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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 
斯达法部长郑重的说，

马来西亚欢 迎 更多中

国投资者到来投资。

他指出，未来十年正好是我国推

行经济转型计划之际，将推出约1.4兆

令吉的项目，其中90%需要私人界的

参与，这里有充裕空间让中国商家投

资。

部长为2011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

会主持开幕时透露，马来西亚多个主

要领域都有投资机会，尤其是先进电

子、替代能源、教育、保健、基建、资

源基础工业等。

2011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的

协 办 单位 是中国－东 盟博览会 秘书

处，以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秘书处；支持机构是马来西亚中华总

商会、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中心和世

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

慕斯达法部长说，国际贸易及工

业部也采取多项行动拉近马中商业联

系，包括从传统的北京和上海，扩大

至其他省分。

他透露：“我与副部长也常与中

国省政府代表团会面，我们将与马来

西亚华团商协会合作，希望他们能协

助我们引进更多的中国投资者。”

慕斯达法说，贸工部会增加到中

国的官式访问，过去两年，他本身就曾

到访中国3次，未来，他会到北京、成

都访问，以促进两国的投资和贸易。

他宣布：“今年十月，马来西亚将

参加在南宁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届时，我们也将把马来西亚作

为投资中心的潜力介绍给大家。”

他说，贸工部官员将与中国官员

保持密切合作，鉴定能惠及两国的投

资计划。

他 强 调，贸工部 要 会见 更多 在

马来西亚的中资企业，以加强联系。

大会在慕斯达法鸣锣三声后，正式开

幕。

这项盛会，场面爆满。开幕仪式

上致词者除了部长，还有本会总会长

拿督黄汉良以及2011马中经贸投资国

际大会工委会主席郭隆生。

高官显要济济一堂

出席的开幕礼的嘉宾包括首 相

署部长丹斯里许子根、雪兰莪州高级

行政议员郭素沁、雪州议会议长拿督

贸工部长

1.4兆计划迎中资
由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主办的2011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于9月9日

至11日在吉隆坡胜利举行，共有1300馀名主要来自中国及东盟国家的企业家

参与其盛，其中中国企业家约500多人，开幕仪式由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

部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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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国际贸易及工业部秘书长拿

督丽贝卡法蒂玛、马来西亚工业发展

局主席丹斯里苏莱曼、马来西亚对外

贸易促进局总执行长黄丽心博士、中

小型企业发展机构总执行长拿督哈夫

沙哈欣、中国驻马来西亚经济商务处

宣国兴参赞、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丹

斯黄家定、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财

政拿督戴良业、东盟工程科技院院长

拿督洪礼璧、本会终身荣誉会长丹斯

里林源德、拿督杨天培、荣誉会长丹

斯李深静、丹斯里林玉唐、丹斯里李

金友、拿督马吉德、会务顾问陈金锭、

缪进新和拿督张创迪、荣誉顾问吴立

洋和胡逸山、法律顾问黄文华、钦州

市委副书记唐咸仅、中国-东盟博览会

秘书处副秘书长黄平西、中国－东盟

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副秘书长何小

玲、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安民、世

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秘书长任兴

亮、温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育斐、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常务副秘

书长许宁宁、廖岛省印尼华裔总会省

主席丘梓贤、新加坡中国商会会务咨

询林蔼能、文莱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

陈家福、中国马来西亚商会名誉会长

章金福。

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东

方日报等多家本地主流媒体全程详尽

大篇幅报道这项盛会。官方新闻社马

新社、马来前锋报、英文星报与八度

空间中文电视台也派员采访。　

马来西亚虽小但能做大事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总

会长拿督黄汉良说，马来西亚虽小，

却能做世界性的大事。

他说，作为民间团体，马中经贸

总商会要协助马来西亚政府发展国家

经济，使人民安康和幸福。同时，马

来西亚企业也走到中国，联合钦州政

府，共同推动及发展当地的马来西亚

产业园。

黄汉良在2011年马中经贸投资

国际大会开幕礼上指出：“今天的经

济不稳定，地球也生病了，不时发生

天灾及海啸。在2008年5月12日中国

发生汶川大地震，之后玉树地震、今

年有日本地震海啸，这些对人类造成

巨大威胁，因此马中经贸总商会认为

应注意环保工作，奖励这些环保的年

轻企业家。

他说，马中投资应是相互的，可

惜，在马来西亚落脚的中资企业还是

不多。海尔、美的、奇瑞等消费品在马

来西亚的市场份额依然很小，而中国

工商银行在马来西亚也是刚起步。

黄汉良指出，马中双边贸易的发

展势头强劲，马来西亚已连续3年成

为中国在 东 盟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

伴。他希望我国企业能妥善的把握搭

桥建梁的机遇，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密

切的关系。

贸工部设午宴款待参会者

国际贸易及 工业部副部长拿 督

耶谷沙干说，在全球经济陷入困境之

际，2011年马中经贸国际大会的举办

正合时宜。

他说，这样的大会能加强私人界

业务网络，促进更频密的业务联系。

他是代表贸工部在开幕礼当天，

在金马宫酒店设午宴招待1300余名出

席大会代表。他在会上致词时说：“马

中两国，自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马后，深

化和扩大两国的经贸协议，为两国建

立具体框架，实行经济合作计划。所

谓前人种树后人凉，相信马中商家这

次的相聚，必为马中经贸推向高峰。

n	黄汉良（右2）陪同慕斯达法部长（左4）鸣锣。左起：郭隆生、宣国兴、
黄家定、马吉德、李金友。	 （图片供应：南洋商报）

n	黄汉良致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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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中经贸总商会与东盟工

程科技院配合2011马中

经贸投资国际大会主办

的“2011绿色黄金奖”(MCCC Golden 

Green Award)得奖名单揭晓，东盟十

国各有1名环保尖兵上榜，而大奖则落

在印尼15岁环保工作者艾德琳身上。

10名获奖者皆出席颁发典礼，由

能源丶绿色工艺及水务部部长拿督斯

里陈华贵主持。

“2011绿色黄金奖”的马来西亚

得奖人是马中经贸总商会秘书长林恒

毅，他以绿色企业表现赢得奖项。绿

野集团创办人丹斯里李金友是“绿色

黄金奖”主要赞助人，这次的获奖者

年龄介於15至40岁，平均约33岁。

大奖得主艾德琳引人瞩目，她从

13岁开始投入环境保护工作，积极鼓

励年轻人参加绿色运动，取得耀眼成

绩。

陈华贵在颁奖典礼上亲自邀请她

明年9月来马参加国际绿色环保大会，

发表她在推动环境保护的心得。

他感到欣慰，年纪小小的艾德琳

获得肯定，相信会激发更多年轻人跟

随其後，投身保护地球工作。

陈华贵也建议马中经贸总商会和

东盟工程科技院明年再接再厉，一起

联办这项具有意义的活动，进一步提

高区域对绿色环保的意识。

他说，该部门刚完 成 2011年绿

色科技及环保产品展览会，取得良好

成效，为海内外商家提供更多绿色工

业投资计划，预计可达致总值约8亿

5000万令吉的商机。

陈华贵希望马中经贸总商会能参

与2012年绿色科技及环保产品展览

会，协助政府提倡绿色目标。

出席“绿色黄金奖”的嘉宾包括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

工委会主席郭隆生、东盟工程科技院

秘书长朱国明、绿野集团创办人丹斯

里李金友等。

东盟工程科 技院主席拿 督洪礼

璧在颁奖礼上说，设立这个奖项是希

望提高年轻人的环保意识，投身保护

地球工作。

他指出，绿色增长是第二次工业

革命，希望人民合作达致永续环保目

标。

东盟工程科 技院 准备把绿色黄

金奖列为常年活动，持续推动绿色环

保工作。

洪礼璧指出，10名东盟国家绿色

黄金奖得主都 在环保领域有显著贡

献，而获得大奖者则会成为“绿色大

使”，安排到不同国家进行推动绿色

环保工作。

赞助人丹斯里李金友说，“绿色黄

金奖”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投身环境

工作，为他们开拓重要的关注领域。

他希望企业家多关心地球，更重

要的是能把“企业家”化为“生意人”

概念，只有了解“生”，即生生不息及“

意”，善良的意识，才能在产品上加入

关心人和地球意识。

绿色黄金奖大奖得主艾德 琳成

立环境之友，推动与鼓励年轻一代积

极参与减缓地球缓化和严重影响气候

转变的活动，现在，已经有1万5000名

年轻人参与环境之友的活动，其中包

括：植树、清洁海滩、国际地球日、国

际生物多样性日、国家绿色运动、保

卫珊瑚和拯救地球等。

马中经贸总商会主办绿色黄金奖

印尼15岁女生夺大奖

国家 得主 年龄 得奖领域

文莱 西蒂罗赛梅丽央蒂 37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改善空气质量
柬埔寨 韩素比 32 保护浪费土地、资源及多样性生物
印尼 艾德琳蒂芙尼苏瓦那 15 推动社区、志愿及非政府组织环保运动
老挝 坎巴斯迪 37 推广绿色理念及在媒体进行可持续环保工作
马来西亚 林恒毅 37 绿色企业工作
缅甸 余云添 33 保护浪费土地、资源及多样性生物
菲律宾 朱利斯 40 减少废物
新加坡 李宝胜 37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改善空气质量
泰国 沃兰那宾淡 26 推广绿色理念及在媒体进行可持续环保工作
越南 麦添金 40 绿色企业工作
大奖得主：艾德琳蒂芙尼苏瓦那（印尼）

2011年MCCC绿色黄金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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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来西亚政 府将 推出奢

华 购 物 旅 游 配 套，以

私人直升机“空运”旅

客，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豪客到名牌店

购物，让他们享受最奢华的旅游。

旅 游部长拿 督斯里黄燕燕医生

说，在奢华购物旅游计划下，政府将

为富裕游客提供最豪华的旅游配套，

甚至可以要求名店关起大门，让游客

尽兴购物。

“若游 客 要求豪华旅 游，我 们

可以提供私人直升机，要求名牌商店

暂时关门，让游客购买本身喜欢的商

品。”

黄燕燕9月9日在吉隆坡举 行的

2011年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欢迎

宴上招待中国及海外宾客时说，在全

球最多游客旅游的国家当中，我国于

2009年在全球排名第9，证明马来西

亚是具有旅游魅力的国家。

她认为，在推行豪华购物游时，

中国是政府瞄准的对象，因为中国拥

有许多富裕人士。

黄燕燕最近到中国沈阳官访，并

与10多名企业家用餐，结果其中一名

企业家从轿车取出多瓶红酒，每瓶竟

然价值2万令吉，令人咋舌。

更甚的是，16名企业家到LV名牌

店购物，短短两小时，竟然花了250万

令吉，显示中国顾客非常阔气。

黄燕燕说：“对政府而言，豪华购

物旅游的最佳对象非中国莫属，政府

今年的旅游收益目标是600亿令吉。”

她说，和中国比较，我国的许多

名牌商品比中国来得便宜，这也是吸

引中国游客的其中一项有利因素。

她指出，我国旅游业过去10年来

取得大跃进，外国游客人数从2000年

的1000万人次增至去年的2400万人

次，旅游收益从同期的170亿令吉遽增

至560亿令吉，这意味着在过去一年，

每周有10亿令吉旅游收益。

她说：“10年前，前来我国观光的

中国游客只有区区7万人次，没想到10

年后，中国游客达到100万人次，它是

继新加坡、泰国、印尼及文莱之后，排

名第五的外国游客。”

她强调，马来西亚政府非常重视

旅游业，希望到了2020年，前来我国

观光的外国游客能增至3600万人次，

为国家带来1680亿令吉收益。

外资可拥4星以上酒店 
100%股权

此外，黄燕燕透露，政府已全面

开放，让外资拥有100%4星级或以上

的酒店股权。

她说，我国有1000个海岛，外资

可购买海岛作为建旅游村用途。

针对“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

计划”，黄燕燕指出，政府决定，凡是

50岁或以上者，他们只须拥有17万

5000令吉流动资产，同时证明每月拥

有海外收入1万令吉，即可申请我的第

二家园计划。

根据原定计划，政府早前是要求

50岁或以上者必须拥有35万令吉流动

资产才符合资格申请，如今则减半。

2011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工

委会主席郭隆生说，因欧美经济不稳

定，世界经济版图重新排位，中国和

东盟19亿人口将形成世界最大的自由

贸易区。

他说，当世界经济陷入不稳定，

未来经济版图将改头换面，世界经济

主力将落在亚洲，亚洲经济中心是在

中国，而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是东盟。

郭隆生在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

欢迎宴致词说，这3天的大会，来自各

国超过1300位参会者，共同研究如何

开拓这个19亿人口的市场。

他对本届大会吸引突破原订目标

的1000人感到欣慰。他说，这批代表

中，有500多位是中国代表，其他地区

有东盟、香港、台湾、日本、斯里兰卡、

匈牙利等。

这 次 大 会 共 邀 请 到 4 位 内阁部

长、4位经济专家、两位州政府代表等

主讲，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未来的经贸

趋势。

黄燕燕：超豪华旅游配套

直升机载中国客豪购

8 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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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来西 亚 东 海 岸经 济 特

区 发 展 理事 会成 员 丹

斯里李深静说，马来西

亚东海岸与南中国海毗邻的地理位置

优势，属投资佳地，加上当地经商成

本比西海岸低廉，商家应趁着这个最

佳机会进军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

发展。

他 指出，理 事 会决 意 将 东 海 岸

经济特区打造 成为马来西亚的主要

特区，以便作为往亚太地区发展的通

道，所以，欢迎中国及亚洲投资者到

来享受高回酬的投资。

他进一步描述，东海岸经济特区

地理位置占了很大优势，涵盖范围包

括吉兰丹、登嘉楼、彭亨和柔佛丰盛

港，有条件成为充满活力的经济贸易

中心。

东海岸特区10年免税

李深静是在2011年马中经贸投

资国际大会联欢晚宴致词时，发表这

样的谈话。

李深静说，特区主要的投资项目

是：旅游业、天然气及石油矿物业、制

造业及农业为基础的上下游工业。凡

在以上任何领域投资者，可享受10年

免缴所得税，而且是从业者开始赚取

利润那年算起。

他 说，马来西 亚 是 多元 种 族 国

家，华裔占23%，中国商家在本地投

资没有语言及文化障碍，也较容易落

实贸易计划。

他说，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

的经济将持续增加，特区各项贸易活

动也将搭上列车，提供具吸引力的财

务及非财务奖励政策给参与者。

马来西亚共有5个经济走廊，包

括于2007年设立的东海岸经济特区，

虽然这个特区仅有5年历史，但其发展

却最神速，这有赖于马来西亚东海岸

经济特区管理人员的良好效率，并在

该理事会总执行长良好领导下蓬勃发

展。

李深静说，马中经贸往来向来频

密，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于2009年到中

国官访，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在今年4月

来马官访，相信两国领袖的互访，能加

强双方友好关系。中国连续两年成为

我国最大贸易伙伴，在政府机构及私

人领域配合下，马中经贸走势将更强

劲。

一个马来西亚鼓乐大合奏

出席开幕联欢晚宴的嘉宾包括马

中商务理事会主席丹斯里黄家定、马

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马

中经贸总商会终身荣誉会长丹斯里林

源德、终身荣誉会长拿督杨天培、荣

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副总会长宋兆

棠、副总会长杨天德博士、副总会长兼

沙巴分会会长拿督刘国城、马来西亚

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总执行长

拿督杰柏星甘艾萨约翰、温州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徐育斐、顶级手套有限公

司董事主席丹斯里林伟才、马来西亚

工业发展局（亚洲与大洋洲）高级副

主任李荣民等。

在联欢晚宴上也播放介绍东海岸

经济特区的短片，同时呈献由马来鼓

乐、旁遮普鼓乐和华族鼓乐的多元鼓

乐大合奏，击出和谐之音，充分反映一

个马来西亚精神！

李深静

投资东海岸正值良机

92011/09

n	李深静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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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

纳吉提出并推介的政府

转型计划（简称“GTP”

），是以“一个马来西亚”理念精神“

以民为本，绩效为先”的承诺为基础。

经过一番努力，各政府部门之间更能紧

密合作，营造利商惠民的大环境。

马来西亚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许子

根博士在“2011年马中经贸投资国际

大会”发表“政府转型计划奠定马来

西亚经济转型的基础”演讲时表示，

各政府部门在政府转型计划下，更具

团队精神，打破彼此间的隔阂，提高

整体效率，举例说，现在申请国际护

照能够在短短一小时就完成，即是各

部门紧密合作下的成果。之前，申请

国际护照需要等候好几天，但随着政

府部门在政府转型计划下进行跨部门

合作，而有显著越的成果。

他说，政 府 转 型 计 划 将大 力促

进我国经济各领域的蓬勃发展，尤其

是与经济强国如中国的双边贸易。因

此，政府转型计划已经为后来推展的

经济转型计划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工

作。

政 府转型计划具备宏愿壮志和

广泛目的，在提升与人民有关重要领

域的同时，也支援马来西亚朝向2020

宏愿发展转型为一个发达的高收入国

家。这政府转型计划的目的是要推动

高度表现及快速交付的政府服务。为

了达到此目的，政府转型计划专注于

鉴定为反映马来西亚人民主要的迫切

需要及关心的六大国家关键 成效 领

域。

通 过 使 用 诸 如 关 键 绩 效 指 标

(KPI)、实验室及蓝海策略的现代表现

管理方法，在2010年1月开始全方位

推动的政府转型计划为这六大国家关

键成效领域，即降低罪案、肃贪、提

升教育、提升郊区基本设施、提升公

共交通及提升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

带来令人鼓舞和显著的成果。

政府转型计划是由首相署内的表

现管理与履行单位(PEMANDU)全力

推动，许子根正是这个单位的主席。

在详述政府如何在转型计划下防范罪

案拼治安时，他说，把警察人员从非

热点区调到罪案热点区，再让原本负

责文书工作的警察“投笔巡街”，并把

文书工作交由文员负责，同时把野战

部队由林入市，由陆军取代边防工作。

在如此调动安排下，共有1万4222名

警察被重新派驻到50个经常发生罪

案的黑区，以及7402名负责文书行政

工作的警察被重新调动参与前线调查

与巡街工作。

在政府转型计划全力拼治安的努

力下，2010年的罪案指数下降了15%

，超越了原定的5%目标，而街头罪案

数目也减少了35%，比原定的15%更

为显著，这显示适当的人力资源分配

可获得最佳的效果。

在2011年7月，政府增设了第七个

国家关键成效领域，以探讨应对生活

开销日益提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通过对国家关键成效领域的专注和传

递过程，以具体及一致的方式激励及

动员公务员之间、公务员与私人界及

非政府组织之间，以协作和富有创意

方式的共同合作，政府转型计划也实

质地开始改变了公务员的态度及实际

表现。

实质改变公务员表现

举例说，全国所有753间警局首

次根 据其给予公众的服务和表现进

行评估排名。此外，政府有史以来首

次通过成绩导向目标，如部门关键成

效领域(MKRA)和部门关键绩效指标

(KPI)来建立部长的诚信度。MKRA和

MKPI清楚地定义出各部门所须完成

和负责的目标成果。所有部长的成绩

将会一年两度被评分并呈交给首相审

阅。

许部长说，通过快速、坚定但是

友好交付而设置远大及大胆的目标，

密切监测和精确地测量结果，突出为

人民谋取实际成果的一个新绩效文化

已开始在政府内部兴起。同时，他相

信，在利商良政下，有助加强我国的经

济竞争力，更有实力尽享中国13亿与

东盟6亿人口所蕴藏的无限商机。

政府奠定经济转型基础

可加强马中贸易
文 / 张秀芳

许
子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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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 
然 近年来 亚洲经 济 基

础表现强劲，具备有朝

气、高生产力又大量的

职场生力军，再加上采纳了西方价值

观与操守，例如自由市场经济、科学与

工艺、知识精华、和平文化、法律规

则等，让我们乐观相信亚洲世界将降

临，然而，著名银行家纳希尔则提醒，

亚洲国家尚须互信友爱，尤其是未来

十多年的进展，将是关键时期。

联昌国际银 行总裁拿 督斯里 纳

希尔在“2011年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

会”主讲“亚洲世纪的新亚洲”时提

醒，亚洲在未来几年须成功地安然度

过当前的全球经济风暴，建立更蓬勃

的亚洲内部经济基础，并能配合新一

波社会政治变革，以保障亚洲世纪的

未来。

他更以十多岁青少年作为隐喻，

即青少年通常 会 过 度自信、过 度 热

情，而可能导致致命错误，并自毁前

程。所以，亚洲世纪的最初十多年时

期，是绝对的关键时期。”

他说，全球经济关系错综复杂，

相互 紧密 依 靠，在西方 经 济 体急 剧

走下坡，或者西方金融体系重大动荡

的情况下，亚洲亦难以独善其身。事

实上，中国逾半 数的外汇储备（3兆

美元）正是投资在美国政府与企业债

券。整体而言，西方金融机构仍在亚

洲主权与企业债券和金融市场扮演主

导角色。此外，美国消费者的购买量，

是中国和印度消费者合计购买量的5

倍，换句话说，亚洲无法把商品销往

火星，而亚洲人亦尚无足够的购买力，

悉数消化亚洲所生产的商品。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兼马

来西亚政 府顾问丹斯里沈 联涛曾形

容，全球经济的困境犹如“用独木舟

溯溪却少了船桨”。纳希尔则补上一

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试图抓取

什么，以稳定整艘船呢？举例说，过度

的保护主义，会对亚洲经济体带来什

么影响呢？若没有了持续经济成长，

即使是支撑亚洲经济模式的政治亦面

对一定的风险。

有鉴于如此偏高的风险，他质疑

亚洲是否可坚定且自信地站上全球的

舞台。他提及最近国际货币基金主席

一职悬空时，亚洲各国缺乏一致行动

的表现令人深感失望。虽然大家都声

称需要抗衡西方主导全球金融机构的

情况，亚洲政府却未能团队一致，举

荐

具备符合资格的人选，例如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或

马来西亚国行总裁丹斯里洁蒂出任此

职。

纳希里认为，如果这真是亚洲世

纪，亚洲各国政府须确保亚洲在决定

全球经济领导层有更大的发言权，正

因我们起步已晚，未来几年就更显关

键。

他说，全 球 经 济危 机 更凸显 亚

洲国家需要更均衡的经济成长，须更

依 赖国内需求与亚洲内部的贸易与

投资。亚洲国家本身都还带着西方眼

光，总以为西方月亮比较圆。举例说，

有多少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是透过西

方金融机构转一个圈，再回到亚洲？

他在本区域争取生意时，常面对的挫

败感就是亚洲人总认为西方银行会“

技高一筹”，而不相信亚洲银行有同

样能力，并且可靠安全。他相信我们

需要有个平台让彼此建立互信。

此外，他指出，当今的亚洲金融

架构如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由西方机构

所主导，使亚洲国家与企业在评级上

处于劣势，往往受较低劣评级，而须

以高代价筹资，削弱了竞争力。他说，

没有理由中国的评级会低于西班牙，

印度的评级会低于爱尔兰。全球需要

一个泛亚洲的评级机构来平衡对亚洲

信贷的观点。

友爱互助同声同气

他 相 信，亚 洲美 好 的 时代 就在

前头，但亚洲国家若欲享受未来的好

景，就须在彼此之间更加互助友爱，

在世界舞台同声同气，在彼此之间建

立 更 强 大 的互信，以 及 贸易 投 资关

系。他相信我们需要巧妙地应对社会

政治变化而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

响，以及最近社群媒体的变革，对我

们政治体系与政治领袖的需求。

他举例说，印尼不满黑莓手机制

造商不在该国外包生产，而考虑对出

口至印尼的黑莓手机征收额外税务，

这显示东盟领袖并没有完全接纳东盟

经济共同体的本质。

在问答环节中，他更不讳言，国

家领袖在东盟峰会握手叙说美 好前

景非常容易，但实际上人民真的相信

吗？政府官员会通力配合吗？东盟须

团结一致一体化，才可看到未来，若

各国只顾本身利益，最终只会势单力

薄，甚至被边缘化。

空喊口号难迎亚洲世纪

建立互信共享成果
文 / 张秀芳

纳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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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向东盟的门户

