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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 
隔6年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于4月27日再度飞抵马来西亚，展

开两天的官访之行。

这也是继2009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马、

纳吉访华，以及马来西亚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日

前访华之后，两国高层又一次的重要访问，进一步

提升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促进经贸交流。

温家宝是应首相拿督斯里纳吉邀请前来我

国进行访问。这也是温家宝第二次以中国总理身

分到访。温家宝上回访马是在2005年，当时他出

席在吉隆坡举行的首届东亚峰会。

温家宝在临行前於北京接受马来西亚传媒

访问时，形容马来西亚是中国的“好兄弟和好邻

居”。他的谈话令马来西亚人民倍感窝心，也更热

切期待他的来访。

27日下午，温家宝乘专机抵达吉隆坡雪邦国际机场，

他随即驱车前往马来亚大学参观，与该校师生进行对话，

这是他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的首场活动。

在与学生的对话中，温总宣布，中马两国会签订学历学

位互认协议，获在场的两国学生欢呼。他在回答提问时忠告

学生”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温家宝感性地说，”一个人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只要

他一生为人民做好事，人民就会永远记得他。一个人职务

温家宝访马加深兄弟情

马中关系再跨前

n	4月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乘专机抵达吉隆坡，

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图为温家宝在机场向

接机宾客举手致意。

文 李勇坚

n	温家宝抵步，在侍从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和外交部长拿督斯里阿尼法

陪同下接受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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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高，如果不为人民办事，他终究会为人民所

唾弃。”

温家宝称他的信念就是不离开人民，为

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他说，“这

是对同学们的忠告，也是对自己的勉励。”

温 家 宝在马来 亚 大学 停留了一 个多小

时，除了与学生对话，他还观看了学生们表演

的舞蹈。临行前，他和学生们一起在校园里

种植了一棵象徵中马友谊的龙脑香树。

当天晚上，温家宝出席了纳吉在布城河

畔为他而设的欢迎晚宴。

温家宝表示很高兴时隔６年再次访问马

来西亚，祝贺马来西亚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

大成就。他说，马来西亚是中国的友好邻邦，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马传统友谊得到发扬光

大，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当前，中马都

面临著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希望

双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不断深化

中马战略性合作，共创中马关系更加辉煌的

明天。

纳吉布对温家宝来访表示热烈欢迎，表

示相信温家宝总理此访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

务实合作，推动马中战略性合作关系迈上新

台阶。

n	温家宝在马大发表演讲。

n	温家宝在马大参观中马友好图片展。

封面专题 On the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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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华社代表会面    

 28 
日早上，温家宝在首

相署部长丹斯里许子

根陪同下，会见了马

来西亚华社领袖、中资企业代表、中国

驻马大使馆人员及中国留马学生，这

项由中国驻马大使馆主办的见面会共

有约200人出席。

出席者 包括马中经贸总商会总

会长拿督黄汉良、马来西亚中华总商

会会长丹斯里钟廷森、署理会长戴良

业、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杨忠礼集

团董事主席丹斯里杨忠礼、IOI集团董

事主席丹斯里李深静、成功集团创办

人丹斯里陈志远、董总主席叶新田博

士、教总主席王超群、华人文化协会

总会长戴小华等。

温家宝说，马来西亚是在中国十

分困难的时候，在东盟国家中第一个

与中国建交；也是马来西亚，20年前

把中国引入东盟对话机制，形成了中

国日后与东盟建立对话、睦邻友好、

经济发展格局。

他用“人有我恩，永不相忘”来形

容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帮助。他说，这

句话还有后半句，就是”我与人恩，一

定相忘”，这是人格，也是国格。

同时，温家宝认同一个马来西亚

的概念，并赞扬我国发展迅速。

会见辛亥革命先驱后代

配合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温家宝

在紧凑的日程中专门抽出时间会见了

辛亥革命先驱后代、华团领袖和华文

媒体代表，与他们一起缅怀先贤的光

辉业绩，共话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

展望中马友谊的美好未来。

受邀出席这项闭门交流会的马方

代表共有17人，包括本会总会长拿督

黄汉良、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华总

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马中友好协

会秘书长陈凯希、大马中华总商会署

理会长拿督林国璋、孙中山槟城基地

纪念馆长拿督庄耿康、《南洋商报》执

行总编辑陈汉光及辛亥革命后裔庄清

意等。

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

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署理馆长林玉

裳、同盟会会员后裔代表拿督余添山

医生及《光华日报》董事骆南辉及世

华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集团总编辑萧

依钊先后受邀发言，这项会面历时一

小时。

n	温家宝与辛亥革命先驱后代、华团领袖及华文媒体代表大合照，前排右二为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

（图片提供：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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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进口冷冻榴
 28 

日早上10时，温家宝

乘 坐专车抵 达布 城

首相署，并在我国首

相拿督斯里纳吉的迎迓下，步上检阅

台上，在演奏两国的国歌后，温家宝

也检阅我国三军，较后，首相也向温

家宝介绍布城的景色。

马中两国官员过后在首相署举行

双边会谈。

温家宝在会谈中就进一步推动

中马战略性合作关系发展提出建议，

其中包括制定《中马经贸合作五年规

划》，推动大型经济项目和重点领域

合作，优化贸易结构，增加本币在双

边贸易中的结算比重，扩大相互投资，

中方欢迎马方企业积极参与中国中西

部和东北部地区发展等。

温家宝在会谈后与纳吉一同举行

记者会时指出，“中方同意稳定棕油

进口中国的市场，同时也同意进口马

来西亚的冷冻榴梿。”

“中国政府鼓励进口更多马方优

势的产品，同时也希望马方为中国产

品进入马来西亚市场提供更便利的条

件。中方愿意参与更多参与马来西亚

的基础建设，扩大对马的投资，也欢

迎马来西亚企业到华投资。”

他也强调，中马合作前进旷阔，

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而

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

伴。

“虽然中国在双方贸易当中逆差

较大，但是我们没有抱怨。”

两国领导人也宣布，两国将在双

方贸易更多采用本地货币进行结算，

而中国更批准大马国家银行在北京设

立代表处。

除了经济和贸易领域之外，双方

也签署一份双方高等教育认可框架协

议，并且宣布明年会展开两国青年百

人团访问团活动，由两国各派100名

学生互相访问。

纳吉也宣布，中国总理已经同意

在大马设立一个“中药卓越中心”，并

且会全力支持这项计木划。

纳吉和温家宝过后见证了两国政

府和企业间签署8项合作协议，涵盖

教育、经贸合作、基础设施、能源等方

面。根据这些协议，中国铝业公司将

在马来西亚投资冶炼厂，中国华电集

团将在马来西亚投资兴建一座火电厂，

中兴通讯将为马来西亚无线运营商数

码网络(DiGi)提供网络基础设施和服

务，北京城建集团将帮助槟城政府解

决交通拥堵的问题等。

会晤二位前首相

温家宝在这次的行程中分别会见

了前首相敦马哈迪和敦阿都拉。

温家宝积极评价马哈迪为推动中

马关系和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所作的

重要贡献，又形容马哈迪是亚洲富有

影响力的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

的老朋友。

同样被温家宝形容为是“中国人

民的老朋友”的还有敦阿都拉，温家

宝说阿都拉积极推动中马两国建立战

略性合作关系，也相信他将继续关心

及支持中马友好事业。

温 家 宝 於 傍 晚 6 时 结 束访马 行

程，过后乘坐专机飞往印尼雅加达进

行官访到4月30日。

封面专题 On the Cover



12 2011/0612 2011/06

 中 
国国务院总 理 温 家 宝

在4月28日与马来西亚

首相纳吉共同出席中马

经贸投资合作论坛，并发表题为《共

同推动中马互利合作再上新台阶》的

讲话。

他在致辞中指出，广西钦州中马

产业园区是双方在中国西部地区合作

的第一个工业园，具有示范意义。中国

政府欢迎马方有实力的企业积极参与

园区的规划和开发建设。

温家宝就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全面

发展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中国

政 府欢 迎马方企业到中国参加各种

展 览会 和交易会。马来西 亚 是 今年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主题国，希望马

方企业积极参会，推介产品和交流经

验。中方理解马来西亚对华出口热带

水果的愿望，决定开放从马来西亚进

口冷冻榴莲，也希望马方能逐步增加

中国清真食品、汽车产品的进口。在中

马双边贸易中，中方一直存在比较大

的逆差，对此中方坚持以积极眼光看

待，不搞贸易保护主义，致力於发展中

逐步实现进出口平衡。

第二，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中国

政府一如既往地欢迎马来西亚企业到

中国发展，特别是到中西部和东北部

地区投资兴业。

尽管中国企业 对马投资起 步较

晚，目前规模不大，但增速很快，发展

前景十分广阔。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

有实力的企业扩大 对马来西亚的投

资，重点开展加工制造、能源资源、服

务业等领域的合作，希望马方提供政

策支持和投资便利。

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中方支持中国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参

与马来西亚道路、桥梁、港口、电站、

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双方正在商谈

中的马来西亚南部铁路、槟州明光水

坝等重大项目，建成后将产生巨大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必将成为两国企业

互利共赢的标志和中马友谊的象徵。

希望双方企业通力合作，争取早日开

工。

第四，拓展双方金融合作。中国

政府欢迎马方金融机构到中国拓展业

务规模，已正式批准马来西亚国家银

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允许马来西亚

国家银行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

投资。希望双方企业充分利用好双边

本币互换安排和两国货币即期交易业

务，扩大本币在双边贸易结算中的比

重。中方愿意根据双方合作项目的实

际需要增加政策性融资规模，同时鼓

励金融机构为条件成熟的项目提供商

业贷款。

第五，促进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合

作。两国政府刚刚签署了高等教育学

位学历互认协议，中方欢迎更多的马

来西亚学生到中国留学，愿意大力开

展两国青年友 好交流活 动。未 来 五

年，中方愿意为马方培训超过１万名通

信行业的人才。 

中马经贸投资合作论坛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务部和马来西亚国际贸易

和工业部主办，中马政府高级官员和

经济界人士代表共700人出席。

《中马经贸投资合作论坛》

欢迎大马企业积极参与
钦州中马产业园区具示范意义

n	温家宝：钦州中马产业园是马中在

中国西部合作的第一个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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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温家宝参观马来亚大学，马大师生以盛大仪式欢迎温家宝的到来。

n	温家宝在马来亚大学栽下象徵希望

和友谊的龙脑香树。

n	温总纳吉一握手，马中关系一大步。 

图为纳吉向温家宝介绍布城景色。

n	温家宝在出席纳吉的招待晚宴时，特别要求和纳吉的母

亲敦拉哈见面。马中两国在1974年纳吉父亲敦拉萨出任

首相期间建交。

n	温家宝和纳吉相见欢

14 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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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马中两国政府官员在布城首相署针对各领域进行深度交流，将马中关系带上更高层次。

n	温家宝和纳吉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 n	温家宝和纳吉共同见证签约仪式。

n	纳吉请温总理在贵宾簿上签名。

n	温家宝检阅仪仗队。

n	温家宝与大马前首相敦马哈迪会面
后合影。

n	阿都拉（左）会见温家宝，商讨两
国有共同利益的领域。

（图片提供：
 南洋南报、东方日报、
 光华日报、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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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arrived 

in Malaysia on 27th April 2011 for 

a two-day official visit, his second 

after attending the first East Asia Summit 

and the ninth Asean-China Summit and 

Asean Plus Three Summit held in Kuala 

Lumpur in 2005.

This marked another remarkable 

meeting between two governments at the 

top level, following the official visit of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to Malaysia 

and that of our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to China in 2009, as well 

as the recent visit of Deputy Prime Minister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to China. This 

has effectively raised  the Malaysia-China 

relationship to a higher level, promot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both 

countries.

 This official visit  by Wen Jiabao in 

Malaysia was in response to an invitation 

from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During a media interview before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Wen had described 

Malaysia as a “good brother and close 

neighbour”. His heartwarming words 

resulted in a warm welcome upon his arrival 

in Malaysia.          

Wen’s schedule kicked off with an 

official visi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after arriving at  the KL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the afternoon of 27th April. He 

had  a dialogue with lecturers and students 

while he was at University of Malaya.. 

During his dialogue with the students 

Wen announced that Malaysia and China will 

sign agreements which will recognise each 

other’s academic degrees. He also reminded 

students “to aim for big accomplishments 

rather than big titles”.

He said: “A man who does good things 

for people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no 

matter what he is doing; on the other hand, 

no matter how senior the position, he will be 

eventually rejected by the people if he does 

not serve their interest.”

Wen stayed for over an hour in 

University of Malaya, where he also enjoyed 

dance performances by the students. Before 

leaving the campus, he planted a camphor 

tree together with students, as a symbol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That evening, Wen was guest of honout 

at a dinner hosted by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at Putrajaya Lake.

Early the following morning, Wen, 

accompanied by Minister in the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Tan Sri Koh Tsu 

Koon, attended a closed-door meeting with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and staff 

of the China embassy, as well as Chinese 

students in Malaysia. The meeting, held by 

the Chinese embassy, was attended by about  

200 people.

Wen said that when China faced 

troubled times, Malaysia was the first country 

in Southeast Asia to foster bilateral ties with 

China; Malaysia also took a role in building 

the ASEAN-China Dialogue relations 20 

years ago, which resulted in today’s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nd greater 

economic collabo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China.

He expressed his thanks to Malaysia, 

saying: “Do not forget what favours others 

have done for you.” He then addded: “Do 

not remember what favours you have done 

for others.”     

Wen also praised the 1Malaysia 

concept and the fast-paced developments in 

Malaysia.

After that, Wen met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in Putrajaya and 

inspected a Royal Malay Regiment guard-

of-honour before heading for a closed-door 

bilateral meeting.

After the meeting, Wen and Najib 

held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at which Wen 

pointed out that China would continue to 

import palm oil as well as frozen durians 

from Malaysi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encourage more imports of Malaysian-

made products, and in retur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pes Malaysia will bring in 

more Chinese products. China is willing to 

increase investments in Malaysia, includ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we 

welcome Malaysian businessmen to invest 

in China as well,” he said.

He stressed that China and Malaysia 

face a bright future i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China is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to Malaysia, while Malaysia is 

Chin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in Southeast 

Asia.

“Although China recorded a trade 

deficit with Malaysia in bilateral trade, we 

accepted it.”

Top leaders from Kuala Lumpur and 

Beijing have announced that both countries 

agreed to settle trade in local currency in 

bilateral trade. Meanwhi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greed on the setting up of a 

Bank Negara Malaysia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Beijing to facilitate trade settlement in 

local currency.

Besides strengthen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China and Malaysia 

have also signed an agreement on 

The Official Visit of Wen Jiabao to Malaysia
Raising Malaysia-China 
relationship to a higher level

¢ Lee Yon Jen
(Translated by Wen 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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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 recogn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lso agreed to an exchange of 100 students 

between them.  

Meantime, Najib announced that the 

Chinese premier has agreed to set up and 

support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Malaysia.

Najib and Wen witnessed the 

signing of eight agreements covering 

educatio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nergy.

The agreements include one between 

China Huadian Engineering Co and 

Malaysia’s Janakuasa to build a coal-fired 

plant; between Malaysian mobile service 

provider DiGi and China’s ZTE Corporation 

to supply telecom infrastructure; Aluminum 

Corporation of China to build a smelter in 

Sarawak, and one between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and the Penang 

state government to resolve traffic congestion 

on Penang island.

Wen took  some time off his busy 

schedule to meet the descendants of the 

Penang Tongmenghui members and local 

Chinese media representatives. The meeting 

commemorated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Sun Yat Sen Huanghuagang Uprising. 

Wen also met with former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s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and Tun Abdullah Ahmad Badawi in Kuala 

Lumpur.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was 

accompanied by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to attend “Malaysia-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orum” on 

28th April 2011. 

In his speech, Wen Jiabao emphasized 

that China-Malaysia Qinzhou industrial 

park, the first Sino-Malaysian industrial park 

in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has served as a 

good demonstration example for business 

community. 

Wen said Chinese government 

welcomed Malaysian businessmen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the China-Malaysia Qinzhou 

industrial park.   

Wen put forward a five-point proposal 

for the promotion of trad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First, we should expand bilateral 

trade,” Wen told the forum, adding that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for trade as the two 

economies are highly complementary.

He urged both countries to optimize 

trade mix by increasing exports of products 

of high technology and of high added value 

and raising the shares of telecommunications, 

biopharmaceutical, and gr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ducts.

“We have decided to import frozen 

durian from Malaysia and we hope that 

Malaysia will gradually increase its imports 

of halal food and auto products from China,” 

said Wen.

Secondly,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deepen cooperation in mutual investments, 

he said.

Although China is a “latecomer” in 

making investment in Malaysia, China 

is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the country 

at a rapid speed, said W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courages well-established 

Chinese enterprises to put money in 

Malaysia in manufacturing, energy and 

resources and services sectors.

He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would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facilitate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country.

“Third, we should reinforce cooperation 

i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said Wen.

Noting that Malaysia would need lots 

of infrastructure in the years to come, Wen 

said cooperation in this field has broad 

prospects as Chinese companies in this 

particular sector have proper experience, 

credi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China supports its companies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oads, 

bridges, sea ports, power plan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Malaysia,” said the 

premier.

Wen said that a number of projects 

that are under discussion, including the 

southern Malaysian rail project and the 

Mengkuang Dam in Penang, would produce 

consider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once completed. He urged both sides to work 

for an early start of these projects.

“Fourth, we should scale up financial 

cooperation,” Wen said.

He said China welcomes Malaysia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expand their 

presence in China, adding that Bank Negara 

Malaysia has been granted official approval 

to set up a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Beijing 

and to invest in China’s inter-bank bond 

market.

Finally, Wen called for more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would like to train more than 

10,000 telecommunications professionals for 

Malaysia in the next five years,” Wen said.

Premier Wen welcomes Malaysian to 
participate in  
China-Malaysia Qinzhou Industri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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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战胜技术限制

造纸业待创新格局

 马 
来西亚造纸业分成两

大部 份：第一 是再 回

收(recycle)，即废纸回

收(waste recycle)，主要是再回收旧

报纸(old newspaper，简称ONP)和瓦

楞纸箱(old corrugated carton，简称

OCC)来造纸；另一个部份是利用纸浆

(pulp)和原浆或处女浆(virgin pulp)造

纸，即伐木造纸。

目前，我国造纸业是偏向再回收

造纸，至於伐木造纸则比较少，这主

要是因为我国的树桐品质佳，不适合

用来造纸，而是用作创造更高价值的

用途如制造家具。

合 荣 (马) 私 人有 限 公司董 事 经

理 谢 耀良表 示，只有一 些 不能 作 其

他用途的小木 枝才用来 造 纸，称之

为”wood chip”。伐木造纸比较容易 

文 林秋萍

造纸业在马来西亚札根多年，已经不是一个新兴行业；然而，我国仍然面临低产量的窘境，

每年都需要大量进口以应付本地需求；而且，国内主要业者也在近年相继弃守，在5大造纸

厂中，几乎一半已经卖给外资。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造纸业裹足不前，是中国的崛起对我们构成威胁，抑或是我国的

造纸技术依然无法媲美占领导地位的欧美与日本呢？

为了探讨国内造纸业前景以及所面临的挑战，《马中经贸》走访数家业者，包括了工业用纸

制造主要厂家慕达控股、纸巾制造业者天成造纸厂有限公司、以及从事纸张贸易的合荣(马)

私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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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到木 桐 价格影 响，当木 桐 价格涨

时，就买不到”wood chip”。

其实，伐木造纸又分成两类，一

种是去处女林(virgin forest)砍树把它

造成木片；另一种为种植(plantation)

，我国主要是种植相思树(Acacia)和

桉树(Eucalyptus)，因为比较适合热带

森林。尽管我国种植蛮多相思树和桉

树，但供应仍然比较短缺，因为它们

需要10至15年时间成长。

技术是最大挑战

根据谢耀良提供的资料，我国的

纸张消费量在2008年为312万4000

吨，09年微涨0.38%，至313万6000

吨。然而，我国的纸张生产无法满足

本地需求，每年接近一半的供应是来

自进口。

我国08年的纸张入口量是154万

9000吨，而09年的纸张入口量按年减

少3.4%，至149万6000吨；至於08年

的本地生产量为157万5000吨，09年

为164万吨，按年成长4.1%。

针对我国造纸供不应求的原因，

谢耀良认为，追根究底是技术问题。

技术是我国造纸业的最大挑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

造 纸 是高技术的行业。所 谓的技术

是在化学管理，很多化学材料是用在

纸张的制造。你要把纸张弄得乾净，

而且每一张 纸的白度和均匀度都一

样，并不容易，是必须要有相当的技

术。”

然而，马来西亚的造纸技术，相

对其他国家还是较落后的，主要还是

因为人才问题。至於资金，相对是比

较简单的问题。

他 举 例 说，我 国 有几家 厂拥 有

充 足资 金，其中一家 就 是 云顶杉 原

(Genting Sanyen)。该公司也投入很多

资金在造纸业务，不过最后还是把公

司卖掉。原因是有些技术上的问题没

办法解决，结果卖给日本大厂王子制

纸集团(OJI Paper)。

云顶集团是在2007年以7亿4500

万令吉代价，将云顶杉原造纸业务卖

掉。

资金非主要问题

因此，谢氏强调，资金反而不是

一 个主要的 挑 战，因为我国资 金 充

裕，只要是能赚钱的生意，还是能够

借到钱。问题是在於本地银行对我国

的技术缺乏信心，而不愿提供贷款。

此 外，我国 纸张 制 造 还 碰 到 第

三个问题，即缺乏技术支援(technical 

support)。一张张的纸是由重型机器、

各种化学物品制造出来；但是，这些

重型机器须要有人去支援，例如机器

的零件坏了，须要有人去维修。

谢 耀 良 指 出 ，技 术 支 援 可 分

成 几个 部分，其中一 个 部分 是 硬 体

(hardware)。这些硬体都是重型的，大

概是19尺宽和300尺长，我国暂时无

法制造这些机器，也没有设备能够把

这些重型机器吊起来。

“万一机器坏掉，要拆下来，我

国没有人会修。目前，大部份厂家碰到

问题都送上泰国修理。如果情况更严

重，就要请日本、德国或台湾的整批工

程师搭飞机过来修理，因为我们没有

这样的人才和技术。”

