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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 
本 于 农 ，人 人 日 进 三

餐，农业与人类的生命

一直以来皆息息相关，

然而随著时代科技进步，以农业发展

为导向的国家愈见稀少。因此，套一

句美国前总统卡特曾说过一句话：“

饥饿将是人类未来最大的威胁”。这

一句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粮食短缺将

会是人类未来必将面对的最大危机！

因此，《马中经贸》特地访问农

业部门负责人、菜农组织领导与相关

企 业，探 讨农粮 领域 面 对的一 些问

题。

马来西亚 建国后的2 0 年，以农

业和产锡为导向。当时政府根据马来

西亚的经济特点，推行农业多元化政

策，同时依据国际市场变化的需要，

积极鼓励油棕、可可、胡椒等经济作

物的生产。

在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领航的时

代，我国较注重于工业发展，农业逐

渐受到忽略，这情况在敦阿都拉执政

时获得一定的改善，农业在其领导下

重获重点扶持，并在第9大马计划下，

共拨出了114亿令吉推行农业现代化

和支援服务。

民以食 为天，无 论 时代 如 何 进

步，生产粮食的农业对国家及社会的

重要性是不容受到忽视。

农业领域一年内为我国带来289

亿令吉收 入，制造4万 76 0 0 个就 业

机会，它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已从

2000年的306亿令吉增

长至2008年的407亿令

吉。在第十大马计划下，

农业食品领域的贡献将

增值至201亿令吉，成为

国家三大经济推动力之

一。

马来西亚是常年炎热的国度，更

没有天灾的隐忧，理应是个种植领域

的福地，然而本地果菜农在发展此领

域的当儿，依然需要克服许许多多有

形及无形的挑战。

随著天气变化、土地缺乏、病毒

侵蚀、劳力不足，这一切都促使粮食的

来源─农业，在21世纪将面对前所未

有的挑战与危机，农民目前所面对的

困境，在在显示我国在未来可能会面

对粮食短缺的危机。

马来西亚菜农总会长陈苏潮指

出，菜 农多年以 来皆面 对同 样 的困

境，即人手不足，菜地面积逐年减少，

外劳短缺等都影响着国内的菜农运

作，继而影响菜业的发展。

他说：“若问题持续严重下去，我

国或需从国外进口更多的蔬菜，届时

除了必须吃贵菜外，也造成庞大的外

汇流失，这跟政府所设下的自供自足

目标是背道而驰。”

菜农总会多番向政府反映面对的

工人短缺问题，政府的建议是期望菜

农可以转向高科技种植发展，但政府

并没有更具体性地提供高科技工具的

计划及辅助，这导致菜农感到无所适

从。

陈苏潮指出，外劳是农业唯一仅

有的劳力，基于政府规定申请外籍劳

工的条件太严格，在劳力不足的情况

下，加剧了农业劳力问题的严重性。

政 府在执行申请 外劳的繁文缛节太

多，构成很多业主在申请程序上需消

耗很长的时间。

他说，现在很多外劳都不愿从事

农业，由于农作较辛苦，很多都选择到

工厂或饮食业工作。基于工人日愈减

少，促使外劳常被人挖墙脚以解决工

人的问题，使得非法劳工的问题更为

严重。

峇都巴辖菜农公会主席张宝宜指

出，除了农业领域外，很多领域皆面对

劳工荒，基于其他领域的工资较高，

造成农业工作的外劳日益减少。

他认为：“目前政府开放的外劳

资源根本不足应付需求，基于本地人

鲜少选择从事菜业工作，人手不足问

题从来没有解决过。农业在很多方面

仍然需要依靠人力，倘无法以机器代

替，因此政府更应该拟定一项完善政

策、管理机制及外劳替代方法，以更

有效解决外劳短缺的问题，帮助促进

农业成长。”

农业严重劳力荒

扩大粮食危机
文 / 林艾萱

n 	马来西亚菜农总会长陈苏潮、峇都巴辖菜农公会
主席张宝宜。

中国人有句话，“民以食为天”，粮食从古至今
都占领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战略家、前国
务卿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
了世界；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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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货膨胀、燃油费上涨、电

