说，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契合了中阿合作的现实需要，将为中阿关系发
展打开新的机遇之门。

“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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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吁女企业家打破束缚

政经文教趋两性平权开放

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巾帼论坛系列（1）“说出你的故事” ┃ 马中总商会四楼大礼堂 ┃ 2015年8月23日

马中总商会属下的女企业家委员会为庆祝大马妇女节（8月25日）及为11月7日举行的2015年第五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MCEC 2015）进行暖身，于8月举办了一项

题为“说出你的故事”巾帼论坛（1）的女企业家论坛，让与会者亲自聆听本地三位女企业家的创业心路历程。

此论坛显示出马中总商会高度重视女企业家在全球政治、经济及文化层面上的地位与影响力。

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巾帼论坛系列正式开跑；左至右者是刘丽宝、陈友信、周美芬、黄漢良、颜海錀、王羽妃、郑淑娟、刘
雪俪和李素桦。

在论坛开始前，作为开幕嘉宾的妇女、家庭及社会
发展部副部长拿汀巴杜卡周美芬认为，女性企

业活动不该只局限于在女性圈子内，必须打破“女性”
束缚，在任何情况下，与男性平起平坐，公平竞争。

她指出，我国64万5136家活跃中小企业内，女性
拥有的中小企业占19.7%，其中91.7%是服务业，只有
6.9%是制造业，1%是其他领域。

“88%是微型企业，13.3%小型企业，少过1%是中
型企业，意味着女性在马来西亚还是远远落后于男性，
这是我国女企业家必须要去正视和全面发展的。”

“女性弱点变成优点”
周美芬认为，女性要把自己的弱点转换成优点，

就如女性是非常细腻小心，换言之也称为“小家子气”
或“斤斤计较”。

“你今天把斤斤计较放下，用你的细腻来策划公
司看大格局，我相信女性在商业上会比男性做得更
好。”

她指出，调查显示，若公司有女性董事，公司的发

展会比纯男性董事局快很多，因为女性在账面上看很
细，一般上较专注。

刘丽宝鼓励女性　勿小看自己潜力
优越医疗（EMIC）总执行长刘丽宝鼓励大马女

性，人有无限可能，在创业过程中不要小看自己潜力。
她希望女性不要因困难而放弃创业。

“因为困难总能解决，往往无法解决的困难是出
于我们不清楚我们的能力范围，才永远都跨不出去创
业。

“男女不平等才和谐”
刘丽宝表示，她从不会把她工作的角色带回家，她

觉得应要尊敬她的家人，男人是家里的一家之主的原
则并没错。

然而，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她认为现在已无此
区别，而很多家庭的不和谐，是源自大家都注重他们的
男女区别，但若撇去男女性别，大家都是一体的话，其
实大家是可以和谐共处达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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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羽妃为马中两地保健事业牵线
王羽妃则跟出席者分享了其为马中两地保健事业

牵线的亲身经验之谈。
拥有脊椎硕士头衔的王羽妃则开设了4家脊椎保健

公司。她还身兼中国北京国际交流协会可持续发展专
委会理事兼马来西亚地区主任。她目前积极配合推动“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关
系，常带领本地中小企业到中国发展如企业投资及土
地开发项目。

背包女企业家颜海錀
有“背包女企业家”美誉的颜海錀大谈其在全球旅游
体验中，领悟到的创业与人生道理，引起听众共鸣。

颜海錀成功开创IDC语言中心，曾荣获“杰出中小
型女企业家”、“爱心大使奖”、“第十一届亚太国际世
纪企业家精英大奖”等。工作之余，颜海錀还会定期背
着行囊走天涯，体验人生，因此有“背包企业家”的称
号。

另外，这场论坛的主持人为隆雪华堂副会长郑淑
娟。

巾帼系列论坛的成立，还不能少了筹委会主席李
素桦、大会主席刘雪俪以及孝恩集团董事主席拿汀朱
林秀琴、论坛主持人郑淑娟以及女企业家委员会一众
委员的努力与贡献。

黄汉良：助友族拓中国市场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也说，马中企业家大

会已成为马中总商会的国际知名品牌，在他过去担任总
会长五年以来，从未停止过举办马中企业家大会，他希
望来年此大会也不会终止。

他说，除了华裔企业，马中总商会也带领马来同胞
和牵引东马土著商家到中国寻找商机，部分种族和语
言，与时并进，共同开拓创新。

“我们不求最大，但求最好，做到大家都能接受满
意。”

办活动非送票才满座
周美芬披露，以前她退出政

坛的3年里，她前助理和她两人
曾花了半年到8个月时间筹办马
中亚太区女性经济峰会，当时没
有官职，只有几个好朋友，尤其
是马中总商会永久荣誉会长兼马
中友好协会秘书长陈凯希，最终
也成功办成。

“人家看扁我们女人只有免

费才会来，结果我们每人收费600多元，来了700人。”
就此，她说，我们一直以为华人不愿出钱参加活

动，结果一直向老板“开刀”找赞助费，但若我们一直
持续以此方式推动华人政经文教的活动的话，则会很
辛苦。

“我们必须要让那些有能力的人出钱（给报名费）
来参加活动，赞助有（才华）能力但没有（经济）能力的
人出席活动。”

为此，她当场答应赞助5000令吉作为第五届马中
企业家大会的活动经费，以示支持。

陈友信：男性应助女性
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主席陈友信在马中企

业家大会巾帼论坛系列推介礼上致词时说，在社团内，

若有个别妇女表现特出，特别是单身女性就会有谣言，

他认为男性应要站出来，帮助女性正面反击，适时给予

协助。

他也指出，他遇到很多在中学和大学表现优秀的
女同学，因为家庭和社会的因素而不再“浮现”，这对
国家竞争力和生产力是很大损失。

此外，他透露，去年在马中企业家大会上促成了
1.2亿美元的合同，今年马中企业家大会也会提供舞
台，让本地实战和有经验的企业家，与中企进行对接洽
谈会。

刘雪俪：趋向两性平权
女企业家委员会主席刘雪俪致词表示，今日新世

纪，无论经济、文化、教育和政治四大领域，都趋向两
性平权相对开放的年代。

她说，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早期也指出，要打破阻隔
女性开声的障碍，传达现代化企业精神。

此外，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巾帼论坛系列工委
会主席李素桦律师也呼吁女企业家要形成一股势力，
进一步成长。

这场论坛吸引了150位出席者，回响极佳，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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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副协调谢中正在拜
访本地最大上市保健集团— —柔佛医药保健
有限公司（KPJ）市场营销及会业通讯部副经理
诺哈菲桑时探讨该企业在大会期间设立各种
互动性环节，如参与协办展位，为出席人士提
供医药检查、身体检验等等。

诺哈菲桑指出，希望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更
加多的本地和海外的需要医护的病人，以便能
够更加提升大马的医药旅游保健领域的知名
度，并看好马中企业家大会所发挥的影响力。

诺哈菲桑表示，柔佛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将
会如同往年一样，积极响应第五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展望未来，KPJ还会与马来西亚医疗旅
游理事会（MHTC）携手合作在旅游医疗保健
领域互相配合，务求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

作为马来西亚最大型的医疗保健连锁集
团，柔佛医药保健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分布全
国的多家医院，提供高素质的医疗保健服务。

马来西亚医疗界积极响应MCEC 2015
KPJ与MHTC携手开拓旅游医疗保健领域
由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简称马中总商会）诚意举办的年度
重头戏——2015年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2015
）深获本地旅游医疗保健机构的鼎力支持与响应，后者确认
将以多元化的互动形式参与本届大会，以对外提升本地旅游
医疗保健界的形象与知名度。

谢中正（右三）赠送马中总商会出版的《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诺哈
菲桑（左三）。左起为柔佛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市场营销及会业通讯部
执行人员谢颖琳、法蒂马、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团员陈宇衡以及第五届
马中企业家大会项目经理许诗云。

拜访马来西亚旅游与文化部
伊斯兰旅游中心

建立联系增互动
资讯互通缔双赢

刘俊光向Zulkifly Md. Said介绍马中总商会是个
多元种族的民间商业团体。刘俊光说明，商会近期的活
动包括远赴中国的中博会、海博会，还有在国内举办的
重头戏——2015年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及东盟环保
奖（Asean Green Award）。