科技槟城旺旺旺
 虽 

然 马来西 亚 北部的 槟

城只占全马人口的6%

，但 所 获 得 的 外 国 直

接投资却占了全马的36%，所获投资

额全马居冠。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

有信心槟 城可成为中国通往东盟

的门户，前来槟城投资可让投资

者失望转为希望，投资将会旺旺

旺。

林冠英在“2011年马中经贸

投资国际大会”发表“以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协定驱动槟州成长：让绿

意及安全的槟城成为中国通向东盟的

门户”演讲时说，槟城可凭借各种相

对优势，成为东盟国家与中国前来马

来西亚的通路。这些优势包括：

所获投资额全马居冠，人口只占全 ★

马6%，所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却

占了全马的36%。

根据国家稽查报告，槟州是全马财 ★

务管理表现最好的州属。

秉持肃贪倡廉及实行公开招标， ★

成为唯一受国际透明组织表扬的

政府。

为马来西亚医疗旅游贡献了65% ★

成为首个在霸级市场推动有偿使 ★

用塑料袋的绿洲。

罪 案 率 降 幅 最 大，成 为 安 全 城 ★

市。

在东盟国家当中，马来西亚与中

国有着显著的贸易关系。截 至 2010

年，中国已经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

易伙伴国，超越新加坡、日本及美国。

槟城处于这项贸易关系的中心地位，

马来西亚的出入口贸易中，超过一半来

自电子电气领域。槟城与中国之间的

电子电气半制成品或成品交易，也是

跨国公司在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

随着商业贸易进出口关税壁垒的

消除以及市场需求的改变，槟城与中

国之间的贸易还有许多成长的空间，

例如：发 展医 疗保 健 领域 的医 疗产

品、扩展可再生及可持续能源的太阳

能电板及发光二极管(LED)产品。

最 近，一 些 医 疗仪 器 制 造商如 

St. Jude Medical, B Braun, Accellent, 

Symmetry Medical 和 Ambu 也在槟

城扩充厂房或开始投入生产。还有，

今年六月，德国博世集团 (The Bosch 

Group) 投资22亿令吉，在槟城开拓太

阳能光电伏特业务，展示了太阳能产

品及零件出口或入口自中国的无限商

业。

除了出口制造业商品，投资者也

有机会通过槟城－中国的贸易关系出

口清真产品到那些穆斯林人口众多的

中国省份。马来西亚清真食品的认证

享有盛誉，这项认证不只顾及清真食

品的生产过程，也包括生产、包装及运

输过程整个供应链。

除了实体商品，槟城—中国贸易

关系另一个深具潜能的领域应该是服

务业。特别值得提及服务业的两个重

点。第一就是业务流程外包(BPO)及

共享服务外包(SSO)。第二就是旅游

业。

想理外包中心

槟城位于太平洋区域中心，

这个策略性位置让槟城的公司可

以全天候经营他们的亚洲、欧洲

及美洲的生意，成为理想的业务流

程外包及共享服务外包中心。由于这

些公司在中国的生意额显著增加，而

且未来还会继续成长，因此，他们提

升槟州业务流程外包及共享服务外包

的服务规模，以应付马来西亚与中国、

东盟与中国经济关系成长后的需求。

此外，旅游业也将从这项自贸协

定中受惠。2010年，中国前来马来西

亚的游客已经超过110万人次，并以每

年10%的速度增长。槟城拥有独特的

历史、建筑物、大自然、美食及文化，

自然而然是中国游客的选择。随着中

国人的收入增加，对医疗护理水平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方面，槟城做

为医药旅游的热点，也能吸引中国游

客。

他说，我们让国际企业及中小型

企业都认为槟城是可靠的投资地点，

同时还是中国东盟贸易协定中通往中

国门户。换句话说，槟城不只提供原有

的竞争与相对优势，如健全的通路及

高科技高价值的知识型工业，槟城同

时也展现出语言、旅游及东西方文化

交汇的魅力。他声称：“一个清洁、绿

意及安全的城市，可以保障您的利润

和投资。一个清洁、绿意及安全的槟

城，是中国通往东盟的理想门户。”

林
冠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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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莪是永续投资的

　最佳目的地

 位 
处马来西亚首都区域的

雪兰莪，在州政府及雪

兰莪投资中心的极力推

广及密切合作下，致力于提供绝佳基

础建设，让本地及海外投资者，得到

头等级的投资配套，同时提供更简化

的投资途径，让投资置身于最优良的

投资，并促进雪州投资的蓬勃发展。

雪兰莪州高级行政议员郭素沁在

2011年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主讲“

雪兰莪州：永续投资的最佳目的地”

时，积极呼吁来自中国的投资家前来

雪州投资。

在这数十年雪州的发展取得相当

卓越的成就，基于其坐落具策略性的

地理位置，并拥有强大的丰富资源，

优良的商业环境，加上慎密的发展规

划，这促使雪州一直领先他州，在经济

上取得成功的发展。

郭素 沁 指出，州政 府 通 过 雪兰

莪州投资中心，努力为投资者建立一

个利于投资的亲商环境，创造海外投

资者的机会，以促进雪兰莪州的经济

成长。雪兰莪位居全国投资的首席位

置，创造了约25万7711个就业机会，

从1998年至2009期间，雪州共批准了

3362项总值马币786.2亿元的制造投

资项目。其中海外投资占据了406.3亿

元。

她说，雪兰

莪州投资中心的

目标是将雪兰莪

发 展 成 为 一 个

受 欢 迎 的 全 球

化投资中心，并

强化工业及商业

领域，让其成为

主要的经济推动

力，让雪州朝向

先进州的里程碑迈进。

她指出，雪州拥有卓越的投资环

境，包括亲商政府制度，专业受训的

人力资源，发达的基础建设，蓬勃的

经商环境，还有最重要的优质生活环

境。政府也通过提供投资奖掖，包括

于制造业、生物科技业、旅游业、多

媒体超级走廊、国际采购中心、代理

公司或区域公司，以促进各领域的发

展。

根据数据显示，雪州投资工商项

目的外资当中，日本排第一、韩国第

二、新加坡第三，中国则排第七。

郭素沁在发表讲题时指出，雪州

政府目前正著重推广第二巴生谷，将

通过雪州投资中心全力引进本地及海

外投资，这个区域包括了瓜拉冷岳和

雪邦，并早已为投资者设有完善的基

础建设。

她说：“第二巴生谷的现今与未

来 计 划包括建 设 更 大 的工 业区，包

括第二科技园、多媒体超级走廊、吉

隆坡国家机场空中城、生物科技中心

等，而当地也将建设一些新市镇如雪

邦太子城、哥打哇里山、哥打美仑花

园。此外，该区域也着重于发展旅游

业、贸易服务等。”

雪州政府目前正在积极把本南再

也(Bernam Jaya)占地1500英亩土地，

发展为东盟-国际特区。“东盟-国际

特区将建有国际大专院校、医疗保健

中心、绿色工艺科技工业园、绿色产

品中心、自然生态公园、高尔夫球场及

别墅等高尚住宅区，同时若使用大道

前往吉隆坡，仅需时45分钟。”

郭素沁指出，除了努力创造更多

新的投资计划外，雪州政府也极力将

搁置、荒废的房屋重新规划发展，基

于一些地区如本南再也及另一地区武

吉柏仑冬目前的地价仍算廉宜，因此

这是中国投资家前来投资产业的良好

机会。

第二家园欢迎您

郭素沁说，雪州政府目前积极吸

引中国，日本及韩国人来参与“马来西

亚第二家园计划”，由于日本现今发生

很多天灾问题，如地震海啸等，因担

心天灾所带来的破坏，导致一些大企

业无法在当地进行庞大投资。这促使

他们将投资转向海外发展，而马来西

亚则是他们属意的投资地点之一。

她也指出，很多中国人希望在欧

美国家取得绿卡，因此马来西亚可以

成为他们的转站点，让他们有机会学

习外语，“在我与韩国人的交谈中，发

现很多韩国人皆认为，韩国的高生活

成本让他们无法想象在退休后如何在

当地生活，因此他们一部份的人正积

极寻求适合的国家，并在退休后可以

迁移至其他国。”

有鉴于此，雪州政府将目标锁定

这些人士，并希望雪州除了可吸引外

国投资者外，也是移居他国的最佳居

住地点。

郭
素
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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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受惠

私营界须提反馈意见

 随 
着中国 —东 盟自由贸

易区(CAFTA)的不断发

展，其在亚洲乃至世界

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如何相应规范

和完善区内适用的优惠进口原产地规

则(Rule of Origin)成为了一个具有理

论性和实践意义的课题。东盟秘书处

市场一体化合作司司长苏巴斯波斯皮

莱呼吁私营界向政府当局提出反馈意

见，以让商界能够实际有效地从自贸

区架构中受惠。

他在“2011年马中经贸投资国

际大会”发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前景与优势”时提出私营界可在这个

自贸区所能扮演的积极角色，包括东

盟及中国私营领域需带头寻求协同作

用，促进彼此建立长期信任及利益，

同时深入了解并充分善用中国－东盟

自贸区便利，极力打造良好贸易环境，

并向政府提供改进贸易便利的意见与

回馈。

就以可享受优惠进口的原产地规

则而言，制定政策者并不是使用这些

政策的人，私营界欲享用这些优惠，

若发现有任何问题，须积极地向当局

提出反馈，以便监管当局能够收集民

意再从中改善。

他说：“若私营界继续保持缄默，

只会让自己处境艰难，也会使这些规

则无法发挥原本的作用与意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优惠原

产地证》（简称“东盟证书”）是中国

与东盟各成员国相互给予关税优惠待

遇的证明书。其成员国包括：文莱、柬

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

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和中国共

11个国家。若欲享有原产地证，一般

规定须有百分之四十的商品属“本国

自制率”，而非东盟—中国自贸区的含

量比率不应超过离岸价值的百分之六

十。

原产地证使用率低

苏巴斯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优惠原产地

证的使用率偏低，主要是私营界无法

符合原产地规则。至于为何会形成这

种情况，以及要如何改善，让私营界更

实际有效地从自贸区机制中受惠，就

须仰赖私营界积极给予反馈意见，政

府当局才得以进一步改善。

他认为，欲在中国－东盟自贸区

打造有利营商环境，私营界人人有责，

同时须向政府当局提出反馈与提议，

以改善利商的环境条件。

此外，他说，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落实后，无论在原料获取、消费

市场、销售与制造领域，都为东盟带

来 无限商 机 。中国与 东 盟 的贸易从

2003年的596亿美元激增至2010年

的2357亿美元，增加了四倍之多。中

国更在2009年取代日本，成为东盟最

大的贸易伙伴国，并在2010年保持此

优势地位。反过来，东盟则是中国第

四大贸易伙伴。

透过东盟享优惠

他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世

上拥有最多消费人口的自贸区，人口多

达19.2亿人，而该自贸区2010年的合

计的国民生产总值达7.59兆美元，也

是世上第三大国民生产总值自贸区。

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庞大消费市场，

对商家而言蕴含无限商机有待发掘。

同 时，东 盟 国 家也有 机会 供 应

商品与服务给中国的跨国企业。全球

500强企业皆在中国建立营运据点，

每年的购买力逾1000亿美元，是值得

东盟国家积极争取的商机。非东盟国

家亦有可能透过东盟的商家，生产并

出口到中国，以享有优惠地位。中国－

东盟自贸区也让东盟制造厂商有更多

选择，寻求原料供应与半制成品，以在

全球市场保持竞争优势。

他预期，中国国势日趋强大，更

显活力，将为东盟带来更大经济潜力

的机遇，而且一体化东盟国家也会成

为更强大的经济力量。他认为，东盟

与中国山水相连，这种优势让双方能

互相扶持，并缔造良好的合作关系。

中国与东盟的私营界须扮演带头

角色，去寻求协同效应，以在互相信任

基础下谋求双方的长期利益，共存共

荣。

苏
巴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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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卓越投资环境

 在 
今 年 首 7 个 月 内 ，马

来 西 亚 投 资 发 展 局

(MIDA)已经批准了总

值317亿令吉的投资项目，并期许通过

吸引外资前来以尽速实现2020年高收

入国家的宏愿。

马来西亚投资发 展 局高级投资

主任彭继通在2011马中经贸投资国

际大会的讲座会说，马来西亚的亲商

环境，如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

专业的人力资源，政治稳定与社会和

谐，同时提供外国投资者的一系列的

奖掖配套，让我国成为具吸引力的投

资国家之一。

他指出，中国是马来西亚第一大

贸易合作伙伴，“根据数据显示，中国

目前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

伴、第二大出口国、及最大的进

口来源。”

他形容，马来西亚和中国贸

易关系非常紧密，越来越多的两

国企业在对方国家投资。“而马

来西亚位居东盟的策略核心位

置，前来我国投资的企业，产品

将可通过自由贸易区自由销往东

盟各国。”

他指出，从1980年至2009

年，日本投资马来西亚的累计金

额达199.54亿美元，居第一位，

其次为美国196.92亿美元、而中

国则是103.37亿美元位居第三，

第四则为新加坡近101.44亿美

元。

彭继通解释：“马来西亚投资环

境的竞争优势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

地理位置优越，其位于东南亚核心地

带，是进入东盟市场和前往中东澳新

的桥梁，此外我国经济基础稳固、原

材料产品资源丰富、人力资源素质高，

同时政治稳定及社会和谐。”

外资可拥100%股权 
无需联营

他说，政府对有意来马投资者并

没有制定任何限制，制造领域外资公

司可在本地拥有100%股权，无需与

本地公司联营，“一般而言，制造业、

采矿业、超级多媒体地位公司等领域

外资可获100％股权，外国投资者可

以自由地撤回投资或汇回利润，而对

国外的汇款可以通过指定的外汇兑换

机构以任何外币汇出。”

彭继通说，政府也透过提供一系

列奖掖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家前来

马来西亚投资。

他指出，通过各种奖掖，外国投

资者一般可以获得直接或间接的减税

形式，包括新兴产业优惠，获得新兴

产业地位的公司可获准部分减免所得

税，即可仅就其法定所得的30%缴纳

所得税，免税期为五年。“而获得 投

资税赋抵减奖励的公司，自符合规定

的第一笔资本支出起五年内，所符合

规定资本支出的60%，可享受投资税

抵减。”

彭继通解释，马来西亚投资发展

局为有兴趣来马投资者打开门户，提

供各种投资咨询，包括商讨各种投资

计划的奖掖种，为外资企业提供一站

式的咨询，包括投资前指导，执照的

批 准和办理以 及投资项目的后续 执

行。

他指出：“目前，马来西亚

政府鼓励外国投资投入出口导

向的生产企业和高科技领域。

适 合 外 国 投 资 的 主 要 产业包

括：(1)原产品领域，包括棕油、

橡胶以及农渔业；(2)石油化工

行业；(3)电子电器业；(4)机械

制造业；(5)清真食品业；(6)IT

类高 科 技 产业；( 7 ) 生物 科 技

业；(8)产品出口至东盟其他国

家的制造加工业。

马来西亚政府也鼓励外商

及本地投资者投资于马来西亚

的制造业、农业、旅游宾馆服

务业、环境保护、科 技研究开

发、技术培训和转让等，并提

供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政 府 也 通 过 设 立各 经 济

特区走廊计划，鼓励外商和本地投资

者在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州及马来半

岛“东部走廊”地带进行投资，并在所

得税等方面予特别优惠。

n	黄文华律师颁送纪念品给彭继通（左）。

彭
继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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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巴发展走廊自2008年

推行至今年上半年，已

吸引570亿令吉投资。

沙巴发展走廊的愿景是打造沙巴成为

亚洲地区首要经济，以及成为贸易、

投资与休闲大门。

沙巴发展走廊总执行长拿督雅谷

佐哈里指出，该走廊掌握高价值下游

工业活动，如油脂化工、天然气处理

厂、棕油精炼、木制产品等，属理想投

资地点。“基于该走廊靠近加里曼丹

及菲律宾南部，是属于东北亚国家如

中国、日本、韩国的中心点，因此是最

理想的转运及货柜增值地点。”

他在2011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

的讲座会上说，沙巴发展走廊计划的

最重要使命，是掌握经济链中的高回

报部分，同时提升知识和创新能力以

达到世界一流思维。

佐 哈里 指出，沙 巴位于 策 略 性

的地理位置，同时具有丰富的天然资

源，“基本上沙巴四个主要的生产领

域：天然资源、农业、制造业和旅游业

已拥有相当完整及成熟的经济生态，

并展望未来20年的持续发展。”

他说，沙巴 发 展 走 廊提 供许 多

商机，可以让中国投资者前来合作投

资，特 别 是 那些 有意在沙巴建 立 据

点，以进入东盟东部经济成长区的企

业。“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以

及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所

以是马来西亚重要的经济伙伴国。”

中国投资者可以投资在沙巴发展

走廊投资的领域，包括旅游业、房地

产、创意产业、生化塑胶物质及产品、

运输，以及诸如棕油、橡胶、可可等原

产品及食品生产等领域。

佐哈里表示，通过沙巴发展走廊

计划，将可尽善利用沙巴州的丰富天

然资源以提升沙巴洲的社会与经济水

平，并鉴定农业、旅游业、制造业及物

流业四大领域来推动经济成长。

沙巴发展走廊也致力于提升硬

体设施，发展运输、公共及交通设施，

以提升生活水平及强化商业活动。软

体设施方面则包括有系统地提升现有

的主要领域之技能，留住沙巴专业人

才及从外招揽专才出掌各个专业及管

理层职位。

砂拉越再生能源走廊发展计划涵

盖面积达7万平方公里，占了全砂州的

50%土地面积，这也是马来西亚迄今所

推展的发展走廊计划中最大规模的一

个。

砂拉越再生能源走廊总执行长拿

督阿马维尔申表示，砂拉越再生能源

走廊涵盖民都鲁、诗巫、木胶、泗里街

及加帛，拥有丰富的各种资源，包括矿

产的铝、硅沙、石油及天然气，以及煤

磺，同时也有良好的海岸线，而内陆地

区也提供足够的水力发电。

他指出，投资于再生能源发展走

廊的投资者，将可通过廉宜的能源获

得利益，投资者将可聘请熟练工人，

并享受砂州政治稳定和民族和谐。

工业投资者将可获得财务方面的

奖掖，以更顺利设立他们的营运，这

包括联邦政府透过马来西亚投资发展

局发放奖掖，如新兴工业地位、投资

税务津贴和再投资津贴等。

提供额外奖掖

此外，投资者也可获得额外奖掖

如基础建设奖掖、豁免进口税和货运

费双重扣减等。州政府则提供吸引人

的水电和土地收费及其他奖掖，尤其

是在开发项目。

阿马维尔申表示，政府也兴建完

善的基本建设，以吸引更多的国内外

投资者前来投资，包括道路的兴建、

建设沙玛拉如工业园和食水供应等。

砂拉 越再生能源走廊的发展核

心是能源资源，尤其是水力发电（2万

兆瓦）、煤炭（14亿6000吨）及天然气

（40兆9000立方尺），而砂州中区则

拥有丰富的蕴涵量。

他说，再生能源走廊也正积极推

动发展铝、玻璃、钢铁及油基发展工

业。政府预测未来20年，再生能源走

廊发展计划能吸引2000亿令吉的私

人投资，这相等于每年100亿的投资

额。”

n	黄锡琦颁送纪念品给阿马维尔申(左)

文 / 林艾萱

沙巴发展走廊及砂拉越再生能源走廊

缔造东马经济奇迹

n	罗章武颁送纪念品给雅谷佐哈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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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马经济发展走廊与东海岸经济走廊

并肩前进发展经济

 在 
2007年7月30日，时任

首 相 的 拿 督 斯 里 阿 都

拉 正 式 推 展 北 马 经 济

发展走廊，并宣布从 2007年开始至

2025年，北马走廊计划动用1770亿令

吉投资额，全面带动北马地区的经济

成长。北马经济发展走廊的宏愿与任

务，是在2025年将北马发展成为有世

界水准的区域。

迄今为止，北马经济发展走廊为

霹雳、槟城、吉打和玻璃市带来蓬勃

的经济发展。今年截至7月为止，北马

经济走廊投资额达68亿9000万令吉，

单是这7个月的投资额已高过去年全

年数额。

北马经济走廊执行单位高级副主

席法利扎在“2011马中经贸投资国际

大会”的讲座会上说，北马经济发展

走廊致力为投资者提供更利于经商的

环境，同时将尽取北马区域的优越条

件，继续推动走廊特区的发展，以朝

建设世界级的投资地点。

他指出，北马经济发展走廊通过

各种投资奖掖，包括提供投资者有关

本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之正确指

南、方针及策略，同时扮演各政府机

之间的媒介，以促进贸易、投资发展之

协调工作。

他强调，这个特区计划的主要核

心是要转型与扩张区域内的农业、制

造业、旅游业、物流服务方面的关键

经济领域。北马经济走廊的任务是提

升这些主要经济领域的价值，并尽可

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同时努力扩展

其他州属的经济成长，以平衡区域的

社区经济。

基础设备完善

法利扎解释，北马经济走廊区域

拥有超过40年与本土及外国大小企业

进行商业的交流经验。其所持有的亲

商背景，经已存在多年，因此所有的建

设基础及商品生产皆已达至世界级水

平。

他说：“除了提供完善基础设备

外，我们备有专业技术及相关行业熟

练工人，以迎合各领域的人才需求。

完善的物流网络也是我们的特点之

一，北马经济走廊一直以来积极推动

物流业，同时政府也正注入200亿零

吉予在公共设施上，以改善国际与区

域间的联系。”

坐落于马来西亚半岛东海岸卓越

地理位置的东海岸经济特区，将为该

区域注入经济成长的催化剂，势将成

为东南亚其中一个蓬勃区域，为本地

及外国投资者提更多的商业机会。

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总执

行长拿督杰柏星甘艾萨约翰指出，东

海岸特区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丰富的

文化和历史遗产，将改造经济的基础。

奖掖配套可观

前来投资的商家可 获得此区域

专属的可观奖掖配套，这些奖掖配套

包括提供投资者财务及非财务奖励，

并涵盖制造业、石油化工、农业、旅游

业、教育及资讯通讯工艺等。

东海经济特区的五个经济领域各

有本身的奖励配套，包括根据地点性

提供奖励，以为该领域的需求而度身

制定。他说，马来西亚投资工业局也

为投资者提供额外的奖励配套，这些

奖牌优惠旨在促进投资者在一个具成

本竞争力和活的投资地点进行投资。

这项财务奖励包括长达十年的所

得税豁免，相等合格资本开销100%

的投资税减免、印花税、进口税及国

产税豁免等，同时将按照个别公司情

况提供特定的奖励。

除了吸引人的奖励外，东海岸经

济特区也提升基本的建设，提供可亲

商的一致性政策。

拿督杰柏星甘艾萨约翰出说，东

海岸经济特区将开辟四个自由区促进

及集中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产业，这

四个自由区是甘马挽港自由区、关丹

港市自由区、关丹机场自由区及丹绒

雅嘉斯自由区。

东海岸经济特区是属于独一无二

的投资目的地，其所具有的特点如提

供完善的实体设施，厚实的基本教育

及培训，安定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还

有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将让东海

岸成为国家经型转型的基石，并共同

迈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他相信，通过这些吸引人的经商

条件，势将鼓励更多的投资者涌向东

海岸经济特区进行投资。

n	杨永凯颁送纪念品给法利扎(左) n	林恒毅颁送纪念品给杰柏星甘(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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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概述经贸愿景
许宁宁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主管中方秘书处 
常务副秘书长