“人才不是一朝一夕培训到的，

至少要 操 作十年才能 够 有自己的班

底，尤其是会修机器的；而且，业者也

不能够省，要请一流的工程师。然而，

在马来西亚，你认为有人愿意付起昂

贵的薪金吗？这就是导致很多人才外

流，到外国寻找机会的原因，这是一

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原料价影响全球业者

另一方面，慕达控股副董事经理

林俊聪指出，随著全球都越来越关注

环保，造纸业在未来需要符合日益严

格的监管要求。

尽管如此，他表示，慕达控股积

极地看待这项挑战，并一如既往地遵

守当局的各种环境条规。

此外，他认为，原油价格不断上

涨的大环境下，造纸业的能源成本将

日益加重，这将形成业者的另一项挑

战。

无论如何，相对於技术，谢耀良

认为，原料价格的起落，对谢耀良而

言是次要。因为原料价格的起跌，是

全世界纸厂一起面对的问题，所以这

并非是我国的困扰。当原料价涨时，

每一个业者的原料价也跟著起，大家

都会把价格提高一点，所以这不算是

一个大问题。

“国际原料价是大家的问题，不

仅仅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所以，我认

为问题不大。”

生产最低技术要求纸张

虽说我国的造纸技术落后，但我

n	谢耀良：我国一半的纸张供应来自

进口。

n	林俊聪，造纸业需要符合日益严格

的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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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每天仍然在生产纸张。现在，谈一

谈我国主要是生产什么种类的纸。

我国主要生产四种纸，第一、工

业用纸(industrial paper)；第二、新闻

纸(newsprint)；第三、纸巾、卫生纸；

第四、书纸(wood free paper)。

这四种纸的制造是最低技术要求

的。以上四种纸当中，技术要求比较高

的是，分别是新闻纸和书纸。书纸还

分成几个等级，我们生产的是：第一、

书写用纸(writing grade)、印刷用纸

(printing grade)、影印纸(copier grade)

和电脑报表纸(computer form)。

谢耀良解释道，新闻纸的技术是

讲究透明度。纸张不能太透明，因为

太薄了，而且新闻纸是两面要印刷又

要上色。至於书纸方面，最不讲技术

的是书写用纸，例如学生的书写簿子；

印刷用纸是用来印学校的课文；影印

纸生产成本高，因技术未完全克服；

最后就是比较简单的电脑报表纸，因

为一般只打印一面。

其实，书纸可以做到很高档，但

是我国的技术无法生产，所以需要进

口，例如字典用纸、圣经用纸和日记本

用纸等。

马来西亚目前有20家造纸厂。当

中6家是小厂，主要是生产纸巾和卫生

纸，年产量不超过1万吨；另外有9家

中型厂，年产量不超过8万吨；剩余的5

家是大厂，年产量也不超过30万吨。

这 些 大 厂分 别 是 云 顶 杉 原 造

纸、马来西 亚 新闻纸 工 业私 人有 限

公司( M N I )、慕 达 控 股 旗 下 两 家 纸

厂，以及沙巴森林工业(Sabah Forest 

Industries)。

谢氏透露，“云顶杉原和慕达控

股 生产的是 工 业 纸、M N I生产新闻

纸、沙巴森林工业则生产书纸。”

印、泰是最大竞争对手

针对领域竞争，他表示，每一个

行业都在竞争，造纸业也不例外。这

不是 一 个 新 兴 行业，已 经存 在 很 多

年，技术各方面都开始成熟。因此，所

谓的竞争就是看技术好不好、材料来

源到什么价位、然后行销强不强。

他说，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两

大造纸邻国，即印尼和泰国。

“印尼和泰国才是我国业者真正

面对的压力。泰国在工业纸生产方面

很强，印尼则强在书纸和新闻纸。所

以，本地业者因为竞争力不足而申请

保护，要求政府征收反倾销税。目前，

纸张的进口税是5至7%。”

谢耀良进一步说，税务已经实施

多年，为何在竞争方面，我国仍然比

较落后一些呢？这个问题又要回到原

点，就是技术。

“其一是技术，其二是产量。若

技术好，就能够增加产量。印尼和泰

国的产量，都是我们的3至4倍。以我

们一家大厂的年产量30万吨计算，高

3至4倍的年产量就已经达到百万吨

了；以30吨和百万吨的成本计算，试

问谁的成本较低？”

中国产品不影响本地厂家

除了印尼和泰国，业者如何看待

中国的崛起，它对我国造纸业而言是

利抑或弊呢？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有

技术的国家、有资金的国家、有人口的

国家、有产量的国家。所以，马来西亚

没有办法和中国竞争。

至于中国纸张进口对我国业者的

影响是否显著？谢耀良表示，影响不

大，因为进口的纸张不一样，都是我国

没有生产的种类。我国有生产的就无

须进口，这是本地生产有许多便利，

例如交货期和服务各方面的方便，而

且价格也相差不远。

同 时，中国 政 府本身 也 筑 起了

保护墙，即凡出口到国外的半制成品

(intermediate goods)包括纸张，将不

获得17%的税务回扣。因此，对中国

厂家而言，虽然中国签了东盟的能免

税 税税协议，即进口至马来西亚的纸

张豁免抽税，但是中国厂家却无法再

享有政府给予的17%税务回扣，导致

他们的成本相对提高。

总的来说，中国对我国造纸业者

并没有构成威胁，反而是来自印尼和

泰国的竞争较为激烈。技术是造纸业

面临的最大挑战，换句话说，我国业

者须战胜技术，方能掀开新局面！

n	慕达控股旗下的造纸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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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造纸业

智慧与决心缺一不可    

 技 
术不足导致马来西亚造纸业难以更上一层

楼，我国应该如何对症下药，以带动造纸业

迈向高峰？

从事纸张贸易的合荣(马)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谢耀

良接受《马中经贸》专访时指出，技术问题其实已经存在很

多年。至於要如何提升我国的技术，第一、当然是要建立整

个国家对技术的重视。

“到现在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家所谓的纸制造技

术学院，其他国家都有。纸制造技术学院是属於国家的，跟

私人公司没有关系；是国家重视这个行业，然后开办学院，

培训技术人员，以支援造纸行业。”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对於造纸领域并不太重视，因为

连最基本的技术学校也没有。

目前，面对印尼和泰国来势汹汹的竞争，马来西亚政

府只能推行纸张进口税保护本地业者，让印尼与泰国业者

多给5至7%的进口税；但是在技术上，政府也毫无头绪。

“如果政府真的找本地厂家帮忙，自己组织一个技术

学校或学院来培训人才，但是这些厂家本身的技术也还未

达到高水平，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要请外国人来吗，那是

要有一定的决心才能做到的，所以这是一个大挑战。”

业者放弃造纸

现在，就马来西亚的情况来看，一些本地业者已经放

弃了，谢氏表示，造纸业的确有偏向由外资掌控的趋势。例

如云顶杉原已经卖给了日本王子制纸集团、金狮集团旗下

的沙巴森林工业(Sabah Forest Industries)早前与中国企业

谈不拢之后，就卖给了印度的世界级造纸大厂Ballarpur工

业有限公司。

“外资都已经进来了，如果本地厂家没有办法提升技

术，到最后的局面就是马来西亚造纸大多由外国人掌控。”

他强调说，”外资对我国的纸厂产生兴趣，意味著它的

价值。所以，本地业者也不是便宜卖，它们都卖了好价。我

想表达的是，本地业者如果能够解决技术问题，他们不需

要卖，同时也能得到同行更高的敬重，因为这是马来西亚自

己的技术，是国家的荣誉。若每家厂都被外来者收购，对本

地造纸业而言是相当尬尴的局面。”

小厂继续经营

这里讲开始放弃的本地业者，指的是那些大厂；至於小

厂，它要卖也没有人有兴趣，因为作用不大，所以小厂还是

会继续经营。

那么小厂如何与大厂竞争到底吗？谢耀良表示，目前

情况尚好，因为小厂都是生产纸巾和卫生纸为主，东盟国家

以外的纸巾入口税还有25%，所以这25%还能够让他们继

续生存下去。不过，这25%的税务会维持多久就很难说了。

针对印尼和泰国的技术为何会比我们强呢？谢耀良

说，印尼的技术是从印度进口。印度是技术大国，它们在

工程方面有很久的历史背景，而且印度工程学院是世界顶

级。

“印尼工厂技术人员大多数来自印度，这表示印尼厂

庞大的投资与决心。造纸业是要讲决心，印尼厂长期留著一

大组印度工程师，负责开发和技术各方面。”

专访 林秋萍

n	谢耀良与其父亲谢成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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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造纸技术也是它本身的技术，它们很多机器都

自己生产。当你能制造造纸机器，就代表你的技术已经到了

另一个等级；然而，我国还未有如此的技术。此外，中国的

部份技术也有来自台湾。

而台湾的技术是来自日本。台湾被日本统治的时候，三

大造纸厂都是日本人创办的，日本造纸在亚洲是排名第一。

而日本的技术则来自德国和美国。

要有强大决心搞好技术

整体而言，我国业者要有决心，如果没有决心技术这

东西不会建立起来。所谓的决心，是业者把钱投进去后，就

要有做到最好的决心，即聘请最好的人才、愿意付高薪金、

所有的问题要马上去克服，不能犹疑。

“把钱投入后，就要有决心做好，不管那后面的10年

是否赔钱还是赚钱；一心决定造纸，就是造纸。明年赔钱，

还要是要造下去；后年赔钱，还是要造下去。造纸行业，第

一要有决心、第二要有生存能力，即赔钱5年后还能继续生

存的话，这就是决心，所以并不容易。印尼APP厂就是有决

心，才能从零变成今天的亚洲第四大造纸厂。”

当询及我国造纸业的整体前景和潜在机会时，他认

为，基於马来西亚拥有丰富的热带森林，人口也不多，若好

好利用这一资源，我国在原料方面比其他国家占了地利。

2000万公顷土地未开放

据了解，我国森林的面积有3300万公顷，其中超过

60%，即2000多万公顷是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这是一个很

大的资源。当然，这个资源我国是用在木材行业上，不是造

纸；但是，当这些处女地开发后，就要用来种植，没有理由

就这样白白的浪费掉。

“当那2000多万公顷的处女地在开发时，我们可以用

来种植相思树和桉树。到最后，我们就有造纸的资源，全世

界的厂家都会找我们供应。此外，我们的成本也会降低，这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优势。当然，我们还是要先解决技术问

题，不然做不到高档的纸张，当前的我们连杂志用纸也不能

做，需要进口。”

无论如何，土地跟国家政策有关系。土地要怎么用、

用的条件是什么，都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而且种植相思

树和桉树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种植10年才能够成

长为造纸原料。

保护无价资源

造纸行业除了跟政府政策有密切关系，也与自然环境

的保护息息相关。谢耀良坦承地说，”老实说，涉及这个行

业的我，并不希望为了和全世界竞争，而下太大的决心将我

国丰富的资源消耗掉，毕竟资源是无价的。目前来说，我们

已经有一个不错的平衡，即自己生产，也有进口。”

他进一步透露，在整个造纸的过程中，会对环境造成

压力，因为纸的制造牵涉化学用料，水的消耗很大；生产1

吨的纸，要用100吨的水。

“这表示要处理好这100吨的水，以先把化学物品清

理掉，才能够让水重新流入回河。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心和

很大笔的投资。个人认为，马来西亚的河流，无法承受太大

的压力。”

所以说，纸的制造，要运用智慧和决心，并不是意味著

成长和投资，除了要提升技术，还要减少污染、妥善地

处理水资源，必须跟环境保护做好协调。

合荣(马)私人有限公司於1977年成立，是由谢

成进创办，总部位於吉隆坡十五碑(Brickfields)

。此外，该公司设有三家分行，分别坐落在甲洞

(Kepong)、沙登(Serdang)和巴生北港(North 

Port)。

谢耀良说，”合荣在纸业市场扮演著调

节人的角色，调节市场的数量。当纸张供应

不足时，我们就进口；相反的，市场数量太多

的时候，我们就出口。”

27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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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达自强不息

称霸大马纸业

专访 张秀芳

n	林源德: 马来西亚造纸业

　　　　　仍“供不应求”。

 马 
来 西 亚 工 业 用 纸 厂 龙 头

企业— —慕达控股(Muda 

Holdings Berhad)是结合

了传统经营与西方管理的典型华资企业：

家族成员齐心协力、第一代创业并领航、

第二代守业再发扬光大、低调殷实、精益求

精，专心一致发展纸业，在造纸与纸业奠

定业界行尊的地位。

在19 97年金融风暴之前，投资界推

崇“综合财团式”企业经营，对于“独沽一

味”的慕达控股不屑一顾，指这家企业作

风过于保守。经过金融风暴的洗礼，业务

多元化财团纷纷变卖非核心业务或资产，

投资者开始赞赏慕达控股的专心经营本行

的做法。

难能可贵，慕达控股并未因此而自满

或固步自封，反而不断在原有基础上再求

进步，随着去年投资1.8亿在造纸机械6（

简称PM6），让慕达旗下的子公司加影慕

达纸厂的年产能，从15万公吨，倍增至30

万，再加上打昔（Tasek）纸厂的20万公吨

年产能，总年产能达50万公吨，更巩固了

其龙头企业的地位。

配合《马中经贸》造纸业专题，采访

员走进慕达控股位于雪兰莪加影总部，与

慕达控股董事主席丹斯里拿督林源德、慕

达控股副董事经理林俊聪、慕达纸厂董事

兼总经理张永国与副总经理黄炳坤一席

谈，了解这家交出稳健业绩企业背后的故

事。

在本地商会社团德高望重的林源德

谦虚地说，与中国纸厂之规模相比，本地

纸厂难望其项背，但本地市场未达饱和，

所以慕达控 股在马来西亚仍有发展的空

间。

他说：“因着内需市场规模的不同，本

地纸厂并不适合与中国纸厂相提并论，应

该说我们各有各做，各有各精彩。”

据估计，中国约有3700间纸

厂，年产量达8640万公吨，相

比之下，马来西亚全部纸厂

的年产能约为150万公吨，

相比中国单一造纸厂都动

辄达到40万公吨，确实是

n	慕达控股加影厂房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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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巫见大巫。

虽然近年来兴起中国投资热，但

慕达控股并不会“为了投资而投资”，

反而谨慎地审时度势，只在十多年前

在广州清远投资了一间瓦楞纸箱厂，最

高产量可达一万八千公吨，所生产的

瓦楞纸箱主要供应中国南部的各种相

关工业。虽然林源德以个人身分有踏

足中国其他投资，但就慕达控股造纸

业务而言，该集团仍会留守马来西亚

这个大本营，并持续看好未来的发展

潜能。

马来西亚造纸业仍“供不应求”，

纸厂目前约只供应国内75%需求，其

余尚须靠进口。慕达控股正是看好市

场的承接力，而加码投资在PM6，力

求扩大市场份额。

林源德长 子林俊聪 看好马来西

亚造纸业未来五年的前景，可随着国

家经济同步成长。行家估计，造纸业

的成长相等于国家经济成长的1至1.5

倍，若我国经济未来能持续每年成长

6%，造纸业每年成长估计可介于6至

9%。

近年来环保意识抬头，再加上木

材资源有其他用途，例如制造家具，

慕达控股的纸厂已完全以再生纸为原

料，而不再使用纸浆。慕达控股通过

深入民间的代理，向拾荒者、清洁工

人、购物商场收集或承包各类可供再

循环使用的纸品，包括纸箱、旧报纸

或办公室用纸，把这些“废纸”化为资

源，再使用，为环保尽一分力。

林俊聪说：“以前我们说那是‘废

纸’，现有改称为‘再生纸’，是可以循

环再使用的纸张。”他补充说，十年多

前，或可在各大购物商场看到散落各

处的空置纸箱，但现在这种情况已不

复见，因为收购旧物的代理已和各大

商场承包所有纸箱，直接回收卖给纸

厂。

马来西亚的旧物回收行业可说百

花齐放，而且回收代理都会集合回收

各类资源，例如纸箱、纸张、铝罐等，

再分门别类，转卖给各大工厂，让这些

原本遭丢弃的垃圾，成为价值再生的

资源。

废纸回收一举多得

林源德笑称：“我们间接在帮忙

政府减少街道的垃圾，也帮助一些无

业者通过收集旧物来赚取一些收入糊

口，可说是一举多得！”

配合讲究环保的大环境，该公司

回收资源，作为生产原料，同时也不断

提升生产设备，目前已进入全面电脑

化操控阶段，技术而言可媲美欧洲日

本等先进国。

在处理再生纸过程中，该公司需

要使用大量的水源，设立在冷岳河附

近的加影厂，就抽取河水供处理再生

纸用途。抽取上来的河水相当混浊，

而需要化学过程的加工，才能供作工

业用途。使用过后的工业废水，则需

耍经过深度处理，达到环保部所订下

的指标后才能排放到河里。

鉴于近年的用电量不断增加，慕

达控股也建立了自己的发电站，应付

内部大部分的用电需求。林俊聪带领

采访员参观造纸厂，也参观了原水与废

水处理厂，再参观了发电站，他说：“

慕达这些年来，在原有业务上不断求

进步，力求做到自给自足。”

从这些踏实的做法中，体现了慕

达控股企业经营的理念：不求急进，

实实在在地打造实力。

谈到造纸业的挑战时，林俊聪表

示，在全世界都越来越注意环保的情

况下，造纸业未来需要符合日益严峻

的监管要求。慕达控股积极地看待这

项挑战，并一如既往地努力遵守当局

的各种环保条规。

国内的再生纸一向来还算可自给

自足，但随着该公司的PM6今年投入

生产，而增加再生纸的需求量，未来两

三年的供应可能会稍微吃紧。

该公司计划从澳洲、欧洲等海外

市场收购再生纸，并期望国内的再生

纸回收可迎头赶上。此外，在原油价

格不断上涨的大环境下，造纸业的能

源成本也日渐加重，而形成另一项挑

战。

谈到慕达控股的未来计划时，他

说，过去十多年前，慕达控股都以相当

平稳的步伐扩充，未来亦将遵循这样

的轨迹，在三至五年增加一台生产机

器，应付国内不断成长的需求。

“我们的发 展 须配合市场的成

长，不可过于保守，也不可过于急进，

这也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n	慕达三位领导人推动公司迈向高峰，左起林俊聪、林源德及董事／总经理张

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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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成造纸集团转型

环保造纸
以利基产品取胜     
 28 

年 前 ， 在 纽 西 兰 念

书 的 他 开 始 接 触 环

保 ， 从 此 他 热 爱 环

保更热衷於环保工作，这也奠定了他

今日将公司转型为全面环保造纸的决

心。

他 就 是 天 成 造 纸 集 团 ( T h e e n 

Seng Paper Group)首席执行员兼董

事经理拿督黎德坤。

“我要带出一个讯息，即造纸也

可以是一门环保行业，这是我们将公

司转型的原因，以便全面投入环保。

因此，我们的造纸原料将来自於再回

收资源，包括废纸、塑料和被丢弃的

木料；同时，我们在发电各方面也注重

环保，全部使用环保机器。”

黎 德 坤 在 其 位 於 乌 鲁 雪 兰 莪

(Hulu Selangor)的厂房接受《马中经

贸》专访时如此表示。

他透 露，今年 9月16日，天成造

纸集团将以全新面貌踏入一个新的里

程碑。该集团届时将正式推出新标志

以及绿色科技发电厂等一系列环保计

划，不过，目前不便透露整盘计划的

内容。

无论如何，针对马来西亚造纸业

目前面对的最大挑战时，他指出，最

大的挑战是竞争，尤其是成本方面的

竞争。成本越来越高，但是厂家却难

以提高价格，因为市场的竞争相当激

烈。

天成集团如 何在激烈的竞争环

境中站稳脚步呢？黎德坤斩钉截铁地

说，当然是降低成本，同时要提升品

质。

“提高品质、减低成本，讲是容

易，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尽管如此，

我们会继续朝这一方面去做。现在，

我们已经获得ISO 9001和14001的认

证，这代表我们在品质提升方面受到

了肯定。”

除了降低成本、提高品质，他表

示，另一个应对竞争的策略就是将产

品多元化，而且要专业化。

天 成集团生产的纸类 产品相当

多元化，包括卫生纸、家庭用纸、包装

纸、牛皮纸、信封纸和拜神纸。

他进一步补充说，”我们在纸方

面比较专业化，例如拜神纸，我们有

专业的薄纸。薄纸的确是比较难做，

但是我们就是比较喜欢难做的东西，

这 是因为太容 易的东 西，大 家 都 会

做，所以价格方面会很竞争。”

他再举例说，牛皮纸方面，为了

避免与大厂如云顶杉原竞争，他们也

专做比较薄的牛皮纸。云顶杉原生产

的牛皮纸是125克以上，天成生产的是

120克以下。

“纸薄在操作方面会比较辛苦，

产量也比较少，但它属於利基产品。

至於卫生纸方面，我们也没有注重厕

纸，因为厕纸市场非常竞争，价格不是

很理想；所以，我们生产的是商用的

大卷纸巾(jumbo roll  tissue)、大卷抹

手纸、餐巾纸和厨房用纸。”

当询及有行内人士认为我国造

纸 业面 对 技术困境，无法 生 产高 档

纸类时；对此，黎 德坤强调，该集团

不是 做高 档纸张，而且高 档纸张 通

常是用木浆制成，需要砍树，这与他

所提倡的环保概念背道而驰；而且，

在马来西亚，造纸业者还是以再回收

(recycling)造纸为主。

“ 至 於 在 技 术 方 面 ，由 於 我

们 所 生 产的 都属於 特 殊产品，所以

我 们 在 技 术 方 面 可 以 讲 是 比 较 专

(specialized)。”

他继续透露，该集团唯一比较占

优势的地方是，一旦拥有本身的发电

厂，其竞争能力就会提高，因为可以拉

低成本。其即将推出的发电厂是采用

绿色科技，以再回收木料发电，符合

环保。

另一方面，针对天成集团在未来

有什么投资项目？黎德坤指出，会投

资在环保方面。至於造纸，可能会增

添机器，但不会大肆扩充。

专访 林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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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大肆发展，除非本地市场

够大；如果市场不够大，竞争就会变得

很激烈。马来西亚是一个小国，人口

大约只有2800万，若大量生产，我们

无法在本地销售，除非往外出口。天

成集团有些产品也有出口，因为单靠

本地市场是有限得，例如卫生纸制成

品，其中有50至60%出口。”

尽管如此，他称，目前的出口业务

也面临一些挑战，其中一项是来自中

国产品的竞争。

他解释说，由於新加坡是一个贸

易国，很多外国产品包括中国产品都

出口到新加坡去，因此该集团出口到

新加坡的产品面对中国产品的竞争。

至於马来西亚市场，则比较少面对中

国产品的竞争。

除此之外，他也透露，出口业务

也面 对一些间 接因素的 挑 战 。比方

说，现在大部份的外国公司都会在本

地委任代理，让代理向本地的厂家购

买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然后再装箱运

送回国。这样的做法能够让外国公司

减低成本，不过却对本地厂家造成冲

击。

“一向以来，外国市场的价格比

较高，这是厂家将产品出口的原因之

一；然而，随著外国公司委任本地代

理的情况将形成一股趋势，造成我们

不再是直接出口，是以本地的价格出

货，所以受到的冲击并不小。”

在这样一个内外竞争的局势下，

天成集团如何脱颖而出呢？黎德坤强

调三大重点，即提升品质、将成本拉

低、提供卓越的服务。

“提供卓越服务和最佳产品品质

是我们秉持的宗旨之一。服务非常重

要，所以我们本身也有物流业务，这

样才能尽快将货物送给顾客，而且也

能减低成本，因为聘用外来运输公司

的成本越来越高。”

念高级会计的黎德坤在一个怎样的因缘巧合下闯入

造纸行业呢？黎德坤回忆地说，这是兴趣，因为当年在纽

西兰念书时从中学习环保意识，让他意识到人生最重要的

事，是回馈大自然。因此，我们不可以制造垃圾，导致大自

然无法负荷。

念完书在纽西兰和澳洲逗留一段时间后，回国的黎

德坤注资当时已经面临倒闭的天成纸厂。

他追溯地说，”天成纸厂当时营运不理想，我觉得或

许还有机会，所以注资尝试。这样一试，就试了25年。我

是在1985年8月15日加入天成。”

注入一笔钱后，他开始整顿工厂，逐渐将业务多元化，

让当初只是生产拜神纸的天成，演变为今日生产多元纸品

的天成；把当初只有2台、3台机器的天成，扩充至今日的9

台机器；将当时只有5、60个员工的厂房，扩大至目前具有

规模的厂房，整个集团聘请约500个员工。

其坐落在乌鲁雪兰莪的办公与厂房占地面积为25英

亩，另外20英亩的地皮也将用来扩充，包括发展发电厂。

他透露，当时天成纸厂只生产拜神纸，没有生产卫生

纸和工业用纸。而且，当初他们是用竹生产拜神纸；随著

我认为用竹生产不符合环保，后来我们改用废纸生产。

“过后，我们开始生产牛皮纸，然后再投资生产卫生

纸。拜神纸现在占的比重不大，占总产量约25%。”

环保方面，天成纸厂早期在水的处理面对难题，因为

对环保不熟；不过，水的处理对环保非常重要，所以他们

在处理水方面也做出相当大的投资。经过了10多年的努

力，才符合政府的要求。

“我们在处理水方面一直努力、一直投资，到目前都

符合政府的要求。”

提倡环保的黎德坤指出，他早年从国外回来后，就

与《星报》合作，以提升国民对环保的意识；他还打趣地

说，因此而被老前辈责骂。

“这是因为以前的废纸包括旧报纸都不值钱，但随著

人民的意识提高后，废纸都值钱了，这也导致造纸厂的成

本变高了。”

现在，除了废纸和塑料再回收，天成集团旗下一家公

司也进行木材再循环。他说，废木材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很

大的问题，因为垃圾场有很多被丢弃的木材没有人处理。

“我们将回收这些废木材，然后再分类，把那些不好

的旧木材烧制成蒸气，用来发电。其实，我们回收纸张、

塑料和木材是一种环保工作，这符合我们的口号，即：为

我们的下一代拯救地球，请回收！”

黎德坤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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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the main reasons that 

have prevented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n Malaysia from 

flourishing? Does the rise of China serve as 

a threat, or is the technology used in local 

paper production not up to the state-of-art 

level of its peers in Europe and Japan?