双方一致认同，未来有必要增加互动，从而实现资
讯互通，缔造双赢局面。

马中总商会副会长刘俊光与秘书长卢国祥前往拜
访马来西亚旅游与文化部伊斯兰旅游中心主任
Zulkifly Md. Said，以便跟国内官方机构建立起
进一步的联系。

卢国祥（左）和刘俊光（右）跟Zulkifly Md. Said（中）互
送纪念品。

拜访香港中国商会
邀派员出席MCEC 2015
8月13日，马中总商会副会长刘俊光拜访香港中
国商会副秘书长普慧艳，并邀请该商会派员出席
2015年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刘俊光（右）向普慧艳（左）介绍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香港中国商会以“求真务实、共同发展”为宗旨，会
务目标是充分利用香港优势，协助会员开拓国际市场，
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为会员提供金融、法律、税
务、融资、上市、培训、企业形象推广等服务；为香港企
业进入中国投资发展提供协助，为中国各省市在香港
及海外招商引资牵线搭桥，提供双向服务；为推动内地
与香港企业联合“走出去”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世界各
国与香港、中国、台湾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商更深入的
交流合作发挥沟通和桥梁的作用，为进一步实施国家“
走出去”、“引进来”的发展战略做出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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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野集团在马来西亚，甚至整个东南亚都可谓名

声显赫。它不仅是马来西亚产业界的领航船，

而且以持续、稳健保持盈利的运营成绩，在东南亚经济

风暴中创造了奇迹。而在掌控着这艘产业巨轮的李金友

身上，也充满了被外界津津乐道的传奇色彩。

李金友是马来西亚华裔，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

家庭，高中毕业后，17岁的李金友向哥哥借了港币200

元，只身由家乡往吉隆坡闯天下。他曾当过印刷厂、古

董家具店的职员及推销员等，在20岁便创立了自己的公

司，21岁就已经掘到自己的第一桶金。17岁到21岁间，

李金友完成了他从100到第一个100万的转变。后来他

选择了房地产作为他专注的行业，终于在马来西亚建立

起他的地产王国。

选择一生的事业
30岁以前，李金友从事过很多种事业，从开始纸张

印刷，到后来的房地产生意，其间还做过古董家具、医

药。在马来西亚刚刚开始有彩色电视机的时候，他就

从泰国进口彩色电视机，当看到自动门业在马来西亚

有发展空间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发明自动门、电子自动

门……到了30岁的时候，李金友便把他的事业专注到一

个行业，他选择了房地产。

“房地产它如果说是一样产品的话，它不但是人们

所要的，而且是所需的，我觉得有一些事业是人家’要’

，不一定’需’，可是房地产这样东西真的是人家既需又

要，而且对于房地产我相信是，只要说你懂得经营，它是

一个风险最低的产业。”为此，李金友坚定地选择了他

丹斯里拿督斯里李金友曾经将一片无价值的橡胶园转变成有规划的高尚住宅区、将一片被砍伐后荒废的森林

蜕变成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高原旅游度假村，以及将一个没落被遗忘的锡矿湖，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旅游景

点。

第一个高峰过后，他没有停下来，其一手创办的绿野集团(Country Heights Group)，更是不懈打造出闻名海内

外的产业发展项目。

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一步一步推动绿野集团在建筑行业内取得众所周知，换来了国际地位及荣誉。

马来西亚地产传奇李金友

遗矿创绿野	人生写奇迹

业人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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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事业。

李金友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是1986年开发的绿野

山庄，那时的”绿野”很荒芜，而且当时的马来西亚经

济并不景气，而李金友却在选择了这个外人看来不合

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地方来作为自己的第一个房地产

项目。”当时如果要开发房地产，一定要做一个有特点

的。我的理念很简单，马来西亚当时地比较广阔，何必

让人家居住在高楼大厦，我就是要发展一个田园庄的生

活。”	

于是李金友到国外考察，将这个全新的理念引进

到马来西亚，并迎合了当时马来西亚市场的需求，成功

完成了CountryHeights项目。成功后的李金友成了众

多房地产商的追随者，很多房地产商都把他们的公司叫

成”Heights”。

尽管今天李金友的理念已经有了很多追随者，但他

的魄力与对市场的准确预测，仍是很多竞争对手望尘莫

及的。

“小刀锯大树”理论
“西方有一种观念，说做房地产最重要的，有一句

真言，叫’地点，地点，和地点’，最重要的就是地点。”

李金友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土地是李金友的一

个银行朋友拥有的，当时正值马来西亚经济萧条时期。

李金友看准时机，以高于当时地价的60%价格跟对方谈

合作，但是并没有当时付钱，而是利用两年的时间将土

地重新规划、重新整理，这个就是以最小的投入，应用

自己对产业的知识、对市场的掌握，来达到最大的经济

效益。也就是李金友常说的”小刀锯大树”理论。

李金友在做房地产到现在，只做房地产开发，不谈

房地产投资。李金友认为，房地产长期的投资风险就很

大，因为开发之后，还要负责经营，然后再慢慢地赚，风

险很大；而对于房地产开发，房产盖好了之后，就可以作

为产品卖给顾客了，风险相对较小。李金友开发了很多

房地产，数目很大，收益也很多。这也是”小刀锯大树”

理论。

优良价值观助企业前进
在这个信息无疆界的时代，小企业处于被动的位

置，危机一旦出现，便首当其冲。因此，他认为，只有树

立优良的价值观，才有可能突围而出。受金融危机冲击

时，许多人的信心也跟着丧失，如果人人有正确的价值

观，想到一旦困难时，大家共赴时艰，相信我们最坏的

情况就不会那么糟。如果企业也有培养起好的价值观的

工作，即使在最坏时期，也可以这些精神来支持，而渡

过难关。

李金友认为，要做到这点，起心动念很重要。绿野

高尔夫球场举办世界高球赛时，以110万美元(约418万

令吉)请来世界第一好手伍兹，很多人都不看好。但他认

为如果以这点钱请来伍兹，除了可使球赛扬名国际，也

可让更多人学习，鼓吹高尔夫球运动，更可让马来西亚

在国际高球运动中有一席立足之地。这些价值目前看不

到，未来却是肯定的。

李金友热衷打高尔夫球，因为他发现这种运动可

训练领袖的个性与纪律，也是一种追求美好生活的表

征。

独到的企业文化
李金友办企业的五个信念是：质量、特点、风格、

爱、大自然、卓越。

谈到质量与特点，他举例由绿野集团建立的金马宫

酒店之选择“马”为主题，是因为“马”的特征广为世人

所爱，有共同世界价值观，受世界各族与宗教所喜爱；

加上独特风格，而使它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令人注目，这

些附加价值是金马宫酒店即使在风暴中仍能突围的主

因。

李金友是虔诚的佛教徒，他认为，一个人在世，每

天忙碌于追逐金钱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将爱纳入文化

中不仅可发挥教育作用，也可化为一种潜在的动力。而

爱是可以从各方面发挥的。例如注重保护大自然，则是

对环保的爱，这也是绿野一路来的终极目标。绿野休闲

城的成功经验，是将一个世界最大的废矿湖变成湖光山

色，这项艰巨的工程完成后，受到国际认可。

1998年，它在金融风暴声中，仍能为伦敦国际展览

馆发售一亿八千万英磅的债券，使得工程可如期施工，

也证明绿野的实力受到国际认同。

风暴后的绿野，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李金友决定

为走向新领域的服务业，注入新的管理文化，即GOLD精

神。

这是一套以顾客为主，包含舒适的招待(G)、提供最

佳服务(O)、听取意见(L)与不满及兑现诺言(D)的管理文

化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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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漢良及同为马中总商会会员的夏宝文对于州
政府的这一项突如其来的宣布，都深感受宠若

惊，同时感谢州政府对他们的信任与厚爱。
黄漢良及夏宝文两人受委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处