许
宁宁指出，随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快速成长，每年的增长

速度达20%，在这种进度下，中国与东盟可望在2013年

提前达到5000亿美元（约1.5兆令吉）贸易额的目标。

他说，截至今年8月，中国与东盟的总贸易额已达到2346亿

美元（约7038亿令吉），马来西亚继续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的第

一贸易伙伴。

许宁宁教授指出，截至今年8月，马中双边贸易达致580亿

美元（约1740亿令吉），比去年同期增加23%。他说，中国出口

至马来西亚的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加11%，至于中国进口马来西

亚的贸易额则增加28.7%。

n	杨天培赠送纪念品给许宁宁（中），左为李国源。

刘
稚教授认为，大湄公河次区域

经济合 作是发展中国家互利

合作、联合自强的机制，能加强经济联

系、促进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她在2011年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

会上，发表主讲“大湄公河次区域：合

作发展潜能及商业前景”课题时说，

该次区域含有数个特色，包括（1）以“

软制度”合作、（2）亚洲开发银行在

次区域合作中有主导作用、（3）以项

目带动合作为发展模式及（4）多重合

作机制共同推动次区域合作。

她 强 调 ，上 述 区 域 总 面 积 达

256.8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亿5000

万人，区域蕴含丰富水、生物及矿物资

源，具有巨大经济发展潜能。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于1992年

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范围包括柬埔

寨、缅甸、泰国、寮国、越南和中国的

云南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

刘稚教授建议，任何

人若有兴趣投资大湄公河

次区域，可从基础设施建

设丶跨境贸易与投资丶私营

部门参与丶人力资源开发丶

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可持

续利用这五大战略重点项

目展开。

刘稚长期从事东南亚

问题和中国与东南亚的区

域合作研究，尤其是对大

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有着深

入的研究。

域内蕴藏丰富资源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简称GMS)

是由亚洲开发银行在1992年发起，其

范围包括柬埔寨丶寮国丶缅甸丶泰国丶

越南和中国的云南省及广西壮族自治

区，总人口约3.5亿，域内蕴藏着丰富

的水资源丶生物资源丶矿产资源，具有

巨大的经济潜能和广阔的开发前景。

她说，经过约20年发展，GMS合

作取得重大进展，特别在交通领域丶

能源丶电信丶农业丶卫生丶旅游丶贸易

和投资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促

进了成员国的交流和合作，也推动次

区域一体。

刘稚说，各国在今後两年必定会

加强协调，完成设定的目标，而且贸易

和投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刘　稚
中国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n	杨天培赠送纪念品给刘稚（中），左为郭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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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瑞平
中国外交大学副校长

江
瑞平 教 授 认为，马来

西亚和中国都是东亚

最重要经济体，面对东亚经济

增长及区域合作的新形势，马

中应加强合作、顺势而为、因

势利导，推进马中经贸关系快

速发展。

他说：“这可利用区域合

作大势来发展马中经贸，也可

通过发展两国经贸关系促进

东亚区域合作。”

江 瑞平发表“东亚 经 济

新趋势与区域合作新动向-马

中如何携手应对？”演讲时提

出3项建议，以发展马中关系

促进东亚合作。

相关建议包括：（1）建立各种区域合作框架的官方协调机

制，统一认识及配合行动；（2）加强马中产业合作，在东亚区域产

业网络和分工体系中发挥引领作用；（3）智库和“二轨”在东亚区

域合作中发挥作用，因此马中智库应加强“二轨”之间的交流合

作，就东亚经济合作提出实际对策建议。

他希望马来西亚相关智库和学界进行密切交流。

他坦言，尽管东亚经济进入後危机时代，但依然是全球经济

增长最快的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他说，在东亚经济持续快速成长的同时，也让经济结构发生

深刻变化，尤其是中国与日本两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前者越

趋取代後者成为东亚经济整体增长的支援与动力源。

江瑞平认为，当今东亚经济合作出现新动向，包括合作区域

亚太化丶合作框架多元化丶合作动力常态化及合作领域广泛化，

这些都必须予以高度关注。

卢光盛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东南亚研究所副院长

在卢光盛教授指出，如果东南亚各国政府人员

期望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前，

部份泛亚铁路连线完成建设，需要中国与东南亚各

国同里合作解决资金丶技术丶通关协调等问题。

他认为，虽然东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

中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而一些人为问题也获得

解决，但各国之间的天然壁垒依然存在。

他说，这就必须通过类似泛亚铁路这样的基

础设施建设来解决，泛亚铁路建成後将成为一条

重要的国际通道。

他指出，泛亚铁路的建成将使东南亚与中国

彼此间交流丶加快湄公河流域的开发，物流交往更

加便利，促进双方在基础设施丶能源资源等领域

投资合作。

卢光盛教授在2011年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

主讲《泛亚铁路项目：对经济的影响与商业机会》

时，仔细与与会者分析泛亚铁路的优势与主要障

碍。

他说，目前泛亚铁路的建成主要面对数项障

碍如资金问题丶技术瓶颈丶通关协调问题丶地缘政

治因素等。n	陈凯希（右）与江瑞平

n	丁锦清赠送纪念品给卢光盛（中），左为郭隆生。

22 2011/09

n	江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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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况掠影
2011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

232011/09

n	黄汉良（右一）、世侨会秘书长任兴亮（左起）和中国书画
创作中心主席孙泳新，联合赠送水墨画给黄燕燕部长。

n	黄汉良赠送纪念品给林冠英（中），右为陈友信。

n	联欢晚宴贵宾席的部分嘉宾，右起：刘国城、杨天德、宋
兆棠、李荣民、林玉唐、林伟才，左为黄文华。

n	刘俊光赠送纪念品给许子根博士，以致谢意。

n	迎宾宴坐无虚席，盛况空前。 n	林源德（左起）、李深静、黄汉良及林伟才在联欢晚宴	
谈笑风生。

232011/09

n	2011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联欢晚宴贵宾席的嘉宾举杯
共庆。左起：杨天培、林源德、李深静、黄汉良、林伟才、
林玉唐、李荣民、宋兆棠、杨天德、刘国城；右起：贾巴辛
甘依萨约翰、黄家定、彭茂燊。

（图片供应：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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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签署合作协议后留影。	
左起为章金福、聂费查、李健珊、卢舒华、	
陈友信、黄汉良、宋兆棠、杨天培及金长洙。

（图片供应：南洋商报）

n	纳希尔在交流环节回答提问。　 n	卢光盛畅谈泛亚铁路。

n	迎宾宴上，李金友与黄燕燕部长寒暄，在场者有中国驻马
来西亚大使柴玺阁下（左），本会会长黄汉良（右）。

（图片供应：南洋商报）

n	主讲人风趣的演讲，逗得满场欢笑声。

24 2011/09

n	陈华贵(左4)颁绿色黄金奖给马来西亚获奖者林恒毅(左2)
在场分享喜悦者为李金友(左1)、黄汉良(左3)、洪礼璧(左
5)与郭隆生(左6)。

n	本会两位副总会长宋兆棠（右）与刘国城（中）与林伟才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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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柴玺大使（左4）与杨天培（左3）及陈友信（右2）和参会
者合影留念。

n	林冠英星光灿烂，在经济讲座会也有众多“粉丝”要求	
签名。

n	海外参会者与部长合照留念。n	贸工部长召集部门高层与中国企业代表交流对话。

n	东海岸经济特区的工作人员当然要趁这个机会与领导	
拍照留念。

n	远方的参会者。

n	柴玺大使在黄汉良与郭隆生
陪同下出席迎宾宴。

n	黄燕燕部长最后一刻还在研
究讲稿，以便吸引更多中国
人来旅游观光购物。

n	终身荣誉会长陈凯希出席	
迎宾宴。

n	马来西亚工业投资指南是参
会者感到兴趣的参考资料。

25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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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届广交会

中国之邀 财富之约
 中 

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

广交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

重要渠道和对外开放的重

要窗口，在推动我国外贸发展和中外经贸

交流合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誉

为“中国第一展”。

自1957年创办以来，广交会一直保持

着中国展会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到会采

购商最多且国别范围最广、商品种类最全、

成交效果最好的特点，迄今已成功举办了

109届。2011年5月5日刚刚闭幕的第109届

广交会共吸引了来自209个国家和地区的

208406名境外采购商到会，比第108届增

长3.89%。该届广交会出口成交368.6亿美

元，增长5.8%。

参加广交会的中国展商资信良好、实

力雄厚。每届均有2万多家中国境内企业参

展，这些企业均是从中国数十万家企业严

格挑选，代表了中国行业的最高水平。

严挑实力雄厚参展商

广交会是一个融综合性和专业性为一

体的贸易盛会。依托中国制造业的优势，

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广交会展品琳琅

满目，物美价廉，荟萃了超过15万种中国

名优新和传统产品以及海外各具特色的商

品。每届新产品的比率高达40%以上。

为彰显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中国进出口

贸易平衡发展的决心，广交会从2007年第

101届起设立进口展区，邀请境外企业参

展，开拓中国市场。第109届广交会进口展

区共有来自53个国家和地区的534家企业

参展，比上届增加33家，其中包括荷兰、土

耳其、印度、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斯

里兰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

10个国家和地区展团。

目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仍在持续，

但复苏进程很不平衡，风险仍然较多。特

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东北非局势动

荡、日本地震海啸增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

不确定性。

以客为尊专业服务

第110届广交会展览规模与总体布局

均维持第109届水平不变，展位总规模约

为5.86万个。其中，出口展区设置保持不

变，仍按15大类商品设置50个展区；进口

展区规模基本维持上届不变，将突出国家

和地区组团，产品类别更丰富，专业化程度

进一步提升。

作为广交会的承办机构，中国对外贸

易中心以服务中外企业、服务中外客商为

已任，秉承“以人为本、以客为尊”的理

念，引入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理念和机

制，有一支经验丰富的服务团队，不断提升

展览服务水平。除完善采购商和参展商个

性化增值服务、加强客户联络中心建设、

加快展馆硬件改造和绿化、提升餐饮服

务外，还积极推进客户服务质量管理体系

建设，大力提升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应用水

平。广交会还根据客商实际需要，全力打

造广交会境外贵宾俱乐部等系列个性化

和“一站式”的商旅及休闲服务，为与会参

展企业和客商提供更多的与会便利，搭建

更好的经贸合作和交流的平台。

第109届广交会上首次设立的广交会

产品设计与贸易促进中心，根据广交会不

同展期产品类别，举办了设计展示、设计

论坛、设计对接等21场系列活动。共吸引

了来自荷兰、法国、美国等10个国家和地

区的38家境外设计机构，54名境外设计师

和趋势专家与会。据统计，有近800家企业

参加对接活动，参与人数逾2000人次，促

成设计服务意向合作200多宗。

今秋十月，广交会即将迎来第110届盛

典。主办当局盛情邀请世界各国和各地区

工商贸易界的朋友到第110届广交会参观、

参展、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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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届广交会

马企业受邀参展

 享 
有“中国第一展”美誉的广交会，今秋即将

晋入第110届，为进一步宣传和推广这项盛

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招商招展工作小

组于6月27日特地在吉隆坡举办“第110届广交会宣传推介

会”，盛情邀请马来西亚商家参展和参会。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陈秋茹在宣传

推介会上指出，马来西亚采购商是整个东盟区域最多的，在

经济方面，肯定会加强两国的贸易交流和合作，因为广交会

浓缩了全中国最好的企业和出口商品。

她说：“在广交会，很多马来西亚采购商和中国企业会

直接见面交谈、成交并签约，藉此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促进

两国共同的经济发展。”

她指出，第110届广交会展览规模与总体布局均维持第

109届水平不变，展位总规模约为5.86万个。其中，出口展

区设置保持不变，仍按15大类商品设置50个展区；进口展区

规模基本维持上届不变，将突出国家和地区组团，产品类

别更丰富，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另外，第110届广交会产品设计与贸易促进中心将继续

邀请更高水平的境外设计团队，并将为“世界设计”与“中

国制造”的紧密合作提供更便捷和高效的平台。

马中经贸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在致词时表示，

马中经贸总商会每年都组团参加春秋两季的广交会，并将

此列为该每年的重点活动。在历届会长的领导下，参加广交

会的团队更是一年比一年壮大。

陈友信：中国东盟自贸区效益彰显

“今年10月马中经贸总商会将会再次组团参与其盛，

欢迎有意参加的商家与企业会员前来和我们联络，以共组

更大的队伍和阵容一起走向广交会。”

“我们希望本地商家不要错过这一轮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所掀起的热潮，趁此机会赶搭广交会的列车，明智

的把握零关税之下所带来的良机，以庞大的团队掌握契机，

以落实无限的商机。”

陈友信并指出，本会除了协助推动马中两国的贸易

活动外，也积极为两国商家牵线搭桥，开拓投资合作的商

机。

出席推介会的嘉宾包括中国驻马大使馆经济商务参

赞处一等秘书何雁聆、马中经贸总商会终身荣誉会长陈凯

希、荣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会务顾问陈金锭、副总会长杨

天德博士、丁锦清、郭隆生、马来西亚贸易促进局副首席执

行员黄丽心博士及建筑服务、建材贸易和促进服务经理温

有志以及中资企业协会会长郑经伯等百余人。

n	广交会推介会嘉宾合影，左起：陈金锭、杨天德、陈秋茹、何雁聆、陈凯希、林玉唐、黄丽心、温有志、陈友信	

和丁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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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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日-11日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

(PWTC)举办。

此展总面积达1万6000平方米，

预计有约700家来自东盟、中、韩及台

等地的企业参展，料吸引约30个国家

及地区逾万人观展。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副

总经理刘铨东表示，CIEM得到马中两

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及重视，在促进东

盟+1国家整体经贸发展方面扮演重要

角色，展期间安排多场企业配对洽谈

会，缔造无限商机。

马讯展览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拿

督张创迪说：“上届CIEM共有471家

企业参展，其中411家来自中国，60

家则来自马来西亚及他国，显示还有

许多马来西亚企业不了解参展的潜在

商机。这回我们联络多个行业性的社

团，通过他们的帮助，希望达致200个

马来西亚参展商的目标。”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嘉宾尚有中国

驻马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一等秘书

刘卫国、本会副总会长刘俊光、马中

国际贸工连线总会总秘书刘原同，以

及马来西亚印刷商公会会长郭献懋等

人。

CIEM由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

总公司主办，马讯展览有限公司协

办，马中经贸总商会、马中两国多个政

府单位及商行组织的支持。

本届展会分机械电子展、家具及

家居用品展、食品及饮料展3大展区，

另设汽车零配件、小家电及电子数码

产品、家居用品、建筑装饰五金等6大

专业展区，以把CIEM定位成“综合+

专业化”的商贸展。

刘铨东说，从2004年起，CIEM

已连续7年在吉隆坡成功举办。前七

届累计有1868家来自中国以及东盟

各国的企业参展，来自26个国家和地

区的5万9135名专业买家到会参观采

购，展会现场成交超过3.3亿美元。

CIEM的展前筹备工作正在紧锣

密鼓的进行中，本届展会将由吉隆

坡国际会议中心(KLCC)整体搬迁至

展出面积更大的太子世界贸易中心

(PWTC)，以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参展和

采购需求。预计2011年将有约500家

来自中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

20个省市自治区和逾150家来自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孟加拉国、

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优质企业参

展。

本届展会将根据东南亚市场的

需求下设机械电子展、家具及家居用

品展、食品及饮料展三大专业子展以

及汽车零配件、小家电及电子数码产

品、家居用品、建筑装饰五金等6大专

业展区。这昭示着CIEM在“综合+专

业化”的发展道路上又向前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三大专业子展和6大专业展

区，既相对独立又共享资源。各题材

的专业人士既可以与同领域的商家进

行深入交流，又能够广泛接触到关联

性极高的其它领域的客商。

刘铨东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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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预见，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贸

交流的日益深入和CIEM的连续成功

举办，马来西亚吉隆坡在东盟商贸和

展览的桥头堡作用将日益凸显，雄踞

于东盟商圈。

2011年东盟商贸盛会——CIEM

n	张创迪 (左) 在 刘铨东(左 2 ) 和刘卫国(左 3 )的见证下移交摸 拟支票予	
刘俊光(右)。

“综合+专业化”商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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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商品、资金、信息汇聚平台
 将 

于2011年10月21日至26日在中国南宁举办

的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集中展示中

国和东盟国家各类优质商品，提供服务贸易

与投资促进合作平台，举办系列高层论坛，为马来西亚客商

创造更多商机。

马来西亚荣任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国，将为

马来西亚企业赢得更多商机。据了解，马来西亚首相或副首

相将率团出席第八届博览会。马来西亚政商各界将隆重组

团参会。届时，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国活动，包括“魅力

之城”和商品馆开馆仪式、主题国专场推介会、马来西亚投

资论坛、文艺演出等。会期还将举办更多的政商高端对接

和多层次交流活动。届时，马来西亚将成为各国媒体关注

的焦点。马来西亚客商参会，将有更多的机会与各国政府

高层、高端企业交流，把握更多的商机。

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内容丰富，非常适合马来西亚

客商的需求。展会继续设置“商品贸易、投资合作、服务贸

易、先进技术和魅力之城”五大专题。深受马来西亚客商青

睐的中国工程机械及运输车辆、电力与新能源设备、食品加

工与包装机械、建筑材料、电子电器、珠宝首饰、农产品与

食品等都可以在“商品贸易专题”中找到卖家。东盟国家的

优势产品如食品农产品、家具家居、工艺品及珠宝饰品、日

用消费品、服务业产品等也可供参会者选择。博览会还将

对东盟国家品牌企业和大宗原材料商品进行重点展示和宣

传。

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为马来西亚客商招商引资提

供重要平台。第八届博览会紧扣自贸区建成后的新形势和

各国商家企业的新需求，“投资合作专题”继续设置设立

国际经济合作展区，组织具有雄厚实力的中国和东盟知名

企业参展，展示国际工程承包、劳务合作、资源开发等内

容。会期还将举办系列等投资促进活动，为各国企业推介

优质项目，吸纳国际资本。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第八届博

览会突出“走出去”特色，中国政府设立100亿美元的“中

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东

盟。马来西亚优质项目方可以更便利地引进中国资金。

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系列高层论坛，为企

业传递发展合作最新权威信息。第八届博览会以“环保合

作”为重点主题。围绕这个主题，博览会将举办中国—东

盟环保合作论坛，以及金融、质检、药品安全、森林、大众

体育、文化产业、出版、人口与发展等系列会议、论坛和活

动。届时，各国政府高官、企业、专家学者将在这个平台上

展开对话与交流，共同研讨多领域合作的热点问题和对

策，促进全面合作。高层论坛将为参会者获得信息抢占先

机。

201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中国－东

盟友好交流年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一周年，第八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办，各方均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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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博览会

促进双边经贸合作
 中 

国－东盟博览会在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

方经贸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助推

自贸区建设、有效促进多领域交流，提升了

双方国际影响力。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年来，尤其是中国－东盟

博览会举办以来，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相互投资明显增加，

互利合作不断深化。20年来，双边贸易额从1991年的79.6

亿美元，增长至去年的2927.8亿美元，规模扩大了37倍。目

前，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

伴。截至今年6月底，累计投资额近800亿美元，东盟成为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

中国商务部将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合作，把中

国－东盟博览会办得更有特色、更有实效，为推动中国—东

盟自贸区建设、深化双方全面合作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八届博览会坚持 
创新亮点频现

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不断适应自贸区建设发展的

需求，坚持创新，扩大实效。第八届博览会是中国－东盟建

立对话关系2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继续

创新展览内容和形式，亮点频现。

展览规模持续扩大

采取“一会三馆”的形式，同时使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广

西展览馆、南宁华南城展览中心三个展区，扩大展览规模，

满足企业逐年增长的展位需求。

“走出去”特色更突出

加强与东盟各国投资促进部门、地方政府、产业园区的合

作，完善合作机制，首次由中国和东盟10国投资促进部门

举行投资促进会议，并将举行系列投资促进活动，为企业“

走出去”做好服务。

主题国活动丰富多彩

主题国马来西亚将举办魅力之城和商品馆开馆仪式、马来

西亚投资论坛、马来西亚领导人与中国企业家座谈会、文艺

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化共办共赢。

促进双方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

第八届博览会以“环保合作”为重点主题，举办中国—东盟

环保合作论坛，围绕金融、质检等十多个领域举办系列会

议、论坛和活动，并将举行中国—东盟友谊知识竞赛等2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全方位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几年来，中国—东盟博览会将政治外交、经贸促进和

多领域合作结合起来，形成与东盟进行全方位、包容性很

强的合作发展模式。博览会在自贸区建成后将加大创新力

度，不断办出特色和实效，在促进经贸合作、扩大全方位

合作和推动友好交流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更好地促进中

国—东盟友好合作，更好地为自贸区服务。

博览会将继续深挖潜力，扩大规模，更好地满足企业

需求。同时，不断优化展览内容，推动专业化，促进经贸合

作。

同时，在博览会框架下将举办更多论坛、会议及相关

活动，研究解决双方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对相关领域配套

服务提出的新问题，为各领域交流合作提供平台。同时把

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结合起来，举办更多领域的活动，促

进全方位合作。

坚持共办共赢，继续完善11国共办机制，保障博览会

高规格、高层次和国际影响力，带动经贸和多领域合作。重

点办好博览会主题国活动和政商高端对接活动，更加务实

地推动双方友好合作。

第八届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国内外企业

申请展位4200多个，报名进度快于往届。东盟方预定展位

1400多个，其中6个国家包馆。已有9个国家初步确定“魅

力之城”。采购商参会积极，目前除中国和东盟10国外，还

有意大利、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

团组报名参会，预计专业采购商人数将比上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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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互认消弭障碍

马中发展海阔天空

 根 
据统计，中国是全球最

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在

2010年大约有127万名

中国学生在世界各地留学。针对教育

领域的最新发展，《马中经贸》特地走

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拿督何国忠博士

与教育界人士，分享对马中互认学位

学历的期盼，以及缔造的商机。

马中签署的高等教育学位学历互

认协议会在今年10月28日生效，高等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何国忠博士估计，

随着马中两国高等教育学位学历互认

之后，马来西亚政府期盼在未来两三

年，中国留学生的人数能够增加到1万

5000人，目前在本地留学的中国学生

人数是大约1万名。

政务与公务繁忙的何国忠博士

在百忙中受访时说，作为区域教育中

心，马来西亚目前只吸引到9万名外

国留学生，所以，政府尽一切努力，在

2020年，实现20万名外国学生的目

标。

他透露，国立大学本科生有5%

学额是保留给外国学生，至于硕士生

与博士生，学额则不受限制。

何国忠博士指出，基于英国殖民

地的历史背景，马来西亚的教育水平，

在亚洲具有一定的水平，很多外国学

生到马来西亚之后，对马来西亚留下

很好的口碑。

他认为：“大学是不能让本地学

生只跟自己的学生一起学习，所以，

必须吸引更多外国学生，制造有国际

视野的学习氛围，提供多元的选择机

会。”