To explore the prospects of the 

domestic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and the 

challenges ahead, “Malaysia-China Business 

Magazine” caught up with few industry 

players, including major industrial paper 

manufacturers, notably, Muda Holdings 

Berhad, tissue paper manufacturer Theen 

Seng Paper Manufacturing Sdn Bhd., and 

paper trader Hup Wing (M) Sdn Bhd.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n 

Malaysia i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first constitutes  recycling, i.e. waste recycle, 

mainly recycling old newspapers (ONP) and 

corrugated boxes (OCC); and the other is the 

production of paper from pulp and puree 

or virgin pulp, or what we know as making 

paper from log.

Currently, Malaysia’s paper production 

industry is more focussed on or prefers 

to recycle paper, without resorting to the 

conventional method of using logs in its 

production. This is because the quality 

of local logs make them better suited for 

higher-value products such as furniture.

According to Hup Wing (M) Sdn Bhd 

Managing Director Mr. Cheah Yew Leong, 

the small wooden sticks or wood chips are 

used as material to produce paper. However, 

the supply of wood chips is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price of the logs, meaning, when the 

logs price is good, paper mills will face a 

problem of shortage in supply. 

Paper production from log i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is from trees from 

the virgin forest which are felled and 

processed in wood chips; while the other is 

from wood plantations comprising mainly 

acacia and eucalyptus, both of which are the 

produce of tropical forests.

Although thousands of acres of acacia 

and eucalyptus trees have been planted, the 

supply is still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to meet 

the demand as these trees require at least 10 

to 15 years to grow to maturity before being 

felled for production in various uses.

Technology a major challenge

According to Cheah Yew Leong, paper 

consumption for Malaysia in 2008 was 

Malaysian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Facing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Thriving On Practicality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s no newcomer to Malaysia; 
in fact, Malaysia has been 
importing tons of paper 
annually to meet local 
demand. In recent years, 
major domestic industry 
players have given up paper 
production, and today, 
nearly half of the 5 local 
largest paper mills in the 
country have been sold to 
foreign companies.

¢ Lim Chiu Ping
(Translated by Gore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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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 million tons, while for 2009 it went up 

0.38% to 3.136 million tons. However, the 

paper production industry can not keep up 

with local demand, and almost half of it is 

imported.

For year 2008, Malaysia imported 1.549 

million tons of paper, while for 2009, the 

volume dropped 3.4% to 1.496 million tons. 

Local manufacturers produced 1.575 million 

tons in 2008, and 1.64 million tons in 2009, 

charting an annual growth of 4.1%.

On the reasons for the shortage of 

paper, Cheah opined that technical issues 

posed the main challenge for the paper 

industry in Malaysia.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because 

paper production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high-tech industries. The technology 

involved deals with chemical management, 

as many chemical materials are used in 

paper production or paper manufacturing. 

You want a clean sheet of paper; not only 

must each and every piece of paper have 

the same whiteness but there must also be 

uniformity. It is not an easy task, and you 

must have modern technology to do that.”

However, Malaysia’s pap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is still lacking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mainly because of a lack of 

skilled personnel in this area. 

As for capital, the problem is relatively 

simple. For example, he said, several paper 

mills in Malaysia are capital or money rich, 

one of which is Genting Sanyen Berhad. 

Genting Group had invested heavily in the 

paper business, but finally decided to dispose 

of the company to a Japanese company, Oji 

Paper Group, for RM 745 million in 2007.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ctor, 

there has been a remarkable lack of suitable 

technical professionals in this area. In short, 

paper production mills and manufacturers 

are facing problems of technical support, 

for instance, you can hardly find experts 

or technicians to assist you in the event of 

machinery breakdown.

On the other hand, Muda Holdings 

Berhad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Lim 

Chiun Cheong said as more countries are 

concerned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reen labelling issues, the paper 

production industry has no choice but to 

meet increasingly stringen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in the near future.

Raw material prices are 
affecting the industry

“Muda Holdings views the challenge 

positively and will continue to comply 

with the various environmental laws and 

regulations.”

He opined that rising crude oil prices 

would increase costs, a reality the paper 

production industry would be facing to be 

energy-saving or more cost-conscious in 

order to stay competitive.

Malaysia currently has a total of 20 

paper mills, of which 6 are small factories, 

producing mainly paper towels and toilet 

tissues, amounting to an annual output of 

less than 1 million tons. Besides that, there 

are nine medium-sized factories whose 

annual production is not more than 8 million 

tons. This leaves 5 big brothers which have 

a combined annual output of more than 30 

million tons.

The big players in the paper industry are 

Genting Sanyen Bhd, Malaysia Newsprint 

Industrial Sdn Bhd (MNI), Muda Holdings 

and Sabah Forest Industries (SFI).

Indonesia, Thailand are  
the biggest competitors

Cheah said there was stiff competition 

in every industry and in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technology, and the paper 

industry is no exception.

In any case, he said, paper is a vital 

commodity. In addition to local plants, 

companies in the industry face two biggest 

regional competitors -- Indonesia and 

Thailand.

“Indonesia and Thailand are two 

major competitors in ASEAN. Thailand 

excels in industrial paper production whilst 

Indonesia is strong in the field of book 

paper and newsprint. The local industry is 

not as competitive as that of Indonesia and 

Thailand, and thus has to apply for protection 

and ask the Government to impose anti-

dumping duties.  Currently, import duties 

for paper are 5% to 7%.  The imposition of 

import duties would allow local paper mills 

to marginally raise the price of the paper in 

order to remain competitive with imported 

supplies. But in terms of quantity, the volume 

of imported paper remains the same without 

many changes.”

Chinese products do not affect 
local manufacturers

Besides Indonesia and Thailand, what 

about competitors from China? Cheah 

admitted that China, with a population of 

1.3 billion, has the technological advantage 

and capital that Malaysia could not compete 

with.

Would the import of paper products 

from China have an economic impact on the 

local paper industry? Cheah emphatically 

said it would not affect local paper mills 

or manufacturers because imported paper 

products from China are of different grades 

of pulp that are not produced in Malaysia. 

Generally, paper products which can 

be produced in Malaysia would normally 

not be imported because the price is similar 

to that from local mills, which  provide 

better after-sales service in terms of on-time 

delivery, convenience and reliabilty.

Meanwhi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mposed business restrictions to protect 

the local paper industry. The exported 

semi-finished products or intermediate 

goods including paper will not enjoy 

a 17% tax rebate. Although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have signed a zero-tariff 

agreement, Chinese manufacturers are no 

longer entitled to the 17% tax rebate which 

will increase their cost of production.

To conclude, China’s paper industry 

is not a threat to local players. The bulk 

of the competition comes mainly from 

Indonesia and Thailand. Technology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facing the local paper 

industry, and is the biggest stumbling block 

hampering them from moving forward and 

exploring new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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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工部长推介

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

 本 
会于4月22日在金马皇

宫 酒 店举 行“马中经

贸投资国际大会推介

会”，并邀请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

督斯里慕斯达法主持推介仪式。

当天共 有 逾 10 0 位 嘉 宾出席 观

礼，现场气氛热烈融洽。

慕斯达法致词时说，中国总理温

家宝已指示中国商家，更认真看待和

探讨如 何加强在马来西亚的投资活

动。

他 指出，中国 政 府 认 为中资 企

业，应更大胆的到来大马加强经贸和

增进投资。

他表示，中国企业足迹遍布全球

如中东、亚洲和东盟，因此，国际贸工

部希望能与中国加强双边经贸关系，

并欢迎更多中国商家、中国游客抵马

投资和观光。

陈友信： 
东盟拥巨大投资吸引力

马中经贸总商会第一副会长陈友

信致词时说，本会曾经於2002年举办

阵容和声势盛大的“东盟-中国合作

论坛”，9年之后，本会再度举办“马

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意义极为深

远。

本会在2002年举办的“东盟-中

国合作论坛”，重点放在促进双边贸

易，而这一次的大会，除了放眼於贸

易，更强调推动双边投资。本次大会

的主题是:联手开拓19亿人口的市场，

重点就在发掘和深耕本区域市场的潜

在投资机会。

中国企业拥有充裕资金，开始“

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而已和中国建

立自贸关系的东盟，具有更大的投资

吸引力，尤其是马来西亚，地点适中，

位於东盟的中心，可辐射至东盟各成

员国市场，同时马来西亚首相大力推

动经济转型，开放市场，鼓励外商投

资，目前正是投资马来西亚的大好时

机。

他希望此国际大会成为本会的年

度品牌活动，以便一届接一届举办下

去，透过民间商会的力量，拉近政府

与企业之间的距离，为东盟各国商家

和中国企业牵线搭桥，携手为中国--

东盟市场共创更亮丽的未来。

郭隆生：特设环保奖

工委会主席郭隆生说，马中经贸

投资国际大会将颁发马中经贸绿野环

保奖，以唤醒工商企业界人士对环保

的重视。

“环保奖旨在唤醒工商企业界对

环保的重视，而大会很荣幸获得绿野

集团捐献10万令吉赞助此环保奖。大

会也邀请东盟工程科技院负责遴选值

得表扬的企业或个人。大会将邀请首

相拿督斯里纳吉主持开幕。”

他说，并不是全部工商界人士清

楚了解中国-东盟自贸区所带来的好

处。因此，有必要向大家再次强调这个

自贸区的重要性以及它带来的积极效

应。

除了强调自贸区的重要性，我们

也希望借此机会向参会者推介马来西

亚经济转型计划下带来的许多新商

机，以期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前来投

资。

“我们希望大会可以吸引至少一

千名来自东盟和中国、香港、台湾、印

度及中东国家参与其盛。”

中国－东 盟博览会 秘 书处 和中

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为此

次大会的协办机构，大会也已获得马

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中国驻马

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及马来西亚中

华总商会的支持。

欲获取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mctiic.my

n	慕斯达法（右2）主持推介礼。左起为杨天培、郭隆生，右为陈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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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中国走透透

本会广邀客商参与大会
本会正积极在各场合展开“2011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的宣传和造势活动，包括向莅临本

会交流的中国经贸考察团讲解详情，同时本会领导及工委会成员也马不停蹄地到全马各分

会、中国及东盟国家，向当地企业及商会代表汇报最新进展，邀请出席这场投资大会。

n	老挝: 工委会代表团拜访老挝经济发展局。

n	温州：本会副总会长丁锦清率代表团拜访温州。n	柬埔寨：工委会主席郭隆生赠送纪念品
给柬埔寨商业部部长站·普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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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嘉宾们在推介会上手拉手，象征联手开拓19亿人口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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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中国走透透

本会广邀客商参与大会

n	柔佛: 工委会代表拜访柔佛伊斯干达特区总部。

n	马六甲: 工委会主席郭隆生（右四起）、拿督陈天场展
示宣传单，欢迎马六甲州商家踊跃参加大会。

n	槟城: 总会长兼工委会顾问黄汉良赠送纪念品给槟城州首席部长林冠英，欢迎槟州
商家参加大会。

n	登嘉楼：工委会代表赠送纪念品给登嘉楼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
末沙益。左三为第一副总会长兼工委会顾问陈友信。

焦点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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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斗湖：工委会副主席罗章武律师及工委会成员叶治延於6月18日拜会沙巴斗湖中华商
会，邀请沙巴商家参与大会。

n	槟城: 工委会代表团拜访光华日报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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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6年成立以来，大马

依斯干达特区(Iskandar 

Malaysia)一直受到各

界高度关注。在过去数年的努力耕耘

下，大马依 斯 干 达 终 于 开始 看 到收

成，2011/2012年将会见证这个经济特

区迈入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这期《马中经贸》访问负责发展

大马依斯干达特区的依斯干达区域

发展机构(IRDA)首席执行员依斯迈

(Ismail Ibrahim)，畅谈他对大马依斯

干达的未来发展大计。

依斯迈在受访时指出，大规模投

资涌入大马依斯干达的趋势，并非过

去三个月才出现的情况。实际上，自

2006年11月4日启动以来，大马依斯

干达在吸引投资方面，一直都交出令

人鼓舞的表现。

“截至去年12月为止，大马依斯

干达已经成功吸引高达694亿8000万

令吉的投资，远远超越2010年所设定

的470亿令吉目标。”

提早达到未来五年目标

他 透 露，按 照大马依 斯 干 达 原

定的路线图，该经济特区在第二阶段

(2011-2015年)的目标是达到730亿令

吉的累积投资额。

不过，截至今年3月为止，大马依

斯干达成功取得37亿6000万令吉的

新投资，促使该经济特区的累积投资

总额达732亿4000万令吉水平，不仅

提早达到第二阶段的目标，而且比原

定目标还要高。

制造 业和房产业投 资 项目占最

大比率，分别达282亿5000万令吉和

242亿6000万令吉，紧接着是政府投

资项目(62亿8000万令吉)、公共事业

(29亿令吉)、旅游业(14亿7000万令吉)

以及其他投资项目(100亿8000万令

吉)。

其 中，有 高 达 4 0 .1%或 2 9 3亿

5000万令吉的投资项目已正式启动，

而且发展进度也很顺利。

本地投资者深具信心

他 指出，在 这 些 累 积 的 投 资 项

目中，有59%(或432亿9000万令吉）

是本 地投资，而剩余的41%(或 299

亿5000万令吉)则是来自外资投资项

目。

尽管大马依斯干达取得超越预期

的表现，不过，他强调这只是一个开

始。2011/2012年，大马依斯干达将会

迈入一个新的里程碑，因为过去多年

的努力耕耘，开始进入收成的时候，

很多投资计划和发展项目将会实现，

并正式投入运作。

从中国崛起中受惠

针对中国崛起对大马依斯干达的

影响，他认为大马依斯干达将会从中

国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大国的趋势中受

惠。他相信，接下来将有更多中国资

金流入大马依斯干达，投资在该经济

特区主打的教育、医疗保健以及创意

领域。

目前为止，中国在大马依斯干达

的投资额非常小，大约只占该经济特

区总投资额的0.15%比重。他透露，虽

然很多中国投资者表达兴趣，不过大

部分还处于初期阶段。

然而，他有信心中国投资者已经

看到大马依斯干达的发展潜能，并相

信接下来将会有更多中国投资者进军

大马依斯干达。实际上，中国投资者

的数量正在持续增加中。未来数月，

依斯干达区域发展机构将会与中国投

资者洽谈投资事宜。

专访 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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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柔州新行政中心依斯干达城(Kota Iskandar)雄伟巍峨壮观。

大马依斯干达特区：

蓄势待发 展翅高飞

n 	依斯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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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清真认证

创造企业新蓝海
 亚  

洲 管 理 顾 问 集 团 

(Asia Management & 

Consultancy Sdn. Bhd.)

积极协助为广大的企业争取进军穆

斯林国家市场，并和政府配合努力将

马来西亚打造成为“全球清真集中

站”。

亚洲管理顾问集团总裁叶潍鸣

表示，清真饮食习惯是世界上信仰伊

斯兰教的穆斯林共同的生活习惯。目

前世界上共有涉及337个民族的大约

20亿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广泛分布

于117个国家，其中57个为穆斯林国

家。例如，印度尼西亚作为世界第四

大人口大国，拥有近2.2亿人口，其

中约87％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是世

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由于清真食品具有其它普通食

品所不具有的宗教性、民族性等社会

性内涵，决定了清真食品具有许多其

它普通食品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

性。随着全球化进程与区域经济一体

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人们在世界范围

内的经济、社会交往与人员往来的日

益频繁，清真产业已形成一个大约每

年27.7兆美元的国际贸易额，成为世

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

竞相追逐、开拓的市场，亚洲管理顾

问集团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下诞生。

华裔清真管理 
与顾问公司

亚洲管理顾问集团占地利之优

势，处于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社会，

且 该 公 司 管 理 层 包 含 回 教 徒 与 华

裔，因此在语言、文化沟通上占有

一定优势，加上政府不断推动回教

国的倡导下，对回教徒的生活、文

化等都略比其它国家的华裔(非回教

徒)来得清楚。更重要的是，该公司

获 得 马 来 西 亚 清 真 发 展 局 ( HAL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简

称HDC)的正式协议委任成为清真培

训课程代理机构，主要向华裔推动清

真(HALAL)知识，并且协助办理清真

认证。

在大部分穆斯林国家，进口产

品是被强制要求拥有HALAL认证的。

也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作为少数民族

生活在非穆斯林国家。叶潍鸣总裁表

示，显然拥有HALAL认证的产品更能

得到居住在这些国家穆斯林人民的认

可。随着全球化进程与区域经济一体

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清真认证，在全

球鼓吹健康、安全、卫生下已经逐渐

成为回教(穆斯林)或非回教徒的一种

生活或采购标准。

叶潍鸣指出，公司的首要目标，

是在政府计划将马来西亚打造成为“

全球清真集中站”的目标上贡献力

量。马来西亚是专业化发展清真标准

的国家，在多年的努力下，联合国已

经将马来西亚列为实施清真食品标准

之最佳典范，并且在1997年将马来

西亚为规范清真食品所制订的标准编

制成为各国清真食品之参考标准。同

时，在马来西亚政府积极参与国际回

教论坛，同时将本国打造成为回教金

融服务集中站，使得马来西亚清真认

证在全球清真认证中脱颖而出，成为

最多回教徒(回教国)认可的标志。所

以，一个商家若获得马来西亚清真认

证，将意味着该商家将因此而获得最

多回教徒的认同，包括符合最多回教

国家入口要求。

该公司的首要使命，就是协助企

业家为企业、产品加分，增加企业竞

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开拓企业产

品行销市场新蓝海。

公司的首要目标客户，将是华

裔企业，尤其是中国、台湾、香港企

业。这些企业，对回教条例、甚至对

于回教徒的要求所知有限。加上两大

族群有长期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引

致在营销渠道、信息获得上有所差

异，造成不容易了解与接触清真回教

徒的市场。

n	叶潍鸣与合作伙伴交换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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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黄慧慧:	马来西亚贸易前景乐观。

汇丰:融资需求与经济表现同步

大马贸易量继正面成长

文 李勇坚

 马 
来西亚汇丰银行贸易与

供 应 链 总 监 黄 慧 慧 指

出，马来西亚今年的贸易

量将呈现正面增长，同时贸易融资业

务的成长幅度将和马来西亚政府所估

计的今年5％-6％经济增长相符。

她预计，贸易增长将获得国内需

求和出口复苏的支持。

“政府的经济转型计划(ETP)下

的关键措施落实，结合有助成长的发

展政策、具吸引力的奖掖配套和自由

化措施，将继续推动商业环境表现活

跃。”

黄慧慧说，汇丰银行相信马来西

亚的成长将主要受到国内需求和出口

复苏所带动，私人消费保持稳健，就

业率稳定和收入升高，利率可能在第

三季提高，因为国内需求扬升。

整体而言，全球贸易信心预期将

保持正面，区域内部贸易继续成为主

导。不过，通货膨胀将冲击成本和赚

幅，此忧虑料打击经济成长。出口商/

进口商的主要顾虑以及可能冲击其成

本和赚幅的关键因素，包括船运、物

流和仓储成本，以及汇率的变动和升

率上扬。

“从汇丰银行最近公布的贸易信

心指数显示，全球出口商和进口商仍

然对贸易前景感到乐观，他们并预期

在未来6个月对贸易融资的需求将提

升或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不过，由于

忧虑成本上升、利率、利润下降和需

求不稳定，打击了他们对贸易成长的

预期。”

她指出，汇丰银行认为马来西亚

是亚洲其中一个关键的新兴市场。马

来西亚国家银行早前放宽外汇交易管

制，将令国际贸易更具效率，促进有

利的营商环境，并有助于降低经营成

本。这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将可降低外

汇风险，为马来西亚商家带来利惠。

马币结算跨境贸易

国家银行在去年宣布本地公司可

用马币来结算跨境贸易，这是否对马

来西亚对外贸易活动及本地企业带来

冲击?而海外贸易伙伴又是否愿意以马

币作为贸易结算?