费 调高、劳 薪增加，还

有许许多多的成本一直

是农民肩膀最重的负担。

政府曾在2008年提供农产品奖

掖金措施，当时因为通货膨胀，使到

食物价涨，因此政府发放农产品奖掖

金给农民，以减轻农民负担。这项津

贴的期限是到2010年。

如今百物调涨的时代，肥料及农

药价格不断往上提高，导致菜农成本

剧增，而随著津贴的结束，农民在今

年誓必面对另一轮的成本冲击。

马来西亚菜农总会长陈苏潮指

出，农场有很多成本是无法节省的，

如人工、肥料、农药等，这些都需要

很大的资本去支援，如果碰上气候不

佳，无法有大量的收成，再加上一些

其他因素导致菜价泛滥，这些往往导

致最后埋单的还是农民。

农民与消费者是处在同一条平行

线上，中间会有收购商来决定菜价，

若能有效将成本降低，让菜农所种植

的蔬菜有利可图卖出，市民也才能吃

上便宜的蔬菜。

提供津贴　利农利民

他建议：“若欲利农利民，政 府

应该发挥有形之手提供必要的农药或

其他津贴，同时继续给予菜农生产奖

励，以减轻菜农的生产负担。政府也

可通过提供现代化的技术援助以减少

农民的开销，这才能走出‘今天菜贱

伤农民、明天菜贵伤市民’的状况。”

峇 都巴 辖 菜 农公

会财政罗如山认为，为

了保护农民的利益，政

府应该制定一些措施来

帮助 菜 农 提 高生 产 量

及给予补贴，以避免衍生菜贱伤农的

事件。

他说：“在面对供过以求的极端

时候，政府应该出手帮助农民，并以

成本价来协助收购菜，让农民可以有

资本继续发展，以避免出现毁菜的状

况。”

目前本地菜农有95%是供应本

地市场，为了提高国家外汇收入，政府

应该协助有意出口的菜农出口蔬菜，

并给予出口津贴，将本地种植的蔬果

出口到其他国家。

陈潮苏指出：“目前政府没有提

供任何出口津贴，反而是菜农千辛万

苦自己寻找出路出口蔬菜，而且还要

面对徵税的问题，这导致很多菜农都

不愿意作出口事业。”

他解释，菜价是以供求量来决定

市价，当菜价稍微高时，政府就马上进

口蔬菜，这种举措常常让农民在菜价

泛滥时需自己承担亏损成本，但在菜

价上涨时却无法尝到其中甜头。

非法耕地　阻碍发展

峇都巴辖菜农公会副主席魏池安

透露，很多菜农目前仍在临时地契与

非法耕地耕种，以致于长期以来皆无

法安心拓展耕地。他认为，政府应该

研究将现有蔬菜耕地合法化，至少以

租借方式让菜农耕种，如实行30年的

租借期，让菜农可以有更大的种植期

限及发展空间。

他建议：“政府也应考虑将耕作

超过10年的临时地契与非法耕地自动

合法化，促使得以扩增永续粮食生产

区，让原本努力耕种的菜农获得一些

回报，以达到政府所欲实现的‘耕者

有其田’目标。”

他说，政府推出的土地耕种申请

计划，一般上小型菜农并不容易成功

申请。老一辈的菜农识字不多，虽然

拥有多年的种植经验，但在申请程序

总是吃亏。因为申请的程序太多繁文

缛节，因此无法提呈‘正式化’的计划

报告。

州政 府一般 都会推出种植申请

计划供农民申请，但小型农民很难以

与大集团竞争。很多老农民在申请计

划时，基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因此必

须花钱请外人撰写计划书，但总是不

敌大集团的财多势众。

魏池安表示，很多申请者在成功

申请后，由于没有种植经验，就将该

片土地荒废，或者是以再出租方式转

租给其他的农民，这对于一些有种植

经验且真正有兴趣往农业领域发展的

人是属不公平。

成本上涨扰农民

非法耕地碍发展
文 / 林艾萱

n 	峇都巴辖菜农公会财政罗如山、峇都巴辖菜农公
会副主席魏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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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了喂饱13亿人口，中国