他说，国际化是必然的趋势，这

样，学生才可以接触全球化的氛围。

以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深入了解与交

流。

何国忠博士指出，国与国之间，自

1974年建交之后，马中经贸往来突飞

猛进，而领导人之间的友好互访也很

频密，双边文化上也有很多往来。文

凭互认，实质上会产生通行无阻的演

变。

询及马来西亚在吸引中国学生方

面不如新加坡之事，何国忠指出，其

实，中国留学生在新加坡人数较多的

其中一个因素，是陪读，当然，学成之

后的就业机会也是学生考虑的条件。

在欧美、纽澳，以及新加坡，留学生毕

业之后，都有可能留在当地工作，而马

来西亚就没有这样的出路。

不过，他认为，在学历互认之后，

心理障碍消除，一切都水到渠成，马

来西亚可以吸引更多的中国学生。

2008年从政之前，何国忠博士曾

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师、东亚系主

任以及马大中国研究所所长。这是马

中教育交流的突破。何国忠领导马大

中国研究所期间，与厦大马来西亚研

究所合作，进行多项合作计划。

根据高等教育部的统计，截至

2010年12月31日，马来西亚外国留学

生前3名分别为：

伊朗	 11828

中国	 10214

印尼	 9889

中国海外留学生人数统计：

年份 人数(万)

1987 15.4

1993 20.6

1997 31.5

2001 55.6

2005 78.6

2008 98.5

2010 127.2

文 / 李荣白

n	何国忠：心理障碍消除，一切水到	
　　　　渠成

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访马时承认教育科技是马中两国合作和交流的重要领域，而中国愿意加强两

国学者、教师、专家和学生的交流，推动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

中国在马来亚大学设立了孔子学院，马来西亚也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设立马来研究中心；两国政府

签署了高等教育学位学历互认协议。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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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科技合作具备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双方在生物、遥感、信息、中医药、海洋

等领域互有优势，应进一步促进共同研发与人才培训合作。未来五年，中国愿意为马来西亚培训超

过1万名通信行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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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迪国际大学

三大核心价值
稳住领导地位

 马 
中互相承认学位是值

得欢呼的事情，它象

征着两国之间日益紧

密的关系；然而，马来西亚教育领域

必须认清即将面临的挑战和契机，让

我国教育品牌能够真正在国际舞台上

站稳一席位。

面对新机遇、新挑战，很多年前

就进军中国教育市场的英迪教育集团

决意以三大核心价值再攀高峰！

这三大核心价值就是：国际化、

注重就业和高素质。

早在1993年，英迪就已踏入中

国教育市场，所以，对中国教育市场

相当熟悉。英迪国际大学创办人兼

校长陈友信在接受《马中经贸》专访

时透露，中国早前已承认马来西亚的

学位。然而，当马来西亚私立学院在

1994年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后，就产生

了学位受到承认的问题。

他说，过后，马来西亚政府允许

部分大专招收外国学生，而中国政府

也承认马来西亚部分的国立与私立大

学学位，将那些受承认的大学名字列

入教育部网站，而英迪教育集团旗下

7家学院的其中4家学院受到中国政府

的承认。

陈友信说：“目前，两国互认学位

事实上就是把它正规化。在这之前，

主要的问题在于马方不承认中国学

位，而中国已经承认了约50多所马来

西亚国立与私立大学的学位。不过，

马来西亚政府在这方面也一直努力，

早几年前承认了中国的中医科。由此

可见，两国在正式互认学位之前，都

有努力了解彼此的课程。”

最亲密可靠战友

他认为有两项主要因素推动两国

互认学位：第一、马中经贸关系加强；

第二、中国学生往外走的意愿强。

他解释，去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全面落实了，马来西亚与中国

去年的双边贸易增加了37%。现在，

在东盟区内，马来西亚是中国的最大

贸易伙伴，超越了新加坡；而中国也成

为了马来西亚的最大贸易伙伴，超越

美国、日本和新加坡。

陈友信指出：“今天，在东盟成

员国里面，马来西亚是中国最可靠、

最亲密的盟友。中国对马来西亚越来

越重视，马中钦州产业园的推介就是

一个很好的证明。当两国关系密切的

时候，在教育方面就会有更深切的交

流。”

第二个因素就是中国学生往外走

的意愿很强，而马来西亚与其它国家

比较，学费相对比较便宜，这是我国

的优势。

陈友信举例，如果攻读本科，美

国与英国的吃住学费一年要25万人

民币、加拿大和纽西兰一年约18万到

20万人民币、新加坡一年大概是12万

文 / 罗景川

n	英迪国际大学创办人兼校长陈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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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而马来西亚一年只需6万人民

币。

他指出：“马来西亚除了学费便

宜，还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

所以，中国人来到马来西亚，会觉得很

亲切，不像泰国或菲律宾面对语言不

通。在东盟，能够让中国人有亲切的

感觉，只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但是，

新加坡学费贵一倍，不是每个中国人

都负担得起。还有，马来西亚私立学

院的发展比新加坡优异，我们的双联

课程发展比新加坡提早10年。”

自强自律提升品牌

然而，他坦诚地表示，马来西亚

唯一不足的地方是国际教育品牌做得

不够好，这也是我国的挑战之一。

他说：“新加坡的学费比我们贵

一倍，可是到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学生

却比我国多一倍多，为什么呢？这是

因为新加坡国家品牌和其国际教育品

牌佳，而马来西亚在这一方面还做得

不足。”

因此，私立学院要跟教育部配

合，共同打造品牌，同时私立学院也

要自强，将害群之马淘汰。另外，私立

学院要对外国学生抱持开明的态度，

让他们觉得受欢迎受尊重，以打破本

地学生和外国学生之间的隔阂。

陈友信补充：“以英迪教育集团

为例，我们的中国学生这么多，因为

我们让他们觉得受欢迎。我们时常

举办各项活动，如武术和中医，用文

化来解除学生之间的隔膜，营造国际

色彩，让外国学生觉得在英迪受欢

迎。”

他指出，英迪教育集团的核心

价值有三个，就是国际化、注重就业

和高素质。英迪希望帮助马来西亚塑

造品牌，因为马来西亚有好的品牌，

其教育品牌才受到注目，这样才能突

出英迪的品牌。相反地，如果马来西

亚品牌不够好，英迪的品牌就无法突

出。这是国内各个学院都要理解的问

题，英迪的品牌是必须依靠马来西亚

品牌。

目前，英迪教育集团共有1万

4000名学生，外国学生占2000多名，

其中大概1000名是中国学生。在国内

私立学院，英迪是中国学生最多的学

院之一。据悉，目前在马来西亚留学的

中国学生大约是1万2000名。

针对两国互认学位后对马来西亚

教育领域的影响，陈友信认为，这要

分成两个部分，即对国立大学的影响，

以及对私立大学的影响。

媒介语成最大挑战

他说，国立大学是以马来文为媒

介语，然而，中国学生不可能来马来西

亚读马来文。不过，一些国立大学如

沙巴和槟城，努力实行一校两制，即

一些课程以英语上课，让本地学生和

中国学生一起上课。但是，大部分还

是以马来文为媒介语。所以，中国学

生唯有攻读以英语上课的硕士班，可

是整个大环境还是以马来文为主。其

实，国立大学也正在努力，因为它们也

需要海外生，以提升世界排名。

陈友信认为私立学院所受到的影

响会比较大，因为在这之前，中国已

经承认50多所马来西亚国立与私立大

学，随着两国签署互认学位协议后，

外界对大学被列入受承认的名单内仍

然不知情，所以董总一直呼吁政府列

出名单。

他说：“如果政府要中国承认我

国的国立大学，那么私立学院是否也

在受承认的范围之内呢？其实，很多

技术上的问题还未定；不过，值得欢

呼的是，大方向已经定了。”

询及两国互认学位后，本地教育

领域所面对的挑战时，陈友信指出，

国立大学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提供让

外国学生感兴趣的课程，换句话说，

就是有多少课程能够以英语来教，才

是关键。

第二项挑战则是学习环境。国立

大学能否营造一个国际化的环境，抑

或是仍然以马来文为主。从另一个角

度来看，整个大趋势的发展能够促使

我国国立大学国际化，并非表面上的

国际化（外国学生在国立大学深造），

而是整个学习环境、学术思维、行政

上的开放，以便与国际接轨。

许多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学者，

仍然是单元思维，所以变成它不符合

国际化。因此，互认学位的冲击对马

来西亚学术发展是好的，大学要在世

界排名上脱颖而出，就不能闭关自守；

而这种演变是慢慢的循序渐进。整体

而言，以马来西亚的情况来看，国际接

轨很重要。

英迪三大核心价值

陈友信强调，英迪教育集团将继

续秉持他们的核心价值，即国际化、

注重就业和高素质，以保持他们在本

地私立教育界的领导地位。这是英

迪的中心思想，英迪一直都很具体地

在实行，例如与企业结合让学生有机

会到相关企业实习、为毕业生举办就

业展览、企业直接到学院招揽毕业生

等。

今年是英迪教育集团欢庆25周

年，陈友信说，英迪在过去25年为本

地教育界做出相当的贡献，其中包括

让私立学院从当初的次等学院，跃升

到今时今日与国立大学的同等水准，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马来西亚

私立学院已经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典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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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国际教育集团

以素质取胜

 马 
中两国针对相互承认

文凭学位一事达成共

识，令国内教育业者

感到雀跃，世纪国际教育集团(SEG	

International	 Berhad)就是其一。因

此，目前正积极准备，不断提升素质，

把握这个可提升知名度，促进两国交

流的好时机。

世纪国际教育集团首席执行员李

国清接受《马中经贸》专访时指出：“

虽然互相承认学位的细节还未出炉，

不过我们积极看待这项发展。互相承

认学位所带来的正面影响相当广泛，

除了两国在教育发展方面可以互相取

经，促进两国学生之间的学术与文化

交流，也有助于减缓马来西亚专才外

流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高等学府

考取学位可以回流本土，减少本地专

才往外发展。”

中国是全球历史与文明最悠久的

国家之一，而且它能够在近10年之内

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之一，必有它的

成功之道，所以个中当然有值得学习

的地方。

互相取经 
促进文化交流

李国清认为：“如果两国学生交

流频密，马来西亚学生必能吸取中国

文化的精华，尤其是谦卑和拼搏的精

神，值得我们学习。以中国篮球巨星

姚明为例，他到美国发展，带著亚洲

谦卑的文化，成功融入西方国家，令他

在NBA（美国职业篮球）打出名堂，取

得一席位，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华人的

骄傲。”

他指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商

机，是我国学生必须把握的契机。人

脉相等于钱脉，因此马来西亚学子应

该借著这股潮流，与中国学生建立良

好关系，为往后从商铺路。这些人可

能将会成为你未来的商业伙伴或贵

人。在商场建立团队也是一件刻不容

缓的事，但必须从现在开始踏出第一

步，透过马中密切往来建立更多除了

教育之外的互动平台。

李国清透露，世纪国际教育集团

总共有2万3000名学生，其中海外学

生占约2000名，是总人数的10%左

右；至于中国学生则占逾1000名，是

海外学生总人数的一半。

由于中国已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

之一，所以大部份来马升造的中国学

生都会选修经济、会计、工商管理课

程。李国清相信世纪国际教育集团所

提供的以上科系和工商管理硕士班将

继续成为中国学生的热门科系。

盼开创中医系 
加深药剂交流

当被询及一旦两国互认学位落实

后，除了以上所提及的科系，世纪国际

教育集团最希望与中国在哪一方面有

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世纪国际大

学院校副校长莫哈末阿旺博士教授指

出，若有机会，他们希望可以在医药系

方面与中国进行交流，这是因为中医，

特别是草药和针灸是值得我们去深

研，并成为该大学的其中一个科系。

另外，在药剂系方面，他相信

两国也可以开拓更大的合作空间。

比方 说，一 些疾 病是中国“独有

文 / 罗景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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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世纪国际教育集团首席执行员	
李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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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一些热带疾病如骨痛热症则

是马来西亚的“专属”领域，所以两国

在这方面可以有更多的双向交流，这

将有助于提升彼此药剂系的水准。

李国清说，研发事业是全球庞大

的市场之一，有鉴于此，双方互相承认

学位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该领域的发

展。」

如果马中互认学位，世纪国际教

育集团将如何在众多同业竞争中脱

颖而出，吸引更多的中国学生前来深

造呢？对此，李国清说：“我们并没有

将这项发展视为竞争，而是发挥互补

的作用，让马来西亚教育领域更为完

整。”

他指出，该集团一直以来的对象

是中等收入群，所以他们将会继续扩

大该市场。

栽培国际观世界学生

他说：“我们希望世纪国际学院

能够栽培更多的‘世界学生’，即拥有

国际观，可以把眼光放得更宽更远更

大。”

他感慨地的指出，现在的孩子

过于受到保护，因此他们必须大胆走

出本身的舒适区，开始去掌握世界趋

势，以避免在毕业后无法融入大趋

势，而遭到淘汰。

莫哈末阿旺补充：“我们建立一

个国际平台让孩子了解

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

性，包括了解文

化差异而引起的

冲突问题，提早让

孩子明白文化共识的

重要性。此外，我们也鼓励学生

参与绿色环境的活动，或者选修有关

科系，为世界环保做出贡献。”

他指出，马中互相承认学位，可以

让在我国深造的学生，接触更多来自

不同国家的学生，开始接触其他国家

的文化，在一个“小国际”环境中互相

学习和互相体谅。

针对如何吸引更多中国学生，李

国清说，在世纪国际教育学院升造的

中国学生，将会通过互联网向家乡的

朋友们介绍本校，因此他相信就读的

中国学生可以成为该集团的代言人，

把学院良好的口碑散播到中国。这也

是最佳的市场行销策略，因为人传人

所带来的宣传效应将会很大，所以

秉持著优良的教育理念，相信“好东

西”将会传播出去。

那么世纪国际教育集团如何在国

际上打响品牌呢？他指出，在打响本

身的国际品牌之前，我国的政府与私

人教育业者必须先努力擦亮马来西亚

教育在国际上的品牌。一旦马来西亚

教育品牌享誉国际，我国各大学和学

院自然会受到瞩目，当然包括世纪国

际教育集团。

其实，马来西亚的教育素质能与

新加坡媲美，而且学习环境更不输新

加坡，更重要的一环是我国的学费也

比新加坡便宜。

李国清指出，马来西亚可以提供

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可以享受校

园学习和生活，这也是该集团在东盟

私立院校的其中一大竞争优势。他举

例说，一些国家的院校是建立在商业

区的高楼，缺乏绿油油的草原、宽敞

的校园，让学生无法真正的去感受校

园学习的氛围。

他说，马来西亚的学费也比一些

国家便宜，这成为我们吸引外国学生

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以承担得起的

学费，让学生享有优质的学习环境和

高素质的教育产品为荣。

他强调，世纪国际教育集团将继

续秉持著提升学生素质的宗旨，为马

来西亚教育领域做出贡献。

哥打白沙罗院校耗资２亿

世纪国际教育集团是马来西亚

上市公司，集团耗资2亿令吉兴建的旗

舰院校是国内私立高等教育中心的标

志。占地10英亩的院校坐落在哥打白

沙罗，校内聚集了学术、研究和休闲设

施。旗舰院校拥有着独特设计的建筑

物，集合殖民地和罗马式设计。

为了实践电子院校的目标，世纪

大学学院的大部分学习材料都采用

衔接互联网，校内也增设无线上网区

域，学生们可以浏览网上图书馆和教

程。

世纪大学学院提供了工业导向的

课程，包括商业与会计、工程和环境

建设，创意设计及科技、酒店及旅游、

药剂及医疗科学、美国学士学位、教

育、社会科学、基础课程和工商管理

硕士。

世纪与世界顶尖的大学，甚至是

大企业建立联络网，其中包括英国

的谢菲尔德大学、阿伯泰邓迪大学、

格林威治大学、蒂赛德大学和桑德

兰大学；美国的上爱荷华大学，纽西

兰的旺格努伊设计学院、澳洲南昆

士兰大学、印度的Meenakshi大学和

Yenepoya大学。

n	世纪国际大学学院副校长	
莫哈末阿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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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马中互相承认学位的

机遇下，汉语作为媒介

的优势，使智达教育集

团(Legenda	 Group)有望进一步打开

中国教育大门。

智达教育集团总裁拿督黄聪祥

在在接受《马中经贸》专访时表示，该

集团放眼4年内将学生人数提高至1万

5000人，而中国学生人数提高至15%

或约2000人。

坐落于森美兰州文丁镇，离首

都吉隆坡约50公里的林登大学学院

(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是智达集

团旗下学院，目前有约5000位学生，

其中20%或者约千人是中国学生。

针对马中互认学位，该学院其中

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汉语媒介教学，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外国学生到来学

习。因为通过汉英双语的修学，外国

学生将获益良多。

外国学生在该项计划下，可以在

马来西亚选修2年以英语为媒介语的

科系，过后的两年他们将飞往中国继

续另外2年以汉语媒介语科系。

黄聪祥说，顺应全球发展趋势，

掌握英文与华语将会是竞争激烈市场

中的一大优势。

希望汉语的普及，能让马来西亚

成为一个中英文相结合的教育形式。

他补充，教育政策的开放，也让

林登有机会在中国创办更多的2+2和

3+1教育模式，以让更多马来西亚和中

国的学生有机会感受到两国的文化。

携手新华社培训传媒人才

林登大学学院目前有许多来自亚

非拉国家的学生，马中互相承认高等

教育文凭签订后让这些学生以及一些

欧美国家的学生有机会通过大学前往

中国继续深造。

此外，中国最大的国际性新闻通

讯社——新华社与林登大学合作以培

养更多的国际化新闻传媒工作者。

除此之外，经过多年的努力与争

取，林登大学成功获得中国官方以及

大使馆教育部的承认。除了与当地的

大学合作以外，该院校也成功被选为

中国地区计划经济的一份子，他们与

当地的政府院校合作，派送学生就

读。举例说，该院校有幸和河南城建

学院进行合作，根据中国政府的计

划，该学院将派送学生到我国就读。

　黄聪祥指出，中国与马来西亚

的交情是自然发生的，从地缘政治来

看，这些都是合乎情理的。有鉴于此，

马中互认学位将为两国带来难得的机

遇。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可以成为两

国的桥梁，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到中

国或者来马来西亚学习，合作建立一

个优良的国际教育舞台。

至于如何吸引更多学生来该院校

就读，他说，林登大学主要是透过贴

心的服务稳住中国学生的心，进而带

动该院校在本领域的表现。

他说：“我们在各方面尽心尽力

栽培学生，包括提供学生们优良的学

习环境。该学院坐离都市属于外围地

区，因此提供全住宿给予中国学生将

为该院校加分的一大要点。

该集团所创立的“WE	CARE”中

心，为学生进行全方面的“照顾”，以

让学生们感受到林登大学的诚意与专

业。

此外，该院校也致力提供中国

学生机会掌握各领域的知识与技能，

同时也提供个人生活中自我成长的机

会，即让学生们能够学习到课本以外

等生活技能。

他指出：“我们期望能塑造新世

界里成功的新生代。为了达到此目标，

我们一直积极地规划及设定既能配合

世界变迁而又能迎合工商业需求的课

程。”

他说，该院校的愿望是栽培高知

识水平、高技术能力、高竞争力，同时

也具有企业家前瞻性的优秀人才。林

登大学愿意做马中两国教育事业的先

行者，在马来西亚及全世界绽放夺目

的光芒。

文 / 罗景川

n	智达教育集团总裁拿督黄聪祥

林登大学　

采用汉语媒介
启开中国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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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a visit to Malaysia in 2011,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acknowledged that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are the two important fields 

of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and said China is 

willing to strengthen bilateral exchange 

between scholars, teachers, experts and 

students, as well as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n 

both countries.

An agreement on mutual recognition 

of academic degrees was signed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and will take effect on 

28 October 2011.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hopes that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in Malaysia will increase from about 10,000 

at present to 15,000 in the next two to 

three years, according to Deputy Minister 

of Higher Education Datuk Dr. Hou Kok 

Chung.

Dr. Hou Kok Chung pointed out that 

as a former British colony, education in 

Malaysia is of a high standard within the 

Asian region, and many foreign students 

attested to this.

“Universities are not only for local 

students, but must also attract more foreign 

students to create a learning environment 

with global vision and diverse choices,” he 

said.

He conceded that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is way, students can interact with the 

global community, analyze issues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cultivate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exchanges.

Legenda Group President Dato’ 

Raymond Ooi Chong Seong revealed that 

many foreign students benefited from their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program. Under 

this program, foreign students can choose to 

study in Malaysia for two years with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and continue 

to study in China for another two years with 

Mandarin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Dato’ Raymond said that in keeping 

with globalization, the ability to master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will be an 

advantage in today’s highly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He hopes tha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Mandarin, Malaysia 

can become a strategic location that offers 

educational programs that combine both 

Mandarin and English, so as to help shape 

a successful future generation. “To this end, 

we have been actively planning and setting 

curricula that meet both today’s rapidly 

changing society and the challenging 

business world.”

SEG International Berha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Lee Kok Cheng believed 

that the mutual recognition of academic 

degrees will bring about a wide range of 

positive impacts. In addition to promoting 

exchang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t will also 

promote bilateral acade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mong students, while helping to 

alleviate the issue of outflow of professionals 

faced by Malaysia. This is because holders of 

degrees awarded by Chines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can return home, and hence 

reduce the outflow of local professionals.

He said this is a good time for our 

Malaysian students to grasp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rom the rise of China. A 

network of contacts is equal to a network 

of wealth; therefore, Malaysian students 

should leverage on this trend to establish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fellow Chinese 

students, so as to pave the way for future 

business cooperation. They might probably 

become your future business partners or be 

of great assistance, he said.

SEGi University College’s Vice 

Chancellor Professor Dr. Muhamad Awang 

said  the institution hopes to work with China 

in the department of medicine,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specially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 deserve 

deeper research. He sai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uld become a department of 

study at the institution.

He also believed that both countries 

can explore greater cooperation in the 

pharmaceutical field. For example, some 

diseases are endemic in Chinese, while 

some tropical diseases such as dengue are 

“exclusive” to Malaysians. For this reason, 

the two countries can have more two-way 

communication in this respect, which will 

help enhance the standard of pharmaceutical 

sectors in both countries.

INT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Founder 

and President Tan Yew Sing said that INTI 

Education Group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its core values, namely internationalization, 

focusing on employment and quality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leadership in the 

local private education sector. Malaysia is 

China’s most reliable and closest ally. China 

is increasingly emphasizing on Malaysia, 

and whe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countries becomes closer, there will be more 

educational exchanges.

Mutual recognition of academic 

degree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is 

indeed worth cheering. It symbolizes the 

increasingly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owever, the Malaysian 

education industry must recogniz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o to 

strengthen the foothold of our education 

industry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In the face of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TI Education Group, which 

entered the Chinese education market 

many years ago, is determined to take its 

three core values to new heights. These core 

values are: internationalization, focusing on 

employment and high quality.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President Professor Dato’ Dr Chuah 

Hean Teik acknowledged that China has 

many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 are worth 

exploring, such as rocket science and solar 

energy. 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village 

naturally paved the way for exchanges 

among countries. The mutual recognition of 

academic degre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as it will support 

business growth and employment.