黄慧慧说，从大马企业的观点来

看，以马币发出发票和结算，将可解决

外汇波动风险，并将此风险转移给海

外伙伴。再者，在不需要分配资源和

时间来管理外汇风险的波动之下，将

可节省经营成本。

她认为，不管是进口商或出口商，

所带来的影响都是相同的，但他们是

否有意愿以马币结算，则胥视他们对

市场方向的看法，例如若认为马币将

会升值，出口商可能较愿意改变，但

入口商则不然。

“最终是否会以马币结算，则胥

视他们和外国伙伴所 进行的洽商而

定。”

而从外国伙伴的角度来看，马币

结算可作为替代方案以多元化外汇，

避 免全 集中于美 元 。他们的主要 挑

战，除了是要熟悉马币市场外，还必须

设立监看/护盘程序和选择安排马币

结算的适当银行。

“至今为止，我们看到更多跨国

企 业有 将集团内部的交易以马币结

算，转由海外的集团财务部或控股公

司来进行护盘。我们相信大马公司和

其海外同行将继读洽谈，但可能需要

一段时间才能达致这类安排。”

主要挑战

询及中小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时

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时，黄慧慧说，在

经营成本升高、赚幅缩减以及全球经

济持续不稳定之际，中小企业在全球

竞争的致胜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力推

动贸易量成长，同时减低买家违约的

风险，可取得充足融资和管理汇率波

动。

从汇丰贸易信心指数的调查结果

显示，贸易商关注买家违约的风险，许

多贸易商选择收紧付款条件以降低收

不到钱的风险，这是出口商面对的两

难问题，因为这将打击其竞争力。

汇丰银行在全球87国设有7500

间分行，提供外国市场和行业的重要

知识，并拥有丰富的国际联系，可协

助商家降低国际贸易风险，改善赚幅

及在快 速变动的全球市场保持竞争

优势。例如汇丰是首家提供出口押汇

(Forfaitin)的大马银行，让出口商可提

供具竞争力的信贷条件，并立即获得

付款，无须再担心买家违约，从而能

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

出口押汇是指在国际贸易中，银

行凭以该出口商为受益人的信用证为

抵押，向该出口商提供的用以生产、备

货、装船的贷款。



位於菲律宾马尼拉都会区的St Giles - Makati酒店，於2010

年7月展开营运，这是继St Giles The Tuscany和The Court在纽

约开幕不久之后，该品牌的酒店首度进军亚洲。

St Giles Hotel Makati由CHM所管理，位於马卡蒂(Makati)

市中央商业区内Makati路和Kalayaan路的策略性地点，该酒

店是商业和休闲旅游的最佳住宿地点，距离尼诺阿奎诺(Ninoy 

Aquino)国际机场仅30分钟车程，它接近马尼拉当地的旅游景

地，可方便地前往高速公路、商业和金融区及购物天堂。

St Giles - Makati酒店提供512间优雅设计和的高级和豪

华客房，位於酒店二楼的BayLeaf餐厅和酒廊，提供混合了菲律

宾、亚洲和西方的美食，每天24小时满足你的胃口。

The annex酒廊是你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放松身心的好去

处，让你一边品酒用餐，一边观赏马卡蒂市的美景。

住客可以在位於顶楼的健身房，为身心重新注入活力。该健

身房拥有齐全的设备，将可让你精神饱满，再现充沛精力。 

游泳池和酒吧同样位于酒店的第35层楼，不仅能让你带来

全身清新舒畅，同时还可一览城市全景。

酒店也备有五间多功能厅，适合20至150人聚首开会。

马卡迪的夜生活一如这座城市的夜景般五光十色。拥有当

地人和外国人都可以享受的的无尽娱乐;在咖啡馆安静的谈天，

在酒吧畅饮和放松心情，在卡拉OK和朋友拉近距离，以及和迪

斯科舞厅的狂舞之夜。马卡迪肯定享受欢乐的最佳地点。

欲获取最佳交易，请登录www.StGilesManila.com订房或

致电+632-988-9883以了解促销优惠。

Cititel Hotel Management Sdn. Bhd.
(Company No: 198102-W)

商业资讯

马尼拉商业区的方便和舒适之选

Cititel酒店管理公司(CHM)

瞄准亚洲主要城市
Cititel酒店管理公司(CHM)是马来西亚怡保花

园机构有限公司(IGB Corporation Berhad)旗下的

子公司，它是一家成功的本土酒店管理公司，正继

续寻找在在亚洲主要城市的机会，以建立其酒店组

合，特别是在三，四星级类别的酒店组合。

CHM旗下酒店位於东盟主要城市的策略性地

点，靠近主要商业区，交通四通八达，当地旅游景

点几乎就在咫尺之间。

CHM的酒店包括Cititel槟城、吉隆坡Cititel谷

中城，吉隆坡Boulevard酒店，The Gardens酒店及

公寓，邦咯岛海滩度假村，最近以1800万令吉翻新

的MiCasa全套房酒店，仰光Micasa酒店式公寓，和

新开张的马尼拉都会区St Giles - Makati。在欧洲

和美国，其联号酒店包括伦敦St Giles酒店，希思罗

St Giles酒店、意大利托斯卡纳St Giles酒店，以及

在纽约的St Giles Hotel The Court。

St Giles – Makati 尊贵商务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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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 西 正 处 于 加 快 发 展

的‘黄金时期’，活力四

射，商机 无限，投资广

西正当其时。”

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郭声琨於4月6日在吉

隆坡举行的广西-马来西亚企业座谈

会上，热诚欢迎马来西亚工商界人士

到广西旅游观光、考察投资。特别是

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商务与投

资峰会期间，广西将为主题国马来西

亚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他欢迎马来

西亚工商界企业界朋友们届时踊跃参

展参会，寻求合作商机，实现互利共

赢。

郭声琨表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

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加强交流合作是大势所趋。广西历来

高度重 视加强与马来西亚的交流合

作。近年来，双方交流合作领域不断

拓展、层次不断提升，取得了显著成

效，马来西亚已成为东盟国家在广西

投资较多的国家，同时马来西亚也是

广西在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2010

年，广西与马来西 亚 双 边 贸易 额 达

2.57亿美元，马来西亚在广西投资项

目数达104个，合同外资总额7.04亿美

元，在投资广西的东盟国家中，马来西

亚的合同外资总额排第二位，实际利

用外资总额排第四位。在广西的马来

西亚企业发展顺利，总体投资回报良

好。

他指出，马来西亚政局稳定、经

济快速发展、资源丰富，是东盟各国

中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和美好发展愿景

的国家。广西与马来西亚各有优势，互

补性强，深化合作具备良好条件和基

础，我们对双方合作的美好前景充满

信心。

会上，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

秘书长、广西博览局局长郑军健介绍

了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及马来西

亚主题国筹备情况。马来西亚对外贸

易促进局官员介绍了马来西亚方面参

加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及马来西

亚主题国活动设想。钦州市市委书记

张晓钦介绍了中马钦州产业园有关情

况。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

良也受邀致辞。

会上还举行了广西钦州恒星锰业

有限责任公司与马来西亚绿源矿业集

团共同合作建设10万吨硅锰合金厂签

约仪式。该厂将在马来西亚吉兰丹州

建设，钦州恒星锰业有限责任公司为

此投资8000多万美元。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 馆 商务参

赞宣国兴、马来西亚国际贸工部经济

贸易关系局局长王生福、马来西亚贸

促局中国、香港及澳门区建筑服务和

建材部董事温有志、广西代表团全体

成员、马中经贸总商会理事及会员、

马来西亚知名企业家代表和商协会代

表，以及马中新闻媒体记者共130多人

参加了座谈会，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

的互动交流，座谈会后并举行招待宴

会，宾主共欢。

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访马 

邀大马商家共创双赢

n	郭声琨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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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来西亚与广西自由以来

都是睦邻的好邻邦，这

里的广西同乡众多，文

化语言相承，两地人民血脉相通，广

西的知名产品家喻户晓，如罗汉果、

六堡茶和正骨水。

2004年起中国-东盟博览会定时

定点在广西南宁的举行，加速了马来

西亚与广西的经贸往来，2010年中国

东盟自由市场的启动更加增添了广西

与马来西亚的商机，除了经贸关系不

断加强之外，文化旅游合作，教育艺

术的交流也进一步提升。我们为实现

中国南宁至新加坡经济走廊沿线城市

的共同繁荣而努力。

今年是中国“十二五”的开局之

年，也是马来西亚的“第十大马计划”

开始之年，马来西亚政府极力推动经

济转型计划，希望2020年达到高收入

国家水平，即人均收入达到15,000美

元。

两国政府都积极努力提升人民的

生活水平，所以商机处处，我们主张

加强高层次的交流，实际有效的经贸

合作，深入彼此关系，从表到里形成

有内涵有机制的友好关系，成为患难

之交的知己。

 为了两国政府人民之间的共同利

益，由中国广西钦州市人民政府发起

的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计划，

是按照“政府引导，园区支撑，企业运

作，项目带动，利益共享”的好计划。

我们全力支持之外，也借此机会在此

感谢中国广西钦州市领导对马来西亚

的关爱和照顾，也十分感谢市领导对

我们中经贸总商会的认可和支持。

马中经贸总商会天生就是为马来

西亚和中国的商家服务的，我们将全

力以赴，做好宣传，提高和推进产业

园的落实。

我们总商会鼓励我国的商协会和

大企业到钦州参观考察，投资置业。

马中经贸总商会将建 立磋 商 联

络机制，以加强双方沟通对接，我们

将把这个项目摆上日程工作的重要位

置，以报答中方的厚爱。

加强马来西亚与中国广西

全方位的战略合作

 (本文为黄汉良在4月6日於中国广西-马来西亚企业座谈会的讲词)

黄 汉 良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

45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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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 
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晓钦诚邀

马来西亚企业界新老

朋友，进一步深化贸易投资与合作，

共同探讨 和 推动共建中马钦 州产业

园。

张晓钦在《中国广西-马来西亚

企业座谈会》致辞中指出，随著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 成，中国-东盟

博览会每年在南宁举办，中国政府已

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作为中国与东盟

合作的重要平台，上升为国家发展战

略。钦州位于北部湾畔，钦州与马来

西亚既可以通过海上直航联系，又可

以通过泛亚铁路和公路网在陆路对

接，是沟通中马双边合作最便捷的枢

纽。

张 晓 钦 用“岭 南 古 城、坭 兴 陶

都、海豚之乡、新兴港口工业城市”

四句话介绍钦州。他指出，钦州正在

加快建设中国南方大港，加快运营钦

州保税港区和完善汽车整车进口口岸

配套设施，今年将开通钦州港至巴生

港的班轮航线。在石化、造纸、粮油

等 七大支柱 产业已经初具规模的基

础上，钦州正在规划发展海洋工程制

造、工程机械等装备制造业，钦州的

临港工业已进入跨越发展的新阶段。

张晓钦强调，共建中马钦州产业

园，一要做好规划，二要设计合作模

式，三要进行产业定位，四要商定扶

持政策。中马产业园能否成功，关键在

于中马双方互利共赢、利益共享。在开

发过程中，将以最优惠的政策扶持产

业园的发展。

据悉，目前钦州市已完成中马钦

州产业园的总体规划。在国家级钦州

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规划了邻近保

税港区、邻近铁路、邻近高速公路、近

50平方公里的区域，用于建设中马产

业园，其中启动区6平方公里。产业园

区将按照“政府搭台、园区支撑、企业

运作、项目带动、利益共享”的原则，

根据中马两国贸易往来和产业合作特

点，初步确定以装备制造业、电子信

息业、新能源及新材料、农副产品深

加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将建成具

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低碳型、国际化

的工业园区，建成现代化、园林式的

产业新城，力争成为中马两国经贸合

作的标志性项目和中国-东盟自贸区

合作的典范。

对于这一合作项目，中国商务部

高度重视，已初步同意将这一项目列

入中马双边经贸联委会议题。张晓钦

建议，请马来西亚贸工部也积极响应，

在中马双边经贸联委会的框架下共同

协商和推动这项工作。同时，他还倡

导两国企业和商协会积极参与，物色

和推荐有实力的企业共同参与策划，

共同完善市场运作的方案。

张晓钦的谈话引起热烈反响。与

会商家认为，选择邻近马来西亚的中

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钦州市，建设中

马钦州产业园，是合作机制的创新。

在中马两国政府的共同推动下，经过

双方企业的共同努力，中马钦州产业

园一定会建成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

低碳型、国际化的工业园区，建成现

代化、园林式的产业新城，成为中马

两国经贸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和中国-

东盟自贸区合作的典范。

张晓钦：钦州推展中马产业园  

共谱区域合作新篇章

n	张晓钦：规划建设中马钦州产业园

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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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 
州市政府、马中经贸总

商会、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 公司广西分 行在 广

西-马来西亚企业座谈会上签署了 共

同推动建设中马钦州产业园的框架协

议。

钦州市政府将与马中经贸总商会

共同宣传推介中马钦州产业园，中行

广西分行将为产业园的建设及入园企

业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支持。

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代表本会

与钦州市政府签约。

中马钦 州产业园已完 成总体规

划，如果顺利建成，将是马来西亚在

中国设立的首个产业园区。     

钦州市政府与本会签协议  

共同推展中马钦州产业园

n	钦州市副市长李杏代表钦州市与马中经贸总商会、中国银行广西分行签约。

  三大政策优惠

钦州市政府目前设计了三大政策扶持产业园的发展。

1. 共享土地开发增值收益。以启动区为例，6平方公里的区域，目前规划了三

分之一，即2平方公里，用于商业开发；三分之二，即4平方公里，用于工业

项目。用商业和住宅项目的开发，弥补产业园基础设施投资，经测算是完

全可以赢利的。

2. 共享地方税收收益。启动区五年内地方税收留成部分全部奖励返还给园

区开发公司，用于扶持滚动发展。

3. 促进早期收获。为了推动务实合作，在中马产业园获两国政府批准之前，

凡是到钦州投资的马来西亚企业，工业地价一律按国家公布的钦州最低

基准地价每亩9.6万元的50%优惠，即每亩4.8万元。今后中马产业园的工

业用地，对马来西亚企业也一律给予特别优惠。对符合条件的马来西亚

在钦州工作的企业高管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采取1：1奖励。
n	黄汉良赠送纪念品给郭声琨。

n	张晓钦赠送纪念品给黄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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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我们为什么要规划建设中马 

钦州产业园？

一是双方互为中国—东盟自贸区

内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十年，中马

双边贸易额增长近8倍，2010年达到

74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已是马

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也是马来西亚

棕榈油出口的最大市场，马来西亚是

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钦州与

马来西亚既可以通过海上直航联系，

又可以通过泛亚铁路和公路网在陆路

对接，是沟通中马双边合作最便捷的

枢纽。

二是贸易带动投资，越来越多的

马来西亚企业到钦州考察投资。中马

双向投资日趋活跃，目前总金额已突

破60亿美元。随着每年中国-东盟博

览会的举办，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企

业到钦州考察投资，都希望在钦州建

立产业基地，作为共同发展的平台。

三是集中建设产业园，连片开发

集工业、商业、居住三位一体的产业

新城，有利于为马来西亚企业在中国

投资发展、深化中马双边企业贸易投

资合作提供提供更好的园区载体、

高效服务和更低的投资成本，也会带

动更多的中国企业到马来西亚投资。

东盟部分国家在中国兴办产业园的经

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四是在钦州设立中马产业园，有

利于更多的中国企业深化与马来西亚

企业的产业链合作，也会带动更多的

中国企业到马来西亚投资。经中国商

务部批准，广西农垦集团已在印尼建

设中国产业园。钦州市政府设想，在

中马钦州产业园成功运作之后，可能

会在马来西亚选择一座城市设立中马

产业园。

问题二： 

如何共建中马钦州产业园？ 

一是做 好 规划。经过一年时间

的努力，钦州市政府委托成功规划过

中新苏州工业园的规划设计机构，已

完成了中马钦州产业园的总体规划。

我们在国家级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

区内，规划了邻近保税港区、邻近铁

路、邻近高速公路、近50平方公里的

区域，用于建设中马产业园，其中启

动区6平方公里。目前正在编制启动区

的控制性详规。

二是设 计 合 作 模式。钦州市政

府提出“政府搭台、园区支撑、企业

运作、项目带动、利益共享”的基本原

则。在合作机制方面，将建立三层架

构，包括成立由中马两国政府主管部

门组成的中马联合协调理事会；成立

中马双边工作委员会；组建园区开发

公司，作为园区的开发主体，中马双方

各占50%股份，共同开展土地整理、

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

三是选择产业定位。钦州市政府

正在委托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咨询机构

进行详细的产业规划。根据中马两国

贸易往来和产业合作特点，初步考虑

以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业、新能源

及新材料、农副产品深加工、现代服

务业为主导。起步初期以贸易物流和

进出口加工制造为主。中马钦州产业

园区的产业规划需要马来西亚方面更

多欢迎马来西亚方面就此提出意见和

建议，我们共同将产业规划。

四是商定扶持政策。中马产业园

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中马双方互利共

赢、利益共享。

五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中马钦

州产业园区的高速铁路和园区周边高

速公路、铁路计划于今年底打通；已

开通钦州港至越南海防、新加坡等东

盟国家的班轮航线，今年底将开通钦

州至马来西亚巴生港的航线；钦州港

30万吨级航道和码头计划于2012年

建成。这些将为园区的开发建设和物

流运输创造更好的条件。

问题三：  

下一步如何推进 

中马钦州产业园

一是中马两国在双边 经贸联委

会的框架下共同协商和推动中马钦州

产业园区的开放建设，落实好两国总

理的倡议。

二是企业和商协会积极参与。中

马钦州产业园的开发建设，离不开企

业和商协组织的力量。双方物色和推

荐有实力的企业共同参与策划，建议

由工业企业、贸易企业、基础设施开

发商、金融机构共同合资组成开发公

司，共同完善市场运作的方案，以便

为政府层面的决策提供参考。

三是马来西亚是第八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的主题国，马来西亚副总

理慕尤丁已明确表示出席。建议双方

利用博览会平台共同研讨下一步如何

推进园区的开发建设。钦州市政府诚

邀慕尤丁届时到钦州视察中马钦州产

业园区。

钦州市政府 答客问:

48 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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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总理温家宝于4月28日在访马时，公开宣布

中马两国已议决在广西省钦州市建立中马钦

州产业园时，当场引起在场的人士兴趣高昂

议论纷纷。这确是中马两国经贸关系进展的里程碑！此产业

园是中国政府允许外国人参与在中国国土上，如此规模大

规格高的第三个建设计划，前两个项目皆以新加坡政府及

企业为合作伙伴——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及新加坡天津生态

园。这次马来西亚有此荣幸参与其盛，也凸显出我国在中国

心目中的经贸及外交份量。

中国为何选择北部湾的钦州为中马产业园的地点呢？ 

主要因素在于钦州是广西沿海的交通枢纽，位于泛珠三角

区域经济合作区及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区的结合部。它

是一座新兴的沿海工业城市，已建有13个万吨级以上的泊

位，其保税港区以对接东盟为其核心战略目标，而此产业园

则是以区域物流中心为其建设目的。

此产业园整体规划为50平方公里，开发期共15年。首

期规划活动区占6平方公里，预期于5年内开发完成。此产

业园将以中马两国经贸产品为经营焦点，主要服务领域为

物流、矿产及资源加工、汽车配件工业、电子电力及石化装

备制造、农业产品加工及现代服务业。这充分体现滨江工

业特色及绿色资源特点。

此产业园定位为国际绿色宜居新城及综合制造基地，

更期望能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优势互补的合作典范。

马中经贸总商会已于日前和钦州市政府签署了合作协

议，联合成立双边工作委员会，共同推动双方企业组织园

区开发公司，进行一级及二级发展并一起招商引资。

马中经贸总商会将尽力号召马中企业参与此园区计

划，为马中合作大业添砖加瓦，进一步巩固两国友好关系，

互惠共荣。 

中马钦州产业国

马中经贸的新突破

n	陈友信（左3）带领马来西亚企业家前往中马钦州产业

园实地考察。

文 陈友信
(马中经贸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

北
部
湾
区
域
中
心
城
市 
， 
西
南
出
海
大
通
道
和
国
际
大
通
道
的
交
汇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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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园
规
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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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柴玺：博览会提供重要交流平台。

 由 
广 西 壮 族自治 区 商务

厅主办，本会为支持单

位，以及马来西亚马讯

展览有限公司承办的“2011年中国广

西（马来西亚）商品博览会”，在5月26

日至28日，一连三天在吉隆坡会展中

心举行。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商务厅厅长刘

树森指出，逾100个参展商参与今次

的博览会，展出领域包括机电产品、

轻工工艺、五矿化工、食品土畜、纺织

服装以及医药保健等。

他说，此博览会旨在向马来西亚

市场全面推介广西的优质产品，帮助

企业进一步了解展 览所在国经 济发

展现状和有关政策、消费习惯、市场

需求等，提高广西产品的知名度和出

口。

他也说，希望大马企业能够借此

博览会抓住机遇，深度拓展中国与东

协的经贸交流合作。

他表示，此博览会对广西和大马

的进一步合作取得积极的推动作用。

广西与马来西亚于2010年的双

边贸易达2.6亿美，过去5年间年均增

长43.5%。该博览会将进一步深化两

地经贸合作的新契机。广西拥多家优

势企业，有些甚至已扬名海外，如三环

企业出品的陶瓷，便是刚结束的威廉

王子世纪婚礼上送给宾客的手礼。

柴玺：广西得天独厚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柴玺在致

辞中表示，广西是中国对东盟开放的

前沿和窗口，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

势、政策优势和产业优势。广西积极

在马来西亚举办博览会，是落实两国

领导人互访成果、特别是落实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的与东盟开展

全方位合作战略的具体体现，博览会

将为两国工商界人士提供一个重要的

交流平台，必将对广西与马来西亚的

进一步合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柴

大使对广西与马来西亚的经贸合作前

景表示乐观。

耶谷沙岸：马中贸易 
5年内将倍增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副部

长耶谷沙岸指出，中国目前已成为马

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未来5年双方

贸易额将倍增。

耶谷沙岸在出席“2011年中国广

西(马来西亚)商品博览会”时说，马来

西亚已连续3年成为中国在东盟的最

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已连续两年成为

马最大贸易伙伴。他说，相信这种关

系能够持续增长，而增长幅度也会在

5年内倍增。

耶谷沙岸欢迎及鼓励中国投资者

能够来马投资电子、再生能源、太阳

能以及生物科技领域等。

耶谷沙岸说，马来西亚政府会采

取必要措施，以创造有利于投资者的

环境。他说，政府将推行新居留证和

工作准证政策，让在马投资和工作的

外国人能够有更多的活动自由和更长

的逗留期限。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

良以及其他嘉宾共同为开幕礼剪彩，

过后并举行广西—马来西亚投资合作

洽谈会，会上介绍了广西的投资项目，

包括钦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肖潇介绍中

马钦州产业园。

广西（马来西亚）商品博览会 

全面推介广西优质产品

n	嘉宾们为广西（马来西亚）商品博览会开幕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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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海 外华人华 侨 基 于中