对粮食 供 应的需求十

分 殷 切，而 且一 部 分

富起来的中国人不仅要“吃得饱”，更

要“吃得好”，他们对高质素的食品需

求日渐增加，尤其是进口食品，所以这

是马来西亚农粮业者不容忽视的可观

商机。

此外，马来西亚食品业者有能力

根据伊斯兰教法生产清真食品，以应

付中国众多穆斯林人口的需要。马来

西亚藉着研究与开发，再运用现代化

科 技，而能 生 产出符 合国 际 标 准的

食品。鉴于中国清真食品市场规模庞

大，马来西亚处于有利定位，供应清

真食品给中国庞大人口，尤其是穆斯

林。

马来西亚农业及农基工业部副部

长拿督蔡智勇接受《马中经贸》专访，

畅谈马中农粮经贸关系时发表上述见

解。谈到我国农业领域的哪些次领域

有到中国投资的潜能。蔡副部长说，

农基工业或农业下游工业在中国有很

大的贸易潜能。在中国小康之家与中

产阶级崛起，购买力增强等因素下，

进口食品备受推崇。加工食品，例如

榴 雪糕、榴 蛋糕、白咖啡、小吃零

食、冷冻海鲜，如鱼丸等，都在中国获

得殷切需求，形成了无限商机待开拓

的局面。

对于有志到中国开拓农业商机的

商家，蔡副部长也提出了不少的金玉

良言。他说，要到中国投资之前，须先

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地大物博，投资

者须了解当地人民的文化与社会价值

观，以增加在中国投资的成功机率。

他劝请商家须生产高质素的产

品，并有能力应付中国庞大人口的量

化需求。投资者亦需要了解相关的法

律，以及当地的标准要求。同时，投资

者须与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密切地

联系，并选择正确的中国经销伙伴。

谈到马中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双边

贸易潜能时，蔡副部长说，如下表所

示，我国出口到中国的食品有增加的

趋势。他解释说，中国需要大量食品

供应来喂饱13亿人口。随着中国人的

生活方式有所改变，一部分人已富了

起来，他们不仅要有有三餐温饱，更

有吃得健康，吃得有营养，对高质素

的进口食品需求亦逐渐增加。

询及我国政府作何努力帮助本地

商业开拓中国的商机时，蔡副部长表

吃得饱亦要吃得好

中国食品业商机无限
文 / 张秀芳

n 	农业及农基工业部副部长蔡智勇。



72011/12

封面专题 On the Cover

示，我国政府制定开明的投资政策、

商业政策、吸引人的投资奖掖、健全

的银行体系，都有助我国商家开拓中

国商机。我国政府亦在北京成立农业

顾问中心，并在上海、广州、昆明等地

设立领事馆。

马来西亚政 府藉着推动促销活

动、培训企业家、对食品进行研究开

发、推动农业双边合作等努力来帮助

本地商业进军中国市场。

针对我国是否有什么吸引力，以

吸引中国外来直接投资前来马来西亚

在农业领域投资时，蔡副部长列举了

我国农业领域的好几项优势。首先，

我们的营业环境充满活力。我国地理

位置卓越，策略性地坐落在东南亚中

心点，是通过东盟与东盟经济体的门

户，是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地点，以让投

资者成立公司，进军农业领域，包括

生产欲推销的品或进行推销活动到本

区域或国际市场。

在市场导向经济与亲商政 府政

策，尤其是经济转型计划的支持下，

马来西亚营造充满活力与有利的环

境，让投资者有更好的机会推动业务

成长，并赚取利润。马来西亚的其他

优势包括基本建设完善，劳力人口生

产力不俗，同时亦有稳定的政治与完

善的法律制度。

马来西亚亦对农 业领域的投资

给 予吸引人的奖 励，包括 新 兴 工 业

地 位、投 资 税务减 免与食品生 产的

奖励，尤其是清真食品生产的税务优

惠。

在我国迈向工业化过程中，先进

科技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藉着

科技的一臂之力，马来西亚可满足投

资者公司的现代化需求。马来西亚是

东盟区域之中科 技最发 达的国家之

一。我国不断精益现代化科技，让马

来西亚制造厂商受益不浅。

马来西亚的基础建设亦是亚洲

中数一数二，为商业社会提供完善便

利。我国有数码化与光导纤维科技的

通信网络、五个国际机场（全都附带

货运设施）、保养良好的高速大道与

七个国际海港，使马来西亚成为亚太

市场卓越的平台。

全 国有 逾 2 0 0 个工 业区与自贸

区，包含各行各业的工业。这些自贸区

有划分为出口加工区，专门应付出口导

向工业的需求。马来西亚亦有不同专

门的贸易区应付特定行业的需要。

蔡勇智副部长表示，马来西亚最

大的资产之一就是其人力资源。劳动

人力朝气蓬勃、受过教育又具有生产

力。政府注重栽培人力资源，以保持

制造与服务业持续获得充分的人力资

源供应。

我国积极参与高科 技的经济活

动，例如先进电子制造、研究开发、生

物科技、光子学、物流、设计、创新与

高度自动化制造业，政府的目标是让

马来西亚成为其他价值链活动的中心

点，例如研究开发、设计开发、采购、

物流、经销与营销、商业支援等。

马来西亚凭藉亲商的环境，而成

为世界首选的投资地点之一，是外国

投资者的天堂。迄今吸引了逾5000家

外国公司前来营运。大部分外国投资

者亦加码投资或多元化业务，反映出

他们对马来西亚投资环境的信心。

农 业领域已被 纳入国家关键 经

济领域，政府将会继续采取包括科技

手段措施提高粮食产量，还要采取步

骤进行农业转型，除了提高农业技术

含量，也希望把农民培养成农业增值

的企业家，而不仅仅是生产者。农业