Mutual recognition of academic degree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 Translated by Lee Ren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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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大学

缔造双赢
拉抬本土经济

 国 
内著名私立大学之一

的拉曼大学，欢迎马中

互相承认学位的协议，

认为两国教育领域不但将向前迈开一

大步，同时也为两国奠下更紧密的邦

交关系，创造更多互惠互利的商机。

拉曼大学校长拿督蔡贤德博士接

受《马中经贸》访问时指出，一旦落实

马中互相承认学位的计划，这不但为

两国的教育领域掀开新里程碑，同时

预料会给马来西亚带来庞大的外汇收

入。

他透露，目前，马来西亚学生到

中国升学的人数大约是3000人，到台

湾留学的马来西亚学生约6000人。若

落实互相承认学位计划，相信将有更

多学生会考虑到中国深造。

同样的，马来西亚也会吸引更多

的中国学生来马深造。据了解，目前在

马来西亚留学的中国学生约一万名。

无可否认，中国的13亿人口对马来西

亚教育领域而言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

庞大商机。在中国，现阶段向外求学，

以及向世界舞台进发的，大部分都是

来自17至23岁的生力军。

学费低　多元语系占优势

蔡贤德补充，比起澳洲、美国、新

加坡以及纽西兰等国家，马来西亚的

学费以及生活费都较便宜，同时，文

化差异不大，这些是成了我国争取中

国留学生的优势。

他说：“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共

同认可的文化，两国之间的交流是自

然流露的。与此同时，东盟以及东盟

加三，即中国、日本以及印度，这两大

市场的人口都是我国必须致力争取的

对象。”

现在全球注重的语言，除了国

际语言英文之外，还有近年崛起的中

文、阿拉伯文以及西班牙文。在这方

面，我国绝对有优势，因为我们是多元

文化及多元语系的国家，这促使前来

我国升造的海外学生倍感亲切和较有

归属感。

他指出：“马来西亚的竞争优势

备受看好，因为我们起码掌握了三大

语言，即英语、华语以及国语。“

他透露，中国也派送学生到国外

学习国语，这显示马来西亚与印尼都

是潜在市场。

他说，据了解，广州也有派学生

来学习马来语，显示中国对有关语言

的重视，因为单单广州就有6万马来西

亚人在那儿工作与做生意。随着全球

化与航空业所带来的方便，马来西亚

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已经拉近，两国之

间的往来愈见频密。

询及拉曼大学如何吸引中国学生

前来拉曼大学升造时，蔡贤德博士透

露，拉曼大学希望通过信誉卓越的代

理员在中国进行招生活动。

拉曼大学会招收中国留学生到拉

曼大学报读本科或硕士等学位课程，

同时也在学生交换计划下派送更多本

地学生到中国扩展视野学习。

他指出，这些都是属于短期课

程，一年或两个学期为准。此外，国际

商业、经济、会计以及英文都是中国

学生在大学选修的热门科系。

两国建立更透明机制

在询及我国可以向中国学习的知

识领域时，他认为，中国有许多专业技

术值得我们去探讨，如火箭、太阳能

知识等。地球村的形成，很自然地促

使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成为一股趋势，

因此两国互相承认学位是一项正面的

发展，因为商机与就业机会将随之增

长。

蔡贤德博士强调，两国一旦落实

互相承认学位计划，这将有助于建立

更透明化的机制，即有关管理单位将

会推出互相承认学位，院校的细节与

条件。

文 / 罗景川

n	拉曼大学校长拿督蔡贤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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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之旅

 2 
011年中国侨联纪念辛亥革

命百周年暨红色之旅於6月

22日在澳门开跑。全程9天，

参与者除了侨联海外委员还有侨联青

年委员，全部一百多人，分二队出发，

行程二队交替进行。

23日参观澳门归侨总会主办的华

侨华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开幕式

暨华侨与辛亥革命，建国方略与复兴伟

业图片展开幕，由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崔世安主持仪式。随后走访孙中山

在澳门足迹活动，我们被安排住在银

河大酒店。晚上主办当局於君悦酒店

设联欢晚宴，澳门归侨总会黎振强，理

事长王彬成等主持接待工作。

参加这次活动的马来西亚中国侨

联会海外委员除笔者之外，还有沙巴

州的拿督刘国城及其他三十多个国家

代表，而马来西亚青年委员则有刘国荣

及刘佑仁。中国侨联副主席董中原，秘

书长林佑辉均出席大会。处长时艺、王

茜等全程陪行。

24号一早乘车由澳门到深圳机

场，可是由於机票未处理好，我与圭亚

那来的黄浦源成了难兄难弟，登不了

12点飞井冈山的飞机，只好掉入青年

委员之列，乘4点飞往南昌的班机，这

倒是一大乐趣。跟青年人一起旅游，学

习不少东西，他们的专业知识是三人行

必有我师的写照。如来自德国谭笑佰、

英国张其军博士、美国余建业都是很优

秀的年青人。

我们第一次住进南昌锦峰大酒店

0808房，前中国驻马使馆人员黄小燕

一家来看我，谈天说地满好感觉。由

於团队不同，我和拿督刘只好分道扬

镳了。但是坏事变好事，我们这团反

而天公作美，到处阳光普照，委员团

就没这样幸运了。25号一早我们在袁

姝导游指引下参观滕王阁及八一起义

馆。8.1起义是中国历史上可歌可泣的

人类血泪史。

江西省侨联主席周锦女士、黄荣

福、钱薇、谢美玲等领导接见又陪同代

表团，并由江西省人大常委副主任陈安

众，风度翩翩，酒量过人的年青领导人

宴请大队午餐。谈笑风生中，侨联领导

时艺要我代表大家在宴会上发言。

午宴后新开动的崭新巴士载我们

20余人直奔井冈山。这座慕名已久的

革命圣地经5小时车程后，井冈山终於

呈现到眼前。

25号傍晚时分我们上了闻名遐迩

的井冈山，这是我历史性的到此一游。

这座山予人神威凛然的感觉，远处的五

指山似乎在蠕动在扬眉吐气，真是江山

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呀！

当我们被安排住进星期大酒店

327房时，感觉条件还不错，是四星级

饭店。晚餐特别好吃，一来可能长途

跋涉饿了，二来菜肴适合我们客家人口

味。当晚吉安市政府刘宗华副市长、吉

安市归侨联合会王小华主席特来接见

寒喧一番。随后我们散步夜市场、看夜

景，红歌处处，革命热情绕梁，市区干

净卫生，霓虹闪耀。我回到房间在想，

n	在上海的欢迎宴上，黄汉良（右）获中国侨联主席林军（左）陪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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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苦短，若毛泽东今天还在，看了今

天的井冈山他会怎样想？夜深了，躺在

床山悠然念起: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

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

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

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井冈山既是红色革命圣地又是绿

色环保园林，号称革命摇篮。

导游小袁向我们介绍了黄洋界三

次会剿的情况，同时介绍王佐及袁文才

被错杀事件，当时的残忍屠杀，战斗之

激烈，内部矛盾之深化真不容易解决。

第一次会剿不费一气之力打败双杨。第

二次天助共军导致敌军宵遁。第三次

会剿由於主力部队转移各地被国民党

大军剿平井冈山。所谓石头要过刀，

井岗山人要换种，一个不能留。战斗之

残酷，人间的无情溢于言表。

26号早上我们参观井冈山黄洋界

保卫遗址，看了小井红军医院，也看了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大井旧址，下午游

览五龙潭瀑布景区。晚上观赏井冈山

大型情景歌舞富有革命特色。它是一

部雅俗共赏，富於创新，令人震撼的作

品，我们观看时有身历其境的感觉，

参观后留下美好印象。它又是用全景

画反映历史的过程，将激烈的战争场

面和雄伟的自然风光融合为一体。利

用高科技的声光电技术展现出它的艺

术效果。

27号一早访问毛泽东故居八角楼

和烈士陵阁。在井冈山我们到处遇到客

家人，他们多做小贩，口操客家口音。

中午我们告别井冈山飞去上海。

27号下午我们住进上海大饭店

1121房，中国侨联及上海市侨联举行

欢迎晚宴，林军主席陪座并致词。上

海市侨联主席吴幼英致欢迎词。上海

正在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为口号迈

向现代化国际大都会。

28号早上大队参加中共第一次代

表大会址——江南造船厂，下午举行

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主题：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共上海委常委

宣传部长杨振武为来宾发表上海发展

大计。笔者受邀大会上演讲，深受好

评。会上发言的还有冯丹友博士、曾一

凡博士生导师。

晚上我们到浦东新区图书馆观看

文艺晚会演出，节目内容丰富紧凑精

采，演员为上了年纪的归侨和侨眷热心

人士组成演出。落幕后，我们这次红色

之旅也划上休止符。

n	澳门的华侨华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开幕晚宴上，作者(左)和本会沙巴州分
会会长拿督刘国城(右)与中国侨联副主席董中原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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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情意结

催谷马房地产投资

 37 
年前，马中建交大门

是由现任首相拿督斯

里纳吉的父亲，即第

二任首相敦阿都拉萨打开；2009年，

纳吉带著特殊的情感与深远的意义访

华，那是纳吉上任首相以来首次出访

东盟以外的国家，那年也恰好是马中

建交35周年。

今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马，

马来西 亚特 地 以”两代 首 相一种 感

情”作为主题，来刻画出马中深厚的友

谊。

身为香港人并 在10多年前来马

投资的马来西亚置地(Malaysia Land 

Properties Sdn Bhd，简称MAYLAND)

副主席丹斯里拿督邱达昌特别强调，

中国是一个”重情义”的国家，纳吉的

父亲敦拉萨是首位与中国建立邦交的

领导者；基於这点，中国当年接待纳吉

时给予了空前热情的招待。

“马来西亚现任首相是一名值得

尊敬的领导者；於此同时，其父亲─

敦拉萨是打开马中关系大门的最大贡

献者，中国给予非常正面的评价。”

基於马中之间深厚的情义，他呼

吁马来西亚商家应该抓紧机会，吸引

资金雄厚的中国来马投资，而非只是

前往中国发展，因为中国目前的竞争

非常激烈，所以招引中国资金来马才

是上策。

“马来西亚人口约2600万，华人

占700万左右；当中国来马投资(房产

包括工业产业)时，对马来西亚的华人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正所谓‘同声同

气’。这是马中之间的情意结，也是一

种优势。”

每两、三个月例行从香港前来马

来西亚巡视业务的邱达昌，在这趟短

短一周的紧凑行程中，特别抽出宝贵

的时间在其位於吉隆坡Maytower总

部接受《马中经贸》访问。

邱达昌强调，中国拥有雄厚的资

金，迹象显示该国开始将资金扩散到

海外市场，其一是担心人民币升值压

力，因此他相信中国对东南亚的直接

投资将会以惊人速度增长。

他透露，近来，不少中国银行和

中国投资者都找上马来西亚置地寻求

投资机会。

“因此，我感觉到中国的大型地

产商以及大型银行开始有意在马来西

亚近一步扩充业务，马中经贸关系将

会不断地加深。”

马来西亚房价仍偏低

邱氏继续称，其实，现今许多中

国人已经出走国外，选择香港与新加

坡作为他们的移民国家。无论如何，

随著马来西亚 政 府推出第二家园计

划，相信中国投资者接下来也将马来

西亚列入他们考量移民的名单之内，

因为这 里的房产价格仍处在较低 水

平。

“不过，马来西亚积极吸引中国

投资者到来投资产业成效不大，相信

这是因为政府把焦点放在商家身上，

其实马来西亚政府应该走向中国广大

民众推广这里的产业市场。”

针 对马 来 西 亚 房产 前景，他 指

出，尽管马来西 亚的房产 价格 在 近

一、两年已经增涨不少，不过，在数个

正面因素的支撑下，马来西亚房市将

继续欣欣向荣。

他认为，高人口成长率是带动马

来西亚房地产的本钱之一。以整个亚

洲而言，马来西亚属於一个特出的国

家，因为大部分亚洲国的人口呈下滑

趋势，而马来西亚则呈人口增长的现

象。至於新加坡、香港与日本的人口

增长基本上是受到外来移民带动。

与此同时，亚洲近几年不俗的经

济 表现也间接带动产业的走向与发

展。邱达昌表示，马来西亚中产阶级

的人口会越来越多，而这群消费者将

成为往后主导马来西亚房市的推手。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住

宅环境的舒适度与各方面的要求也相

对提高。”

他补充道，马来西亚多年前的产

业素质水准低，但随著许多品质较佳

的中高档房屋推出后，消费者眼前一

亮，促使他们向往素质更好的居住环

境。

“中等阶级的崛起，将会是马来

n 	邱达昌：中国大型地产商以及银行有
意在大马近一步扩充业务。

文 / 罗景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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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房产向好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他称，马来西亚政府

也大力推动第二家园计划，同时放宽

条例，让房市更添动力。打个比方说，

以往马来西亚政府颁发给外来者的首

次居留许可证期限为3年，现今已经

放宽至10年；以及之前只批准1人迁

移居住，现在已经准许1个家庭前来居

住。

马来西亚政府以享有税务回扣鼓

励专才回流，预料也是带动房产走高

的有利条件。

他说，”我相信随著专才不断回

流，马来西亚房产将会有看头。”

另一方面，亚洲产业价格飙升，

尤其是新加坡和香港已拥有非常显著

的上涨；相对而言，马来西亚的房产价

格显得相当便宜，相信仍有上升的潜

力。加上区域经济走高，投入马来西

亚房产的资金也会增加。

“东南亚国家的房地 产价格走

高，以泰国为例，该国的地产价格昂

贵，但人均收入却比马来西亚还要来

得低，这足以证明马来西亚的购买能

力将能够支撑其房产成长。”

除了住宅产业，工业产业将会是

马来西亚房产的另一块大饼，拥有很

好的成长潜能。邱达昌举例说，在10

多年前，许多外资都积极前往中国设

厂，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开放；不过，

随著通货膨胀开始走高，人工、地价

以及一些其他商业成本上涨，相信很

多中小型工业将会回流投资东南亚，

而马来西亚将会成为外资的首选。

他发现，最近马来西亚的工业厂

房的销售表现非常好！这主要是因为

马来西亚拥有良好的基建基础，地价

便宜，以及拥有能以英语沟通的专才，

因此马来西亚绝对有能力吸引一些生

产高档产品如科技，电子方面的外资

到来大马。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良好的居住

环境，如果能在市场开放的国家，并

且获得政府亲商政策的支持，房产市

场将获的提升。新加坡在这方面比其

他区域国家成功，因为该国致力以移

民的方式鼓励外资进来购买房产。这

主要是因为许多外国人向往的是一个

长久的居住环境，对於投资作出租获

取回酬的方式的意愿则不大。

急促加息　打击房产走势

无论如何，针对马来西亚置地所

面临的挑战时，邱达昌指出，公司面对

的挑战，包括全球通胀率节节攀高，

加息步伐将影响房产表现。

“中国目前已经开始加息，著手

打击通胀；短期的隐忧则是加息幅度

的调控，将影响经济表现。另外，长

远而言，贫富悬殊扩大以及不平衡的

经济体系问题将会成为未来10年的挑

战。他希望政府与私人界可以共同努

力建立比较健全的经济体系。”

他补充说，现在的市场走向很“

矛盾”，当加息的时候，房产价格却会

攀高，消费群与投资者认为把钱存放

在银行，利息回酬较低，所以认为投

资房产比较有看头。

无论如何，他指出，当加息至6、7

厘的时候，通常房产价格就会回调。

但是，依照目前的情况而言，加息速度

不会这么快，尤其是美国暂时并没有

采取升息的行动。

“我相信未来两年美国不会大幅

度升息，反而是目前，马来西亚与中国

却过度反应，急促调息。”

当询及公司的发展计划，邱氏表

示，该公司今年将在全马推出约7000

个住宅单位(主要是酒店套房、服务式

公寓和共管公寓)，总销售面积约600

万平方尺，至於发展总值估计是30亿

令吉，创下该公司有史以来的纪录。另

外，身为亚洲发展商，其在中国的主攻

市场是上海与广州，并在上海和广州

各推出1万2000个单位和3000单位楼

盘。

“公司的存货很少，基本上大部

份的楼盘 都成功售出95%。这主要

是我们非常了解市场的需求。此外，

这10年来，95%的投资者 都获得回

酬。”

邱达昌说，对於未来的目标，马

来西亚置地希望可以推出更多价格合

宜且高素质的房产。

n	邱达昌与其公子公司总监邱华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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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来西亚华社闻人、前马

中经贸总商会会长丹

斯里颜清文与世长辞

后，他的传记于8月18日面世。这本传

记以《颜清文◎成功的失败人》为名，

反映了颜清文79年大起大落的人生总

结。

这本由大马新闻资讯学院出版，

长达232页的图文并茂的传记，由该

院副院长林金树与研究员章龙炎合

著。

颜清文长子颜登逸在这本传记的

推介仪式上，简短阐明这本传记诞生

始因。

颜登逸也是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

会长，他说：“在华社看来，先父是一

名社会闻人，但先父自认是普通人。

据我所知，有许多人建议替他写传

记，都被他拒绝，自觉没有值得写的

东西。不过，他后来改变主意，2008

年时授权大马新闻资讯学院替他写传

记。”

勿尽写好的一面

他说：“先父对这本传记的要求

简单：不要尽写好的一面，勿把赚了人

生第一桶金就当作是成功的人，不要

写得太严肃太厚，要写得有趣味。先

父希望读者能从他走过的道路得到启

发，少走冤枉路。”

颜登逸也说，父亲为人敢怒敢

言，对大是大非更是如此，也因此在晚

年惹上官非。

这本传记推介仪式吸引约150名

颜清文生前华团战友及朋友出席，包

括颜清文遗孀陈绍涓、知交丹斯里林

源德、隆雪华堂署理会长翁清玉、马

华元老曾永森等。

传记的推介人，是首相署部长兼

民政党主席丹斯里许子根博士。

这本传记也记载了颜清文失败的

经历，包括在本身最在行的种植业上

摔跤，投资炼油业却亏损巨额，随后

投资酒店业、手套业也不成功。

还有，颜清文的传记也纳入本身

被判入穷籍，这报穷官司还拖宕了19

年，最后因控方的“技术错误”才从穷

籍除名。

这本传记也记载颜清文几度与政

治擦肩而过的经历，而最后一次是在

1995年，时任民政党全国主席的敦林

敬益向他伸出橄榄枝。当时，坊间传

出林敬益有意转至吉隆坡峇都上阵，

并把木歪议席交由颜清文出征。由于

家人反对，颜清文最终还是没有转战

政坛。

传记也以12页的篇幅，描绘颜清

文2004年愚人节时被联邦法院判入

穷籍的冷暖人生遭遇，令他自嘲为“

最穷的丹斯里”。

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

指出，华团是华社展示集体力量的中

流砥柱，每个时代都有象徵性的精神

领袖及许多默默耕耘的工作者，让华

社纵然面对种种挑战，也坚强地站起

来。

贡献获认可

许子根说，颜清文是他所敬佩的

华社领导之一，他以首相署部长的身

份为这本传记主持推介礼，也代表政

府认同颜清文生前的斗争及为国家所

作出的贡献。

颜清文是于2011年3月1日病逝，

享年79岁。他生前素以敢怒敢言见

称，在1997年至2001年担任隆雪华堂

会长时，领导处理华团大选诉求、反

对马华收购南洋报业、抗议印尼排华

暴行、立白病毒等事件。

隆雪华堂署理会长翁清玉说，颜

清文那种追求正义公平的执着，以及

简单朴实的生活习惯是大家永远学习

的榜样。

大马新闻资讯学院主席洪锡田在

传记推介礼上说，《成功的失败人》的

书名是由颜清文所选，他曾多次询问

个中原因，而颜清文的回应是“我就是

这样的一个人”。

n	许子根博士（右三）赠书给颜清文知交林源德（左三），左起：颜清文遗孀陈绍涓、	
长子颜登逸、洪锡田、翁清玉。	 （图片供应：东方日报）

颜清文 传记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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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州长李龙熙邀

请马来西亚企业前往

延边投资考察，共创商机。

李龙熙州长是於7月18日率领代

表团访问马来西亚，与马中经贸总商

会举行合作交流会时发出这样的邀

请。

他指出，延边正处於快速发展阶

段，过去5年平均成长17%，提供了良

好的投资机会，马来西亚企业具有先

进技术、雄厚资本，加上华人克苦耐

劳的精神，结合延边的丰富资源、廉

价劳动力及广大的中国内需市场，一

定能取得双赢局面。

李龙熙说，这是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首度组团来马及举办合作交流会。

他透露，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可

能在9月份来马访问，到时将专程举办

经贸活动，该团这次举办的合作交流

会算是孙政才访马前的热身活动，以

让马来西亚商家对延边有一个初步的

概念和印象。

他指出，延边州具有七大特色，

包括民族区域自治、边疆近海、资源

丰富、基建设施完备等。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幅员面积4.27

万平方公里，约占吉林省总面积的四

分之一，全州总人口220万人，其中

朝鲜族占了37%。该州地处中、俄、

朝三国交界处，与朝鲜的边境线长达

522.5公里，与俄罗斯的边境线则长

246公里。

同时，延边位於长白山区，素有“

长白林海”之称，林地面积319.56万

公顷，森林覆盖率80.4%。该州已发

现的矿产品种共有93种，优势矿产有

煤、金、石灰岩（大理岩）、矿泉水和

浮石等，并且是中国少有的饮用天然

矿泉水的集中分布区之一。

黄汉良：延边发展快速

黄汉良致词时表示，延边近年发

展快速，延边作为中国的窗口，和朝

鲜相邻。随著朝鲜逐步开放，延边的

地位更为重要，前景更为光明。

他希望马来西亚商家多到延边寻

找机会，延边拥有丰富的药材和矿产，

是边境的新星，在延边投资做生意，

不仅可从延边的商机中受惠，也将对

朝鲜边界的经济带来帮助。

黄汉良也指出，马中经贸总商会

正筹备在今年9月9日举办投资国际大

会，到时希望延边的商家踊跃参会。

出席合作交流会的马中经贸总商

会代表包括终身荣誉会长丹斯里林源

德和拿督杨天培、会务顾问陈金锭、

荣誉顾问吴立洋、副总会长丁锦清、

杨天德博士、宋兆棠硕士和刘俊光、

秘书长林恒毅、以及多位中央理事及

会员。

代表团成员包括吉林省经济技术

合作局亚太区域合作处处长徐德辰、

珲春市人民政府市长姜虎权、珲春经

济开发区主任王金玉、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许

正彬、商务局局长朴学洙、副局长曹

瑧愿、处长王金平及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科员申兰。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文 / 李勇坚

n	黄汉良赠送纪念品给李龙熙（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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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孙政才

加强吉马合作实现互补共赢
2011中国吉林·马来西亚经贸交流会

文 / 陈紫菀

 吉 
林省委书记孙政才于9

月13日至16日率领300

名中国企业来马展开

访问，短短3天成果丰硕，代表团与马

来西亚多家企业在14日举行的“中国

吉林——马来西亚经贸交流会”上共

签署21项合作项目，总值21.43亿美

元。

孙政才在交流会上表示，这次率

团是为了推动中马友好合作关系，并

邀请马来西亚商家到吉林考察，共同

努力开拓商机。

他指出，吉林省是中国重要的老

工业基地及商品粮基地，地处边境省

份，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产

业基础雄厚、科教优势突出、发展潜

力巨大。

他说，自从中国实施振兴东北

战略以来，吉林经济保持了良好发展

势头，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

力。

他强调，中国和马来西亚是隔海

相望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的传统友

谊源远流长。在两国领导人和双方人

民的精心呵护下，中马两国的战略互

信不断加深，经贸交流日益紧密，互利

合作快速发展。实践证明，我们既是

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真诚朋友，也是

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长

期以来，吉林省和马来西亚经贸合作

频繁，成果显著，特别是马来西亚作

为东盟各国中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

在电子、汽车、石化等产业具有明显优

势，这符合吉林省产业发展方向，为

双方在共同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有利

条件。

孙政才指出：“今年4月，温家宝

总理成功访马，双方共同签署了《关

于扩大和深化经济贸易合作的协定》

等重要合作文件，确立了新形势下两

国互利合作的原则、方向和框架。在

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马关系一定会

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孙书记也在致辞中向多年来积极

推动吉林省与马来西亚友好合作的各

n	柴玺大使

n	吉林省代表团与马来西亚企业在

交流会上共签署21项合作项目，

总值21.43亿美元。50 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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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士表示感谢。他承诺，吉林省将为