国 情 意 结 及 商 机 ，曾

踊跃进入中国投资贸易。对于首波进

入中国经商者，确有成功的例子也有

不少折损而返者。今天回首华裔与中

国经商的历程，我确实可总结主要的

阻力有三：

（一） 语文沟通及文化差异

虽然不少 进 入中国经商的华商

都 谙 华文，与中国 生 意 伙伴 同文 同

种，但基于国情不一环境相异，文化

的差异相当大。应用同一语文，有时

大意之下反而容易造 成语文 上的误

解。我们必须主动去了解当地人语言

的真正内涵，不可想当然尔，人们最

常提的例子是当中国伙伴说“问题不

大”，不表示没有问题。

（二） 对各级政府权限的 
了解不足，对当地 
法规认识有差。

许 多华裔 开始在中国经商 前，

不曾下足功夫去了解当地法规，对当

地政府权限更是不了解，再加上改革

开放初时法规不完善，当地伙伴偶会

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误导之。外

商若冒冒然大举进行投资及贸易，当

然会吃不少暗亏。

（三） 缺少人脉，当地合作
伙伴不当

在中国为事人 脉关系比在他国

经商更重要。这是许多在中国经商的

华商的经验之谈。就如在任何外国经

商一样，寻找适当可靠的当地合作伙

伴是成功的开始。许多华商急功近利

一意抄捷径，结果遭受财务损失及精

神打击。

然 而，中国 的 崛 起已 是 个不 争

的事实，为了企业的继续发展，我国

商人不能不考虑和中国经商贸易，甚

至相互投资。要减少与中国经商失败

的可能性，可参考下列的五个行动准

则：

（一） 寻 得关 系良 好可 靠 及有企 业

道德观的当地企业伙伴，以优

势互补互 惠 互利的方 式 进 行

长期性合作经营。

（二） 尽量避免单打独斗，应以企业

聚落方式与其他我国上下游企

业 进行 策略 性 联系以更大的

集体力量进行经营。

（三） 不 可以熟悉的我国经营思 维

成为与中国经营的行动准则，

重新 学习当地 的法 规 及 经商

常规。 

（四） 坚持 诚 意 守法的正当经 营原

则，不寻找违法的“对策”。

（五） 随时应付多变化的中国法规，

这 是因为中国 进 入市 场 经 济

为期尚短，许多政策的规定是

以“摸着石子过河”的方式进

行定期检讨及改善。

目前，中国已是个多层次发展、

多样化产品市场及多等级 顾客的经

济大国。从贵州人均收入19 0 0美元

至上海的11，500美元的差距，可见

在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差异之大。要

成功与中国经营，就有必要选择性地

专注于某一市场，并根据个别地区的

经济状况拟 定个别行销策略或 经营

手法，以适当的策略因应变化不断的

政策及市场，坚持正当经营手法去开

拓中国的巨大市场。

（本文为陈友信於6月8日在东盟-中国

中小企业研讨会上，受邀发表“在中国

经商：了解其标准、条规”的演讲。）

中国经商的要诀

文 陈友信

(马中经贸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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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春季中外经贸论坛暨采购对接会

马中两国商机处处

为
落实中国政府“走出去”

、“ 引 进 来 ”的 发 展 战

略，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及欧洲商

会联盟主办，由美林饰品中心承办的

2011年春季中外经贸论坛暨采购对接

会顺利地在此召开。

这个大会是具有开拓性和远瞻性

的，是一个先知先觉的经贸盛会。大

会积极为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创造

有利条件，为来华采购和考察的外国

商家提供便利。希望这个活动继续发

扬光大。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神州

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大陆

城市部分人民歌舞昇平，丰衣足食，

经济腾飞，并已挤身世界第二大经济

实体，全世界人都在注视著中国人的

一举一动，马来西亚人民渴望与中国

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今天中国外汇

储备已达三兆亿美元，希望中资企业

来马投资带动大马人走向富强康庄大

道。

马来西亚与中国经贸发展突飞猛

进，去年达742亿美元，2011年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7,000多种商

品获得零关税。中国十二五开局之年

也是第十个马来西亚计划之始，两地

的商机处处，希望大家掌握有利条件

增加相互投资共创双赢。马来西亚是

中国友好邻邦，是好兄弟，政治上互

信，经济上互补，文化上相融，地理上

海陆相通，人民友好往来自古亦然。

马来西亚是中国企业尤其是广东

企业走出去的首选，马中不但存在著

传统友好关系，语言文字，生活作息

相近，而且马币与人民币一样具有升

值的潜能，4月25日马币对美元升至1

美元对2.99令吉的13年来最高水平，

投资马来西亚对於人民获得保值，结

果企业赚钱之外，币值也升值，何乐

而不为呢！

马中经贸总商会一如既往为马中

两国企业提供桥梁牵线作用。总商会

将於2011年9月10日在吉隆坡金马皇

宫酒店主办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

欢迎中国企业尤其是广东民营企业商

会秘书长李斌和先生组团参加，我们

只收象征性的费用500元美金，住二

晚五星级酒店，还包吃喝和旅游。

马中经贸总商会是1,300家企业

会员的民间总商会，方向正确宗旨完

美，工作扎实，态度热忱，愿为大众提

供竭尽所能的服务，更希望在中国国

际贸易协会指导下加强彼此合作，共

同为马中经贸的发展作出绵力。

诚 如 杨 耀 文 厅 长所 说，广东是

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外向型经济

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中国国际贸易学

会是个人才济济的学会，我们有机会

和两个单位合作与配合是难得的好机

会，让我们不断创造条件，展望未来，

共同为促进马中经贸更上一层楼而努

力。

(本文为在拿督黄汉良於4月25日出席

广州市2011春季中外经贸论坛暨采购

对接会上的主题发言)

文 拿督黄汉良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 

n	马来西亚代表团成员和主办单位代表在中外经贸论坛上合影。

n 	黄汉良：诚意欢迎中国的企业家和
客商来马投资经商。

n 	广东省外贸厅巡视员黄永智赠送纪
念品给黄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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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利商环境

郑州吸引东盟投资者

中
国河南省郑州市政府副

秘书长宋柏松 表示，身

为中国交通通讯重要枢

纽之一的郑州，放眼未来吸引更多东

盟投资者的目光，并将积极营造利商

环境。

他说，市 政 府 欢 迎 投 资 者尤其

来自东盟成员国，投资该地多个投资

项目，包括房地产、电子行业、装备制

造、汽车零件、铝加工业、农产品加工

业和服装加工业等等。

“另外，市政府将特别为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和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

投 资 者，提 供税务和 其他奖 掖 和 优

惠。”

他是於5月21日在吉隆坡主办郑

交会宣传推介会暨马来西亚-郑州经

贸洽淡会时如此表示，该洽谈会共吸

引了近二百位大马商家出席，而马中

经贸总商会为协办单位。

宋柏松在会上指出，郑州是中国

商业活动最早发展的城市之一，如今

该城市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等交通设施

发达，航空和物流业也是国内翘楚。

“郑州在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

到4000亿美元(约1万2000亿令吉)，

在中国省会城市中排名第八位。”

出席嘉宾包括马中经贸总商会总

会长拿督黄汉良、马中友好协会会长

拿督马吉德、马中商务理事会秘书长

拿督杨元庆、马来西亚贸易促进局中

国区域负责人温有志、郑州国际会展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岳增浦和郑州市

会展工作管理办公室主任陈彦等。

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在会上表

示，郑州和大马的经贸关系有待加强，

他盼望双边经贸继续发展。

文 李勇坚

n	黄汉良在洽谈会上受邀致词。

n	黄汉良赠送纪念品给宋柏松。

免展位费·郑交会优惠条件邀参展

第十七届郑州全国商品交易会暨消费品博览会（简

称“郑交会”）将于2011年9月16日-18日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该展会将为东盟国家商品设立展馆。

为吸引更多的东盟客商前来郑交会参展，主办当

局将针对东盟参展商给予免除参展商展位费的优惠。另

外，在展品接运等方面也给予协助。

郑州市会展工作管理办公室主任陈彦表示，郑交会

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重点支持，河南省人民政府

主办、郑州市人民政府、河南省商务厅承办的全国性大

型经贸活动，每年秋季固定在郑州举办，已成功举办16

届。经过16年精心培育，郑交会影响力、辐射力不断增

强，目前，郑交会展览面积已经达到8万平方米，参会

观众20万人次左右，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中部地区乃至全

国日用消费品领域重要的展会之一。

郑州全国商品交易会作为中国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

的综合性展会，可为东盟各国搭建一个推介本国旅游资

源、特色产品的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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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八届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品展览会

暨投资洽谈会”（简称CIEM）暨马来

西亚国际品牌展将于2011年12月1-4日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PWTC)隆重举

行。经过7年的培育，CIEM已不断壮大成为马来西亚

乃至东南亚极具影响力的采购贸易平台。由于展位供

不应求，吉隆坡KLCC展馆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展位

申请需求，2011年展会将整体搬迁至吉隆坡太子世界

贸易中心(PWTC)。展会预计展览面积将超过16000平

方米，来自亚洲多国的逾600家展商携最新产品亮相

吉隆坡。

马中进出口商品展洽会 (CIEM)

采购东盟优质商品的
绝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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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 五月，CIEM参展商的报名工作正在如火

如荼的进行中。本届CIEM的招展工作呈现出以下特

色：

一、加大专业展会宣传力度， 
　　吸引专业展商

自展会宣传工作开始启动以来，主办方分别先

后在第十一届中国(广州)国际泵、阀门、管道展览会、

第二十七届中国广州国际家具博览会、2011中国广州

国际家居饰品/用品展览会、中国(广州)国际家用纺织

品及辅料博览会、2011中国广州国际户外及休闲展览

会、2011中国广州国际木工机械、家具配料展览会等

多个国内外知名专业展会进行现场宣传，CIEM在专业

展商中的知名度得到进一步提升和认可。

二、深度开展区域合作， 
　　各地名产精彩呈现

春暖花开的四月，借助CIEM承办单位中国对外

贸易中心的广泛影响力，CIEM已获得中国大陆的福建

省、浙江省、江苏省、湖南省、云南省、江西省、贵州

省、河北省、广东省、宁波市、深圳市（排名不分先后）

等逾20个省、市、地区商务主管机构的支持，亚洲多家

知名展览公司争相参与合作，协助CIEM在各地的推

广，同时精淘细选优质产品优质企业赴大马参展。此

外，部分地区更策划借助CIEM的平台进行投资洽谈

计划，实现将产品带进东盟市场的同时也将东盟商机

引进中国。

三、产业集群地企业组团参展， 
　　提供更多采购渠道 

为延续2010CIEM的采购热潮，紧抓东盟商机，

福建晋江汽配产业、福建漳州食品产业、贵州食品产

业、深圳电子产业将针对专业买家的采购需求继续大

规模组团参展。此外，2011年主办单位新增引进云南

的农产品、广东的家具配件、河北白沟的箱包、湖南

的机械产业和茶叶产业、浙江的汽配、宁波的小家电

等多个产业集群。各产业地的参展企业将为东盟，特

别是马来西亚的买家带来更多创新的产品，务求满足

众多专业买家需求。

从2004年起，CIEM已经连续七届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举办。前七届共有1448家来自中国以及东盟

各国的企业参加展出，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48302

名买家到场，展会现场成交累计超过2.8亿美元。每

届展会的开幕活动已成为马来西亚12月份的一项盛

事。CIEM为促进东盟各国尤其是马来西亚与中国的

双边贸易和投资，为促进彼此的友好往来和经济联系

搭建了一座金色桥梁。

让我们共同期待CIEM在七年品牌培育的基础上

继往开来，继续发挥开拓东盟市场的领头羊作用，在

2011年再创辉煌！

展会联系：
胡嘉星先生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Tel: +86-20-89128133
Fax: +86-20-89128082-203
Email：hujx@fairwindow.com.cn 
Website:ciem.fairwind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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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产业内贸易显著

马中合作领域藏商机

中
南民 族 大学管 理学院副

教授李杰博士表示，马来

西 亚 和中国 的 双 边 贸易

发展迅速，同时中方的贸易逆差不断

扩大，以及产业内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特点明显。

李杰指出，1986年前的大部份年

份里，中国对大马的贸易仍有少许顺

差，累计顺差额约为3.5亿美元，年均

为0.29亿美元，而自1986年以后，中

国一直处於逆差且逐年不断扩大。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由是由於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动对初级产品

的需求大幅度增长，如棕榈油、成品

油、橡胶、农产品等，当然也有高技术

产品如电子电器产品，大马在这些产

品上具有较强的出口和生产能，可以

很好的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

而大马尚不是中国对外出口的最

主要市场，中国对外出口的高速增长

主要从欧美市场获得，对大马出口增

长相对较慢，因此中国对大马的贸易

逆差不断扩大。

但他补充说，马中贸易不平衡问

题并未从根本上损害马中经济友好合

作和贸易互惠的基础，它是双方资源

禀赋及经济发展现况所决定的结果，

因此，进一步发展马中经贸关系，对

於两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准

确的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恰恰是两

国经贸和两国企业商机发展潜力之所

在。”

李杰是在4月21～4月28日，应马

来西亚乡青总团联谊会、马中经贸总

商会青年团、英迪基金的邀请，赴马

参加学术交流。25日晚，李杰在吉隆

坡隆雪华堂举 行的“国际 经贸趋 势

大讲堂”讲座会上，做了题为《中马

经贸：现状、特点、商机与策略》的讲

座，而另一位主讲者为中国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邱力生教授。该活动

特邀马来西亚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副

主席拿 督里斯符庆之博士为开幕嘉

宾、拉曼大学吴明珠博士为主持人。

本会副总会长颜登逸代表本会赠送纪

念品给主讲人。

进出口同类工业品

李杰指出，近10年来，大马自中

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电子电器产品、

机械设备与零件、化学化工产品、钢

铁产品、金属制品、纺织品和服装以

及蔬果等；而大马出口至中国的商品

主要是电子电器产品、机械设备与零

件、化学化工产品、金属制品、天然橡

胶及橡胶制品、棕榈油和石油等。

他说，马中两国贸易倾向於产业

内贸易，具有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同时两国进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

的产业内贸易指数高於初级产品，以

及大部份商品类别的双边产业内贸易

指数呈现上升趋势。

产业内贸易是产业内国际贸易的

简称，即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某种

同类型的制成品。

李杰指出，造成产业内贸易现象

的主要原因包括产品的差别、经济规

模、消费者偏好差别及国家之间产品

层次结构和消费层次结构的重合。

此外，李杰说，随著两国经济进

一 步发 展，新的合 作 领域也不 断 增

多，除了电子、电器产业外，旅游业、

服务业、石化工业、生化柴油、生物

科技、现代化农业等，双方在这些行

业亦蕴藏著无限商机，有待进一步开

拓。

他表示，据中国海关统计，大马

已成为云南农产品出口东盟的前三大

消费国之一，2009年1至2月，云南省

对大马的农产品出口实现了88.5%的

出口幅度。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西北的宁

夏回族自治区近年来也积极开拓东南

亚、中东和中亚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的

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市场。”

他指出，目前宁夏已获得中国批

准 成为中国唯一的清真食品认证中

心，并与大马的Halal认证机构达成相

互认证协议，为两地的清真食品及穆

斯林用品创造了便利条件和商机。

文 李勇坚

n	颜登逸(左3)分别赠送纪念品给邱力生(左4)及李杰(右3)。右起为符之庆及吴
明珠，左起为谢念芳及陈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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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谓人才，大致上，可以

分为四种。第一种有德

有才，是上上之选；第

二种有德无才，中上之选；第三种无德

有才，中下之选；第四种无德无才，下

下之选。 

品德，是人才中最珍贵的素质。

德才兼备，当然要重用。只是此等优

秀人才，可遇不可求；纵偶一得之，在

小企业也大才小用，不多久留。 

因此，除了无德无才绝对不用之

外，一般企业最常见也最用得到的，

多 是 有 才无德 或 有 德 无才（不大有

才）之人。

无德之才宁可不用

有才无德，较宜限制任用。然而

依我的个人做法，如若限制来用，倒

不如宁可不用。一个无德、道德沦丧

的人，什么为非作歹的坏事都做得出

来。别说有多大才干，愈有才干危害愈

大。 

尤其是身为企业领导、主管，更

要以身作则、以德服人。上梁不正下

梁，领导本身心术不正、道德败坏，

企业更易走上歧途。特别是经营又有

良心企业之称的罐头食品工业，更是

绝对不能容忍丁点黑心。毕竟吃进肚

子、人命关天，消费人花钱买难受，谁

甘心呀？ 

古人常说“无奸不商”，绝非一根

竹竿打翻全船人，但说的确是不择手

段、唯利是图的无良商人在做生意。 

此外，说人才，不如说品德。只要

人有品德，我都会重点培养予以任用，

以针对其个人专长与职责范畴，如市

场、营销、行政等加以培养、系统训练

成为企业有德有才有用之才，甚至未

来可以肩负重任的二线人才。

按部就班重点栽培

企业用人，讲求优胜劣汰。

刚毕业或初入行的职场新手，常

因年轻或学识、技能、经验不足，甚或

性格过于内向，未能在职场上发挥所

长。

按部就班重点培养人才，提拔人

才为我所用，不仅有助提升人才的个

人价值，也有利于培养人才对企业的

归属感与成就感。 

至于管事，如何有效地规划、组

织、领导、调配、整合企业各个职能，

往往成了企业领导与公司决策人管理

企业的最大挑战。

须知中小企业的领导与主管，兼

具企管专业知识之馀，本身也须对公

司的整个营运、生产流程了如指掌、

勤政亲民，亲力亲为、全力以赴。 

做事犹如做人一样，需要用心、

认真、勤奋、好学。

用心做事，无须主管监督，也能

把事情做好，完成任务，是企业管理

的最高境界。否则，每天按时上下班，

如办例行公事，数十年如一日，日复一

日，就太没意思了。 

我管事，抓方向、着重点；重要决

策，胆大心细、有勇有谋。看数据、重

绩效，看大不看小。只要大方向正确，

小细节不必太斤斤计较。

对事对人因势制宜

中小企 业，由于 公司规 模 不 很

大，因此企业领导可以直接对下执行

平面管理，少了层层互报的重重间隔，

虽然有点累，然而得到的讯息却是最

快捷而准确的。 

对内管理，强调人性化管理。先

以情，而后才据理、法，尝试放下身段

温情出发，以同理心动之以情，聆听员

工的声音，设身处地柔性处理，可以大

大增进员工的向心凝聚力，与公司同

步共进。 

对外管理，则采纳哈佛大学麦克

波特教授倡导的《5力分析法》(Five 

Forces Analysis)，就供应商的议价能

力、消费人的购买力、新晋者的威胁、

替代品的威胁、同业者的竞争威胁五

大势力，进行系统分析，拟订战略力占

鳌头，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总之，企业管理，是一门涉及决

策、运筹、博弈学的综合系统实践科

学。

然而，知易行难，企管书本上学

到的知识绝对不能全盘照搬。对事对

人，还须因时因势制宜、逐点落实、随

机应变。每项决策、每走一步，都要再

三揣摸，摸索出一套适合自身企业环

境的管理方略。

知人善用
任人唯贤 李志贤

（本会副秘书长，
　万茂集团总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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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龙特许会计师

取
金
有
道

 去 
年，大马贸工部、投资发展局与中华总商会

联手举办“马来西亚-世华商务论坛”，该

盛会吸引了超过700位企业家的参与，其中

一半是来自中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及日本等地的商界领

袖，场面浩大。

当我和现场多位外国企业家进行交流时，发现其实他

们都在商讨同一类型的问题，即“如何在大马成立公司” 

、“在大马应该成立什么公司”及“要注意什么问题”等，于

是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探讨类似课题以及成立公司时需要

注意的税务、法令、程序等多方面的问题。

其实，大马对中国、香港、台湾及新加坡这四个“华人

经济圈”经济体近年来的双边贸易表现越战越勇，2009年

时，我国曾与上述4国家与区域的双边贸易总额达926亿美

元（约2916亿9000万令吉），而2010年首10个月的双边贸

易总额也比上一年同期增长36%。

此外，大马最近获得中国承认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

者”(QDII,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资

格，这让大马成为东南亚10个国家当中，续新加坡后第二个

获得有关认可的国家，可谓一大突破；而近来许多区域银行

也陆陆续续在大马开设分行，预料将吸引更多来自中港台

的投资。

当然，我国的经济前景可以得到多个国家的认同，除了

大马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国际自由贸易的大趋势之外，国内

中小型企业的带动、和谐的社会及稳定的政治局面等因素

也功不可没。然而，究竟外商在大马经商并有意成立公司

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同的公司组织与经营形式

会深深影响一家企业的税务架构、风险与负债、拥有权、初

期营运成本等各问题，所以“选择合适的公司注册形式”是

有意前来我国经商的外商的第一步。

 除非持有大马公民或大马居民的身份，外商一律不得

在大马以“独资”或“合伙”的形式经营企业，并只能以“

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经营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又分

为“私人有限公司”及“公众公司”，结构如下：

私人有限公司：

· 是大马最为普遍的公司结构，其股份转让的权利有所限

制

· 股东的成员人数最多为50人，不包括公司或子公司的雇

员

· 禁止邀请公众人士认购其股票及债券

公众公司：

· 可以直接成立，或依据公司法令把私人有限公司转变为

公众公司

· 可以向公众售出股票，惟必须向证券监督委员会登记其

招股计划书，并在发出招股计划书当天或之前呈交一份

予公司委员会

对于一些不熟悉大马市场的外商，可考虑在成立公司

前，先设立“代表办事处”(representative office)，以进行实

地考察或进行研究与发展工作，并进一步测探及收集我国

各方面的讯息，如消费市场、人力资源、置业成本等，以其

在未来成立公司后，有效降低公司营运成本。

然而，有关代表办事处所扮演的角色及作用，与市场

上的办事处有所分别，代表办事处在作用及功能上会受到

一定程度的限制。有关代表办事处的唯一功能是为总公司

进行“考察”或“协调”工作，不能涉及“盈利”及拥有产

业，换言之，外商只能以租赁的方式设立代表办事处，不能

选择公司注册形式与成立代表公司
外商初涉大马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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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马购置任何产业。