理巴西马清真食品工业园及金矿事项。两人皆深感有责
任为丹州引起更多投资项目，以吸引中国投资家前来丹
州投资。

这项为期2年的委任书是由丹州务大臣拿督阿末
耶谷于在大臣会议室内亲自移交，任期则是从2015年
至2016年，主要是义务协助州政府推介及处理清真工
业事务。

首次委任中国投资家
此外，黄漢良及夏宝文不忘感谢通过马中总商会

丹州分会会长拿督陈春华在4月27日安排与丹州政府
工业、商贸和社会团结委员会主席拿督陈升顿州行政
议员交流后，后者就马上宣布委任他俩出任吉兰丹州
政府经济顾问。

他们两位也是阿末耶谷出任丹大臣职后，首次发出
委任状予中国投资家及社团领袖。这份委任书是由陈
升顿州行政议员签署。值得一提的是，委任书以华文书
写，体现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丹州受到的尊重和社会融
和度。

出席见证这项颁发委任状仪式者包括马中总商会
丹州分会秘书黄祥华、财政沈永健博士、理事江志国、
吉隆坡暨雪华堂副会长包久星、丹州务大臣特别事务
官刘清泉、丹州政府宣传官谢铨来、区域宣传官林光生
及中国欧华执行主席及总执行长王超等。

丹州大臣：冀引进更多中资
在交流会上，丹州大臣阿末耶谷很高兴由黄漢良

及夏宝文义务协助州政府及处理巴西马清真食品工业
园，可望带动丹州经济，并把更多中国外资引来投资。

他说，虽然丹州政府是由伊斯兰党执政，但是，该
党政府绝对欢迎中国投资家前来州内投资。他希望随
着这一个委任的举动，可以刺激更多外来投资家前来
投资。

专注处理清真事务

黄汉良	 夏宝文	
任丹州经济顾问
吉兰丹州政府正式委任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及中国－东盟国际物流委员会中方执行主席夏宝文，出任丹

州经济发展顾问。

马中总商会一行人在丹州巴西马清真食品工业园巡视探
讨投资可行性。左起为陈云祥、黄祥华、夏宝文、黄漢良、
陈春华、包久星及沈永健。

两位丹州经济发展顾问夏宝文（左）及黄漢良（右）接过
委任书后，与丹大臣阿末耶谷合影，留下历史性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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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品牌的建设和传播有

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和更多的想象空间，但

也因为这种速度带来的信息爆炸和人们对品牌接触点

的增加，品牌的建设和传播比以往更难维护且更容易被

人们遗忘。到底什么样的品牌容易被人记住，并且实现

持续购买呢？

全球品牌战略咨询公司思睿高亚太区总裁Jason-

Cieslak认为，所有关于品牌的故事都是关于品牌体验

的。品牌不仅仅是叫什么名字，更重要的是它带来的体

验——不是品牌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让消费者切

实地感受到。有感染力的品牌都是通过故事和体验来

创造的。曾记何时，品牌仅由产品定义，后来，传播开始

影响我们对品牌的看法，现在，我们进入了品牌建设的

新纪元。但这些，都始于品牌讲什么样的故事和怎样去

讲。

如何讲好一个品牌的故事，Jason给了如何讲好品

牌的故事这样的三部曲：首先，根据本公司或组织的真

实情况创造出一个简约、清晰而又可信的故事，以此为

理念激励企业；第二，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把这个故事讲述

出来；第三，在讲故事的时候要保持一致性和持续性，要

和受众的每一个体验接触点上都讲这个故事并且企业需

要身体力行其品牌承诺。

确立一个简明的故事要点
所谓品牌，就是一个故事。

知名企业的品牌各异、故事各不相同，但有个共同

之处就是，他们没有在说自己的产品，而是在说，“我

是谁”，“我能为‘你’带来什么价值”。同时，它们都简

洁、清晰，并成为了企业的理念。

要讲一个品牌故事，就要先为自己的品牌创立一个

故事，当然是在企业和组织的真实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通常，故事的“蓝本”与如下三个问题相关：你在什么样

的环境中与别人竞争？你的目标群体是谁？你的组织有

什么样的能力？这三个问题重叠在一起，答案就构成了

品牌故事的中心内容。这个中心内容一定是简约的、可信

的。

对很多企业来说，为故事做加法很容易，但做减法

就有挑战。我们可以理解企业希望向外界传达自己的丰

富、多元，但企业更要明白，你在做的是个公司，而非一

个传奇，你需要用简单明了的表达告诉外界“我们公司

是干什么的、我们公司代表着什么？第二为什么我是与

众不同的？第三我的与众不同有什么价值？”这些都要

基于事实，不能凭空捏造。有数据显示，60%的消费者

愿意为创造简约体验的品牌支付更多费用。

简约并不是简单，品牌简约的深意是理解、透明、以

人为本、创新和有效的传播，同时，也意味着该品牌与消

费者的互动比起同业品牌，障碍更少，更有优势。并不是

所有的公司都要简化，但是所有的公司都需要简约的品

牌信息，所有的公司都需要用清晰、诚实的方式来表达

自己。最终认定一个品牌定位是否成功的原则不是说它

有多简单，而是它是否跟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联系，是否

传递出他们需要的信息。

如何说好一个品牌故事
英特尔原来的故事核心是“一个制造晶片的公司”，

后来变成了“一个以科技引领未来的企业”。

品牌能否被认同，都始于讲什么样的故事和怎样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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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月都是质量月
全员为品牌加分

扬子江药业坚持把全员全过程质量管控作为品

牌建设的一大着力点，严把药品研发、采购、生

产、放行、储存、售后六道质量关，并建立了一整套高于

法定标准的内控标准。

与其他企业每年1次“质量月”不同的是，扬子江药

业每年3月和9月开展两次“全员质量月”活动，系统排

查存在问题，不断持续改进，以“药害事件”为案例，警

示全体员工牢固树立质量意识，确立各种剂型标杆模

式，迎头追赶标杆企业，至今已连续开展了16年。

扬子江药业注重从源头上控制产品质量，对原辅

料进厂实行严格管控制度，仅2014年就淘汰不合格供

应商10余家，同时，对关键的注射剂原料开展驻厂监

督，严格监管供应商产品工艺合法性和GMP生产符合

性。

建在高港江边的江苏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扬子

江药业集团的中药提取物生产基地。在近年建成的提

取2号车间，排成一条长龙的众多设备之间全部由管道

连接，在中国率先实现了中药提取现代化和智能化。

扬子江人的高质量追求，不仅赢得用户青睐，也引

起国家药检权威机构关注。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自2008年9月决定将其惟一的化学药品生产实训基地

放在扬子江后，已分11批次安排中检院检验技术人员

89人次轮流到企业实习锻炼。

以质取胜品牌至上
领跑中国医药板块

技术创新是品牌的基石，品牌含量实质上就是科

技含量。扬子江药业先后在生产、科研、质量一线成立

了100多个质量管理(QC)小组，至今累计完成600余

个课题攻关。在2015年7月举行的全国医药行业QC小

2014年12月12日，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中国国

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中国资产评估 协会、中国标准

化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发起，中央电视台向全球发布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榜：扬子江药业（Yangtze River 

Pharmaceutical Group）品牌强度得分903分，名列生

物医药板块第1位；品牌价值评价为103.92亿元，名列

生物医药板块第2位。

 “这项沉甸甸的荣誉背后，凝聚着上万名扬子江人

对质量强企与品牌提升的不懈追求。”扬子江药业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徐镜人说。

中国医药行业正大步迈入品牌竞争新时代，扬子江

药业要立足国内面向世界，与国际主流市场接轨，打

造一条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品牌强企之路。

自我创新成品牌强企
扬子江药业：

立足国内闯世界

国品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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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月动员大会现场。