部已经鉴定了多个具有发展潜能的农

业领域，包括养燕、海草培植、观赏

鱼、草药、蘑菇、园艺及蔬果业。

为了吸引年轻人投身农业，政府

已在2011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拨出1

亿3500万令吉，让他们发展具有潜能

的农业领域。

今年11月3日，中国农业部部长韩

长赋也和到访的马来西亚农业与农基

产业部部长诺奥马举行了会谈。在热

情友好的气氛中，双方就中马农业合

作及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韩 长 赋 说，中马两国 在 双 边 领

域紧密合作，多边领域相互支持，农

产品贸易不断扩大。中国与马来西亚

的农业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有力地

促进了两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他

强调，今后双方可在多双边农业合作

机制和框架下，大力开展人力资源培

训，加强在畜牧、渔业、种植及农产品

加工等领域的技术交流，促进中马农

产品贸易发展。    

诺奥马积极评价马中农业合作，

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杂交水稻、

畜牧业、清真食品、渔业及农产品贸

易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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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 
业不属 热 门 行业，年

轻人对这领域更是嗤

之以鼻，农业予人的印

象就是劳辛晒，是属于劳力的领域。

农业在传统价值观下，被认为是较次

等的产业，很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

人，皆不愿意投身于这个领域。

农民老化的现象不仅 发 生在马

来西亚，世界各地也正面临同样的趋

势。农民 老 化已是城 市化 必 然的现

象，因此，如何提高年轻人对农业领

域的兴趣，以平衡我国粮食的供应需

求，是政府未来的一大挑战。

根据农业及农基工业部的统计，

国内农夫的平均年龄多介于50至60

岁，但全国40岁以下的青年，却占了国

家总人口的40%。因此这凸显并没有

多少年轻人愿意从事这领域。

身为家族事业第三代农夫的魏志

松认为：“农业毕竟是永久产业，无论

您是地主或者是打工，有心投入于这

个领域，就必须知道自己本质就是当

个农夫。”

从一个电脑科技员化身为农夫，

他 表示农 业不同于其他领域可以假

手于人，可以坐在冷气房里扮演总指

挥角色，“现在没什么年轻人愿意回

来做农业，这行业虽然辛苦，但看到

自己亲手种植的农作物慢慢长大，然

后可以摘采，那种成就感非笔墨能形

容。”

魏志松指出，从事农业需要很大

资本去开拓，比如土地、工人、肥料

等，一些年轻人虽然有兴趣往这领域

发展，却因为资金缺乏而止步。

农 业不 如 外人看 来 简易，志 松

说：“天灾人祸都会造成产量不足，价

钱也会受影响。”所以，农民的生活常

就是三天赚钱，五天亏钱，赚的是血

汗钱，亏的也是血汗钱。

他指出，一些老问题如农工的缺

乏、肥料的昂贵、土质结构、天灾因

素，常导致农业亏多于赚，基于这行业

越来越乏人问津，政府应该多注重于

提拔农业的年轻专才，并拨出更多的

研发津贴予农业。

峇都巴辖菜农公会财政罗如山指

出，很多人认为农业是属于夕阳事业

是错误的想法，夕阳事业意指该行业

在未来的前景已不受看好，然而粮食

却是未来最重要的生命之本，因此农

业事业绝对是有可为的，政府的鼓励

与资助将可以改变年轻人对农业的观

点。

他说，随著全球粮食短缺导致农

产品价格飙涨，农业也可成为一门有

好收入的行业。“只要年轻人能发掘

到农业的潜能，他们会很乐意投入该

领域。基于全球粮食的缺乏，因此农

业在未来的重要性将扮演著举足轻重

的角色，而菜农很多时候仍然是老一

辈的人执行种植，年轻人加入的情形

并不多见。”

他指出，政府若有积极推动农业

发展，相信将会有更多年轻人看到农

业的前景，投身在这个领域，承接农

业传承使命，保障马来西亚的农业不

会出现断层的情况。

政府在去年宣布将农业领域纳入

在国家关键经济领域，并将采取高科

技措施提高粮食产量，及实行各种步

骤进行农业转型，除了提高农业技术

含量，也希望把农民培养成农业增值

的企业家，而不仅仅是生产者。

此 外，为了吸引年 轻 人 投 身农

业，政府已在2011年财政预算案中宣

布拨出1亿3500万令吉，让他们发展

具有潜能的农业领域。这一切措施期

望可以改善目前农 业领域面 对的窘

境。

粮食是未来人类的生命泉源，而

农业更是未来世界的主打领域，在工

业快速化进程中，我国农业所面对的

种种困境与挑战必须获得政府单位的

重视。

农业领域吸引力下降、劳动力短

缺、生产率低、土地撂荒严重等课题皆

必须在短期及中期内获得解决，以避免

在未来出现粮食供应不足的现象。

承接农业传承使命

引新生代进军农业
文 / 林艾萱

n	农夫魏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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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来自给自足的中国，未