基本上，代表办事处除了可进行资料搜集工作，为正

式成立公司之前做好准备，代表办事处还有其他的主要功

能包括：

1. 进行与制造业有关的调查

2. 与供应商及客户建立关系

3. 可进行多个区域研究比较，以物色公司地点

4. 提供售后咨询服务

无论如何，由于代表办事处无法进行贸易及产生盈

利，所以外商基本上无需缴税，因此可进行的商业活动有

限包括：

1. 规划或协调商业活动

2. 产品研究和开发(R&D)

3. 验证一切原料、组件或其他工业产品的来源

4. 成为公司分支机构、附属公司及区域代理的协调中心

不可进行的商业活动则包括：

1. 经营出口或入口的贸易，或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

2. 租赁仓库的设施：任何装运或储藏货物的工作都必须由

本地代理或经销商处理

3. 以外商的身份签署商业合约，或提供收费服务

4. 参与任何分支机构或附属公司的日常操作

5. 进行任何涉及盈利的商业贸易往来

有关设立代表办事处的申请一旦被批准后，外商即可

以聘请外籍人士作为员工，惟只限于管理或技术层面上的工

作，而在此之前，外商也必须向大马移民局申请就业准证。

对于从事制造业或贸易业，并打算前来大马设立代表

办事处的外商，我则建议对方先获得大马国际贸易和工业

部(MITI)的批准。至于如何更有效的执行，外商可向合格的

秘书公司寻求专业的服务。

另外，外商不妨向相关的政府部门如中小型企业机构

(SME Corp)及大马对外贸易发展机构(MATRADE)等多了

解，以获取那些适合其企业的奖掖。

无论如何，如果外商有意申请政府所提供的援助金，

其先决条件为外商本身持有公司股份不能超过40%，换言

之，大马公民必须持有该公司的60%股份。

此 外 ，政 府 也 推 出 了 许 多 税 务 优 惠 予 外 商 ，例

如“新兴工业地位”(Pioneer　Status)及“投资税务津

贴”(Investment Tax Allowance)，这两种类型的税务优惠

可让企业享有税务豁免长达5至10年之久。　

其实，由于大马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多元族群的关系，

是外商熟悉东南亚及进军中东国家最佳的跳板。另外，外

商在前来大马经商之前，可加紧留意我国政府推出的新政

策，如经济转型计划等，以为企业作出最准确的判断。

单位：亿美元

马中贸易额统计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年份
马中进出口 

总额 (增长%)
中国出口至大马 

总额 (增长%)
中国从大马进口 

总额 (增长%)
马中贸易 

差额(顺差)

1996  36.1 (8%)  13.7 (7%)  22.4 (8.6%) 8.7

1997  44.2 (22.2%)  19.2 (40%)  25 (11.2%) 5.8
1998  42.7 (-3.4%)  16 (-16.9%)  26.7 (6.9%) 10.7
1999  52.8 (23.8%)  16.7 (4.9%)  36.1 (35.2%) 19.4
2000  80.5 (52.4%)  25.7 (53.2%)  54.8 (52%) 29.1
2001  94.3 (17.2%)  32.2 (25.5%)  62.1 (13.2%) 29.9
2002  142.7 (51.4%)  49.7 (54.5%)  93 (49.8%) 43.3
2003  201.3 (41%)  61.4 (23.4%)  139.9 (50.5%) 78.5
2004  262.6 (30.5%)  80.9 (31.7%)  181.7 (29.9%) 100.8
2005  307.0 (16.9%)  106.1 (31.2%)  201.0 (10.6%) 94.9
2006  371.1 (20.9%)  135.4 (27.6%)  235.7 (17.3%) 100.3
2007  464 (25%)  176.9 (30.7%)  287.1 (25%) 110.2
2008  535 (15%)  213.8 (20.9%)  321.2 (11.9%) 107.4
2009  520 (-3%)  197 (-7.9%)  323 (0.6%) 126
2010  742 (43%)  238 (20.8%)  504 (56%) 266
2011/1-5  345.8 (21.3%)  102.8 (9.3%)  243.0 (27.2%)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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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ckground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has seen 

a revival since the early 90s. On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top priority  was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s to invest in her 

real estate market and it was successful in 

doing so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2-2004. 

In a 1992 State Council official 

docu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tated 

that all the foreign investors needed be 

closed guided in their dealing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lso declared that the FDI was 

not only a great supplement to the domestic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but also good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In the Catalogue for the Guida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dustries, which was 

edited by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in 1995 

and has since been amended several times, 

the FDI permitted. the inclusion of real 

estates into the Catalogue. In 2002 when the 

Catalogue was amended, the government 

went a step further by including residential 

developments of the FDI in the Catalogue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The Legal Environment of FDI
in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 Prof. Feng Gui, Ph.D of law, professor of law of Guangxi University Law School. 
** Prof Liu Yi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uangxi University Law School.

1 See The notice about some problems of develops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of the State Council (1992 No.61), 《国务院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 
2 See the Catalogue for the Guida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dustries 1995.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5年》
3 See the Catalogue for the Guida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dustries 2002.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2年》

¢ Feng Gui*
Liu Ying**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faced a sudden astonishing growth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when it 
became the most attractive one in the world and it naturally attracted many foreign investors. During this 
outstanding process, the legal environment of the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began to change in many ways. There are many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within this jurisdiction, thus 
foreign individuals and corporations who are interested in buying or selling real estate or who are interested in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must do their homework by researching the local laws extensively before investing in this 
particular market.

This article is composed of seven parts: (1) background knowledge about Chinese real estate laws and practice; 
(2) basic infrastructure of the law on FDI in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3) foreigners buying real estate in China; 
(4) regulations on foreign corporations investing in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5) regulations on foreign 
individuals buying homes in China; (6)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citizens of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buying homes in China; (7) conclusion: the legal environment of foreign investors doing 
business in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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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ncourage development in China’s real 

estate sector. 

Up to 2004, China had always been 

promotive of foreign investments to its 

real estate secto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barrier in Chinese law to prevent FDI from 

investing i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changes since then as the 

boom in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came too fast too soon.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became very concerned about 

housing problems faced by city dwellers as 

they could not afford to own apartments 

due to the preposterously high prices. In the 

2007 amendment of the Catalogue for the 

Guida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dustries, 

FDI in real estate was removed. This 

significant absence reflected the turnabout 

attitud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FDI 

in real estates. 

2. The statutes on FDI in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l Property Law.

The most basic statute about FDI in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is the Property 

Law. The 2007 promulgated Property Law 

defines th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of land 

in China. A foreign investor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rovision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use rights. 

l The Land Administration Law 
(2004) and the Administration Law 
of Urban Real Estate  
(2007 amended).

These two statutes focus on the urban 

land use rights in which lies the cor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l The four ordinanc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ince 2006,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have passed many new policies 

and ordinances in order to cool off the 

overheated market. One of these policies 

states that a foreign investor who is interested 

in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should focus 

on at least four ordinances. (a) Document 

No. 171: The Opinion 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Admittance on Foreign Investment 

to Real Estate Market which was passed 

by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formerly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on 11 July 2006. It is the 

framework policy of the FDI in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b) Document No. 192: 

The Notice on Carry Out the Opinion 

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Admittance 

on Foreign Investment to the Real Estate 

Market which was pass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n 14 August 2006. It covers 

foreign corporations in domestic market. (c) 

Document No. 47: The Notice on Problems of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Currency to the 

Real Estate Market which was pass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on 

1 September 2006. (d) Document No. 50: The 

Notice on Improv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upervising and Approval of FDI o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which was pass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on 23 

May 2007. 

l Local laws.

There are many regulations pass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parliaments which 

regulate the local real estate market. Many 

of the new limitations enforced on FDI in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are at the local 

level, including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and are not at the national level. 

3. Foreigner buying  
 real estate in China

There were no limitations found within 

Chinese laws which limited foreigners from 

buying homes in China up until 2006. It was 

the policy of China to attract money to its 

real estate market. From 2006 onward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came concerned 

over the inability of city dwellers to own 

homes due to the over inflated prices of 

the real estate. Fair housing opportunities 

then became a top priority. The government 

feared that the society would become 

unstable if the people could not afford to 

own homes and thus, the government did 

an about face in order to restrain foreigners 

buying real estate in China.

3.1 The limit of use (quantity) 

Generally, a foreigner can buy residence 

in China, however, government restrict 

Generally, foreigners can buy residences in 

China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stricts 

the use of the residence. According to 

Document 171, the foreign corporation with 

a Chinese branch or the foreign individual 

who lives or studies in China for more than 

one year can buy a residence. The condition 

placed on buying the residence is that the 

residence is for self use only. No one is 

allowed buy residences for purposes apart 

from self use. Foreign corporations which do 

not have a branch in China or the foreigner 

who has not lived or studi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one year cannot buy residences 

in China. 

In practi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ually interprets the self use clause as 

one foreigner only buying one residence in 

China. Therefore, the first apartment would 

be regarded as a self use residence while 

the second or third residence/s would not 

be regarded as self use residence/s. The 

government is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owners who have more than one residence 

just want to re-sell or rent the residence/s 

out, thus are in pursuit of profit. This is 

entirely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ublic policy. 

Chinese citizens of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or those living overseas can 

buy private residences within certain areas 

without having to live for more than a year in 

China. The limitation of use of the residence 

is still imposed bu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set living time as a prerequisite of buying a 

residence. 

3.2 The recording procedure

Foreign corporations and individuals 

who wish to buy residences for private use 

must use their own names and cannot register 

the residence under other corporation’s or 

individual’s names. They must also hand 

in valid document/s to prove that they 

live, work, study or do business in China, 

to authorities for ownership registration 

purposes or the land use right. The register 

authority would then record the property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self use. The 

authority will not record the property rights 

that does not fit the condition above.

(Part 1, will continue on next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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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的经济发展为世界所瞩目，但过去30多

年来，由于以工业发展为主导衍生的严重

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政府已越来越重视对

产业转型的引导。

中国未来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0年10月18日中国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培育

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

车定为“中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节能环保、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

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

济的先导产业。

与此同时，还明确了从财税金融等方面出台一揽子政

策，加大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加快培育

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而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排在七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第一位，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则有望

在2011年年内出台。

国际新一轮重组谋求竞争新优势，各国普遍高度重

视信息网络产业作为国家长期发展和建立竞争优势的关

键战略性作用，通过强化政府引导、战略指引、政策激励

乃至直接资金投入等措施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中国重要性的提升

不难看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当前国际新一轮

产业竞争和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的战略先导领域，不仅

可以形成规模巨大的新兴增长点，而且构建了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和其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是

推进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发展基于数据和知识

的新兴支柱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持续发展的重要抓

手。

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加快

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建设高性能宽带信息网，加快实现 三网融合 ，促进物联

网示范应用。加快推进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

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

什么是信息技术产业？

不难发现，其中将“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列在了第一位。实际上，中国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视是

由该产业自身特性决定的，因为信息技术产业有助于带动

传统制造业升级：传统制造业一旦采取革命性的信息化技

术，就有可能发展成高端制造业。 

陈浩天
（登尼特集团董事经理）善用中国信息技术产业

战略性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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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熟悉中国的商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政府的政策导向息息相关。因此要把握中国

的投资动向，必须关注中国政府的政策动向。那么，在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远

的未来，中国的产业发展方向如何？哪些领域最适合投资？信息技术产业则是其中一个关

键性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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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IT即Information Technology）就是感测技

术（获取信息的技术）、通信技术（传递信息的技术）、计

算机技术（处理信息技术）和控制技术（利用信息技术），

香港称“资讯科技”。信息技术产业就是运用信息手段和

技术，收集、整理、储存、传递信息情报，提供信息服务，

并提供相应的信息手段、信息技术等服务的产业。

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将聚焦在通信网络、物联网、三

网融合、新型平板显示等范畴，涉及到3G、地球空间信息

产业、三网融合与物联网等板块。从电子行业角度看，投

资热点主要出现在物联网、云计算、触摸屏和地理信息产

业。

商家投资哪些行业？

有研究数据表明，要实现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战略目

标，未来10年这个产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都要在20%以

上，在这种持续增长速度下，产业投资机会巨大。商家要

往这个领域投资，可投资以下三个主要产业部门：

一是信息处理和服务产业。该行业的特点是利用现代

的电子计算机系统收集、加工、整理、储存信息，为各行

业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如计算机中心、信息中心和

咨询公司等；

二是信息处理设备行业，该行业特点是从事电子计算

机的研究和生产（包括相关机器的硬件制造）计算机的软

件开发等活动，计算机制造公司，软件开发公司等可算作

这一行业；

三是信息传递中介行业，该行业的特点是运用现代化

的信息传递中介，将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地传到目的地

点。因此，印刷业、出版业、新闻广播业、通讯邮电业、广

告业都可归入其中。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信息传递中介行业，基本上为

国家掌控的行业，进入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或者不允许

进入。比如，在中国经营网络，需要申请ICP证，而这个证

件，外商独资是不可以申请的。

利用中国信息产业的成果

实际上，对于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而言，层出不

穷的新应用正是其生命力所在，新应用不断催生新业态；

反过来，新的业态又促进信息化走向深入。

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就是电子商务。中国目前有

4亿多网民，电子商务市场规模正在迅猛增长，2010年中

国网上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5131亿元，尤其是面向个人消

费的电子商务，其网上零售市场规模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

关。而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无线城市”、物联网

应用、三网融合、3D电视等创新应用也在不断加速涌现。

马来西亚信息技术近些年虽然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马来西亚的网络普及率近年

虽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2010年已经超过了50%，但国民

网络意识还不是很强。以电子商务为例，直至2005年，也

仅有10%的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电子商务的利用还很

少。中国是马来西亚的十大贸易伙伴之一，如果与中国展

开电子商务合作，会更加便捷。

此外，马来西亚在基础技术部分还是稍显薄弱的，像

在经济快速复苏的电子业中，大部分的电子半成品都依靠

进口，只赚取一些微薄的加工装配利润。从种子技术到关

键零部件，至今都无法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

要 摆脱 对发 达国家的依附，减少风险，加强马来西

亚本身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当然是关键，但寻求与其他国

家的合作，也是减少对发达国家过度依赖的途径之一。比

如在软件开发与服务方面，中国是全球软件产业中的新兴

力量，马来西亚可依靠人文与地理的优势，与中国展开合

作。

事实上，对企业来说，如何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获

得最便捷、最实惠的服务才是最重要的。中国有很多企业

正在利用信息技术来服务各种国外企业，或者展开合作，

比如东软集团，就通过软件的开发与服务，来实现国际战

略目标，而且还名列今年“全球软件提供商100强”。

而在服务外包领域，则出现了企业应用脑库，它是一

个运用云技术和系统软件来实现大量资讯整合，并由企业

自助使用(DIY)的服务平台。它利用了定向（垂直）搜索引

擎的稀缺，帮助企业在海量的信息和知识里，第一时间选

择自己所需的优质而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脑库属于定向

服务的平台。

它通过资讯库、人才库、企业库、交易库和智慧库；

还有在线交流、在线咨询、在线培训、在线会议等，实现

远 距离的全视频的或文字或声音或图像的沟通。当企业

在经营、管理、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难题时，随时随地都能

够获得最快速的解答和帮助，真正建立一本世界性的企

业“百科全书”、成为企业贴身的“自助顾问”。

在当今知识和资讯爆炸的时代，在商业竞争已经白

热化的时代，谁掌握了第一手或者最准确的资讯，谁就获

得了商机。而要做到这点，必须学会运用信息手段 和技

术，收集、整理、储存、传递、信息情报，并把信息技术应

用到企业中，为企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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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9年选择在马来西亚上市的海外企业全

部来自中国，股票名称分别为，星泉国际（

代号：5155）-中国制鞋公司，募资1.65亿令

吉；华运（代号：5150）一中国专门从事运动鞋底的设计、

开发、生产和销售的集团公司，募资5800万令吉；索卓环球

（代号：5187）-中国便利食品生产商, 募资4430万令吉；中

国欧华（代号：5188）-中国葡萄酒公司，募资7953万令吉, 

帝星（代号：5172）-中国运动鞋公司，募资3294万令吉；喜

得狼控股（代号：5156）-中国体育用品公司，募资5800万

令吉，麦斯威国际控股（代号：5189）-中国制鞋公司，募资

3440万令吉等外国公司股。目前在马来西亚交易所1000多

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是中国上市公司。马来西亚财政部副

部长拿督林祥才表示表示，马中双边贸易额单在去年已达

500亿美元，使中国擢升为大马第二大贸易伙伴，名次超越

日本。大马要藉机与中国加强合作，促进双边贸易，为大马

商家增加更多商机，加速两国经济发展。

马来西亚政府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尤其在上市融资

的平台里，做了重大的改变。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

(SC)和马来西亚交易所（大马交易所）于20 09年8月3日

启动新措施，联手 执行的交易板 整合活 动之下，大马交

易所的主要交易板和第二交易板将合拼为一，成为“主

要板”(Main Market)，而自动报价市场(MESDAQ) 也将

变 成上市要求更低的“创业板”(ACE)。所 谓的ACE，就

是高资金取得率( Access)，确实性(Certainty)及有效率

(Efficiency)。

在新架构之下，证监会的权限及管辖范围将会缩小，

促使大马资金市场趋向更开放自由。当局大幅降 低挂牌

上市的要求，废除和放宽了好几项条例，加速公司的上市

程序与效率，以吸引更多国内外公司在大马挂牌上市。一

般估计，新措施将可提升我国资金市场的竞争力，使我国

的筹资与投资环境更多元化。就让我们来看看在此次新

筹资架构和交易板结构下的改革，特别是在上市要求方

面：-

1． 上市公司发行结构凭单的挂牌费用将被取消。

2． 最低缴足资本的条例将被取消，欲在主要板寻求上市

的公司不再被此条例所限制。

3． 上市主要板的公司盈利要求被降低。

4． 创业板将实施保荐人(Sponsor)制度，也就是以承接上

市业务的投资银行为主。

5． 在创业板寻求上市的公司不需要提交盈利记录，而且

不再限制于科技公司或是高成长领域，任何有潜力获

利的公司皆可申请挂牌。

6． 国外盈利占总盈利至少50%的本地或海外公司，无需

将30% 股权归让于土著所拥有。

7． 特别收购用途公司(SPACs)获准上市筹集资金。

8． 通过倒置收购(RTO)上市的公司也将在新制度生效后

获得与初上市公司一样的福利。

9． 上市之后的集资活动如私下配售、附加股发售及凭单

发售等，将不再需要证券会的批准，只需获得大马交

易所的批准。

此外，为了吸引更多在海外上市的公司前来大马筹

资，新措施也废除了欲寻求第二上市(Secondary Listing)公

司的资金需达到至少10亿令吉及每年净利达6千万令吉的

要求，唯一的条件是必须在外国主要交易板上市。

总结来说，此次的改革对于投资者及欲集资扩展的

公司来说拥有一定的吸引力。在此次的整合计划中，我们

可发现当中的重点就是放 宽市场，让向来是以“管制模

式”运行的证券交易核心变成“市场导向模式”，以吸引更

过亿的中国企业融资新平台

马来西亚交易所
(Bursa Malaysia)

财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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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内外公司在大马挂牌上市。

首先我们看到大马交易所的主要交易板和第二交易

板即将合拼，成为主要板(Main Market)。根据新条例，上

市公司的盈利要求已经被调低，以下就是新主要板与现有

的第一和第二交易板的盈利要求比较： 

除此之外，寻求上市主要板的公司将不再受最低缴

足资本所限制，只要在5年期间持续获利便可做出申请。

这表示在新条例下，资本不再是衡量上市公司素质的准

则，而是以收益作为标准，好让更多不同资本规模的公司

申请挂牌。现有第一和第二交易板公司的最低缴足资本分

别是6000万令吉和4000万令吉。

然而达不到以上盈利要求的公司，只要通过市值测

试和基建工程公司(IPC)测试，依然可申请上市主要板，展

示了新措施的伸缩性。市值测试是指该公司必须拥有至

少5亿令吉的市值和至少1年的营运收入，而基建工程公

司测试则是该公司的工程合约或营业执照需维持至少15

年，以及工程合约至少达5亿令吉，但是如果该基建公司

拥有盈利记录，工程合约期则可少于15年。

创业板集资新平台

另一方面，随着自动报价市场(MESDAQ)的撤 销，

创业板(ACE Market)成了公司挂牌上市的另一平台。创

业板将实行保荐人制度(Sponsor-driven)；所谓的保荐人

(Sponsor)就是得到证监会和交易所批准，并承接上市业

务的投资银行。在此制度下，来自各领域及规模的公司皆

可申请上市创业板，不再只限于科技或是高成长领域的公

司。寻求上市创业板的公司并不需拥有营业额，也不用提

交营业或是盈利记录，在无需获得证监会上市批准的情况

下，只要成功获得保荐人的赞助即可。根据规定，上市创

业板的公司必须接受保荐人至少3年的保荐期。为了确保

挂牌公司的素质，保荐人必须根据证监会所提供的一系列

指标进行精明审核(due diligence)，以确保申请公司拥有

成长潜能和值得投资。

主要板和创业板乃是这次新筹资架构与交易板结构

下的重点改革。当中明显的分别在于上市主要板的公司是

具有一定规模且稳定的，而创业板则是让新崛起公司提早

为日后进入资金市场做准备。此次新措施的其中一个主要

目的是吸引更多海外公司前来大马挂牌上市。我国一直以

来都是海外公司寻求上市的目标之一，因为相比其它区域

国家如香港，新加坡及伦敦，在马发售的IPO普遍上都获

得投资者的热烈反应，成功让公司筹得更多资金。可惜的

是，严格条件与诸多限制往往让这些公司远离大马市场，

甚至某些大马公司也选择在海外寻求上市。

因此，为了提高大马资金市场的竞争力及打造我国成

为区域的投资和集资平台，当局撤销了凡是海外盈利占总

获利至少50%的公司必须将30%股权归土著所拥有的条

规。新措施也欢迎已在国外上市的公司在我国寻求第二上

市及跨界上市，为此还豁免海外公司在大马上市必须符合

10亿令吉缴足资本及年度净利达6000万令吉的条件，将

要求降低至凡是在受认可的国外主要股票交易所上市的

公司都可申请上市新的主要板。

新筹资架构的另一重大突破还包括了允许特别收购

用途公司(SPACs)上市并通过首次公开售股(IPO)筹集资

金。这将会促使更多市场合拼与收 购活 动，因为特别收

购用途公司本身并没有自己的业务，只为合拼或收购正在

运作的公司而设立，其获得资金的方法是向投资者发售

IPO。IPO也可以是新上市公司为了筹集资金而向公众首次

发售的股票。在新条例下，当局规定IPO的公众献购率不

得低于5%，发售价不能低于50仙，及主要股东的持股期

不能少过6个月。证监会也将把评估IPO所需的时间从74

天缩短到60天，以让上市公司更快进入资金市场。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改革，其他新制度还包括不强制股