组成果发表会上，扬子江药业以荣获95项质量管理成

果一等奖的骄人业绩，蝉联全国医药行业QC成果一等

奖“十一连冠”。

2015年，扬子江药业集团定位“争创中国质量奖

年”，制定了一系列的质量提升计划，将开展各类QC

小组活动和改进生产工艺列为提升产品质量的重要任

务之一。今年以来，集团及各子公司紧紧围绕质量月活

动中提出的“巩固欧盟认证成果”任务目标，在企业内

部广泛开展多项QC小组活动，选题范围涵盖优化生产

工艺、提高产品收率、节能、降耗、减排、提高企业效率

和效益等多方面，如KK916型贴签机自动检测装置的

设计、实验室空间消毒方法研究、提高地佐辛注射液成

品得率等等。各小组运用PDCA循环科学的方法，通

过广泛开展QC小组活动，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运营效

率。

规范化管理不抄近道
每当医药行业因药害事件陷入诚信危机时，扬子

江人总能做到坦然面对。“扬子江药业在质量管理的原

则性问题上从来不抄近道。” 徐镜人表示。

扬子江药业一直把规范管理、诚信经营作为企业

生命线，随着企业加速迈向“中国顶尖、世界有名”国

际化药企，并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四川、苏州、

常州等省市相继建成10余家子公司，一整套与之相适

应的集团化大质量管理体系正在逐步完善。

2014年10月，在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年会上，扬子

江药业有蓝芩口服液等3个名牌产品位居中成药分类前

三名；同年11月，在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峰会上，扬子江

的地佐辛注射液等3个拳头产品获得2014中国优秀产

品品牌。多年来，扬子江药业保持了各级药监部门质量

抽检合格率百分之百，有20余个产品质量达到欧美药

典标准，3个车间通过欧盟GMP认证，目前又在全力实

施多个品种的美国上市注册。扬子江药业集团还通过

马德里体系注册国际商标，其领军品牌“护佑”商标已

在45个国家和地区注册成为国际商标。更值得一提的

是，今年5月，集团银杏叶提取物和银杏叶片双双通过

欧盟GMP认证，为扬子江中药产品进军欧盟市场打开

新通道。

徐镜人表示，扬子江人将站在更高的起点上，以积

极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医药市场，倾力打造民族医药最

强品牌和国际知名品牌，对质量品牌的追求，扬子江永

远没有终点。

 求索进取	 护佑众生 

奋进中的扬子江药业集团

扬子江药业集团创建于1971年，是一家跨地

区、产学研相结合、科工贸一体化的国家大型医药

企业集团，也是科技部命名的全国首批创新型企

业。

集团总部位于江苏省泰州市，现有员工10000

余人，总占地面积200多万平方米。旗下20多家成

员公司分布泰州、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

苏州、常州等地；营销网络覆盖全国各省、市、自治

区。多年来，集团始终秉承“求索进取，护佑众生”

的理念，践行“高质惠民，创新为民”发展宗旨，致

力于向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药品和健康服务。

面向未来，奋进中的扬子江药业集团以振兴民

族医药为己任，怀着科学、严谨、负责的态度，竭诚

为全人类的健康服务。“十二五”期间，集团大力实

施五大工程战略，加快推进由“扬子江制造”向“

扬子江创造”转变，努力向着世界一流制药企业的

目标不懈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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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两会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常态，是普遍受到各界关注

的重要议程。一般每年在3月初至3月中在北京举行。今年也

是如此。列席两会的意义和作用主要在于三方面。一，两会是学习的

好机会；二，了解中国政经文教发展的好平台；三，同时也是窥探世界

形势发展的好场所。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的历史背景
1949年9月21日由中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

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主、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

表组成第一届政协会议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

民的意愿，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等重要决议。推选了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二，人民政协的构成
由中共、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港澳同胞、无党派人士、人

民团体、台湾同胞和归侨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十二届

列席中国
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的观感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黄漢良
2015年4月10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俞正声，杜青林与

张庆黎等23人为副主席。并设有9个委员

会：1，提案委员会；2，经济委员会；3，人

口资源环境委员会；4，教课文卫体委员

会；5。社会和法委员会；6，民族和宗教

委员会；7，港澳台侨委员会；8，外事委

员会；9，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三，全国委员会主管三个全国性	
　		社会团体组织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中国宗教界和

平委员会，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

政协界别：中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

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政公党，中国

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

建国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无党派人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

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

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台湾同

胞联谊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文

化艺术节，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经

济界，农业界，教育界，体育界，新闻出版

界，医药卫生界，对外友好界，社会福利

和社会保障界，少数民族界，宗教界，特

邀香港人士，特邀澳门人士，特别邀请人

士一共34个界别。

州观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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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委员会：人民政协的地方委员会包括省，自治

区，直辖市委员会，自治州，地级市委员会，县，县级市

委员会三级。各地方3，165个政协委员会，地方政协委

员6696万人。

四，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2237人任期每届5年。中共委员893人，占39.9%，

非中共委员1，344人，妇女委员399名。少数民族委员

258名，56个民族都有代表。

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

议政。

参政议政主要形式：反映社会民意，各和协商例

会，各和专题议政会，专题研讨会，专题调研，委员视

察、考察参与检查和巡视。

五，人民政协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
	 1.	 会议：一般每年3月初举行，开幕闭幕，大会发

言，界别联组讨论，和分组讨论，列席全国人大

会议。

	 2.	常务委员会会议在大会会议闭会期间履行。

	 3.	提案：处理各界代表大会期间提出的问题和诉

求。

	 4.	委员视察，专题调研，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5.	展开对外交往，开展各种互访交流，举办“21世

纪论坛”出席相关国际会议，多建立双边定期

交流大组织境内的专题调研和视察，提交调研

报告和提案，就重大国内，国际问题发表对外声

明，通过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中国宗教界和

平委员会参加有关区域和国际组织并开展交流

与合作。

从这次两会的活动中，可以清楚看到中国政府正在

全力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力求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14亿人

口，每人GDP达1万美元。国家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国

家增长保持在中高速度即7%左右的增长。并打出2016

中国制造为新品牌，以高铁机械、互联网电子商务为代

表，中国也注重高进高出，一改过去大进大出的旧贸易

做法。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全国人民进入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

自从习近平于2013年9月和10月提倡“一带一路”

的战略以来，中国各界都给予大力支持和宣传。这个战

略将亚欧非都贯连起来。

中国外长黄毅宣称，中国的外交是一个点，两个方

向。一个点就是“一带一路”。两个方向就是和平发展，

共创繁荣。

“一带一路”的百年大计是要惠及周边63个国家

约44亿人口的经济带，经济总量达到21万亿美元。

当今中国公开承认是个大国地位，要成为负责任

的大国。一中国为首的亚洲建设投资银行已经得到世

界上57个国家支持与参与。中国将以义和利兼顾的政

策与各国交往，共享繁荣，过去邓小平提出稻光养梅，

有所作为，现在强调有所作为是当今的主轴。

中国频频发出战略性的策略，全世界人都为了发

展。“一带一路”是最具战略意义的大动作，影响深远。

作为“一带一路”支点国之一的我国必将在这项历史性

活动中获益不浅，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直达我们

门口。上海丝绸之路银行也是我们关注的事项。中国和

各国做到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货币融通，货物流通，

民心相通的互联互通时，整个国际形势的格局都改变

了。这些在两会期间，我们有深切的体会。

六，建议和献策
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的代表，我建议政协列席代表

对印尼要受邀请，新加坡也要受到邀请参与，而马来西

亚要多加名额，因为中国政协与我们源远流长。马中又

是最友好的战略伙伴关系国。

我们也关注中国在鼓励走出去的当儿，要了解住在

国的国情，多做对当地经济有贡献的事业，不能大小通

吃，抢夺当地人饭碗。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构建和谐

互惠友好关系。

东盟国家多数老侨归化了当地国籍，反对双重国

籍，传承中华文化，发展华文教育是海外华人的责任。

我们自力更生发展华文教育。

马来西亚华人挺中庸，抗极端，构建和谐侨社。大

马华人都处在主流社会中，对政经文教都积极参与。

经过两个星期在北京列席两会后，我的观察和学

习体验，当今的中国今非昔比。他们在执行“四个全

面”策略。以我们的话说，也可以用“四个全面”来表

达，那就是全面发展，全面落实，全面动员，全面成功。

但愿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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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 战略，让东

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更凸显重要性。

东盟与中国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由于地缘接近，自古以来就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笔 者 在 上 星 期 到 香 港 为 英 国 注 册 财 务 会 计 师 公 会 香 港 分

会，Institute of Financial Accountants (IFA)，向一众注册会计

师们分析，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东盟及马来西亚应掌握的契机，并

利用香港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中转站，发挥自身优势。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

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的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关系得到了全面

发展，双方在经贸、投资、金融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而东盟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经贸与投资总量

绝对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香港可成为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中转站