来10 年 可能 因为不 够

吃，13亿人口须仰赖进

口其他国家的农产品。

据路透社在11月7日报 道，中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公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将在5至10年内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程

国强没有详细说明中国必须 要进口

哪些农产品，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

最大的黄豆和棉花进口国。程国强指

出，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包括：生产

规模太小、人均用地不足世界平均用

地40%、组织结构不够发达、科技支

持太少。

中国人口总数占世界之冠，统计

数字显示，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玉米

消费国、最大猪肉消费国、糖的主要

消费国，随着国内需求猛增而产量有

所下降，这些产品的进口都在增加。中

国希望在未来5年内实现粮食大部分

自给自足。

为了满足快 速 增 长的农 产品需

求，中国最大的粮食进口集团中粮集

团计划5年内花费10 0亿美元（约合

635亿元人民币）进行全球收购。中粮

集团董事姜华说：“由于中国农业资

源有限，我们不得不将目光对准海外

市场。未来10年将是中国食品消费高

速增长期，这些食物包括家禽、肉类、

蛋以及乳制品。”中粮集团的主要进口

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澳大利亚以及

东南亚。

在北京论坛第八届年会上，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主任、研究

员程国强表示，在未来5至10年后，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

国。其中，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农产品贸易规模

逐步扩大，进出口总额由20 0 0年的

268.2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208亿

美元。其中，进口总额由2000年的112

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719. 2亿美

元，10年间进口额增长超过5倍。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

究员杜志雄表示，农产品需求的增长

和供给缺口将使得中国对农产品进口

的扩大成为未来农产品贸易的长期基

本走向。“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和中

国人口数量的增加导致农产品需求的

扩大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由于未

来5-10年工业化、城镇化高峰期的到

来，劳动力、水资源等农业生产要素

会被分配到其中，将会抑制农业生产

的快速增长。”

2012年中国的农业政策将围绕

在确保包括粮食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供

给稳定增长的目标，加快农业科技体

制改革和农业科技自主创新的步伐，

进一步提高农业科 技 成果的转化率

和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最终目的仍

然是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稳定供

给。

一般预测，明年中国经济走势都

不会发生大的突然性变化，而农业问

题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包括粮食等

主要农产品供给，将决定明年物价走

势。

近10年来中国每年平均净增739

万人，耕地面积却在急剧下降，人地

矛盾日趋突出，粮食安全始终是最大

的隐忧，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提高

农业科 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来实

现。

中国势成

最大农产品进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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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agriculture sector is projected to generate RM28.9 billion 

towards the 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 and provide 

47,600 job opportunities in the country. Its contribution 

to GDP between 2000 and 2008 increased from RM30.6 billion to 

RM40.7billion. Under the 10th Malaysia Plan, the agri-food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contribute RM20.1 billion and become one of three key 

economic growth drivers for the country.

In this issue, Malaysia-China Business Magazine has 

conducted a number of interviews with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Agro-based Industry, relevant associations as well as industry 

players to discuss key problems faced by the agri-food industry.

The agriculture sector has been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National 

Key Economic Areas (NKEAs). The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improving food production through technology advancements and 

taking initiatives to transform the agriculture industry. 

Besides enhanc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it is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 to nurture value-added agriculture 

entrepreneurial farmers instead of mere agricultural producers.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has identified a number of agriculture sub-

sectors with high potential development. These include swiftlet nest 

farming, seaweed, tropical fish, herbal products and mushrooms as 

well as premium fruits and vegetables.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an allocation of RM135 million in 

the Budget 2011 to encourage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participation 

in the agriculture sector to enable them to develop high-potential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Climate change, land scarcity, viral infections and labour 

shortage together have caused the fundamental source of food -- the 

agriculture sector – to be confronted with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crise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problems faced by farmers indicate 

that our country may run into a food crisis in future.             

The chairman of the Federation of Vegetable Growers Association, 

Tan So Tiok, said vegetable growers have been confronting the same 

problems for many years, such as lack of manpower, decrease in 

planting areas and foreign labour shortage. These problems hav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production of local farmers and thus impe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Our country may need to import more vegetables, if the 

problems get worse. Besides spending more money on vegetables at 

higher prices, it is also causing a major loss in foreign exchange. This 

is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objective to achieve self-sufficiency in 

food production,” he said.        