票包销、拥有2年营业纪录的公司可公开献售股票等。大

马交易所也将为结构凭单上市提供奖励金方案，其中包括

豁免首次及年度挂牌费，以刺激结构凭单在市场的数量与

种类。

配合这次的一系列改革，大马交易所发布了5项分别

有关股权(equity)、招股书(prospectus)、资产估值(asset)

、结构凭单(structured warrants)和主要咨询(principal 

adviser)的指南。有兴 趣 者可从证 监会及交易所的网站

获得这些指南，并查寻有关新措施的常见问题和已修改

的上市条例。投资者及有意寻求上市的公司尽 早了解当

中的细节和内容，以便为来临的筹资与投资新机制做准

备。www.bursamalaysia.com

在马来西亚交易所上市的优点

— 上市条件简单明确 及上市时间快速

— 具成本效益的上市地点例如上市，会计，律师费等

— 在完善的监管架构下设立稳固的投资者保护制度

— 透明化和全自动化的交易市场

集资的坚实平台

— 来自众多商业领域超过1000家公司已经成功转型

以获得公众股权融资

— 一些最大型商品公司和自然资源企业的所在地

— 公认的伊斯兰金融和投资领导者，也曾加发展中东

市场的版图

— 流动且监管完善的市场

盈利要求
3至5年合计 

税后盈利
最近一年 
税后盈利

主要板
(Main Market) 2000万令吉 600万令吉

主要交易板 3000万令吉 800万令吉

第二交易板 1200万令吉 400万令吉

李国源硕士是奥士卡国际财富咨询有限公司的执行总

裁。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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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人的消费者开销（以

及有关13亿消费者的

老调），已在过去几十

年来成为全球投资者的焦点。 

早前一项对中国经 济潜能的预

测，已逐渐成真。根据亚太里昂证券

(CLSA)的研究，中国将会在未来10

年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奢华

品市场，预计销售额超过1000亿美元

（3020亿令吉）。 

许多奢华品的零售商以及品牌持

有人已陆续把他们的分店扩展到中国

的第二，三县城市。同时也调整现有

的商业模式，以顺应中国客户。 

许多奢侈品零售商在伦敦、巴黎

以及纽约的分店都聘请会说中文的亚

洲店员；他们也特别设计皮包、手表以

及其他产品，以符合中国人的品味。 

譬 如 法 国 服 装 品 牌 爱 马 仕

(Hermes)在上海推出“上下”(Shang 

X i a ) 品 牌，一 个 新 的 服 装与生 活品

牌。  

消费股 

在全球的股票市场，消费股（中

国以及其他国际品牌，诸如：路易威

登集团(LVMH)以及爱马仕）因为中国

的因素，股价在过去几年表现得相对

地好。 

问题是，中国消费者（本地与海

外）的急速窜起是否只是个短暂的现

象？还是我们看见的只不过是中国奢

侈品消费的冰山一角？这又牵引到一

个有趣的问题，现在投资在中国消费

主题是否太迟？ 

短暂现象  

瑞士钟表制造商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主席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相

信这是短暂现象的人；他最近就警告

道，中国商业环境在“3至5年内”尚

算可以，将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中国，

是个错误，因为对于任何豪华钟表业

务，长期而言这是危险的。 

就个人而言，我持不同的意见。

我定期出访东亚国家，就是为了探讨

中国消费者在中国大陆内外的消费。 

我继续感受到富裕中国人在海外

的消费能力强劲且动力正不断加大。 

无论如何，这些动力都为旅游限

制、语言障碍、信用卡以及其他因素

所局限。

限制  

在例如，许多中国游客只获准停

留在香港或澳门每趟不超过一星期；

许多国家仍然对中国游客实施签证（

一些聪明的英国政治家正尝试说服废

除签证，以推高旅游业和零售贸易）。 

从正面的角度看来，我可看见在

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限制被解除，因

为有许多国家已察觉迎合富裕奢华的

中国消费者所带来的好处。 

另外一个限制是语言。大多数的

中国旅客比较喜爱到沟通方便的国家

旅行，因此首选往往都是华语普及的

国家或地区（就比如香港、澳门、台

湾、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 

因此，当我们看到香港的LV店外

的人龙比东京的分店来得还要长时，

并不需要感到惊讶。 

赊账卡   

同样地，我相信更多的环球业务

会接受中国普遍使用的赊账卡-中国

银联(Union Pay)，而中国的信用卡发

行量相对地低。（在2009年，中国的

人均信用卡量为0.15张，相比之下，美

国、日本以及韩国的人均信用卡量为

超过2张。）  

虽然我相信中国消费者开销，尤

其是在奢华物品的消费，将会持续加

强。它可能并不会一帆风顺。奢华消

费可能会不时受到政府政策所影响。 

并非一帆风顺    

其中一个顾虑就是中国贫富悬殊

正扩大；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教授

李斯表示，其中一个用以测量的是基

尼系数（Gini index）-收入或财富不

平衡的标准测量，已从四分一世纪以

前的少过0.3攀升至将近0.5（数目越

大就表示收入越不平衡，造成社会不

稳定的潜伏性就越大）。 

中国领导人严正看待贫富问题，

譬如，着重在落后地区的平衡经济发

展，同时消除贪污，甚至禁止奢华品

的广告，以舒缓社会紧张。 

更高底限 

中国政府也鼓励更多的公司投资

海外。从3月起，矿务、种植以及食物

的海外资源投资工程底限，将从3000

万美元调升至3亿美元，而非资源投资

工程，犹如银行和产业发展（中国产

业公司目前正在新加坡竞标土地）的

底限，将从1000万美元提升至1亿美

元。  

投资浪潮  

现在的大课题将是在接下来几年

中，会有一波又一波中国公司在海外

投资（包括旅客的钱）。这些浪潮将会

再循环中国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金；

并且为世界上许多地方创造正面的经

济效益。 

我相信这将是亚洲接下来几年真

实的投资主题。是的，你还是可以投

资在中国的消费故事，现在进场仍不

算迟，只要你是精挑细选并且投资在

管理良好的公司。  

（张国林为鑫资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经

理。）

现在投资中国
犹未晚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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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常年大会

马
中经贸总商会青年团于5月

19日举行常年大会。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兼青

年团督导拿督黄汉良在致词时表

示，本会拟在各州分会推动青年

组计划，以组织更多青年人才，为

马中经贸发展献出一份力。

他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全球人都把投资目标瞄向中国，因

此，作为国家生力军的大马青年企

业，更应该寻找机会，到中国扩展

业务。

他指出，本会目前在七个州属

设有分会，分别是马六甲、霹雳、

柔佛、槟城、登嘉楼、沙巴及砂拉

越，当中不乏优秀年轻商家，在各

州成立青年组将有助于分会推广

经贸活动。

他也说，青年企业在思想上

必须紧贴时代脉搏，时时关注国

家局势，并认清方向，在正确立场

上坚持站对边。

马中经贸总商会青年团团长

林恒毅表示，该团计划在明年4月

至6月之间，举办一场大型的马中

青年企业家论坛，同时广邀年轻且

有创意的企业家前来主讲。

他说，该团自8年前成立以

来，组织不断扩大，并逐渐获得

中国及大马有关当局的关注与肯

定。

他也说，该团除了定期举办

讲座、交流聚餐等活动，也会配

合 推 广总会 活 动。他并 呼吁 全

体团员积极参与总会定于9月10

日至11日，在吉隆坡金马皇宫酒

店举办的“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

会”。

当天出席青年团常年大会的

代表有逾40人。

n	黄汉良发表谈话。 n	青年团团长林恒毅致词。

n	青年团常年大会现场。

n	黄汉良(右)鼓励青年团协助各州分会成立青年
组。左为团长林恒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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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州分会新届理事就职

马
中经贸总商会柔州分会於5月

25日举行第四届理事会宣誓

就职仪式。

柔州分会会长杨永凯 就 职仪式

表示，该会将在促进马中两国经贸往

来，方便与中国商务来往方面，继续

扮演著桥梁的角色。

他说，除了商务往来之外，该会

希望在未来可以加强与中国的旅游考

察、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他呼吁更多本地年轻人踊跃加入

该会，贡献力量，并且壮大该会即将成

立的青年团阵容。

出席的嘉宾包括士都兰区州议员

莫泽浩、新山中华工商总会永久名誉

顾问丹斯里刘南辉伉丽、新山中华公

会会长林奕钦、新山中华工商总会署

理会长署理会长黄端阳、柔佛潮州八

邑会馆会长陈泰昌、马来西亚华人文

化协会总会柔州分会会长拿督萧光麟

等人。

莫泽浩表示，希望马中经贸总商

会柔州分会，扮演两国经贸往来的桥

梁角色，鼓励更多的中国投资家前来

柔佛州尤其是投资於马西亚依斯干达

特区的发展项目。

黄汉良：与钦州签产业园计划
马企业进军中国好时机

黄汉良表示，马中经贸总商会於

今年4月26日，与广西钦州人民政府

签署的“中马钦州产业园计划”，预料

将成为大马商企业界进入庞大中国市

场的大好时机。

他说，在签署“中马钦州产业园

计划”之后，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

长陈友信已经率领一批本 地 企业界

人士，到当地进行实地考察，探讨商

机。

中国广西钦州市政府，将在钦州

设立马来西亚产业园，效仿新加坡苏

州工业园的模式，发展综合性产业，

让本国商家投资。

他指出，这项计划获得两国政府

首肯，由该会作为桥梁，於今年4月在

吉隆坡与钦州市政 府签署合 作 协议

书，吸引马来西亚商家前去投资。

“产业园位於滨海地区，附近有

港口，最 邻近的

机 场 为 南 宁 机

场，投资项目包

含综合性产业，

如 酒 店 业 、房

地 产、物 流 、贸

易、医 院 、教 育

等。”

他提到，产

业园共占地50平

方公里，比新加

坡在苏州工业园

区的还要大；首阶段将在港口附近发

展6平方公里。

他说，“中马钦州产业园计划”，

占地相对在首个发展阶段中，将开发

在港口地段的6平方公里土地。

他希望马中经贸总商会柔州分会

会员，能抓紧这次机会，积极参与马来

西亚在广西钦州的产业园计划。

他提到，中国将在10月21日举行

南宁博览会，马来西亚是主题国，将

介绍我国的投资环境，本地商家可组

队参与。

同时，商会将在9月9日金马皇宫

酒店举行2天马中投资国际大会，希望

依斯干达特区可派人前往，向外国投

资者讲解特区的投资环境。

n	黄汉良与柔州分会新任理事合影。

n	杨永凯(右)赠送纪念品给黄汉良，左为张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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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总商会砂州分会成立

举办首届会员大会

马中经贸总商会砂州分会在4月24

日晚上假中华文化艺术协会会

所举行第一届会员大会暨理事选举。该

会历经一年多时间筹组，终於在今年3

月正式获得批准。当晚召开第一届会员

大会后，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由筹组委

员会主席拿督刘增强担任会长。

目前砂分会共有28个永久会员

(诗巫25个/古晋3个)以及4个普通会

员。 

拿督刘增强在致辞时表示，马来

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会砂分会，从发

起，申请，然后审批，获的批准，再到

现在的筹组大会，前后共历经一年多

的时间。 他也特别感谢筹组委员会的

同仁们在一年间的无私奉献及帮助，

使整个筹组工作顺利进行，顺利成立

分会。

他 说，中国 与马 来 西 亚 通 商已

久，随著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我国

及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及成交量就取得

了巨大的进步及成长。

“在砂拉越，中国商品拥有庞大

的市场，不论在哪一个领域，中国的商

品占有率皆是居高不下的。同样的，

我国商人也攻占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

市场，获得巨大收益。”

他指出，自从2010年中国与东盟

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本区域的双边

贸易成交量取得了40%左右的显著成

长。

“因此，我认为成立马来西亚中

国经济贸易总会砂拉越分会已经是势

在必行，而且我又信心，这个公会将在

未来几年迅速成长，茁壮长大。”

他表示，砂拉越分会将贯彻总会

创会精神，并且依循宗旨，极力完成各

项任务。 马中经贸总会砂分会将以促

进马来西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国

经济贸易与其他工商业领域的交流合

作和发展为首要目的。期间，我们也

为会员提供双边经济贸易及其他工商

业活动的资讯、工商企业信息、金融

财务及贸易资讯交流平台，从而建立

和发展业务合作。

“此外，我们也维护会员的合法

权益并在需要时协助提供处理问题的

建议，进而塑造繁荣和谐进步社会，

且促进文明商业文化。”

他说，成立砂拉越分会只是我们

开始的一小步，日后，我们还得彼此鼓

励，共同前进，才能越走越远，希望各

位同仁，继续努力，为公会会员们寻求

更多利益。 

第一届理事会：

会长： 拿督刘增强

副会长： 拿督刘乃好、黄泽宏、黄祯 

 光

秘书： 本固鲁江贤钦   

副秘书： 江宗渺

财政： 陈发枝   副财政：许益品

公关： 吴仁煌   副公关：严品胜

查账(内部)：丁华新

理事： 刘仁祥、甲必丹许道平、郑 

 长大、刘杨光理事(增委)、  

 丁华谷理事(增委)、詹延忠

青年团团长：许忠全   

副团长： 梁武煌、张昌玳 

砂分会成立过程
2009年底时任诗巫省华人社团联合会总会长的拿督

刘增强，在一次应中国国务院邀请下赴中国访问期间，

巧遇当时马中经贸总会长拿督杨天培，并应杨总会长邀

请筹划成立砂拉越分会事宜。

刘增强返回后即与拿督刘乃好商讨后，即与本地多

间商业机构联络，询及有关成立事宜，并获良好反应。

由于总会接受申请手续相当严谨，必须完整公司资

料，同时至少要三、四个月才有一次会议，审查入会申

请书，故申请程序需相当费时。而分会至少须有30个以

上会员。故在申请过程中需花费相当一段时间。

2010年开始接受申请至11月间，诗巫计有29间公司

申请入会，另古晋则有三间公司入会。2010年11月藉由

诗巫华团秘书处人员协助，将筹划砂拉越分会成立申请

资料筹委会交总会， 再由总会向社团注册官提出申请。

2011年3月11日社团注册局正式来函通知批准成立

砂拉越分会，并指示需于3个月内召开第一届会员大会并

举行理事选举。

在筹组委员会主席拿督刘增强的召集下，第一届会

员大会暨理事选举于2011年4月25日在诗巫中华文化艺

术协会会所正式召开，并在大会选举第一届理事会。大

会上亦商讨有关成立大典及就职典礼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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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沙
巴分 会 希望 亚 庇 市 政 厅 能 够

为亚庇打造有利市场的投资环境，提
供相关的便利设施，以促进两地经济
发展。

马中经济贸易总商会副总会长兼
沙巴分会会长拿督刘国城认为，市政
厅的配合将带动中国企业来沙巴州投
资及寻找商机。

他是於 6月4日率同数位 理事 礼
貌拜会亚庇市长拿督阿比丁马丁基时
这么表示。

他指出，该分会希望在市政厅及
政府机构配合下，扮演两地经贸往来
的桥梁角色，鼓励更多中国投资家前
来沙巴州投资，加强两地商家之间的

联系，打造互惠互利的新平台。

“我们希望可带动中国商家前来
投资农业、天然气等下游工业，尤其
解决本州农产品不足的问题，以期早
日达到自给自足的目标。”他说。

同时，刘国城也有向市长汇报马
中经济贸易总商会的宗旨与拟定的系
列活动，与他同行的有该分会三位副
会长刘顺泰、陈沺錸与郑金顶，公关
主任廖志国及内部查账拿督洪本松。

沙巴分会拜会亚庇市长

n	刘国城(右三)赠送纪念品予市长拿督阿比丁。左起郑金顶、刘顺泰、陈沺錸、
右起廖志国及拿督洪本松。

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副主任文荣征主任率领侨务代

表团一行7人，於3月7日赴亚庇访问，
与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沙巴

分会进行交流。

马中经济贸易总商会副总会长兼
沙巴分会会长拿督刘国城主持接待该
代表团。

文荣征表示，这次来访，是为了
要保持和加强与海外华人联谊，增进
东南亚地区华人与河南的友谊。

代表团成员包括 河南省人民 政
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国外侨务处处长刘
慧敏、南阳市副市长王建民及外事侨
务办公室主任郝以昆、平顶山市政府
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蒋梨、信阳市政
府外事侨 务办公室主任麻根柱 及 郑
州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黄改
玲。

出席交流的沙巴分会理事包括副
会长刘顺泰及陈沺錸，秘书钱久思、
公关廖志国、副公关陈伟裕、理事李
泰发陈金栈和唐德安。

接待河南外事侨务办公室

n	刘国城(右5)和沙巴分会理事接待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代表团。

沙巴分会活动

接待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
建敏率领代表团於3月29日访

问”风下之乡”沙巴，本会副总会长兼
沙巴分会会长拿督刘国城代表本会，联
同沙巴政治及社团领袖到机场接机，
欢迎华建敏到访，双方并在机场贵宾
室热切交流。

陪同华建敏到访的中国嘉宾包括
中国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徐光春、常委会副秘书长王庆喜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玉功、广
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恒、中国驻马
大使柴玺、中国驻古晋总领事谢福根、
中国驻马使馆参赞苏强及武官王洋。

n	华建敏与沙巴州工业发展部长拿督陈树杰交流，右起为刘国城、徐光春、沙巴中
华大会堂(华堂)总会长拿督陈友仁，左起为吴恒及柴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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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省海外交流协会代表团於5

月5日拜访本会，与本会总会长

拿督黄汉良及理事进行了座谈。

黄汉良详细介绍了马来西亚华人

经济的发展状况和马中经贸总商会的

主要工作。

黄汉良说，马中两国之间目前投

资不平衡。据资料显示，大马在华投

资额为60亿美元，而中国在大马投资

只有数亿美元。

因此，他希望能吸引这中国人口

最多的省份，即广东商人多到大马投

资及考察。

“大马绝对是广东商人投资的最

佳选择，其因有二，第一，大马很多广

东人，他们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第

二，大马推展经济转型计划，提供外

资许多优惠。”

团长李仲民向本会介绍了广东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根据最新的

人口普查数据，广东省人口超过1亿，

是全国唯一一个人口过亿的省份。广

东的内需市场非常庞大，具有很强的

投资和贸易吸引力。他希望马中经贸

总商会介绍更多的华商到广东考察。

李仲民同时表示，马来西亚资源丰富，

外国投资政策优惠，具有较强的投资

吸引力。他希望马中经贸总商会能成

为广东企业走向马来西亚的桥梁。

访问团成员包括副团长詹双晖博

士、成员罗勇平、许小波、邓江年博士

及杨圣祺。

出席接待的本会代表包括副总会

长宋兆棠、丁锦请、刘俊光及拿督刘

国城、法律顾问黄文华、总财政黄锡

琦、中央理事卢国祥、拿督黎德坤、张

联兴及谢成进。

中
国吉林省经济技术合 作局副

局长 何福林於4月4日率领13

人代表团和本会领导共进午宴和进行

交流。

何福林说，吉林省政府计划在大

马举办大型的经贸合作交流会，吉林

省和大马的商家届时将能针对吉林的

工商界项目与投资进行洽谈。

另外，马中经贸总商会会长拿督

黄汉良呼吁吉林工商企业积极 到来

投资，因为政府正在推行经济转型计

划，目前大马拥有许多有待参与的投

资机会。

他说，任何来马投资的商家，马

中经贸总商会都能为此提供相关的便

利设施，以进一步发挥该总会搭桥牵

线的角色。

出席午宴的马中经贸总商会 领

导包括副总会长郭隆生、秘书长林恒

毅、副总财政陈祈福、中央理事罗章

武、拿督吴世才、包久星、戴炳煌和法

律顾问黄文华。

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

吉林省经济技术合作局
接待代表团

n	吉林省经济技术合作局代表团和本会代表合照，前排左4和左5分别为何福林与黄汉良。

n	李仲民(左7)赠送纪念品给黄汉良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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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戴松军率

领代表团於4月5日莅访本会

进行交流。

戴松军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刚建立一个拥有19亿消费者的‘

第三大经济体’，为河南与东盟提供

新的机遇和更广阔的舞台。

他指出，去年河南省与大马的贸

易额达3.98亿美元（约12亿令吉），

其中河南的主要出口商品包括了贱金

属、化学工业品、机电和纺织品等，进

口商品有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

品、动植物油及矿产品。

他提到大马在河 南设立 外商投

资企业多达53家，合同外资3.7亿美

元，实际到位资金5472万美元。较大

项目为英泰半导体制造(郑州)有限公

司，投资总额22900万美元，合同外

资13600万美元，实际到位3005万美

元。

河南省在马来西亚投资设立境外

企业共4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138万

美元。

n	戴松军(左4)代表河南省商务厅赠送墨宝给本会。

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响沙湾集团董

事长王文俊率领12人商业考察

团，於4月11日莅访马中经贸总商会进

行交流。

王文俊在会上盛情邀请本商会的

领导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响沙湾参观

旅游。

他说，响沙湾位於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达拉特旗 境内的库布其沙漠东

端，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本会副总会长丁锦清在接待考察

团时表示，随著越来越多中国人来马

旅游，本地酒店的需求不断增加，中

国企业可考虑来马投资酒店业。

他说，大马有很多商机，值得中

国企业来参与。

该考 察团团员计有中共 鄂尔多

斯市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学志、响沙湾

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文忠、

王娅萍、白娇娜、杨丹、涂志超、苏丽

娅、张秀兰、勒宁慧、马宏强和乔娜。

出席接待的马中经贸总商会代表

包括副总会长刘俊光及杨永凯、中央

理事李国源、柔佛州分会副公关王筠

惠、理事陈健全、珍珠假期代表温凯

玲及奥士卡集团顾问马芳。

n	丁锦清(左5)赠送纪念品给王文俊董事长，左起为王文忠、王文光、王筠惠、杨永凯、刘俊光、李国源、陈健全、马
芳和温凯玲。

河南省商务厅
接待代表团

响沙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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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庆市委常委翁杰明于2011