作为中国内地连接世界最主要的“桥梁”，香港是中国内地企业

对外投资的首选地，也是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中转站。2013年香港

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超过960亿美元。而东盟与中国贸易额中有超过

10%，即450亿美元经由香港。而东盟-香港自贸协定预订将于2016

年签订。东盟-香港自贸协定不仅关乎香港与东盟，若谈成，将对中

国和东盟的贸易也有促进作用。

香港在历史上长期扮演着区域经济枢纽的角色，香港有其独特

打
开
﹁
东
盟
一
带
一
路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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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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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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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若能加入中国和东盟已有的自由贸易

区，将能帮助“把饼做得更大”。

香港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可以通过

技术交流、转移、升级转型，帮助东盟国家发

展中国内地的内销市场。香港商家擅于发展

知识财产权贸易，可以把东盟的产品、传统

品牌，经过精心包装、推销，进入广阔的中国

市场。

另外，而香港与我国一样继承英制法，

金融体制与法律制度相对成熟，在会计、审

计、商业管理、法律服务等行业具有优势，加

上其极具国际化的人文素质，及其已有的国

际经验，势必可作为本区域往中国开发市场，

以及中国到东盟投资的“超级衔接站” Su-

per Connector。

目前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

市场与进口来源地。而东盟是中国第3大贸

易伙伴、第4大出口市场和第2大进口来源

地。2014年，东盟中国双边贸易额高企4800

亿美元。在过去20年来，东盟与中国的双边

贸易每年增长超过20%，而香港则作为两地

处理转口贸易点，在2014年，香港对东盟的

出口，有97%为转口货品，其中70.2%源自中

国。 

东盟也是香港重要投资伙伴。截至2014

年6月，来自东盟的公司在香港总共设立了

505家公司，其中59家为区域总部、126家为

区域办事处以及320家本地办事处，占香港

外国公司总数的6.7%。

中国与东盟经济联系日深，对作为国际

贸易枢纽以及通往中国内地门户的香港而

言，将带来巨大的商家。 

2015年，配合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来临，

以及马来西亚 成为东 盟轮 值主席国，大马

从多方面开始促进东盟国家彼此间的政治

经济合 作，加深巩固东 盟与中国之间的投

资贸易往来，也寄望获得更多的中国资金的

投入，而马来西亚也是香港资金喜爱的投资

地。2013年，香港为我国第4大外国投资，排

在日本、新加坡及荷兰之后。2012年，我国

政府与香港已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及防止逃

税协定，更吸引香港资金到马。 

而香港成熟的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中

心的地位，让大马企业也热衷到香港上市。

去年12月，富贵生命成功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成功筹集超过20亿港元（约10.57亿令吉）。

马来西亚地处东南亚核心地带，有明显

的地域优势，基础设施完善、有一大批受过

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地。

若能 发 挥 我 们 潜 在 的 优 势，“一 带 一

路”将无疑将带给马来西亚巨大的商机。 

“一带一路”的提出，以及面对各种国与

国之间的对等自由贸易协定，可能让马来西亚

中小企业陷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境界。然

而，往积极的方面看，“一带一路”的倡议，相

信将提升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激发区

域内市场的潜力。而商贸自由化一体化之后，

也将促进区域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

本地商家也能够直接参与竞争角力。

尽管国家当前正处在多事之秋，马币连

连贬值、国债问题等，都已经打击马来西亚经

济安全网，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国际声誉动

摇。在这样的氛围下，尤其是作为我国经济发

展火车头的中小企业，更应该积极奋上！而“

一带一路”时代机遇就在眼前，商家应将机

遇牢牢抓住，成就一番大事业，也协助国家经

济迈向更好。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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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天
登尼特集团董事经理

中国是全世界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共拥有14个陆上邻国和6个海上

邻国。但除了韩国和日本外，中国和其它邻国的经济往来不多，远

低于大洋彼岸的北美、西欧和澳洲等发达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的

划分标准，在中国的20个比邻经济体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占14个，

仅有俄罗斯、韩国、日本和文莱属于高收入经济体。其中文莱和俄罗斯主要

依靠石油出口，经济结构本身就存在缺陷。中高收入只有哈萨克斯坦和马

来西亚，其余均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在周边普遍经济发展困顿的情况下，中

国经济是否可能长期保持一枝独秀、和平发展？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起飞最开始需要外来投资。吸

引投资则依靠两个因素，分别是治理水平和基础设施。治理水平指的是该

地的政府是否保护投资者的正当收益，遇有纠纷是否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基础设施则包括当地的交通建设、医疗设施、电力供应、给水排水等方面。

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需要政府来推动，因为基础设施属于典型的公共品，

投资大、周期长、财务回报有限，但溢出效益明显。

中国经济的突出特点就是集中全社会的资金和力量，大力兴建基础设

施。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始于2004年。短短十年时间，中国时速达200公里

以上的高速铁路新线运营里程近2万公里，成为全球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

长的国家。

中国拥有世界一流设计制造和施工管理经验，能够为中国周边国家提

供高效率、低成本的成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一个中国可以贡献更大力量、

服务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亚投行、一带一路设想应运而生，顺应时代的潮

流正迎面向我们走来。

当前，国际体系及多边组织大多由发达国家主导，代表了发达国家对于

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与全球治理的观点。据报道，2014年1月，美国国会要求

其在世界银行内的代表对所有的大型水电项目投反对票。2014年2月世界

银行搁置对乌干达卫生部门9千万美元贷款项目，以评估该国政府新通过

反同性恋立法对该项目的影响。

美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拥有最多的投票权，而且都

超过了15%。在世行和IMF的重大决策都需要超过85%的同意票，这就意味

着美国拥有了事实上的“否决权”。尽管世界银行和IMF都在努力开展决策

机制的改革，努力使自身能够更好地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但改革举步

维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就通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但美国国会

至今仍未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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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为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互相帮助、和衷共济。中

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必然要担起这份

道义和责任。为应对IMF改革缓慢，保证发展中国家货

币与金融稳定，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建立了“金砖国家

应急储备安排”。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

受阻，中国加紧开展各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洽签。

世界银行本身治理结构掌控于发达国家手中，发放发

展援助贷款时以发达国家的视角审视问题，常常附加

诸多不适应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条件，中国便适时

推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

一定程度上来说，得益于加入了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

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近年来，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

治经济环境持续恶化。一些国际上的言论认为中国

的经济发展是钻空子，中国在破坏国际秩序和游戏规

则。2010年，中国基于环保理由对稀土的出口进行管

理。2014年，世界贸易组织裁定中国的稀土出口违反

世贸规则。此外，还指责中国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大

量生产仿冒商品，并经常通过发起“反倾销”和“反补

贴”等手段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破裂的大背

景下，美国为自身利益，与多国开展包括《跨太平洋战

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

伙伴协议》(TTIP)谈判，试图重塑国际自由贸易体系，

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创始国之外。如果中国不主动采取

措施改善自身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话，中国未

来的长期发展恐怕就要蒙上一层阴影。毕竟，改革开

放前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孤立很难带来经济繁荣。

中国的持续发展有赖于优良的国际 环 境，这就

必须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建立上有所作为。这其中

的一个策略，就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

外创造一个平行的国际体系。一方面，中国积极参加

WTO谈判，但当WTO谈判达不到效果的时候，可以考

虑邀请双边或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另一方面，投资

相比于贸易而言代表着更加深层次的经济关系。中国

需要通过投资把周边国家连成像欧盟一样的经济共同

体，从而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优良的周边环境。

苏洵写过一篇《六国论》来探讨战国时期的六个

国家为何纷纷败给秦国的原因。众所周知，齐国也曾

是战国时期国力最强的大国之一。文中问道，“齐人未

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意思是齐国人从来

没有给秦国割地赔款过，为什么它最终也败给秦国了

呢?苏洵自问自答，因为齐国与秦国交好，而不帮助另

外五个国家。当另外五个国家灭亡的时候，齐国自然也

不能幸免。

中国春秋时期有百家争鸣，对于思想的接纳和对

外来文化的融合有着优良的传承，明清时期闭关锁国

已让中国人熟记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当下中国经济

也是如此，唯有共享经济容纳各国尤其是周边邻国一

同发展才是最好的方式。中国发起倡导的亚投行和一

带一路的经济战略旨在打破原有点状、块状的区域发

展模式，从海陆至空间，从纵向到横向，贯通我国东

中西部和主要沿海港口城市，进而连接起亚太和欧洲

两大经济圈，实现沿线国家和地区全方位、立体化、网

络状的“大概念联通”，解决各国产能过剩和相对不

发达国家的基础建设。同某些国家的零和游戏有着质

的区别。中国乐意敞开胸怀容纳世界各国文化互动交

流，积极为来华投资建设的投资者们提供更加优良的

经营环境和服务政策。

古谚云：“独行快，众行远”，在过去的经济发展

中，我们按照他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今后各国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积极进取助推下，我