While vegetable growers have repeatedly raised the labour 

shortage issue, the government’s recommendation is for farmers 

to transform their farms into high technology-based plantation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provide any concrete plan or 

assistance on high tech equipment. Without a helping hand, vegetable 

growers have no way to go forward and are stuck in the middle.      

Tan pointed out that foreign worker are the only manpower 

available for the agriculture sector. Short supply of labour due to 

strict conditions imposed by the government on foreign worker 

applications has exacerbated the already severe labour shortage 

problem faced by the agriculture sector. Excessive government red 

tape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has resulted in employers taking an 

unusually long time to get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He added that nowadays many foreign workers are reluctant 

to work in the agriculture sector as farming activity is considered 

as dirty job. Instead, most of them prefer to work in factories or at  

food stalls. Given the tight labour supply conditions, farm owners are 

aggressively fighting each other in order to secure existing foreign 

workers which have exacerbated the illegal labour issue.

An aging farming population is not a phenomenon in Malaysia 

alone; indeed, it is a global trend. In fact, the issue of aging farming 

¢ Translated by Neo Chee Hua

Agricultural land scarcity 
needs to be addressed 
to avoid a food crisis

10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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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urbanisation. Thus, how to encourag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participate 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then rebalancing supply and demand of food, is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for our government in future.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Agro-

based Industry, the average age of our local farmers is between 50 

and 60. In comparison, young people aged 40 and below account for 

40% of our total population. This indicates that our young generation 

is reluctant to be involved in the agriculture industry.         

A third generation farmer from a farming family, Mr Gwee Chek 

Song said: “A farm is a permanent asset. Regardless whether you are 

a land owner or a worker,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this 

sector, you must realise that you are basically a farmer.”

Mr Wee,  who is an IT person turned farmer, stressed that unlike 

other sectors, people who participate in agriculture or farming 

activities do not work by sitting in the office and commanding other 

people to do the job. 

“Nowadays very few young people are willing to work as 

farmers. While this industry is considered very tough and dirty, 

what so amazing about it is that when you see your crop growing 

and bearing fruits, the kind of satisfaction that you experience is 

truly beyond words.”

He added that agricultural business development requires a 

huge capital investment which includes land, labour and fertiliser. 

Although some young people may have the interest to participate 

in this industry; however, capital has always become a barrier of 

entry.

Deputy Agriculture and Agro-based Industry Minister Chua 

Tee Yong shared his views on the issue of Malaysia-China food and 

agriculture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in a recent exclusive 

interview. Chua said there is huge business potential in the agro-

based industry or agriculture downstream industry in China. 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income class and rising purchasing power 

in China has created good prospects for imported food. Value-added 

food products such as durian ice-cream, durian cake, white coffee, 

snack food, and frozen seafood have received good a response in 

China which represent a huge business potential.                     

For businessmen who are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agricultu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China, Chua’s advice is that they would 

need to have a good grasp of the Chinese culture before investing 

in China. Investors must understand the local people’s culture 

and social value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success rate of their 

investments.  

There is an extraordinary strong demand in food supply in 

China as the world’s largest country in terms of population, with 1.3 

billion people to feed. Furthermore, wealthy people in China are no 

longer satisfied with quantity of food, but also demand good quality 

food, especially imported food. This represents tremendou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by Malaysian agriculture and 

food producers.      

Food is essential for human beings. The agriculture sector 

will be the key sector in the future world.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ll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agriculture industry must receive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decline in attractiveness, labour shortage, low productivity 

as well as land scarcity problems confronted by the agriculture 

sector would need to be addressed in the short to middle term, in 

order to avoid insufficient food supply in future.      

11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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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源集团(Teck Guan Group of Companies)是

沙巴州斗湖历史悠久的公司，是由已故拿督

斯里邦里玛方德源于1935年所创立，至今

已经拥有76年的历史。由早期的可可种植业务，发展至今

日已经成为一家业务多元化的大集团。

目前德源集团的核心业务为农业、贸易以及工业，属下

拥有超过70家公司，以及它的其中一家子公司-德源首要

(Teck Guan Perdana Berhad)已经是马来西亚交易所(Bursa 

Malaysia)的上市公司。

因此，对于斗湖人而言，德源集团可以说就是可可集

团的代名词，而对于斗湖所生产的可可产品，领导德源集团

的方金花则是最感自豪的。方金花目前是德源集团的董事

经理。

她在接受《马中经贸》访问时表示：“斗湖可可经历超

过80年的岁月、最具风味、最具感性，最具健康效益。而斗

湖可可中所含有的抗氧化成份，是红酒的两倍，及绿茶的三

倍，有助人体对抗压力，是延缓老化的超级补品。”