年4月26日率领24人代表团抵

达马来西亚进行3天访问，本会在代表

团抵步当晚举行欢迎宴接待，以尽地

主之谊。

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在致欢迎

词时说，中国已崛起为世界重要经济

体，一举一动皆受世界关注，希望在

中国“走出去”政策下，能看到更多中

国企业把目光移来这里，把大马列为

首选，寻求适合投资项目。

翁杰明说，海外有4000万华人及

华侨，在很大程度上协助中国的经济

成功改革。这是中国最珍贵的资源，

并希望今后继续保持密切合作。

中国重庆市访问团团员包括重庆

两江新区常务副主任汤宗伟、重庆市

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刘光术、

重庆两江集团副总裁刘风、重庆市对

外贸易经济委员会副巡视员白小玲、

重庆北部新区管委会主任熊雪、重庆

力帆集团副董事长王延辉及两江新区

管委会副主任李新明等。

与会的马中经贸总商会代表则有

荣誉顾问吴立洋、荣誉会长丹斯里林

玉唐、丹斯里吴德芳、拿督杨天培、第

一副总会长陈友信等。 

中国重庆市访问团

香港投资推广署

接待代表团

香港投资推广署(InvestHK)副署

长吴国才及顾问黄荣芳于5月

25日拜访本会，由总会长拿督黄汉良

主持接待。

黄荣芳也是亚洲策略及领导研究

院(ASLI)总营运长。

出席接待的本会代表包括副总会

长宋兆棠硕士及刘俊光、总财政黄锡

琦、中央理事张联兴、卢国祥、包久星

局绅、杨子威、秘书处代表周美馨、李

勇坚及吴思颖。

投资推广署 是香港特区政 府属

下部门，专责为香港促进外来直接投

资。该署致力协助海外及中国内地企

业在香港开业和发展业务。

吴国才在介绍香港的优势时表

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就像纽约

和伦敦一般。香港正协助中国推动人

民币国际化，从2003年开始，允许个

人开设人民币户口。目前许多银行和

投资机构也开始交易人民币债券，香

港成为交易、借贷和投资人民币的岸

外中心。

他说，香港在97回归中国时，许

多人都香港失去信心，但14年之后，香

港至今仍是全球经济及信息最自由地

区，人民可自由发言和批评政府。

n	黄汉良赠送纪念品给吴国才，左起为卢国祥、张联兴、刘俊光、黄荣芳、宋兆棠、黄锡琦、包久星、周美馨及杨子
威。

n	黄汉良赠送纪念品给翁杰明(右6)并与出席的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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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吉林市房立群副市长率领5

人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并于

4月12日在吉隆坡举行招商会，以开拓

东南亚市场。

房立群表示，吉林市适合各类工

商业发展，很多商业项目和马来西亚

有很强的互补性。

吉林市坐落在长白山麓、松花江

畔，是中国唯一省市同名城市。全市

幅员面积27120平方公里，总人口450

。吉林市区位优势明显，位于东北亚

几何中心，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长吉

图开发开放先导区重要腹地城市、第

三条欧亚大陆桥的节点城市。

吉林市是中国化工的摇篮，是碳

素、铁合金生产基地，经过改革开放

以来的快速发展，正由传统老工业基

地城市朝着新型工业城市迈进。

他表示，中国吉林市和马中经贸

总商会，保持密切的关系，他希望将来

继续加强彼此的互相往来。

另外，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

刘俊光致词时说，本会目前拥有1400

位企业会员，宗旨在於加强与中国的

经贸，及投资合作项目。

吉林市代表团成员包括中国吉林

市外事办主任李建华、吉林市经济技

术合作局局长王雪峰、吉林市外事侨

办政处处长宋国平和吉林市经济技术

合作局处长崔德强。

出席 招商会的马中经贸总商会

中央理事包括副总会长丁锦清、终身

荣誉会长拿督杨天培、会务顾问陈金

锭、顾问吴立洋、中央理事罗章武、拿

督郑添利等人。

吉林市经贸代表团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接待代表团

湖
北日报传媒集团董事长兼社长

江作苏於3月28日率领5人代

表团拜访本会，由本会副总会长郭隆

生主持接待。

该集团目前正在筹备旗下刚刚落

成的楚天粤海酒店的开幕，此行希望

能够和本会就“酒店管理，酒店经营

和如何开拓酒店市场，寻找投资与合

作商机”为主题，进行交流。

江作苏社长说，目前中国的媒体

已逐渐开拓本身多元化投资局面，除

了传统的文化和新闻项目外，也把触

角伸向其他经济领域。

他指出，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开发

酒店业，是其中一个实例，让集团业务

得到均衡发展。

代表团成员包括湖北日报传媒集

团副社长杨书伦、党委办公室主任韩

文、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兼楚天粤海

酒店总经理朱方建及党委办公室外联

部主任王伟。         

出席接待的本会代表包括为副总

会长丁锦清、中央理事包久星、珍苑国

际酒店副总裁拿汀周嘉倩、执行秘书

周美馨和会讯主编兼副执行秘书李勇

坚。n	郭隆生（右3）和江作苏交换纪念品。右起为包久星、周嘉倩；左起为王
伟、朱方建、韩文及杨书伦。

n	房立群(右六)在中国吉林市招商会上向来宾乾杯。右起为李建华、王雪峰、丁锦清、吴立洋、杨天培；左起罗章武、郑
添利、陈金锭、新加坡国际青年商会首席执行员王光辉和刘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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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辽宁省外经贸厅代表团5月

9日莅访马中经贸总商会，探

讨促进辽宁与大马企业间的交流对接

与互访的机会。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 督黄

汉良在接待该代表团时表示，辽宁省

是中国的大省，该省沿海地区开始发

展，正不断对外招商引资。不过，大马

企业对辽宁省比较陌生，接触不多，也

较少参与辽宁省的经贸活动。

“希望透过辽宁省外经贸厅代表

团这次来访，能够有机会加强辽宁省

和大马的关系。”

该代表团由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

厅厅长助理张芝迁带队，成员包括辽

宁省外经贸厅处长李军、副处长李萍

和助理调研员冯娟。

张芝迁说，这次来访是要了解大

马的情况，寻求互相合作的机会，以及

考察中国企业适合在此地进行何种活

动。

他表示，2010年辽宁和大马的贸

易额达到7亿4000万美元，其中，中国

自大马的进口额共3亿8000万美元，

而中国对大马的出口额为3亿6000万

美元。

另外，黄汉良也在会上盛情邀请

辽宁省外经贸厅参加马中经贸总商会

将於今年9月10日於吉隆坡金马皇宫

酒店举行的马中经贸国际投资大会。

出席接待会的马中经贸总商会代

表包括中央理事丁扬岗、沈哲初及包

久星局绅。

辽宁省外经贸厅

广西省商务厅
接待代表团

中国广西省政 府正积极 推动南

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和泛

北部湾计划，以加深与马来西亚的经

贸合作。

广西商务厅厅长刘树森表示，马

中合作天地极为广阔，势头非常好。今

年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的第二

年，中央支持以广西为主导的自贸区

合作项目也不断深入发展。

刘树森是於5月23日率领代表团

拜访马中经贸总商会时如此表示。

刘 树 森 也 指出，中国 企 业 走出

去的势头强劲，对外投资每年大幅成

长，“我们将响应马中经贸总商会於

今年9月举办的经贸投资国际大会，到

时将组织企业参会，以寻求在马来西

亚投资的机会。”

广西商务厅代表团成员包括广西

商务厅副厅长马继宪、外国投资管理

处处长俸克昭、李硕及安娜。

出席接待会的马中经贸总商会代

表包括终身荣誉会长拿督杨天培、副

总会长丁锦清、中央理事包久星及张

联兴。

n	黄汉良(右5)和刘树森(左5)交换纪念品，右起为张联兴、包久星、丁锦清、杨天培，左起为安娜、俸克昭、李硕和马继
宪。

n	张芝迁(左3)赠送纪念品给黄汉良(左4)，左起为冯娟、李军，右起为沈哲初、丁扬
岗、包久星及丁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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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吉隆坡马来商会举办的“2011

年度第三届马来西亚商业领袖

奖”颁奖礼於5月21日在吉隆坡时代广

场酒店盛大举行，本会第一副总会长

陈友信荣获马来西亚商业领袖奖教育

组的奖项。

马来西亚商业领袖奖旨在表扬在

大马各商业领域表现卓越和创新的大

马企业家。

该奖项是由具地位和声誉的大马

专家所组成的评审团来选出，主要根

据四大遴选标准，即:成长、雇员、创

新和企业社会责任。

吉隆坡马来商会会长拿督赛阿敏

在颁奖礼上表示，每年一度的大马商

业奖是为了表彰和庆贺个别大马企业

在其领域的杰出表现。

“评审团从200多个入选者中挑

选出本届得奖者，他们的成就毋庸置

疑。”

妇女、家庭与社会部长拿督斯里

莎丽扎受邀主持颁奖。

陈友信是英迪教育集团的创办人

兼执行董事，他在1986年设立英迪教

育集团，该集团过后不断壮大，目前

在大马设有7个校园，包括英迪国际大

学，总学生人数达1万3000人。

英迪在大马交易所主板上市，在

2008年，英迪在陈友信主导下，和世

界最大的教育集团Laureate建立伙伴

关系，带动英迪晋身全球教育网络之

中。

吉隆坡马来商会指出，陈友信被

广泛尊崇为大马教育业的先驱，英迪

教育集团的表现印证了他是成功的企

业家和学者。

该商会说，陈友信这次获奖，是

基於其在教育行业的重大贡献，创造

优质的全球教育和栽培了高素质的毕

业生。

陈友信获颁 2011年大马商业领袖奖

n	陈友信从莎丽札手中接过大马商业奖。

中
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副厅长兼中国－东盟矿业合作

论坛暨推介展示会秘书长田凤鸣率领

代表团拜访本会，由本会副总会长刘

俊光主持接待。

田凤鸣此行是推介5月杪於南宁

举行的2011年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

坛暨推介展示会。

他说，希望矿业合作论坛可作为

一个交流平台，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

之间的矿业合作。

刘俊光指出，他希望工作组的宣

传工作将顺利进行，并预祝该展示会

取得圆满的成果。

出席交流会 者 包括中国－东 盟

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部长邓诗军、

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暨推介会秘

书处代表罗湘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地

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副处长黄恒杰、广

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副主

任玉彤、隆昇工业有限公司代表林引

玉、本会法律顾问黄文华及中央理事

杨子威。

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

n	刘俊光(右4)在交流会后赠送纪念品给田凤鸣(左6)，左起是罗湘生、黄恒杰、玉彤及邓诗军，右起是杨子威、黄文华及林引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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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郭隆生(右7)赠送纪念品给颂才。右起是杨子威、李志贤、包久星、黎德坤、黄锡琦和刘俊光。左起为谢耀良、谢成进、普
提、查理、颂通和颂杰。

泰国工业部
接待代表团

泰国工业部总监颂才率领5人代

表团拜访本会，由副总会长郭

隆生主持接待。

 代表团的交流内容包括自由贸易

区对大马公司的影响、马中两国贸易

与投资领域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

启动后的情形。

郭隆 生在会上向代 表团解说了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立所带来的好

处，双边贸易取得大幅增长，同时他

也表示，马中两国的投资不均衡，投

资比率是8令吉对1令吉，即大马人投

资在中国8令吉，但中国人来马只投资

1令吉。

为了增强中国商家到大马投资，

马中经贸总商会将於今年9月举办投

资国际大会，协助政府推动多项大型

发展计划，包括经济转型计划、依斯

干达经济走廊、东海岸经济特区等。

他表示，中国商家只对上百万令

吉的大型计划感兴趣。

他也邀请泰国工业部到时组 织

代表团前来参加投资大会。

出席的马中经贸总商会理事包括

副会长刘俊光、副秘书长李志贤、总

财政黄锡琦和中央理事杨子威、包久

星、拿督黎德坤、谢成进和谢耀良。泰

国访问团的团员包括泰国发展研究机

构副总裁颂杰博士、泰国工业部计划

和政策分析员普提、查理及颂通。

八打灵国际青年商会(马来西亚)

代表团於5月6日莅访本会，和

本会青年团热切交流。

八打灵国际青年商会(马来西亚)

会长林慧慧表示，这次到访，主要是

要增进对马中经贸总商会青年团的了

解，以及寻求本会青年团支持及参与

该会主办的“2011年马来西亚国际青

商企业创意奖”(JCI Creative Young 

Entrepreneur Award 2011)。

“国际青商企业创意奖”是由已

成立30年历史的国际青商八打灵再也

分会主办，并且获得是由新闻丶通讯

与文化部丶青年及体育部丶能源丶绿色

工艺与水务部丶科学丶工艺与革新部

和高等教育部的支持与推广。

筹委会主席李世明在作介绍时

说，凡是年龄介于18至40岁的企业负

责人，并在领导企业时展现出创意，

都可上网免费报名参赛，通过国际青

商会表扬这些年轻企业家。

“国际青商企业创意奖”颁奖典

礼将在今年8月举行，届时前三名优胜

者将会揭晓。

本会青年团团长林恒毅表示，本

会将会大力配合，并鼓励团员积极报

名参加角逐。

出席交流会的国际青年商会代表

包括冯国强丶谢翠明丶陈志勇和魏永

英，本会本会青年团代表包括秘书张

柏垣及理事谢中正丶林恒谅丶唐素婷丶

蒙媚娟丶包章华及彭彦彰。

八打灵国际青年商会

n	林慧慧(左6)和林恒毅共举马来西亚国际青年商会的旗帜和宣传手册，右起为包章华、唐素婷丶蒙媚娟丶彭彦彰丶谢中正丶林
恒谅及张柏垣，左起为冯国强丶陈志勇丶李世明丶魏永英和谢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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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烟台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

公室副主任李明于5月12日率

领5人代表团拜访本会，由总会长拿督

黄汉良主持接待。

李明 表 示，烟台 最 大优 势 是 在

84年成为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

一，城市发展大大提升，工业基础稳

健，优势产业包括手机、汽车、电脑、

红酒、核电等工业。

他希望这次来访，能加强和马来

西亚的经贸往来。 

代表团成员包括烟台市人民政府

外事侨务办公室副调研员迟若维、处

长陈朝云、烟台蓬莱市侨务办公室主

任马世胜及烟台龙口市侨务办公室主

任吕海杰。    

出席接待的本会代表为本会副总

会长丁锦清及杨天德博士、秘书长林

恒毅、中央理事张联兴、谢成进及包

久星局绅。

山东烟台侨办

n	李明（左4 ）在出席代表陪同下和黄汉良交换纪念品。

接待代表团

中国成都市侨办副主任卢伟良于

2011年5月30日率领6人代表

团拜访本会，由副总会长宋兆棠主持

接待。

代表团成员包括成都市侨办国外

处副处长陈昌阳、经科处副处长廖晓

红、投资促进中心主任助理冉皓、青

羊区统战部副部长吕力及彭州市侨外

办副主任牟俐。

出席交流会的本会代表为副总会

长丁锦清及刘俊光、副秘书长李志贤、

中央理事戴炳煌、谢成进及包久星局

绅。

宋兆棠在接见中国成都市侨办代

表团时表示，吉隆坡新街场空军基地

在搬迁至森州后，希望看到中国企业

投资这项准备发展成六星级现代城市

的计划。

他说，新街 场空军 基 地 靠近 隆

市中心，拥有庞大商业发展潜能与价

值，是吉隆 坡 南 部重要发 展的新 地

标，相信有很许多发展项目可以与中

国企业合作。

卢伟良副主任则表示，成都市政

府将在今年10月举办“第12届中国西

部博览会”，届时将设“中国侨商馆”，

欢迎大马商家组团参观。

成都市侨办

n	宋兆棠（中）赠送纪念品予卢伟良。右起：戴炳煌、李志贤、谢成进、包久星、刘俊光及丁锦清；左起：牟俐、吕力、陈昌
阳、廖晓红及冉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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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设商贸通网页
马中经贸总商会5月26日与广东

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签署协

议，共同创建“马来西亚-中国广东国

际商贸通”网页，联手打造服务两地企

业的经贸信息平台。

本会资讯工艺委员会主席丘洁光

和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研究所副

所长邓建中代表双方签署协议，并由

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及广东省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厅巡视员黄永智见证。

丘洁光表示，双方除了在各自原

有网页建立上述网页的键联之外，也

将合作共建全新的“马来西亚-中国

广东国际商贸通”网页，并将充作双方

的首页，为两地企业提供经贸信息。

他指出，该网页的启动仪式将在

广东省举行。

网页的主要内容将包括两地经贸

投资的政策、推介两地优质出口企业

和产品、出口机会、投资和营商指南、

产业形势分析和咨询服务等。

他说，马中经贸总商会也将考虑

通过短讯方式，向网页登记的会员传

送重要活动讯息。

由於本会现有的技术资源不足，

因此将先由中方承担技术和主导，本

会则作为配合。

黄汉良表示，有关合作没有利益

冲突，反之对两国经贸往来有正面影

响。

黄永智说，广东易发网(http: / /

gd218.org.cn)目前登记的会员有三千

人，同时每天发出短信给会员，提供

最新经贸讯息。同时网页也推介受认

可的企业。

他表示，随著双方在资讯服务网

站达成初步协议，接下来如何落实，

将进一步交换意见。

代 表团成员包括广东省对外贸

易经济合作厅处长帅海燕、副处长刘

卫、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信息中心科

长刘志军和经济师陈寰。

出席签约仪式的本会代表包括副

总会长杨天德博士和刘俊光，中央理

事谢成进及张联兴。

n	黄汉良及黄永智展示双方签署的协议书，左起为刘卫、帅海燕、邓建中，右起为
杨天德、刘俊光、谢成进及丘洁光。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李延强、

钦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肖潇等一行8人

5月27日拜访本会，由总会长拿督黄汉

良主持接待。

黄汉良表示，钦州市推介中马产

业园，并邀请本会进行战略合作，本

会义不容辞，愿尽力配合推动。

陈天力说，欢迎本会各企业通过

中马产业园或其它项目，到广西北部

湾投资。

他并邀请本地企业出席8月18日

举行的广西北部湾经合论坛，以加强

广西和东盟国家的合作。他表示，这

次来访也是要参观考察学习，以加深

对马来西亚的了解，寻求多方面的沟通

合作。

代 表 团 过 后 在 李 国 源 的 安 排

下，参观了马来西亚多媒体发展机构

(MDeC）。

代表团成员包括广西北部湾经济

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处长

陈天力、钦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肖潇及

科员张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办公厅主任科员甘彪、广西北部湾经

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科员李成霆、袁黎明及梁森家。

本会出席代表为副总会长杨天德

博士、宋兆棠硕士和刘俊光，秘书长

林恒毅、包久星局绅及李国源。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n	李延强在出席代表陪同下赠送北部湾的宣传册给黄汉良。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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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分会成立

马中经贸如虎添翼

文 拿督黄汉良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 

马
中经贸总商会砂拉 越分会的

成立是一桩大事，是具有历史

意义的盛事。基於砂拉越的特殊经贸

历史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情，砂中

的贸易往来，千百年来连续不断，源

远流长。砂州处在南中国海之滨，有

大量天然资源，是人们关注的南海问

题的焦点，砂拉越各族人民长期以来

支持中国、向往中国，也看好中国，为

发展马中人民的传统友谊而努力。今

天马中经贸总商会砂拉越分会的成立

必将令马中经贸总商会的发展如虎添

翼。可喜可贺。

马中经贸在砂拉越先进商人的支

持与推动下早已奠下巩固的基础，砂

拉越中国商品公会早在二十年前已成

立。会员一向积极参与发展马中经贸

活动。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

敬。丹斯里张晓卿爵士是当代推动马

中经贸的佼佼者，天猛公刘利民也是

马中经贸发展的功臣之一。还有很多

砂拉越商家都对马中经贸发展作出了

极大的贡献。

今 天 随 著中国的 崛 起，全 球 化

和国际化的到来，随著国际形势的转

变，更随著马来西亚经济的转型，政

治转型，意识形态的改变，所有热爱

马中经贸的商家应该走在一起形成一

股时代的力量，共同推展马中经贸的

发展，让马中经贸更上一层楼。

马中经贸总商会是一个多元种族

的马来西亚人的总商会，希望在砂拉

越分会领导下进一步迈向多元种族的

目标。我们欢迎伊班人、马来人，比达

友人都加入我们的马中经贸大家庭，

甚至成为领导人之一。

我们感谢拿督刘增强会长、刘乃

好第一副总会长等负责人，在筹建分

会时所作出的贡献。

温家宝总理说，我们要做大事，

不要做大官，我认为做好华团的工作

就是做大事，为华社服务就是最崇高

的，不附带条件的。进华团不是为了做

大官，是在於为人民服务，是为了贡献

社会，服务国家，推动社会向前向好

发展，以建立公平、合理、透明的公民

社会。

马中经贸的发展有今天的成就，

由几亿美元到去年的743亿美元，是历

代马来西亚商人努力的结果。80年代

砂拉越著名商家丹斯里黄文彬就是先

行者。我们要缅怀他。这次温总理来

马时说：人予有恩，永世不忘，予人有

恩，永世不记，这是他对马来西亚的

感恩，勉励我们要懂得感恩，做善事

不应求回报。

马中经贸总商会是由一批有 远

见、有魄力、有才干 ，敢做敢为的时代

人物组成的经贸组织，为发展和促进

马中经贸合作不懈努力。今年9月9日

将主办马中经贸国际投资大会，敬请

砂拉越商家踊跃参加。我至诚希望马

中经贸砂拉越分会在拿督刘增强及各

位精明理事领导之下，会务蒸蒸日上。

祝成立大会圆满成功。

(本文为黄汉良为马中经贸总商会砂拉

越分会成立仪式上的献词)

马
中经贸总商会马六甲分会於4月

15日接待来自内蒙古响沙湾旅

游有银公司代表团，分会会长拿督陈天

场说，大马是一个很适合中国企业投资

合作的国家，希望有意向外投资的中国

朋友，把大马作为首选考虑的国家。

他也希望甲州及中国美术家古鄂

尔多斯市两地政府，能在未来创造更

多的商业合作机会，协助两地的商家

找寻更多商机，突破传统，趋向更先

进经商合作格式。

出席者 包括甲分会顾问拿 督陈

展鹏、副会长拿督邓福汝、总务张民

生等，以及响沙湾集团董事长王文俊、

鄂尔多斯市市委王学志副秘书长等。

响沙湾集团董事长王文俊在致

词时说，两地交往多年，情谊越来越

广越深。他也邀请马六甲商家到内蒙

古和响沙湾走走，寻找双方合作的机

会。

马六甲分会接待内蒙古响沙湾代表团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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