们需要主动地参与并引领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学会

掌控国际贸易的主导权、定价权和资源配置权。中国设

计亚投行、一带一路是一种创新，且是一种具有引领作

用的导乎先路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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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马中经贸》采访的侯怡透露，这一座位于满

家乐（Mont Kiara），耗资500万令吉的健康中

心，为病患提供一站示的治疗服务，以助病患更快康复起

来，迎接新生活。“目前而言，我们主要针对专治3种病症

专科，建立定位。第一种是涵盖肌肉、骨骼在内的痛症；第

二种，有“治不好，陪一生”风险特质的特色病（包括高血

压、糖尿病及通风等）；第三种为包涵内外调节的抗衰老

专科，例如常见的骨骼疏松症。”

身为公司掌托手的侯怡看好，无论是气候或人民，马

来西亚独有一股温顺气质，对新事物持开放态度，跃跃欲

试。“我相信，尤其是本身就拥有宗教信仰的穆斯林族群，

更容易接受健康中心所提供全面呵护身、心、灵的疗程。”

因此，该健康中心不但瞄准本地穆斯林族群，还放眼遍布

中东和全球的大穆斯林市场。她看好，以马来西亚在穆斯

林市场享有的地位，加上备受认可的清真认证体制，将会

是面向有关市场的一面窗口。

她指出，健康中心现阶段正在跟各大医院联系铺路，

探讨成为未来的合作伙伴。该中心主要为病患接受手术

前后，提供综合心理建设、营养调理及养息的辅导性疗程

（Holistic Treatment），以达到“手术前充

分准备，手术后全面康复”的效果。“当然，

部分医院也备有类似的疗程，只是 大多停

留在概念性质的前期阶段，且不够专业与深

入，往往不能让病患如预期般缓解痛楚和压

力。”相对而言，该健康中心透过海外专业

团队的配合，为病患提供对症下药的特制疗

程。

侯怡强调，健康中心在未来还会致力于

发挥最高效用、提升大众接受度，并适度调

整价格因素。“我们希望办到全民付得起的亲民化配套，

既要做到物超所值，还要考虑现实的引进新器材预算，也

要避免失信于人，少一点恒心与耐力都不行。”

无论如何，来自加拿大华侨圈子的侯怡形容道，马来西

亚犹如一个有待发光发亮的明珠，值得寄予高度期望。“对

我来说，这里就像一座活力蓬勃的大都市，年轻人都很努

力打拼，中产阶级迅速形成。就算这个国家还在发展当中，

对于综合医护疗程的需求渐升，也将会形成不容忽视的商

机。”

健康中心大马起步

亲民化配套惠全民
由侯怡（Maryann Hou）一手创办的健康中心（Wellness Centre）将于12月尾前开始营业，可望

为马来西亚的医疗服务业换上新面貌，为国家的医疗旅游业做出贡献。

马中总商会会迅出版委员会主席陈云祥（右）向健康中心创办人侯怡（中）介绍
２０１５年第五届企业家大会。左为《马中经贸》财经杂志主编朱国滨。

商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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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讲座会结束后，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郭隆生（左三）赠送纪念牌
予许赞军副行长（右三）。左起为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副团长林励肯及
中国银行资金部总经理杨朝家；右起为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副秘书谢
文英及副团长杨碧珊。

简称“思源计划”是清华大学党委员会学生部和
团委在清华校友和海外华人的支持下于2001

年成立。代表团此次共有26人，包括2名指导老师王灿
和金蕾莅以及来自各科系的学员前来与本会青年团团
员针对各领域行业做深入交流。交流会由马中总商会
青年团第一副团长张柏垣接待，并由该会副总会长拿
督林恒毅主持。

林恒毅在会上说，任何企业都要有创新，而成功的
业者更需具备清晰的思维。另外，张柏垣也说，“一带

一路”带来无限契机，不只在企业界，也在马中大学之
间开拓新的认知，并透过此次的交流会共同递出新火
花。                                                                                                                                            

出席者包括清华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秘书长刘志
伟、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罗章武律师、青年团副秘书谢
文英、青年团中央理事叶汉钦、陈政勇、吴奕升、黄祯
辉以及秘书处的主编兼副执行秘书朱国滨、副执行秘
书陈文杰和林济燕等。

张柏垣（右五）赠送《光辉四十年》图片集予王灿。右起为黄祯辉、罗章武、吴奕
升、谢文英、刘志伟、林恒毅；左起金蕾莅、刘桐彤和刘筱芃。

中国清华大学“饮水思源，服
务社会”优秀生培养计划为栽
培学生日后有卓越的领导力，
而跨出国门看世界，组团来马
拜访马中总商会，让该计划第
12期的学员更加了解马中总商
会在促进马中两国经贸发展
和投资合作，如何推动经济体
融入“一带一路”的格局中。

共青团清华大学委员会代表团访马

一带一路契机无限“大学将重点探讨”

同时，青年团还诚邀许赞军副行长担任
稍后举行，题为“中马经济热点分析

及一带一路的业务机会”早餐讲座会的主讲
人。

早餐讲座会当日获得青年团踊跃支持，
出席者都表示获益匪浅。

许赞军副行长自1994年加入中国银行工
作以来，曾经在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人力资
源部、信贷管理部、公司业务部、零售业务
部、奥运办公室、金融机构部以及支行工作
过。许氏2011年加入马来西亚中国银行工作
以来，主要负责公司、个金、资金、国际结算
以及人民币清算工作，具有丰富的国内外银
行工作经验。

为发展马中友谊，加强与中国银行的联系，
扩大中国银行与马来西亚的经贸交流，马中
总商会青年团特地拜访了马来西亚中国银
行副执行总裁许赞军。

青年团与中国银行共办早餐讲座

探讨“中马经济热点分析及一带一路的业务机会”

马中总商会青年团第一副团长张柏垣（左二）带领一众团员拜访许
赞军副行长（中）。左起为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副财政林恒谅、谢文英
副秘书、杨朝家总经理、叶汉钦理事与陈政勇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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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币汇率下跌，严重影响进口商的商业活动，因
为成本增加，使商家失去预算，造成商家无所

适从。”
黄漢良认为，马币汇率在8月份几乎每日都 在滑

落，对国家和经商环境都带来负面的影响。
不过，他指，马币疲弱对出口商的影响不大，相反

可能会因此带来一些好处。
对于外资在今年8月撤资33亿，相等于我国半年总

撤资额，黄漢良坦言，对马币远景不看好，除非政府推
出客观的政策。

“目前形势不乐观，除非政府有很客观的政策扭
转形势。”

黄漢良是在接待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代表团
时，如是指出。出席者包括马中总商会第一副会长陈友
信、副总会长宋兆棠、广西贸促会副会长兼中国-东盟
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副秘书长丁元龙、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广西分会信息会务部部长吴一辉等。

黄漢良指，货币波动对国家经济影响很大，加上国
家内部的问题，对整个形势不利，而且美国目前正改变
货币政策，而中国跟着世界局势改变货币政策，所以对
经济带来很大影响。

“现在面对最大问题是马币贬值，目前令吉兑人
民币已经不再是一半，进口方面很难继续下去，虽中国
上周进行人民币调整，降了3.6%至4%，但似无济于事，
因为周边国家货币降得更快，尤其马币，这对马商家企
业界形成大冲击和压力。”

另外，他鼓励游客把握机会，到大马多买一些物
品，尤其名牌，因为货物价格还未调高，所以无形中获
得20%的“优惠”，对旅客来说也是有好处。

同时，他将参与9月17日的峰会，并希望通过中国-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探讨更好的方法，让商家或经济
学者指点迷津，让参与者从中获得启示和曙光，但还希
望政府能推出政策，至少能让马币企稳，不会继续下
滑，让老百姓和商家安心，而不似现在没有信心。