所以方金花对德源集团产品信心满满，并希望全球有

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斗湖的可可产品，并从中获得这产品的

益处。

中国市场打响名堂

她透露，目前德源集团除了将可可原料出口到世界多

个国家之外，公司本身也以“福可”（HOKO）品牌生产本身

的下游产品。

这些产品包括即冲可可粉、即冲可可麦片、咖啡摩卡、

棒形巧克力、克力糖、果酱、淋酱、精装巧克力、酥奇饼、水

果软糖、布丁粉以及天然可可沐浴露等。

方金花表示：“我们的福可产品已经成功打进中国市

场，并且在中国很多大型和高档的连锁超市上架，这包括易

初莲花、百盛和城市超市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福可产品也是2010年上海世

界博览会马来西亚馆的指定产品。”

由此可见，在方金花的领导之下，福可品牌已经在中国

市场打响名堂。

另一方面，询及她在开拓中国市场方面是否有面对任

何困难时，方金花表示：“开拓任何市场都会有其困难，不

过由于我是用心经营这个可可事业，并坚持深耕、精耕、良

耕的理念，所以我坚信福可产品可以一步一脚印地让更多

中国消费人接受。”

方金花自小就跟在父亲身边学习，在耳濡目染的情况

下，她对可可业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缘。

所以在她担任德源集团的董事经理之后，她更是将全

副精神和心思放在可可行业，带领德源集团在可可行业中

走向更宽广的道路。

众所周知，可可是一种“娇生惯养”的农作物，在西马

地区种植可可，大部份都必须采用遮荫方式种植，也就是

在一些较高大的农作物，比如椰子树等的底下栽种。此外，

可可也容易染上病害，常令到可可农户深感头痛。

在斗湖种植可可则较占优势，因为这里拥有肥沃的火

山土壤，可以采用无遮荫方式种植，而且自从1957年始，德

源集团栽种特选可可品种，即高品质的Amelonado可可，

令到产品更受市场的欢迎。

Amelonado可可具有特优巧克力风味，但是不易栽

种，而斗湖则拥有得天独厚环境，使到这品种的可可能大

量栽种。

德源资源至今仍坚持采用最高品质的可可豆，以崭新

科技加工，压榨及研磨成可可粉，这是全马唯一以及全球

少数的大型综合可可加工厂。

深耕、精耕、良耕

方金花用心经营可可事业
文 / 林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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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金花表示：“斗湖的地理环境以及火山

土壤确实令到可可种植方面占尽优势，然而，

可可毕竟是农作物，就算是再好的品种，日子

久了也会遇上病害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

克服这方面的问题。”

此外，可可是属于国际农产品，所以它的

价格经常随着国际价格波动，因此这一方面也

经常困扰着可可种植业者。

所以可可种植业务是一门挑战性极大的

业务，业者要是少一点耐力和毅力都可能会被

问题击倒，不过对于可可行业的各种挑战，方

金花都乐于一一接受，她表示：“我对可可行

业的热诚是不离不弃的。”

为了让可可行业可以更永续地发展，方金

花决定将德源集团转型，她设立可可庄园、可

可博物馆以及可可大使馆，目的就是要将斗湖

可可介绍给全世界。

德源集团将美丽的可可庄园变成独一无

二的观光景点，创建具有特色的可可博物院

以及可可大使馆，使斗湖拥有更多风味独特的

亮点，成为观光旅游焦点。

这个可可庄园距离斗湖机 场仅3 0分 钟

车程，园丘延绵的可可树一望无际。花开、绿

果，成熟褐色的果实，一片活灵活现的色彩斑

斓变幻，可可的芳香充满在周遭的空气。

在可可屋处，游客可以一边观赏斗湖市的美景，一边

品尝可可茶点以及午餐。除了独特的可可小吃，甜品和开胃

小食之外，您还可品尝到可可烹煮出来的虾卷、香蕉卷及新

鲜的可可汁等等。相信这种真实的口味，只能体验，难以言

传。

可可博物馆庄园

从主要入口进入，经过数公里的车程后，有一条小道

引向一个壮观的瀑布，高大的树围盖着30尺高的瀑布，阳

光透过树叶洒下。这个瀑布开放给公众人士，是一个理想

的野餐和集会的场所，令游客大开眼界。

此外，德源还拥有着存放可可历史和制造过程的博物

馆，对很多而言，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德源可可博物馆坐落于丹绒巴都，距离斗湖市中心仅