有意在当地投资的马来西亚企业提供

优质服务，创造良好环境。

马来西亚财政部副部长拿督林祥

才预料，在马来西亚和中国密切的贸

易关系推动下，每年双边的贸易增长

率可达15至20%。

林祥才：马中贸易
增长可达20%

他指出，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已

经有37年的历史，双方经贸关系逐年

增长。马来西亚是中国第9大贸易伙伴

国，去年双方贸易额已经超过500亿

美元，中国已经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

贸易国。

他说，作为一个经济开放的国

家，马来西亚已经成为全球第17大贸

易国。实现双方共同发展，进一步加

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至关重要。

马来西亚欢迎外国企业，特别是中国

企业到马来西亚投资，在科技、能源

等多个领域合作发展，努力实现互利

共赢。　

林祥才透露，马来西亚去年的对

外贸易达1.2兆令吉，而在《2010年至

2011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中的排

名也从第26名跃至第21名，显示马来

西亚的金融体系稳健成长。

他指出：“作为伊斯兰国家，马来

西亚也在伊斯兰金融市场扮演着领头

羊的角色。”

他也说，财政部已经批准9家中

国公司来马上市，欢迎中国企业到马

来西亚设立工厂，通过马来西亚把产

品推销到中东、印度等国。

柴玺：马中贸易今年有望
破800亿美元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柴玺大使

宣布，截至今年7月为止，马中双边贸

易已经超过500亿美元，因此，他有信

心今年的双边贸易额可以超越去年的

742亿美元。

他预测，今年马中双边贸易有望

突破800亿美元。

他说，去年的贸易额马方顺差

266亿美元，但中国总理温家宝4月访

马时强调不会和马来西亚寻求贸易平

衡，这显示了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友好

姿态。

他很高地的说，马来西亚已经连

续三年成为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

伴，而中国也连续两年成为马来西亚

的最大贸易伙伴。

柴玺大使指出，马来西亚和中

国商家的投资活动频密，根据官方资

料，至今马来西亚商家在中国投资的

数额近60亿美元。

他进一步解释：“不过，据我所

知，马来西亚商家也用其他国家如香

港注册的子公司在中国投资，因此我

相信马来西亚商家的实际投资高达

100亿美元。至于中国商家在马来西

亚的投资少过6亿美元，我相信在未

来数年，有关数字将会继续上升。”

他强调，马来西亚与吉林省经济

互补性很强，相信通过吉林省代表团

的访问，双方企业界和人民之间必将

加强相互交流及加深了解，进一步拓

展合作领域，发现更多的合作项目，

以取得更大进展。

他也透露，将近20多万吨的马

来西亚榴莲已经出口到上海、广州等

地，料将引起中国人的购买兴趣。

在这项交流会中，马来西亚多家

企业与代表团就各项合作领域项目进

行了签约仪式，其中有吉林市政府与

马来西亚常青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石

油化工产业合作项目、通化东宝药业

集团有限公司与凯思国际有限公司签

订的东宝集团基因重组人胰岛素扩大

生产项目等。

交流会是由吉林省副省长陈伟根

主持。出席嘉宾包括马来西亚中华总

商会总会长丹斯里钟廷森、华总会长

丹斯里方天兴、永久名誉会长丹斯里

吴德芳和丹斯里林玉唐、马中经贸总

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马中友好协

会秘书长陈凯希、马来西亚客家联合

会会长拿督杨天培、亚洲策略及领导

研究院总执行长拿督杨元庆博士、丹

斯里古润金等。

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在吉隆坡访

问期间也分别会见了郭氏集团、嘉里

集团董事长郭鹤年，马来西亚常青集

团执行主席张晓卿。

马来西亚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也会见了孙政才率领的吉林省代表团

一行。慕尤丁对孙政才的到来表示欢

迎，并简要介绍了马来西亚农业、教

育、旅游等发展情况。

n	300多名马来西亚企业家和吉林

省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出席交流

会，场面座无虚席。

51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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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企业来马采购
文 / 李勇坚

大连位于中国辽东半岛南端，人口617万，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工

业、贸易、金融、和旅游城市。大连的石油化工、船舶制造、内燃机车、机

床、汽车零部件、冷冻设备、精密轴承、电子信息等产业在中国处于领先位

置。

大连也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城市，大商集团商品零售额位居全国同行业

前列，世界著名的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宜家等企业分布大连市区。

今日的大连正全面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

放战略，推进全域城市化，加快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东北亚国际物流

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构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聚集区，建设生态

宜居的花园城市，努力实现科学发展的新跨越。

大连市
简介

 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大连市分会兼中国国际

商会大连分会副会长

张凯华于6月16日率领21人商务团前

来本会举办“吉隆坡市（大连）跨国采

购投资洽谈会”。

这个采购团寻求马来西亚商家供

应多种产品及洽谈合作，包括煤、盐、

化工产品进出口、燕窝、食品类、劳务

合作、渔业合作、水产品、服装面料、

各类针织服装、毛衣、配饰、丙纶短纤

维、展览项目合作、钢材生产加工、塑

料制品、包装机械、各种害虫控制产

品、太阳能制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

及零部件、综合进口。

马中经贸总商会是这项采购洽谈

会的协办单位。

张凯华在洽谈会上说，希望通

过这样的洽谈会，使到两国的企业家

能有收获，进一步促进两国的合作关

系。

他指出，除了采购各类商品外，

大连企业也探讨在马来西亚投资的机

会。

他说，马来西亚在东盟十国占重

要地位，与中国互补性强，两国已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其中不少中国企业

已与大马企业建立密切合作联系，但

仍有很多中国企业第一次来马寻求商

机。

他透露，代表团这次除了来马，

也到印尼及越南，因为去年开始东盟

已实施零关税，而中国与东盟的双边

贸易额也发展得很快。

今年1-4月，中国与东盟的双边

贸易额达1100亿美元（约3330亿令

吉），比去年同期间增加26.5%。

张凯华说，大连希望能与马来

西亚的企业，特别是华商加强联系合

作，以便双方能取得更大的收获。

他指出，大连自中国改革开放后

30年来发展神速，有能力在海外投

资，同时参与国际的金融活动。

黄汉良：更务实有效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

良形容这项洽谈会别开生面，中国与

马来西亚企业面对面洽谈，比起一般

招商洽谈会，可说更务实有效。

他认为，通过这种公开式的面对

面洽谈会，会员及国内的中小企业可

找对口，与中国企业建立关系，这就

直接得多，不必经过代理。

他说，从这样的洽谈会，不仅中

国企业及产品得以引进马来西亚，马

来西亚商家也可从中国引进各类不同

的产品，促进两国的经济发展。

他希望以后将能继续举类似的活

动，为国内企业提供更多服务。

中国驻马大使馆经济商务处一等

秘书刘卫国说，马中两国的经贸活动

已更为频密，几乎每周都有来自中国

的商业代表团来马举办商业活动。

n	黄汉良（右2）与张凯华（左2）在洽谈会上交换友好合作协议书。左为大化集

团副总经理李风华、右为中国驻马大使馆经济商务处一等秘书刘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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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拟采取措施 

刺激内需
 据 

中国商务部贸易官员

指出，有鉴于中国出口

成长放缓及国内消费

能力逐渐回升，因此政府正草拟一项

措施以促进原供出口的产品于国内销

售，此措施将于9月正式展开。

此项措施也包括简化国内销售

的审批程序，实施融资便利，扩展销

售管道及提高品牌形象。基于劳力成

本的上涨，人民币升值和国外需求缩

减，这导致中国生产商在销售国外方

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2011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

每月的出口成长皆下降，即从1月份的

37.7%下跌至17.9%。贸易专家及政

府官员表示，此跌势将会在未来数个

月持续下去。因此，为了应对国外销

售量下降，中国政府正制定一项措施

来刺激原以出口导向的产品于国内销

售。此项措施将有利于加工贸易的企

业。这些企业是从国外进口部份或全

部零件，加工组装后供出口。过去三

十年，加工贸易领域是刺激中国出口

迅速增长的主因。

在2010年，加工贸易领域的出口

量占了中国总出口总额的47%。中国

共有超过10万家加工贸易企业。基于

全球经济放缓，导致中国的主要贸易

伙伴需求量骤减，这促使中国加工贸

易出口在今年上半年下跌。

因此，中国政府将通过这次的措

施来促进国内消费，以减少因全球需

求下降对出口商所带来的打击。此外，

国内销售的提升也有助于减少对外贸

易盈余。中国对外贸易盈余在二月已

有提升的趋势，专家更预测此盈余在

未来数月将更为提升。

在“十二五规划”下，中国政府

承诺每年将农村和乡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提高至7％，以帮助刺激内需。

很多企业都对这项政策表示欢迎。一

些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在面对国外

需求的下降后，也转向促进国内的销

售。无论如何，此程序非常复杂，且

对于初来者而言，在中国开发新品牌

及建立销售通路是极为困难，且需面

对昂贵的成本。虽然中国并未对出口

为导向的产品在国内销售设有诸多限

制，但繁杂的程序及高成本仍然打击

出口商的信心。

以目前国内的趋势，出口为导向

的产品较难于在国内销售，该出口产

品一般专为国外市场而设。要寻找合

适的买家是一个问题，而税收方面也

会导致成本增高。很多广东省出口商

欲转变他们的销售策略以迎合国内市

场，但他们亦面对销售管道、融资及

税收的多重障碍。

中国计划设下零售业总销售额的

目标，期许在2015年可达至30兆人

民币。根据国家统计局指出，中国消

费产品零售额在2011年上半年与去年

同期相比上升16.8%至1.138兆人民

币。城市零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6.9%至7.445兆人民币，而乡村零售

额也增长16.2%至1.138兆人民币。基

于全球需求下降而导致中国出口成长

面对困境，因此刺激及进一步开拓国

内消费是非常重要。有鉴于此，中国政

府计划将采取一些措施，帮助更多以

出口为导向的公司，转移他们的销售

重心从国外转向国内市场。

由于消费者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这项政策在某些程度会对马来西亚

出口到中国的市场构成一定的负面影

响。不过，这种负面影响仅局限于消

费产品，中国仍需要进口各种大量的

原材料及一些商品，以满足经济迅速

发展的需求。

(供稿：马来西亚贸易促进局上海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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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gulations on foreign corporations investing  
 in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gan controlling foreign investments 
i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after 2006. The foreign corporations interested 
in investing in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must comply to some 
very strict regulations. 

4.1 The corporation registry.

The Commerce Ministry of China incorporated the regulation 
concerning foreign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registry in an ordinance in 
2007, that deals with enhanc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approval and 
supervision of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 real estate. 

(1) If a foreign investor is interested in setting up a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in China, he must first obtain land use right or 
building ownership. If he does not have the property rights, he 
should then sign an agreement with the land authority, real estate 
developer or real estate owner to purchase the land use right or 
the building ownership. A foreigner will not be allowed to set up 
a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if he does not have property rights or has 
not signed the mentioned agreements.

(2) A foreign investor interested in doing business i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or management must comply to the commercial 

presence regulation. According to law, he has to apply to the 
authorities to incorporate the foreign invested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according. The foreign invested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can only operate its business within the approved scope of business. 
Any investor of the foreign real estate corporations cannot promise 
any other investors of the said corporation concerning any form of 
permanent profits.

(3) Upon approving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foreign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the local authorities would then immediately hand in 
the needed documents to the Commerce Ministry. Since China is a 
country which has foreign currency control, the foreign currency 
control authorities and the appointed foreign currency bank do 
not allow a foreign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to buy or sell foreign 
currencies before the corporation’s documents are submitted to 
the Commerce Ministry.  

4.2 The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China is a country which has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Hence, 
every foreign corporation or individual that wants to buy homes in 
China must comply with the foreign exchange policy. 

The Chinese branch of the foreign corporation can buy 
homes in the city where it is registered. If the corporation needs to 
transfer foreign currencies from overseas to China for the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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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urchasing homes in China, the corporation would then need to 
submit several documents to the government appointed bank. The 
appointed bank would then review the documents and then finalize  
the exchange settlement. The foreign corporation would need to 
submit the following:

(1) the real estate sales or presale contract; 

(2) the official approval document and the proper registration papers 
of the Chinese branch of the foreign corporation; 

(3) the presale contract record presented by the housing authority 
which proves the Chinese branch of the foreign corporation 
buying the home is at the city in which it is registered; 

(4) a written promise that the house is to be used only by the 
corporation. The appointed bank would permit the exchange 
settlement once it has affirmed that all of the documents have been 
approved. The bank would then transfer the money into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RMB account.

If the foreign corporation wants to transfer money from its 
domestic foreign currency account, it would have to hand in all the 
needed documents to the appointed bank. When the bank approves 
the documents, it would then transfer the money into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RMB account.  

5. Regulations on foreign individuals buying  
 homes in China

A foreigner can buy a home in China if he finds that he is staying 
in China for more than one year. Just like foreign corporations, the 
foreigner must submit in several mandatory documents in compliance 
comply with the government’s policy.  

5.1 the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The foreigner should apply to the government appointed bank 
because of he needs to use the foreign currency account. He has 
to submit several documents to the appointed bank if he wants to 
transfer money from overseas. The foreigner would need to submit 
the following:

The house sales contract or presale contract;• 

Proof of identification e.g. valid passport;• 

A legitimate employment contract or proof of student status which • 
is valid for longer than one year;

The presale contract record presented by the housing authority • 
which proves that the foreigner is buying a home in the city he 
that he resides.

 When the appointed bank has affirmed the validity of all the 
documents, it would then transfer the money into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RMB account.

If the foreigner wants to transfer money from a domestic foreign 
currency account, he has to submit all of the documents to the 
appointed bank. Once the bank affirms the validity of the documents 
it would then transfer the money from the foreigner’s account to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RMB account.  

5.2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housing  
 property rights and presale contract.

In China, it is not only the housing property rights which needs 
to be filed in but also the presale contract and they both need to be filed 
in at the government housing authority. When a foreigner   applies to 
the housing authority to file his presale contract and housing property 
rights, he has to hand in several documents as follows: 

a document which proves that the applicant would be working in • 
China for more than one year;

a written promise which states that the applicant does not have • 
any other homes in China. 

The housing authority would als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to 
confirm that the applicant does not have any other homes in China.  

6.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citizens of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buying homes in China
6.1 the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If the overseas Chinese or citizens of Hong Kong, Macau or 
Taiwan wish to buy homes with  money transferred from outside 
China, they have to apply to the appointed bank. They must hand in 
several documents as follows: 

the real estate sales contract or presale contract;• 

a valid identification e.g. the Hong Kong or Macao citizen pass to • 
Mainland China;

the presale contract record presented by the housing authority • 
which proves that the overseas Chinese is buying the residence in 
the city he lives.

The appointed bank will transfer the money of exchange 
settlement to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RMB account. If the overseas 
Chinese wants to pay by the domestic foreign currency account, 
he has to hand in all of the above documents to the appointed 
bank. When the bank has reviewed the documents, it would then 
transfer the money of exchange settlement directly to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RMB account.

6.2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housing  
 property rights and presale contract.

When the overseas Chinese applies to the housing authority to 
file the housing property rights and presale contract, he has to hand 
in several documents as follows:

a document which proves that applicant would be residing in • 
China to work, study or live;

a written promise that the applicant does not have any other • 
homes in China. 

7. Conclusion: The legal environment of  foreign  
 investors doing real estate business in China 

Foreign investors, both corporations and individuals, face 
difficulties investing in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This market 
is a very attractive one to local and foreign investors due to the 
booming  market in the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s not an easy one to enter and neither is it easy to leave. Nevertheless, 
investors from outside of China are still looking for ways to invest in 
the domestic market to benefit from the rapid growth.  

7.1 Restrictions

China began to open her domestic market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1979.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still numerous visible and invisible 
obstacles pertaining to the market.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kinds of 
obstacles that the foreign investors must be aware of and they are: 

The setting up of foreign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in China.• 

If a foreign corporation wants to buy or rent office in China it 
does not need to set up a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in China, however, 
if the foreign corporation wants to get more involved in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it has to set up a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and this is 
always difficult to do. 

According to Chinese laws, in order to set up a new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one should obtain either the construction land use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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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at least sign the sales contract of land use rights with the land 
authority or developer first. Without which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would not allow the new corporation to be set up. 

The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Foreign corporations and individuals would also have to deal 
with the foreign exchange problems since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foreign investor 
is transferring funds from overseas or local, he must submit several 
forms to the authorities as mentioned earlier in this article. These 
regulations show that the FDI foreign exchange settlement process in 
real estate is quite complicated and may prove to be another barrier 
to foreign investors.

The filing of house property rights.• 

As a matter of law, the filing of the house property rights is the 
objective of a real estate transaction and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any 
real estate investor, be it local or foreigner, individual or corporation. 
The filing of house property rights is a lengthy process which involves 
much paperwork. 

The most important restraint is that a foreigner can only buy one 
home in China. The same restriction applies to foreign corporations. 
A foreign corporation can buy a home in China but the home must be 
actually used by the foreign corporation. Chinese government wants 
to prevent foreign corporations and individuals from making profits 
by carrying out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7.2 New developments

China is not a market which is completely open to foreign 
investors. Even Chinese citizens are not allowed to invest in many 
are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ed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s to 
invest in its real estate industry but the government’s policy changed 
in 2006. 

At present, the local Chinese are affected by the high cost of homes 
and in turn,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welcome foreign investments 
in that sector. The State Council called upon the local governments to 
curb the rapidly rising prices of homes. It is unfortunate that the local 
Chinese cannot afford to buy homes in the cities where they dwell. 
At most, city dwellers can only buy two apartments in the province 
capital cities even if they had extra money. So I have to say that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s not a friendly on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urban 
housing prices that it will not lift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o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n the next one to two years. 

7.3 Advise to foreign corporations  
 or individuals who are interested in  
 investing in Chinese real estate

Choose a local business partner carefully.1.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many seen and unseen restrictions faced 
by foreign investors when investing in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It would be a very arduous undertaking for a foreign corporation to 
break into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on its own. Not only would 
one have to deal with numerous local laws and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ut also the many laws and ordinances. It would be to the 
foreign investor’s advantage to choose a local business partner who is 
capable of dealing with the local laws and local govern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mentioned earlier in this article, 
strictly controls the setting up of foreign real estate corporations, the 
foreign exchange and the official filing of property rights. Thus, a 
foreign corporation would be better off getting a local partner who has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A capable business partner 
would not only be very useful when dealing with the local authority 

but would also be helpful in handling the financial red tape, filing 
the property, taxati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bor management 
and public relations. In short, without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it would be very challenging to run a real estate 
business in China. 

For example, if a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needed a piece of land for 
a development project, it is the government that is in charge of land 
procurement, be it from the peasants or city dwellers. So a successful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must always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or it would encounter many problems pertaining to 
land grant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employment matters. 

Engage a capable legal counsel.2. 

It is very important both to a foreign individual and corporation 
to engage a capable local legal counsel. It is unfortunate that most 
people only seek lawyers’ services upon being sued or when 
negotiating a contract. A foreign corporation and individual actually 
need professional legal service throughout the whole real estate 
transaction. 

A capable real estate legal counsel would be experienced in what 
transpires during real estate business transactions which include the 
procedures of setting up corporations, the land use rights, the filing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the zoning and rezoning systems, the presale 
process, and lastly,  he has to be a good litigator and must know 
how to negotiate with house buyers. As China is a big country,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may differ from one city to another, from one 
province to another. It would be to the investor’s advantage to engage 
a capable local legal counsel. 

Corporation is better.3. 

    Bear in mind that a foreigner can only own one residence in 
China. The foreigner would need to  prove that he would live, work or 
study in China for more than one year and that the residence be used 
by the foreigner, himself. Since the Chinese housing authority has a 
unified computer network of property rights recording system, once 
a foreigner owns a residence in a Chinese city, it would impossible for 
him to acquire another residence in any other Chinese city. 

However, a corporation has more freedom to own more than one 
residence provided it can be proven that the corporation needs to use 
all the residences and/or offices. A capable legal counsel would be 
able to overcome the restriction on quantity. In conclusion, even one 
does not have any interest in being  a developer,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set up a corporation if there is a desire or need to attain more 
than one residence. 

    A good way to invest to Chinese real estate would be through 
a joint venture with a good partner or good agent. In practice, some 
foreign investors act as financial investors of a joint venture in which 
the Chinese partners carry out the business part and they share the 
profits. Some foreign investors use Chinese citizens as their agents 
to run a joint venture. However, those Chinese citizens are usually 
nothing more than puppets. 