丁元龙：人民币美元不直接挂钩
丁元龙表示，外汇市场波动，中国人民币和美元宣

布不直接挂钩，却贬值了2%，对于马来西亚是中国最大

贸易伙伴，希望两国探讨在人民币与马币之间的双方货

币互换协议，以避免汇率损失和美元受到的影响。

他认为，大马实体经济稳定，可能是一些机构在金
融市场幕后操纵，当抛售就被影响，因此，希望将这些
最新动态加入峰会中讨论，让金融学者一同探讨与合
作。

丁元龙透露，峰会中的其中一项活动，即中国东盟
商界领袖会谈，形势与前几年有些不同，以往将邀请嘉
宾上台发言，而今年他们将与中国中央电视台合作，以
访谈的方式，进一步促进与东盟和中国嘉宾交流。

他表示，该会也将会积极参与2015年第五届马中
企业家大会（MCEC 2015）。

丁元龙（左四）赠纪念品给黄漢良（左五）。左起为张彬、陈春华以及吴一辉；右起为黄祯辉、周美馨、戴振标、包久星、宋
兆棠及陈友信。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代表团访马

促进东盟和中国嘉宾深入交流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认为，新元和美元兑令吉汇率今日再创新高，严重影响进口商的商业活动，并希望政

府能探讨出客观的政策以扭转目前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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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孟军指出，他们在2011年提出在吉隆坡设立

东盟编辑部时，也得到政府层面的支持，但后

来因资金及编辑力量不足，因新华社虽在吉隆坡有分

社，惟主要的编辑业务却在香港地区，新华社亚太总分

社坐落香港，那边有足够的编辑力量及对亚太地区稿

件的签发权，东盟10国的稿件都是往香港发送。

「我们（新华社亚太总分社）还在继续努力，以把

东盟编辑部办好，如果今后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也

会做好这一方面。」

他补充，由于目前的中国政府驻东盟的代表在印

尼 雅加达，他们也希望新 华社能在当地做 更多的报

导。

俱孟军补充，新华社亚太总分社一直努力做好关

于东盟地区的报导，但他也坦承有做得不足之处，因东

盟成员国若有召开会议时，他们的新闻稿件做得多，没

有开会时期就较少稿量。
他称，当今的时代，任何的媒体都无法单打独斗，而

是讲究合作，包括跨媒体及跨领域合作，因此他们此趟

到大马，除了采访东盟外长会议及国际奥委会在吉隆坡

宣布冬奥会城市的课题之外，也与大马各大媒体高层交

流及商谈合作事宜。

进入跨媒体跨领域合作新时代
此外，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在交流会上

说，在社交网络充斥大量谣言的时代，新华社在传输大

马新闻给中国读者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他举例，在国内早前发生的刘蝶广场发生的骚乱

事件中，竟然在以讹传讹下，在中国社交网络演变成种

族冲突及排华事件，影响了中国网民对大马的观感。

「我可以肯定的是，在海外华人群体中，大马华人

可谓最有尊严及自主权的一群。我也常说，大马不需要

唐人街，因为每一条街上都有华人的足迹。」

出席交流会者还包括：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

漢良、副总会长刘俊光、马中总商会丹州分会会长拿督

陈春华、中央理事黄文华、戴振标、包久星、陈云祥、

新华社亚太总社总经理温新年、新闻信息中心主任张

冬梅，以及新华社大马分社社长林昊等人。

俱孟军社长（左五）从黄漢良总会长（左六）手上接收《光辉四十载》图片集。

新华社亚太总分社代表团访马

提高关注与报导东盟区新闻量

新华社亚太总分社社长俱孟军指出，中国非常重视及关注东盟区域的发展，因此新华社亚太总分社也早在2011年

就有设立东盟编辑部的概念，以做好东盟区域的新闻，让更多人了解东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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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中）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VEROLIJON-
DO（左三）。左起为东盟投资首席协调员助理Albert Yong及GOLKAR对外代表
Wanwilai。右起为黄祯辉、郭隆生及Daniel Wong。

越秀区是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一个市辖区，是广
州老四区（越秀、东山、荔湾、海珠）之一，因越

秀山而得名。
“越秀区作为广州市行政、商贸、金融、文化中心，

独特的区位优势，目前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特色
经济为带动，商贸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格局，全年经济
运行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同样是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的马来西亚礼品商会
会长王耀辉表示，有兴趣跟广州区各商会进行对接活
动，探讨进一步合作交流的可能。

林恒毅则希望越秀区人民政府单位考虑组织当地
各商会代表11月份来马，亲身参与马中总商会年度重头
戏——2015年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5)。

林恒毅（左三）与宋兆棠（右三）代表商会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卞勇（中）。

中国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常
务副区长卞勇带领5人代表团来
马，拜访马中总商会，并由商会
副总会长拿督林恒毅与宋兆棠
等接待。

交流期间，卞勇与广州市越秀区
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刘震海等人
介绍有关地方的背景资料以及
投资发展机会。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代表团访马

大马礼品商会拟与广州商会对接

为此，PARTAI GOLKAR东盟投资首席协调员代
表团特地前来与印尼只有一海峡之隔的马来西

亚招商引资，行程中以马中总商会为必访目的地。
GOLKAR对外代表东盟投资首席协调员Daniel Wong

表示，印尼目前对投资与经商环境实行一套十分开放的

亲商政策。在多项攸关国家基业的基建工程，政府则会

提供充裕的资金援助。

“印尼享有庞大人口、低债务、辽阔土地及多元资
源的优势。”

他举例，GOLKAR的各行各业如制造、房产、物流、
海事、油气等表现稳健，拥有许多潜在的合作伙伴。

GOLKAR对外代表秘书长VEROLIJONDO则指
出，马来西亚华商选在这几年前往印尼考察的话，时机
理想。“我们不但施政中立和公平，更十分重视中华文
化。例如，每逢华人农历新年，不会少了沿路悬挂的祝
贺布条；而且，华文更被列入学校必修课。”

另一方面，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郭隆生则诚邀该
代表团呼吁印尼商家来马参与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
会，双方更有意探讨在大会期间安排一场与印尼商家
的交流环节。

“今天会面只是一个起步。印尼潜能不可忽视，接
下来还有很多联系的工作要做。”

随着拥有东南亚最大穆斯林人
口的印尼经济日趋完善，政府
政策趋向亲商，该国对外伸展
橄榄枝，希望吸引更多海外投
资商，共同建立起繁荣前景。

PARTAI GOLKAR东盟投资首席协调员访马

鼓励投资印尼   各行业潜藏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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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印度 工商会主 要关心 马
来西亚印裔社区贸易和产业

各方利益的课题，并肩负着促进，
保护和发展印裔社区的使命。

刘俊光（右四）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马都（左四）。左起为黄锡琦、雪隆
印度工商会荣誉秘书长助理S. Gnanasambanthan及荣誉秘书长拿督R.拉
马纳坦。右起为谢中正、包久星及苏瑞古玛。

通过马中总商会名誉会长苏瑞古
玛的安排，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率
领总财政拿督黄锡琦、中央理事包
久星太平局绅以及谢中正拜访了
雪隆印度工商会（KLSICCI），并
受到该商会主席马都亲自接待。

拜访雪隆印度工商会

促进跨种族友谊关系

马中总商会副会长刘俊光（右二）带领秘书长卢国祥和中央理事王耀
辉（左一）出席越南国庆日70周年庆祝活动，特地向越南驻马大使范
高峰（中）道祝贺。右为斯里兰卡高级专员伊布拉欣安萨阁下。

8月末，越南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越南外交部
门举行国庆日70周年庆祝活动，作为坐上嘉
宾的马中总商会领导特道祝贺。