Conclusion
In this article we have  looked at Chinese laws on FDI in real 

estate. We found that in 2006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witched back 
to restraining the FDI in real estate. From last year to the present, the 
central Chinese government had begun to seriously control real estate 
developments and transac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cooling dow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At present even Chinese citizens are limited to 
only two residence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profit to be made by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take their chance in this lucrativ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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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天
（登尼特集团董事经理）

国际贸易
　　  知多少

马来西亚已连续三年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马中贸易势头的强劲，仿佛一块

诱人的大蛋糕，让很多马来西亚商家心动。

为让广大商家了解什么是贸易，国际专业企业咨询机构——登尼特集团有限公司，在这里跟

大家分享一些国际贸易的专有名词解释和所需证件，基本常识和应该注意的事项。

OCP条款 
(Overland Common Points)

2010年10月18日中国国务院下发的《

关于加快培育陆上运输通常可到达的

地点。OCP地区是以落基山脉为界，

其以东地区均定为内陆地区范围。从

远东地区向美国OCP地区出口货物，

如按OCP条款达成交易，出口商可以

享受较低的OCP海运优惠费率，进口

商在内陆运输中也可以享受OCP优惠

费率。

提单 
(Bill of lading,简称B/L)

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在收到货物后签

发给托运人的一种证件，它体现了承

运人和托运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包

括联运提单和过期提单。

多式联运单据 
(Combined Transport 
Documents, CTD)

证明多式联运合同以及证明多式联运

经营人接管货物并且负责按照合同条

款交付货物的单据，它由多式联运经

营人签发，这种单据应依发货人的选

择，或为可转让单据，或为不可转让

的单据。

联合凭证 
(Combined Certificate)

是 一种更为简化的 保 险 凭证 。在我

国，保险机构在外贸企业的商业发票

上加注保险编号、险别、金额，并加盖

保险机构印戳，即作为承保凭证，其

余项目以发票所列为准。此种凭证不

能转让，目前只适用于香港地区一些

中资银行由华商开来的信用证。

保险单 (Insurance Policy)

是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承保证明，是

规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各自权力

和义务的契约，当被保险货物遭受承

保范围内的损失时，它又是保险索赔

了理赔的主要依据。

价格调整条款  
(Price Adjustment Clause)

在 定 约 时只 规 定初步 价格，同时 规

定，如 原材 料 价格和 共资 等发 生变

化，按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等的变化来

计算合同的最终价格。（主要适用于

类似生产加工周期较场的机器设备等

商品的合同）。

汇票 (Draft)

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签发的要求见票

时或者在将来的固定时间，或者可以

确定的时间，对某人或其指定的人或

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的无条件的书面

支付命令。

背书 (Endorsement)

转让汇票权利的一种手续，就是由汇

票抬头人在汇 票背 面签上自己的名

字，或再加上受让人的名字，并把汇

票交给售让人的行为。

 

付款交单 
(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
简称D/P)

出口人的交单是以进口人的付款为条

件。它包括即期付款交单和远期付款

交单。即期付款交单，是银行提示即

期汇票和单据，进口人见票时即应付

款，并在付清货款后取得单据；远期

付款交单，银行提示远期汇票，进口

人审核无误后在汇票上进行承兑，于

汇票到期日付清货款后再领取货运单

据。

信托收据 (Trust Receipt)

进口人借单时提供的一种书面信用担

保文件，用来表示愿意以代收行的受

托 人身份 代为提货、保管、存仓、保

险、出售，并承认货物所有权仍归银

行。

信用证 
(Letter of Credit，简称L/C)

银行开立的有条件的承诺付款的书面

文件，也是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一种保

证，只要受益人履行信用证所规定的

条件，即受益人只要提交符合信用证

所规定的各种单据，开证行就保证付

款。（银行信用）

背对背信用证 
(Back to Back Credit) ， 
也称转开信用证

受益人要求原证的通知行或其他银行

以原证为基础，另开一张内容相似的

新的信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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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开信用证 
(Reciprocal Credit)

两张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互以对方为

受益人而开立的信用证。开立信用证

是为了达到贸易平衡，以防止对方只

出不进或者只进不出。

备用信用证 
(Standby letters of credit, 
简称SBLC)

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信用证，是开证银

行对受益人承担一项义务的凭证。开

证行保证在开证申请人未能履行其应

履行的义务时，受益人只要凭备用信

用证的规定向开证行开具汇票，并随

附开证申请人未履行义务的声明或证

明文件，即可得到开证行的偿付。 　  

保函  
(Letter of Guarantee, 简称L/G)，
也叫保证书

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个人应申

请人的请求，向第三方受益人开立的

一种书面信用担保凭证，保证人对申

请人的债务或应履行的义务承担赔偿

责任。

大副收据 (Mate’s receipt)

货物装船后，承运船舶的大副签发给

托运人的，表明已收到货物并已装船

的货物收据，托运人凭此收据可向船

公司或其代理人交付运费并换取正式

提单。它是划分船货双方责任的重要

依据，是换取提单的依据。

定期结汇  
(Settlement in a Fixed Period 
after Negotiation)

议付行根 据向国外付款行索偿所需

要时间，预先确定一个固定的结汇期

限，并与出口企业约定该期限到期后，

无论是否已经收到国外付款银行的货

款，都将主动安当日外汇牌价将票款

金额折成人民币拨交出口企业。

国际保理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也叫承购应收账款业务

在使用托收、赊销等非信用证方式结

算货款时，保理商向出口商提供的一

项集买方资信调查、应收款管理和追

帐、贸易融资、信用管理于一体的综

合性现代金融服务。

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专注和专业是赢得客户信任的一

个重要因素。而了解所从事业务的专有名词是则是专业性

的一个重要体现。而商家如果要做中国贸易，还有几个贸

易流程名词是需要注意的：

进出口经营许可证

中国实行的是进出口资格登记和核准制。

申请外贸流通经营权，由中国外经贸部核准。地方企

业由受权发证机关报外经贸部核准；中央企业及其所属

企业，由中央企业报外经贸部核准。外经贸部在收到受权

发证机关或中央企业报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

核准或不准予核准的答复。受权发证机关自收到外经贸部

的核准文件后5个工作日内，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

企业资格证书》。

这个证件是否办理，影响着企业以后各流程手续的

办理，因为企业要凭《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

书》到工商、海关、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外汇管理、税务部

门办理开展进出口业务所需的有关手续。

需要注意的是，从事中国国家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

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应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申请办

理配额、许可证。

中国食品进出口规定与相关证件

由于食品的卫生与质量、保质特性，食品的进出口也

比较特殊。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对食品境外生产企业实施

注册管理，对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出口商或代理商实施

备案管理，对进口食品实施检验、对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实

施备案管理。因此，进出口商需要办理食品原产地证、卫

生证、食品流通许可证、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证等证件，

到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或各地检验检疫机构进行食品报检，

即进行食品检验检疫。

一个国家两套报关制度

由于中国实行“一国两制”的制度，所以进出口也会

出现两种不同的制度出现。比如，一个马来西亚商家货物

要进出中国，必须先报关，海关通过之后，才能实现货物

的进出口；但是，如果他与香港进行贸易，则可以先进行

货物的进出口，只要货物进出口后在20天之内向香港海关

备案即可。

当然，以上所 讲的，只是贸易知识海洋里的沧海一

粟。商家固然要抓住时机，借助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东风，

但在开展贸易的同时也要做 好各 项市场 调 研或知识 准

备。

事实上，做生意的人往往并不需要是学者，只要达

到目的即可。因此，面对很多的贸易知识和繁复的贸易流

程，商家往往可以借助一些专业的机构帮忙进行货物代

转、货款代收代付、信用证、保函以及各种办理流程的代

理等商贸秘书服务。

下期，我们将针对中国内地的具体法律法规，和大家

分享不同行业产品，比如食品、纺织品、化妆品等出口到

中国后，到上架卖的过程，还需要办理哪些手续，有哪些

需要注意的问题。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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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来看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几个焦点。马

来西亚兴业资本(RHBCAP,1066,主板金融

组)待脱售的25%股权，日本银行集团三井

住友(Mitsui Sumitomo)及一家私募股权基金财团将联手竞

标，潜在买主还包括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私募股权基金

与德州太平洋集团(TPG)联手以15亿美元（约45亿令吉）展

开争夺，一度引起对私募基金的轰动。

另一 个 私 募股 权基金并购焦 点是 QSR品 牌 ( QSR, 

9415, 主板贸服组）与肯德基(KFC, 3492, 主板贸服组）

。首先，丹斯里哈林沙辖透过旗下Idaman Saga公司，以每

股5令吉60仙希望全购QSR，谁知全球最大私募基金凯雷

集团 (Carlyle Group) 直接拦截，并大方出价6令吉70仙欲

擒下这两间会生金蛋的鹅。结果，哈林沙辖连同大马统一

（KUB, 6874, 主板贸服组）和亚太最大私募基金CVC伙

伴亚洲III，同样上调全面收购价格至6令吉70仙，希望能

让一拼高低。结果出乎意料，QSR董事部最终回拒这两家

公司的献购而收场，国际资金觊觎，自然格外轰动，可知

私募股权基金的资金非同凡响。

再看国际投资里，私募股权基金也是企业融资的最

爱。摩根士丹利私募基金等3家机构5亿元投资蒙牛乳业，

蒙牛上市后，获26亿港元以上的回报。新加坡政府投资公

司和中国鼎晖向李宁公司投资1850万美元，李宁公司在香

港联交所上市，一年投资回报超过10倍。所以，富人常用

其为理财工具，来让专业的基金经理打理，已倍增财富。

企业要发展，资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作为

一位不断勇往直前的企业家，每时每刻都在与时间和金

钱赛跑。而企业家所能够掌握的时间与金钱，就决定了一

家企业未来的发展。因此，一位出色的企业家除了必须懂

得好好规划自己的时间以外，更必须懂得如何规划资金。

这样一来，每一项计划都能够有步骤和方向地实地进行，

营造成为一家大企业。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基金”这个字眼，而作为一种专

家管理的集合投资制度，如果从不同角度分类，就拥有好

几十种的基金称号。这期，我将与大家分享与探讨的是“

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与所能为企业带来怎

样的一个发展呢？

私募股权基金是一种特殊的投资基金，是以一种非

公开宣传的方式与私下向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所进行的

一种集合投资，它是面向少数投资者募集资金而设立的

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方向是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或

是上市公司非公开交易股权。世界知名私募股权基金有

如凯雷投资集团(The Carlyle Group)，KKR集团(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黑石基金(The Blackstone Group), 

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 Capital Partners)，赛富(SAIF)德

克萨斯太平洋公司(TPG Capital)等。

私募股权基金的招资方式可分为两种:（一）基于签订

委托投资合同的契约集合投资基金。（二）基于共同出资

入股成立股份公司的公司型集合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

金的运作方式是透过股权投资，即是指通过增加资金来

扩增股份或以股份转让的方式，获得非上市公司的股份，

并通过股份增值转让获利。

除此之外，私募股权基金之所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

企业家过亿融资/投资的金手

私募股权基金财富天下
李国源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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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了重要位置，同时也培育出了许多的投资大师是因为

其特点在于:-

投资产品具有相当的针对性－ y 由于私募股权基金是面

向少数特定对象而募集资金的，因此其投资目标更具

有相当的针对性，并且更能为客户量身定做投资服务

产品。其组合的风险收益特性更能满足客户特殊的投

资要求。

股权投资具有相对的高风险－ y 私募股权基金 通常需

要经历几年的投资周期。由于投资于发展期或成长期

的企业，因而被投资的企业的发展本身具有很大的风

险。如果被投资的企业最后以破产惨淡收场，私募股

权基金也可能血本无归。

具有更高的收益率－ y 这是私募股权基金能发挥的生命

力所在，也是超越共同/信托基金之处。这是因为基金

管理人一致更加的尽守职责与责任，拥有更好的空间

来实践投资理念，同时也不必定期透露详细的投资组

合，因而投资收益率反而更高。

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收益十分丰厚－ y 私募股权基金投

资是以出资比例获取公司收益的分红，因此一旦被投

资公司成功上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获利可能是几

倍或几十倍。

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可以提供全方位的增值服务－ y 私募

股权投资在向目标企业注入资本的时候，同时也注入

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各种增值服务，这也是其吸引企

业的关键因素。在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同时，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能够帮助企业提升经营管理的能力、拓展

采购或销售渠道、融通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及协

调企业与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关系。这全方位的增值服

务是私募股权基金的亮点和竞争力所在。

相当容易风格化－ y 私募股权基金的进入门槛较高，而

主要面对的投资者更具理性，且双方的关系类似于合

伙关系，因此使得基金管理层较少受到开放式基金那

样的随时赎回困扰。

另外，以下是简约的私募股权基金特征，好让大家能

更加深入地了解：

特征 解释

募集的对象 私募股权基金募集资金的对象一般

只在“小圈子里”，即是少数特定的

投资者，包括机构和个人。

信息披露的要求 私募股权基金对于 信息披 露的要求

很低（不严格），具有 较强且较高的

保密度。

募集的方式 私募股权基金是通过非公 开发售的

方式进行募集的，即是指不可以利用

公 开 传媒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与公

开地吸引和招徕投资者。

业绩报酬 私募股权基金以收取业绩为报酬，一

般不收管理费。对于私募基金来说，

业绩是报酬的基础。但，基金经理一

般上有专业管理费。

投资限制 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限制完全由协

议来约定。其投资起点通常较高，无

论是任何人或组织机构，一般都要求

具备特定规模的财产和发展计划。

监管环境 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环境相对宽松，

即政府通常不对其进行严格规制。

运作环境 -私募股权基金的销售、赎回等运作

过程具有私下协商和依靠私人间的

信任等特征，也具有非常灵活与自由

的运作空间。

投资回报 -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回报相对较高

（即高收益的机率相对较大）和收益

共享的机制。

然而，企业为何选择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于其企业呢？

其利与弊可以透过以下图表分析：

选择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于企业

利 弊

- 在基金投资封闭期间，

私募股权基金不能随意

抽资（封闭期限一般为3

，5不等），方便 财务 规

划。

- 提 供 企 业专才，进 行 资

本 结 构 重 组 ，加 强 管

理 、金 融 、市 场 、技 术

和其他市场需要的专业

技能，以便 有 规 划的发

展。

- 企业原有的股权分配将

会有所 改 动，且可能 影

响股东的收益

- 企业经营者有新的智慧

型 股 东，自由空 间 有一

定的约束。

最终，私募股权基金是企业的一个“融资/投资过客”

，不会对公司逗留太久，也不会留连不去。它主要是通过

以下方法退出：（一）挂牌上市（二）合并或被收购（三）重

组。所以，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程序非常严格及经过多方

面的面谈，才投入资金。一般上，知名的私募股权基金投

资年回报率常超过20%以上，是富人的理财工具之一。

李国源硕士是奥士卡国际投资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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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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高庭执业律师
马中经贸总商会中央理事
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马来西亚法律纠纷　
解决机制

 马 
来西亚是中华人民共

和 国 在 东 盟 的 最 大

贸易伙伴国。随着东

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在2010年1月1日启

动，对超过九成产品不征收关税，预

料两国贸易和投资也会创造新高峰，

此过程中产生法律摩擦是难免的，所

以相互了解马来西亚和中国法律体制

的区别，有助减少法律纠纷。本文首

先简介马来西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法律体制，然后介绍法律纠纷机制。

马来西亚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自

然的延续了英国的法律制度，遵从判

例原则。马来西亚近代司法史，始于

1801年，至今还保留当时成立于1807

年坐落在槟城的第一个法庭。除此之

外，马来西亚也承认各民族的惯例法，

包括了马来族、华族、印度族、土著和

穆斯林风俗法，反映了马来西亚多元

种族的人口结构。比如说，在1982年

3月1日前以华族仪式进行的结婚是受

到法律承认的。同样的，穆斯林的一

夫多妻制，也是受到法庭承认的。

联邦法院是马来西亚的法庭结构

中最高的法院，共有8位大法官。其下

的组织体系是上诉院（1所，24位大法

官）、高庭（22所，132位法官）、地庭

和推事庭(165所，个别有148位地庭法

官和187位推事)。民事方面，地庭和

推事庭分别审理不超过2万5千令吉和

25万令吉订限的索偿；高庭则不受限

并聆审地庭上诉案。刑事方面，地庭

和推事庭的职能权限止于终身监禁刑

罚的案件，而高庭则可审理涉及死刑

案件，诸如谋杀，叛国，枪械，绑架和

贩毒及聆审地庭上诉案。上诉院聆审

高庭上诉案，而联邦法院只聆审上诉

院涉及公众利益的法律课题。高庭、

地庭和推事庭有一位法官聆审。联邦

法院和上诉庭由三司组成，但在非常

重大案件，联邦法院可由七司组成。

马来西亚也废除了英国陪审团制度和

上诉枢密院的权利。马来西亚也有专

门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海事法庭和婚

姻法庭。另外，在新的商业和民事法

庭的快速审理制度下，一宗案件从立

案到结案可以在9个月内完成。马来半

岛执业律师有13余万。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中华法

系自成一格。1999年，中国将“依法治

国”载入宪法，建设了体现社会主义

民主、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中

国以成文法为本，不遵从判例原则，

倾向大陆法系。根据1981年《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

解释工作的决议》，“凡属于法院审判

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

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在走进

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法律和国际

接轨，以各国法律为借镜，取其精髓，

制定和颁布了完整的法律条文，其中

一些甚具前瞻性。

人民法院是中国国家审判机关，

其组织体系是：最高人民法院、高级

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

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举例浙江省，

罗章武律师

法律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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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中国对外开放度较高的沿海省份

之一，就设有103个法院。据2009年

统计，除省高级人民法院外，有中级

人民法院11个，海事法院1个，基层人

民法院90个，其中法官6824人。人民

法院审理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

隐私和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

规定的案件外，一律公开进行。人民

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人

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

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

组成合议庭进行。合议庭一般由三至

七人组成。对于特定的简易案件，则

可由独任庭审理，即审判员一人开庭

审理。由于中国幅员广大，铁路扮演

重要角色，因此设有铁路运输法庭。

除此之外，北京市法院也早在1993年

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自中国于1979

年恢复律师制度，全国执业律师有16

万，律师事务所一万余家。

由于马来西亚和中国没有缔结互

相承认判决的协议，在马来西亚法庭

取得的判决不能在中国执行，反之亦

然。

然而，两国都是《纽约公约》的

缔约国，在互惠基础上，中国法庭有

义务执行在马来西亚取得的仲裁 裁

定。如果败诉方在诉讼地没有资产，

胜诉方拿到的是不能执行的一纸判

决。因此，马来西亚企业和中国企业

必须特别关注这点，在合同中制定有

效的仲裁条文。

在中国，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最具规模，而马来西亚的吉

隆坡区域仲裁中心则获得亚非法律协

商组织的支持下成立的。值得一提的

是，吉隆坡区域仲裁中心是本区域首

个提供制度化的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服

务仲裁的仲裁中心。在马来西亚2011

年仲裁修订法令，马来西亚法院干预

仲裁的司法权限于在法院认定该协议

无效，不能实行或不能履行，所以仲裁

的独立性受到法律肯定。马来西亚法

院通常不会以公众利益为由拒绝执行

一项裁决，并采用严格标准来决定某

项裁决是否明显有违马来西亚的公众

利益。在中国，凡是法庭不予执行的

涉外仲裁裁决，必须申报最高人民法

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在众多跨国商业纠纷中，通过仲

裁解决比通过法庭诉讼更为普遍。

两种纠纷解决机制究竟有何不同

之处呢？

在仲裁 机制，双方可以 遴 选 单

一或多个仲裁员，法庭诉讼不允许挑

选法官。虽然法官接受过正统的法律

训练，外商倾向选择仲裁员是因为他

对发生纠纷的专门领域更加熟悉。仲

裁的过程比法庭诉讼有伸缩性，比如

仲裁地点，适用法律和语言的选择。

仲裁一般上比较快捷和节省费用，但

并非一定如此，如果遴选的仲裁员来

自多国，需要支付住宿等费用。另一

方面，由于仲裁员对有关行业或领域

惯例和行规的了解，可以缩短仲裁过

程，从而节省费用。如果各方合作，仲

裁可以快速顺利完成。重要的是，相

比法庭诉讼，仲裁是不公开的。但是，

如果一方申请司法检讨仲裁裁决，仲

裁裁决就被公开。仲裁的过程不像法

庭诉讼一般充满敌对性，并且仲裁的

裁决比法庭的判决更有终局性，仲裁

的裁决的承认和范围更广。

外商倾向 仲 裁，原因 是 仲 裁 具

独立性、注重效率、不须遵守严格的

证据法和法律法则，反而伸缩接纳证

据，处理案情以公正公平为原则。当事

人还可向仲裁机构申请费用担保、文

件披露和质询、通过正式书面陈述提

供证据和对作为争议主体的财产的保

存、临时保管或出售。

仲裁也有其不足之处。有学者认

为仲裁容易出现各打五十大板的折衷

结果。

相对中国而言，马来西亚律师在

处理国际纠纷方面，有多项优势。

一、 马来西亚秉承了英国的完善的

法律系统；

二、 超过一半的马来西亚律师毕业

于英国、澳洲等大学的法律系，

具有国际观；

三、 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律师通晓

中文和多种方言，其中超过三分

之一的律师是华裔，不存在沟通

方面的问题。

四、 和其他区域律师相比，收费更合

理。

在选择律师方面，中国企业可以

咨询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

参赞处、马来西亚律师公会、马来西亚

对外贸易促进局和马来西亚中国经济

贸易总商会等机构和组织。 

n	作者与广西自治区人民高级法院
戴红兵副院长合影

（注：作者感谢广西大学魏艳茹教授修改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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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本会代表团合影。

戴振标荣获元首
封赐KMN

本
会中央理事兼公共关系委员会主席戴振标

荣获国家元首瑞姑米占再纳阿比丁陛下封赐

KMN勋衔。

戴振标是本会资深会员，现年62岁，原籍广东

海丰，在柔佛士乃埠出生，育有二女一男。戴振标从

事旅游业，是通运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他目前

是该公司的董事长兼董事经理。

通运旅游有限公司专办高档冷门的旅游，其路

线包括了南北极及世界各地的观光团。独特的风范

让该公司在旅游业树立了独树一格的特色。

戴振标游遍了世界各角落，是游历丰富及见识

广闻的人物。他曾经担任吉隆坡斯嘉镇睦邻原则中

心的主席，并荣获首相署部长所颁发的联邦直辖区

最佳睦邻奖状。

戴振标也曾经是吉隆坡半山芭扶轮社的社长。

在过去的35年里，他常常积极地参与各类的社会慈

善活动。

在商界方面，戴振标是现任中华总商会公关组

的资深组员。除此之外，他也担任专才协会义务财

政及其他社团的重要职位。

由于戴振标先生对社会服务有功，因此在1993

年曾经荣获国家元首封赐AMN勋衔。

近几年来，戴振标先生在社会服务各方面始

终不遗余力，尽心尽力为社会人士提供最完善的服

务。如今再次受封KMN勋衔，属实是实至名归的荣

誉。  

郑添利获封PSM丹斯里
本

会中央理事丹斯里拿督郑添利在今年荣膺国家元首赐封

PSM丹斯里勋衔，是继2003年荣膺彭亨州苏丹封赐拿督

勋衔的另一项荣誉，实至名归。

丹斯里拿督郑添利为实康集团副执行主席，现年54岁，祖

籍福建省南安市，于1957年6月30日，出生在马六甲州亚罗牙也

瓜拉双溪巴汝。

郑添利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育有3男1女，分别是勋

豪、勋威、勋汉及欣榆。贤内助夫人潘斯里李桂香女士不仅贤

淑聪慧，勤俭持家，相夫教子，更在其事业上给予最大的支持。

郑添利自1982年开始投身于保险业，至今拥有将近30年

的保险经验，现任MUI Continental保险有限公司(MCIB)董事。

此外，他也是思丽湖蔚酒店有限公司、Mu珍珠巴如有限公

司的董事。同时也是多家油棕种植业公司的董事，包括Taman 

Gading（达曼家町）有限公司、Evergreen Comfort私人有限公

司、Jouta Plantation私人有限公司等。

除了酒店服务业及油棕业，丹斯里拿督郑添利也积极参

与房地产业务，并且担任 Tabir Arena 私人有限公司、 Wonder 

Valuation 私人有限公司以及 Generasi Mewah 私人有限公司的

董事。

中国海宁市荣誉市民

他也同时担任绿野仙踪居民协会主席、华总大厦发起人兼

建委会副主席、马中经贸总商会登嘉楼分会顾问及登嘉楼华人

总商会董事。

郑添利于2005年担任实康集团的高级顾问。2010年1月1

日，郑添利升任为实康集团的副执行主席。至今，实康在海外共

拥有10项水务特许经营权项目。

郑添利在中国浙江省海宁市与海宁水务集团的合作中，确

保了水务处理厂的顺利完工和正常运行，为海宁市市民提供优

质的生活。有鉴于此贡献，中国浙江省海宁市人民市政府第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特在2008年授予郑添利为“海宁市荣誉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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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19届昆交会

本
会于6月4日至7日组团参加第19届昆交会暨第9届东盟华

商会与第4届南亚展。

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

九届东盟华商投资西南项目推介会与亚太华商论坛（简称第九

届东盟华商会），于2011年6月5日及6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

本次活动主题为“关注西部开放.促进华商发展”，论坛主

题则为“抢抓桥头堡机遇.促进华商合作发展”。

与此同时，第19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昆交

会）亦于6月6日-10日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期间举办政策

说明会、对口洽谈会等多项活动。

本会通过组织代表团参会，进一步促进了本会与云南省政

府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了感情和友谊。

代表团团长为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团员包括陈金锭、杨

耀才博士、丁锦清、池春娇、宋兆棠、刘俊光、张联兴、谢成进、

陈彩莲、包久星、丹斯里陈祖排博士、陈际来、李素桦、郑淑娟、

叶顺捷及陈政勇。

n	代表团出席国务院侨办及云南省政府招待会后合照。

吴咏气博士获封
DSPM拿督勋衔
本

会槟城分会副会长，日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经理吴咏气博士在今年7月槟州元首槟

州元首阁下敦阿都拉曼阿巴斯庆祝73岁华诞，册封

有功子民时，获得封赐DSPN拿督勋衔。

拿督吴咏气博士是本会中央理事拿督吴乃贵

及拿汀柯素锦的公子，出生于槟城，年幼时分别在

槟华小学及槟城锺灵中学就读，在锺灵初中毕业后

就负笈加拿大继续高中学业，后续往美国深造，先

后考获工程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

年轻有为的吴咏气博士学贯中西，学识及见

识渊博，学成后在美国工作两年吸收经验，受益良

多。他在八十年代末期返回家乡发展，担任工程谘

询顾问十多年，目前他也是马来西亚工程师专业协

会会员及亚太区工程协会会员。

吴咏气博士较后加入日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任副董事经理，为集团注入许多创意与改革，使

到原本从事建材及工业产品生产的集团，进军房地

产和投资领域，业务甚至扩展到海外，日马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较后成功在吉隆坡股票交易所挂牌上

市，吴咏气博士则受委为执行董事经理。

目前，吴咏气博士也担任槟州中华总商会董事

兼公共基本设施小组委员、槟城建筑暨材料商公会

（金镇社）义务查账，同时也是马来西亚民防部上

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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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政府豁免商会社团所得税
马

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呼吁

政府豁免各商会和社团的所得税。

他指出，国内商协会和社团是非营利的民间团体，众

理事多是自己出钱出力，为推动国家发展而默默耕耘，政

府应该认同这些协会的贡献，给予适当的奖励。

他以马中经贸总商会为例子，该会秉持着促进马来西

亚和中国经贸活动为宗旨，属下会员常常自费到中国考察

和宣传工作，付出不少精神和金钱造福国民，政府理应认

同贡献并豁免所得税。

总会长是在本会于6月19日召开的2011年全国常年会

员大会，发表上述谈话。

会上并通过另三项议决案，包括：本会全力支持中

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的推动工作、全力支持政府推行

经济转型计划及吁请全体会员积极参与本会於今年9月10

日和11日主办的“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

黄汉良在致词指出，马中经贸总商会将与时并进不断

寻求突破，竭力完成本会宗旨和任务。

与时并进

他强调，本会力求以更透明、开放的态度处理会务，

包括邀请媒体出席多项活动和中方代表团到访的会议。

黄汉良透露，本会已在4月6日与广西钦州政府签署“

中马钦州产业园”合作协议，这是本会创立以来首次参与

大型发展计划，也获得两国政府支持，因此积极推动会员

参与这个项目。

本会理事将成立小组推动工作进展，扮演桥樑角色

及发挥牵线作用，因为该计划能对会员带来直接的效应。

他说：“近年来中国对本会非常重视，许多中国省市

政府及商会都和我们签署协定，我们也陆续跟国内商会取

得配合及协议。”

n	出席会员大会的本会领导。

n	会员举手通过议案。

n	黄汉良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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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市长》交流合作
为

了进一步深化合作，《环球市长》杂志社长兼总编

辑鲁大伟趁着出席2011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

特地与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出版委员会主席罗章

武律师交流，商谈合作事宜。

《环球市长》杂志是立足中国，博览全球，介绍中国

及国际各城市的经济丶文化发展趋势及其可持续发展前

景，以特定视角推出各国城市首脑丶政界丶商界等杰出人

物的纪实报道，以打造“全球市长智库杂志”为办刊宗旨，

是当代城市首脑丶企业家丶专家学者的专属读物。

《环球市长》杂志是在香港编辑出版，每期刊15余万

字文章。

n	鲁大伟（左）与罗章武交流，共商合作事宜。

曾志光开办富宝轩（清远）酒楼

怡
保餐饮界闻人、本会会员国泰酒楼东主曾志光精心

策划创建的清远富宝轩酒楼已在今年7月18日正式

开幕。

曾志光祖籍广东清远回澜，他是在2008年清远庆祝

建市20周年时，连同一批马来西亚友人踏上“寻根之旅”，

回到清远。目睹先辈故乡生机勃勃、充满现代化气息，于是

萌起把家族饮食业拓展到清远的强烈意愿。

他和太太在今年初长驻清远，经历了大半年的时间筹

备，终於成功为清远乡亲带来更多独具风味健康美食的富

宝轩酒楼。富宝轩酒楼也推出星级、独具特色的盛大婚宴，

是清远一带新人举办婚宴的首选。

本会副总会长兼霹雳州分会会长廖志明也特地率领代

表团远赴清远，出席富宝轩酒楼的开幕礼。财政部副部长

拿督林祥才、马来西亚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方世凯和霹雳

州政府中国事务协调专员拿督陈锦也到来祝贺。代表团其

他成员包括：本会中央理事兼霹雳州分会秘书张志聪、霹

雳州分会副会长林善麟、副公关李学理、理事苏金荣、会员

张东胜及罗杏慧（张志聪夫人）等人。

n	左起：盘超明、张东胜、李学理、苏金荣、廖志明、方世凯、林祥才、曾志光、陈　锦、林善麟、罗杏慧、张志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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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强：诚邀本土商家加入砂分会

马
中经贸总商会砂拉越分会首届

会长拿 督刘 增强 鼓 励本土商

家加入该会，大家通过公会，收集和

交换资讯，一起为赴华通商做好准备

工作。

他表示，该会也通过总商会提供

企业信息、金融财务及贸易资讯交流

平台，进而建立和发展业务合作。

他相信砂分会的成立将鼓励及协

助更多本土商人赴华经商，而首届理事

身负建立基础的重任，极力将该分会发展为本地商人“走

出去”及“带进来”的最佳平台。

刘增强是在该分会于6月13日举行成立典礼暨第一届

理事就职典礼时发表这样的谈话。

他说，中国与马来西亚通商已久，随着80年代中国改

革的开放，双边贸易额及成交量就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及成

长。

他指出，中国有13亿人口，保守估计拥有实际购买能

力的至少有三成人口，意即至少有4亿的市场等着本地华

商开发。

他说，中国是世界工厂，有大量生产、低廉生产的优

势。除了拥有语言及文化优势的本地华商，许多友族同胞

也跑去中国采购原料及商品。”  

黄汉良：全力推动两国贸易　砂商家贡献大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表示，该会砂拉越

分会的成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事，基于砂拉越的特殊经

贸历史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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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出，砂州处在南中国海之滨，有大量的天然资

源，是人们关注南海问题的焦点，各族长期以来支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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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中经贸总商会砂拉越分会的成立，必将对马

中经贸总商会的发展如虎添翼。

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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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年前

已成立，会员一向积极参与发展马中经贸活动，譬如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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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已故丹斯里黄文彬都对马中经贸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

献。”

黄汉良说，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到来

及国际形势的转变，更随着马来西亚经济的转型、政治转

型及意识形态的改变，所有热爱马中经贸的商家应走在一

起，形成一股时代的力量，让马中经贸更上一层楼。

刘乃好：建立紧密联系网　有助砂经济转型

马中经贸总商会砂拉越分会第一副会长兼筹备会主

席拿督刘乃好指出，随着全国性的马中经贸总商会砂拉越

分会的设立，透过它20年来与中国建立起来的紧密经贸联

系网，相信今后将能让砂拉越的商家从中获利。

他指出：“我国华裔向来在经济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和影响力，在与中国拥有共同语言及文化的优势下，

透过经贸总商会所搭起的沟通桥梁，协助我国企业家到中

国开拓商机。

当晚出席监誓的贵宾为砂拉越第二财长兼环境与公

共卫生部长黄顺舸。出席的马中经贸总商会理事包括副总

会长丁锦清和颜登逸，以及总财政黄锡琦。

n	黄汉良（左起）及黄顺舸共同见证马中经贸总商会砂拉越分会第一届理事	
宣誓就职。

n	黄顺舸（前排右3）在纪念铜牌上签署大名，前排左起丁
锦清、刘增强、黄汉良及刘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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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中经贸总商沙巴分会宴请到访的河南省濮阳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代表团到沙巴亚庇市视考察，了解当地

的投资机会，同时也邀请沙巴商家到河南濮阳投资兴业、旅

游观光，相互交流。

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兼沙巴分会会长拿督刘国城

（左7）在设宴款待考察团时，接领代表团团长，濮阳什技

艺术学校杨晓军校长（左6）赠送纪纪念品。

在场者包括濮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外事侨务办公室

科长方观华与副主任郭宗考。

出席晚宴者包括沙巴分会副会长刘顺泰、分会秘书钱

久思、公关主任廖志国、理事李泰发、李振发和陈金栈。

濮阳县人民政府

马
中商务理事会于七月杪在沙巴州亚庇召开会议，由

敦慕沙希旦主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王锦

珍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会议。本会副总会长兼沙巴分会会长

拿督刘国城（左5）也出席这项会议。

王锦珍副会长（右4）与中国驻古晋总领事李树钢（左7

）在晚宴上留影，在场者包括马中经贸终身荣誉会长陈凯希

（左6）、拿督杨天培（右3），以及沙巴分会副会长刘泰顺、

陈沺铼、分会秘书钱久思、公关主任廖志国、理事陈金栈、

李振发。

王锦珍副会长也率领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参观考察了马

来西亚沙巴港口局、亚庇工业园区和沙巴基金局。在沙巴

港口局，港口局负责人介绍了该局下属的实邦加码头、山打

根码头的运转情况与未来的拓展计划。王锦珍副会长详细

了解了码头的吞吐量、与中国往来货物的情况。

中国国际贸促会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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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于8月15日与马中经贸总商会

签署合作协议，以便分享讯息，进行更多的交流。

这项合作协议是由广东省侨商会常务副会长钟广荣与

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丁锦清代表双方签署。

钟广荣是率领广东省侨商会代表团到泰国、马来西亚

及新加坡展开7天的考察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黄柱焕、敖

道清、许兆然、刘若登、傅国良、龙美琪、梁志光、谢丽岩、

曾庆玲、戴文双、郭修竹、徐倩平、赵升才及潘健儿。

钟广荣指出，广东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成立于2007

年，与政府关系密切，努力为经济建设服务，广泛联系海内

外工商社团、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配合协助引进资金、技

术与人才。

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丁锦清接待代表团时指出，

这是广东省侨商会第一次到访，希望今后双方能加强互动，

为马中双边贸易作出贡献。

他说，中国企业要走出来，而马来西亚正是中资开拓

的最佳选择，同时可以通过马中经贸总商会，深入了解马来

西亚的投资机会。

参与交流的本会其他领导包括副总会长颜登逸、理事

张联兴、罗章武律师、拿督吴世才、包久星局绅、李国源及

执行秘书周美馨。

n	丁锦清（右）与钟广荣（左）交换合作协
议书。左起：刘若登、梁志光、傅国良、	
黄柱焕。右起：罗章武、张联兴、李国源、	
吴世才、包久星、颜登逸。

与广东省侨商会签署合作协议

马
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杨天德博士鼓励中国企业到马

来西亚投资橡胶、棕榈及木材产品下游工业，然后把

产品返销中国，同时也可以做为开拓中东市场的跳板。

他说，中国向马来西亚购买很多的原产品，马来西亚

的棕榈油，有250万吨，大约70%是卖到中国。

杨天德是在8月20日接见到访的广州番禺区政府及企

业代表团，双方进行交流时，这样的鼓励。他指出，除了原

产业，其他如生物能源的太阳能和风能，都是值得投资的

领域。

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说，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的番禺

是一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所以，欢迎大家到番禺考

察。他指出，番禺城市面貌变化大，基础设施完善，而广州

的高铁总站，就设在番禺。除了18平方公里的小谷围岛辟为

大学城之外，在去年办了亚运会之后，番禺也有了一座亚运

城，这是三村合一（选手村、媒体村、职员村）的亚运城。

出席交流会的番禺区代表团包括黎伟棠、李炽和、卢

永青、黎德权、长李勇、魏虹、张凤英、王锦荣、于世光、陈

元兴、张振军和陈伟强。参加交流的马中经贸总商会领导

包括副总会长丁锦清、中央理事张联兴、戴炳煌、陈云祥和

李国源。

n	广州市番禺区委书记谭
应华 ( 左7 ) 赠送 纪 念 品
给副总会长杨天德博士	
(左9)。

	 左起：王锦荣、李炽和、	
黎德权、李勇、黎伟棠、	
张振军、谭应华、户永青、
杨天德、陈元兴、丁锦清、
陈云祥、张联兴、戴炳煌、
李国源、于世光、陈伟强。

广州市番禺区政府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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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说，随著马来西亚

政府积极推动经济转型，政策更为开放，提供许多

投资机会，希望来马访问的江苏省扬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代表团从中掌握商机。他指出，我会在东马的沙巴和砂拉

越都设有分会，当地土地广阔，适合中国商家开发投资棕

油、橡胶等业务。

黄汉良于6月15日在会所接待江苏省扬州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代表团说：“扬州发展一日千里，是理想的投资地

点。我会中央理事丹斯里郑添利所属的实康集团，也在扬

州邻近的仪征经营水务业务，并寻求为扬州市提供服务。”

扬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书记孔令俊指出，马中两国最

近20年来都是政治稳定，经济蓬勃发展，彼此之间有很多

投资机会。他希望马中经贸总商会介绍会员商家前来扬州

旅游和考察。扬州具有文化内涵，来到扬州，心情会变得舒

畅。

江苏省扬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代表团的团员包括扬州

市侨务办公室主任方军、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乡管理局局长

丁晓东、服务业发展局局长陈焕章、八里镇书记陈宝川及

局长助理曹建宁。

出席交流的我会代表包括副总会长丁锦情、秘书长林

恒毅、中央理事张联兴、谢成进、拿督吴世才、沈哲初、丹斯

里郑添利、包久星局绅及执行秘书周美馨。

来自兰花之乡的中国绍兴县人民政府代表团8月2日由

绍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土率领，拜访马中经贸

总商会，并与我会领导进行交流。

代表团成员包括：孙光荣（绍兴县兰花协会会长）、金

阿根（绍兴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孙爱保（绍兴县

杨汛桥镇镇长）、陈永建（绍兴县经济及信息化局局长）、

娄宏霞（绍兴县人民政府外事与侨务办公事副主任）。

负责接待绍兴县访问团的马中经贸总商会领导为副总

会长郭隆生，副秘书长李志贤、中央理事张联兴、李素桦律

师、谢成进、包久星、张志聪与执行秘书周美馨。

徐林土主任简述绍兴县概况：绍兴县位处浙江省东部

宁绍平原，长三角南翼，东接宁波，西邻杭州。民营经济非

常发达，全县总产值达776.1亿元（人民币），以轻纺工业、

商贸中心与创意中心为主。目前重点发展现代农业、先进制

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等。

郭隆生副总会长也向到访的绍兴县朋友介绍马中经贸

总商会主办的“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这个活动将详细

介绍马来西亚的经济转型，以及经济特区的投资机会与奖

励优惠政策。

郭隆生指出，马中双边投资严重失衡，比例大约是8对

1，因此，希望中国企业加大在马来西亚投资的力度。

n	绍兴县人民政府代表
团团长徐林土(左6)与
郭隆生(左7 )交换纪念
品。左 起 ：孙 光 荣、	
金阿根、孙爱保、陈永
建、娄宏霞。右起：周美
馨、张志聪、谢成进、
张联兴、李志贤、包久
星、李素桦。

n	孔令俊(左6)赠送纪念
品给黄汉良，右起为吴
世才、沈哲初、包久星、
谢成进、张联兴、林恆
毅及丁锦情、左起为陈
焕章、陈宝川、丁晓东、
郑添利及方军。

江苏省扬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绍兴县人民政府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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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人民政府代表团在副秘书长马利生率领下前来

马来西亚考察，并于7月29日与我会交流。

代表团成员包括徐州市商务局局长臧晓明、侨务办公

室主任李明、交通运输局局长谢广明、商务局副局长周李

明、侨办副主任刘振平、商务局投资促进处处长李芸、副主

任梁瑞珩、侨务办公室处长苏彤及外事办公室处长马光。

马利生指出，徐州位处江苏省西北，上有北京，东有上

海，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而现在则占交通交汇点的

优势。他鼓励马来西亚企业前往风光秀丽的徐州投资。虽

然目前不再有税务减免，但是，依然设有奖励，对外资有优

惠。

代表团是出访印度、菲律宾和印尼之后才抵达马来西

亚。马利生说：“一出机场就看到有中文的标志，而且街上

很多招牌都有中文，很有亲切感。”他透露，这次出访，是

希望能够和马来西亚的企业探讨合作机会，促进中马两国

双边经贸。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指

出，马来西亚企业在中国的投资超过50亿美元，但是，中资

在马来西亚的投资的比例依然失衡。因此，他向徐州市人民

政府代表团发出前来我国投资的邀请，同时也鼓励参加“

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他指出，马来西亚是比较人性

化、法治的国家，潜在着很好的商机与发展潜能。

出席接待会的本会领导还有副总会长丁锦清与杨天德

博士，中央理事李国源与陈云祥。

n	马利生副秘书长（左6）
赠送纪念品给黄汉良（
右5）。左起：刘振平、
周李明、谢广明、李明
及臧晓明。右起：陈云
祥、李国源、丁锦清及
杨天德。　

徐州市人民政府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陈秋茹於6月

27日率团莅访马中经贸总商会以宣传推介“第110届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由本会副总会长宋

兆棠硕士主持接待。

陈秋茹欢迎马来西亚企业家把各种不同的商品带到广

交会，进而促进两国企业家的合作关系。

她指出，广交会交易量在3年前全球经济风暴中曾受到

影响，但目前已恢复到风暴前水平。今年4月的109届广交

会，成交量达368亿美元。她指出，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

的“缩影”，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本会副总会长杨天德则说，广交会不仅能为中国带来

发展，同时也提供一个市场平台，让海外华人拥有一个采购

各类不同商品的机会。

“中国产品的质量已逐渐进步，可媲美欧美及日本的

产品，所以大马商家已无需担心产品的品质。”

出席者包括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宋兆棠、刘俊光

和丁锦清，秘书长林恒毅、理事张联兴和卢国祥；中国商务

部亚洲司副主任科员王璇、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国际联络部

科员李娇和国际联络部高级经理麦翠妍。

n	宋兆棠（右6）和陈秋茹
（左4）交换纪念品。右
起为卢国祥、刘俊光、
杨天德和丁锦清，左起
张联兴和林恒毅。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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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
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宏明率领6人代表团，於6月21

日莅访本会，由总会长拿督黄汉良主持接待。

刘宏明说，代表团此行主要是考察马来西亚渔业投资

环境，并与本会进行交流，以增进双方沟通与了解。

他指出，舟山市是中国第一大群岛和唯一的“千岛之

市”，位於浙江东北部，由大小1390个岛屿组成，全市总面

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1386平方公里，人口100

万。 

舟山拥有渔业、港口、旅游三大优势产业，其中渔业是

传统产业，是目前中国最主要的海水产品捕捞生产及销售

基地。2010年全市水产品总量130万吨，渔业总产值260多

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内捕捞渔船7000余艘，远洋捕捞渔船

275艘，海水养殖产量13万吨，产值12亿元，水产加工产量

70多万吨，产值160亿元。

出席接待的本会代表包括法律顾问兼中央理事黄文华

律师、副总会长丁锦清、杨天德博士和刘俊光、中央理事丹

斯里郑添利、包久星局绅及谢成进。

n	黄汉良(左6)在赠送纪
念品给刘宏明。

舟山市人民政府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说，中国广西经济

贸易潜力逐渐庞大，多项工业与农业已迈向大量出

口化，马来西亚应向其看齐，以达到国际经济贸易上的合

作。

他在7月11日接待广西河池市代表团时指出，广西多个

省县如今发展蓬勃，尤其工业与农业更是迅速地成长。

他希望马中经贸总商会日后能够到广西多个省县如河

池市、南丹县等实地考察，以进行经济贸易上的交流。

广西河池市出口的物品种类繁多，其中野生天然葡萄

酒曾获颁发世界金奖，而黑山羊也是主要出口的肉类之一。

糖业也随著全球所需而大量提高出口。

南丹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黄小耿指出，河池市位於广西

的西南部，以工业的金属业、旅游业与农业为主。当中农业

所生产的甘蔗、丝绸、藤制品如今已不再只是瑶族的民族

文化，现已成为国内出口的国际物品。

此外，誉有“中国长寿之乡”的巴马瑶族自治县，目前

健在的百岁以上老人有81人，曾被列为世界第五个长寿之

乡。对於长寿的秘诀，巴马瑶族自治县外办主任杨军表示，

饮食习惯、运动、日常饮用的水质，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出席者包括马中经贸总商会中央理事陈炳钟、包久星

及李素桦，广西宜州市外办主任杨燕林、南丹县外办主任陆

美芳及都安瑶族自治县外办主任韦妙灵。

n	黄汉良（右）盼日后能
组团到广西河池市进行
实地考察。左起为韦妙
灵、陆美芳、杨军、杨燕
林及黄小耿。

广西河池市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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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刘铨东副总经理与综合展部曾萍经理

于7月7日拜访本会，获得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及本会理事热情

接待。

该代表团这次来访，主要是向本会介绍第110届广交会，以及汇报将

於今年12月8日-11日於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PWTC)举行的第八届马

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品展览会暨投资洽谈会(CIEM)的合作事宜。

出席交流的本会代表包括副总会长丁锦清、杨天德博士、宋兆棠硕

士、秘书长林恒毅及多位中央理事。

n	刘铨东赠送纪念品给黄汉良。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厦门市商务局外贸处副处长朱锦丽於7月2日率领11人代表团莅访本会，
与本会领导亲切交流。 

朱锦丽说，厦门市出口到马来西亚的产品包括液晶显示板、服装和雨
伞等产品，而白咖啡在中国市场广受欢迎，因此拥有很大的发展潜能。

她透露，厦门市与马来西亚的经贸发展迅速，去年的贸易总额高达16
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额十分平衡，各为8亿美元。

厦门市主要出口至马来西亚的商品为液晶显示板、服装和鞋类，而从
马来西亚进口的主要商品为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食用
植物油及塑料。

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在接待厦门市商务局代表团时希望厦门市日后

可以尝试进口马来西亚的制成品，如白咖啡、燕窝、饼乾和罐头食品等。n	朱锦丽赠送纪念品给黄汉良（右）。

厦门市商务局

中国吉林省经济技术合作局代表团于8月8日拜访本会，

与本会领导进行深切交流。

代表团团长何福林副局长透露，省委书记孙政才与副

省长陈伟根已择定在9月中旬前来马来西亚访问，同时也会

举办吉林－马来西亚企业家经贸交流会。

代表团成员包括：吉林省经济技术合作局亚太处处长

徐德辰、副调研员蓝天、四平市经济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刘

子军、通化市经济技术合作局副局长杨延福、集安市副市

长路兵等。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指出，吉林省与我

会关系密切，互动频密，双边都落力推动两国经贸。

出席这项接待交流会的我会领导包括中央理事张联

兴、戴振标、李素桦律师、陈炳钟、沈哲初、包久星局绅、

李国源与执行秘书周美馨。此外，马来西亚中国医药保健品

商会秘书长蔡侨清、副秘书长拿督何德君与理事徐焕明也

席交流。

n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右8)赠送纪念品给何福林(左6)。

吉林省经济技术合作局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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