越南国庆节70周年

马中总商会道祝贺

活动期间，越南驻马大使范高峰提出要
求大使馆工作人员掌握党和国家的外

交路线和观点，主动、灵活、创新开展外交工
作。

范高峰也要求大使馆工作人员有效开展
越南公民管理和保护工作，做好研究、预测工
作，建设团结、强大的单位，以良好完成党和
国家交付的外交任务。

为拉进与穆斯林商人的联系，马中总商会副
会长刘俊光与总财政拿督黄锡琦拜会了马
来西亚伊斯兰商会（DPIM），并受到该商会
副会长莫哈默萨哈接待。

拜访大马伊斯兰商会

拉进穆斯林商人联系

马来西亚伊斯兰商会成立于1993年，是
致力于团结穆斯林商人和企业家，关

心伊斯兰教和经济利益的组织。该商会主要
目标是推动穆斯林社会广泛参与到贸易与工
业发展，从而提高穆斯林社区的经济成功指
标，享有可持续发展的成就，造福全球。

刘俊光（右二）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莫哈默萨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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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漢良总会长（右六）率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登舰造访。左起为叶治
廷、杨子威、罗章武、丁扬岗、蔡高遍及刘俊光；右起为王耀辉、官徐
枫副武官、张联兴、包久星及中国临沂舰代表高级人员。

徐燕表示，东营市政府十分重视及推动当地企业
在海外发展的趋势，以便踊跃参与到“一带一

路”的发展战略当中。
“我们希望通过在马扎根的华人社团，寻找海外

伙伴，促进对接活动，并开发国际市场。”
另外，徐燕指出，马中总商会的官方网站（mccc.

my）资料丰富，帮助该单位拜访前已对马中总商会掌
握一定的认识。

陈春华则强调，马中总商会一贯秉持务实求进及“
不求最大，只求最好”的中心思想。

基于山东省占据马中经贸额一定比例，他认为，马
来西亚跟山东省之间拥有足够的理由进一步发展。他
希望，代表团这一趟访马之旅有所收获。

这次访马的东营市企业包括亨圆铜业、成林高新
技术产业、华圣文化发展、天顺机电设备、科瑞石油装
备、方正门窗、通达汽车修理及金华集团。

陈春华（右五）代表商会赠徐燕（左六）《光辉四十载》图片集，并与一众东营市企
业代表合照。

东营市人民政府外事与侨务办
公室副主任徐燕带领当地私人
企业代表拜访马中总商会，由
吉兰丹州分会会长拿督陈春华
接待。

东营市人民政府外事与侨务办公室代表团访马

善用大马华社 开发国际市场

编队在临沂舰举行了甲板招待会，海军
副司令员拿督卡玛鲁扎曼海军中将率

马海军官兵代表参加招待会，双方官兵在交流
中加深了互信、增进了友谊。

另外，7月1日，中国驻马使馆黄惠康大使率
使馆工作人员来到编队微山湖舰，与编队官兵
共同开展了庆祝建党94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7月2日，潍坊舰、微山湖舰和临沂舰驶离
马来西亚巴生港，海军第十九批护航编队结
束在马来西亚技术停靠启程回国。大马海军代
表，我国驻马使馆陈卫武官等工作人员、中资
机构、华人华侨代表到码头欢送。

趁着中国临沂舰技术停靠马来西亚“第一大
港”——巴生港，进一步深化了马中两军务
实合作和战略互信。

在临沂舰4天的停靠期间，中国编队指挥员
姜国平与马来西亚海军副参谋长米奥少将
进行了会面交谈，大马海军官兵代表和当地
华人华侨参观了临沂舰。马中总商会领导在
总会长拿督黄汉良的带领下，登上临沂舰参
观，增广见闻。

中国临沂舰停靠巴生港

马中总商会率队参观

马中总商会领导在临沂舰上留影纪念。左起为张联兴、蔡高遍、黄漢
良、刘俊光、包久星、罗章武、丁扬岗、王耀辉及张柏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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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代表前往中
国成都拜访之际，获得成都市

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卢胜主任常
务副会长接待，于成都锦江宾馆饭店
开席宴请。

交 流 期 间，双 方 就 即 将 举 行 的
2015年第五届以及展望明年的第六届
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展开深入的
意见分享以探讨合作。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左五）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卢胜副
会长（右五）。左为万天洪，卢伟良、黄锡琦及刘俊光；右为包久星、卢国祥、
刘增强及陈友信。

马中总商会访成都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

成都海外交流协会欢迎宴

成德绵成为创新改革试验区

9月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包括马中总
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在内参加成都海外交流协

会第四届第一次理事会的12位成都海外
交流协会名誉会长。

唐良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并向嘉宾通报了国家刚刚确定成
（都）德（阳）绵（阳）作为创新改革试
验区域开展先行先试的喜讯。

黄漢良代表在座的海协会名誉会长
们表示，对成都的高速发展感到钦佩，
让大家看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成都
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希望利用成都
海外交流协会平台，寻找到更多交流合

作的机会，达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

黄漢良总会长（右四）带领马中总商会代表，同唐良智市长（右五）合照留
念。左起为杨耀才、卢国祥、黄锡琦、颜登逸、吴德芳及陈友信；右起为包久
星、陈春华及刘俊光。

黄漢良总会长（右二）带领中央理事拜访马来西亚国
际贸易与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中），反映了
本地商人与中资中企在马经商概况。双方会面期间，
详谈了不同层面的经济课题。左起为刘俊光、陈友信
及李国源。

马中总商会
拜访马贸工部长

拜访四川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冀组团来马赴MCEC2015

趁着成都考察之旅，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与中央
理事特地到成都汇融集团办公楼，拜访了四川省归国

华侨联合会刘以勤主席。
刘俊光不忘向刘主席介绍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并欢

迎和希望刘以勤主席能够组团来马共襄盛举。

刘俊光副总会长（右二）向刘以勤主席（中）介绍第五届马
中企业家大会。左起为刘增强、黄锡琦及卢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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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环保奖万众瞩目

10国各选1人参与总决赛

被提名者限定年龄不超过40岁，必须对6项环保
或持续性发展领域之一或多项领域作出贡献，

分別是减低温室气体排放、提升水质；保护陆地、水资
源和生物多样性；减低废料排放；绿色科技企业技术
或管理人；通过媒体推广绿色概念和环境可持续性，
以及作为志愿者或非盈利机构成员，积极推动社区环
保。

大马6人被提名
2015年东盟环保奖工委会联席主席顏登逸表示，

截至目前大马的被提名者有5至6人，主要是来自企业
界及大马工程师学会（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Malaysia，简称IEM）的推荐，各个东盟国家会选出一
人参与决赛。

各东盟国选出的得主可获得每人1千美元奖金和一
个奖杯，而大奖及两名次奖得主分別获得5千美元、3
千美元及2千美元奖金，以及各人一个奖杯。

这个活动由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及东盟工程科技
院(ASEAN Academy of Engineering & Technol-
ogy，简称AAET)联办，《星洲日报》为媒体伙伴，《马

中经贸》财经杂志为指定杂志报道伙伴。

颁奖礼11月30举行
顏登逸联同工委会成员拜访星洲日报总社表示，

第5届东盟环保奖颁奖典礼及晚宴，將於11月30日晚上
7时在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並邀请首相署部长拿
督马袖强开幕。

他指出，配合绿色环保奖，主办单位安排於前一
晚11月29日晚上6时在吉隆坡银行家俱乐部（Bankers 
Club）举办往届东盟环保奖得主及本届东盟环保奖入
围的各个东盟国家代表进行交流会。

他说，11月30日早上10时也会在英迪国际学院梳
邦3分院举行东盟环保奖得主与学生交流会，由往届东
盟环保奖得主向学生分享他们的经验。

出席者包括工委会执行顾问郭隆生、联席主席朱
国明、委员杨雅发、东盟工程科技院主席拿督洪礼壁、
执行秘书霍旭辉及马中总商会副执行秘书郑开耀。星
洲日报代表则有企业公关业务促进部高级经理刘崑
昇、副经理顏建翔及执行员尹德光。

第五届东盟环保奖9月30日正式结束提名环节，接下来将从10个东盟国家当中各选出一名代表参与总决

赛，最终选出一名大奖得主及两名次奖得主。

顏登逸（右四）及朱国明（右五）到访星洲日报，宣佈即將於11月30日举办第五届东盟环保奖颁奖典礼。左起郑开耀、杨雅
发、郭隆生、洪礼壁及刘崑昇；右起尹德光、顏建翔及霍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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