10分钟的路程。这度假设计以及舒适的博物馆于2004年

正式向公众开放。

如今德源可可博物馆是到访斗湖的游客必游之地。每

当游客一踏入这个可可王国，便可以立刻可闻到一股参透

与空气的可可芳香。

在这里，游客不但可以认识到可可的历史也可观看纯

可可的制造过程，使游客能增广见闻。此外，游客可以购买

可可产品作为手信。这确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可可博物馆。

方金花表示：“最近我到台湾走一趟时，发现有一篇很

好报章，对我很有启发性，回来后我在想我们是否也可以

朝这方向去发展。”

有关报章报道的题是这样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

的女孩”正夯，跟着电影场影游彰化。

方金花表示：“我的想法就是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做，

那就是跟着德源可可庄园、可可博物馆以及可可大使馆游

斗湖。”

因此，方金花的未来计划之一，便是开发德源可可庄

园、可可博物馆以及可可大使馆潜力，以使到它们成为到来

斗湖的游客所必游的景点，让这些景点向他们诉说斗湖的

历史与未来。

n	方金花（右）与访客在德源可可庄园留影。

n	德源可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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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瑞满园中

 无 
可否认的，中国榴 市

场非常庞大，如果马来

西 亚 冷冻 榴 能 够占

得一席位，前途确实是无可限量的，

然而这么多年以来，中国榴 市场一

直被泰国榴 铺天盖地牢牢控制着，

马来西亚冷冻榴 要如何才能突破重

重的障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记得一位熟悉中国市场的人士表

示，泰国榴 在中国的“渗透率”已经

达到无所不在的地步，连偏远的西藏

也可以发现到泰国榴 的芳踪。

所以，有意出口马来西亚冷冻榴

到中国的人士，应该有全盘的市场

宣传 计 划，不然很容 易就 会 铩羽而

归，毕竟泰国榴 -“金枕头”，中国人

早就听闻过，而马来西亚榴 -“猫山

王”和“D24”，对他们来说仍然概念

模糊。

瑞满私人有限公司(Le Moon Sdn 

Bhd)市场董事李 佩谕接受《马中经

贸》访问时表示：“除了将冷冻榴 加

工出口到中国之外，我们觉得让中国

人知道什么才是马来西亚榴 ，也是

非常重要的一部份。”

特色休闲果园农场

她表示，为了更有效率地推广马

来西亚榴 ，瑞满公司决定将位于森

美兰州冷京区的榴 园，拨出28亩地

段充作休闲果园农场。

“在这休闲果园农场内，我们设

有冷冻榴 加工厂，在这里我们将榴

加工及冷冻，然后再出口到中国，我

们也有几栋木桐制成的休闲屋，当然

还有满山的果树，主要是以榴 树为

主，其他还包括山竹、红毛丹以及波

罗蜜等果树。”

李佩谕表示：“在冷京，每年盛产

榴 的季节是7月，所以这个时候，是

最适合邀请远方的客人--中国人，到

我们这里来作客，赴一趟浓郁的榴

飨宴。”

她说：“我认为，要让中国人接受

马来西亚果王--榴 ，首先一定让他

们了解到我们的榴 与众不同之处，

例如我们的榴 不是还没有成熟，就

直接从树上摘下来出口，反之，我们的

榴 是在成熟以及自然从树上掉来之

后，我们才马上进行加工及冷冻，完

全保留住榴 的原汁原味。”

由于瑞满公司的休闲果园内拥有

冷冻榴 加工厂、木桐屋以及果树，所

以远道而来的中国人，可以住在休闲

果园内，亲自体验榴 从树上掉来的

乐趣、以及了解榴 如何进行冷冻加

工，这样他们会对马来西亚榴 更有

信心。

李佩谕认为，如果想要永续经营

冷冻榴 出口这一块，积极推广是不

容忽视的环节，因为只有了解之后，中

国人才会爱上马来西亚榴 。

值得一提的是，瑞满公司是马来

西亚联邦农业销售局(FAMA)批准设

立冷冻榴榴 加工厂的公司之一。

她说：“该局第一批总共批准6家

公司根据该局的规定设立冷冻榴 加

工厂，而瑞满公司便是其中一家。”

李佩谕表示，单是设立符合马来

西亚联邦农业销售局的冷冻榴 加工

n	瑞满私人有限公司管理层人员，左起为业务发展执行员陈晓君、叶明强、李佩
谕、业务发展经理廖新进以及业务发展执行员罗紫薇。

自从中国政府批准进口马来西亚冷冻榴 之后，国内榴 行业便出现了急速的变
化，从榴 园主、采购商到进出口商等，无不想从冷冻榴 出口到中国这一块之中
分得一杯羹。

文 / 林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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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便是需要耗资数十万令吉，如果再

加上果园本身的价值、设立园内外的

基本设施、兴建木桐屋等等，总投资

者要超过几百万令吉。

所以，李 佩谕开玩笑地说：“还

没见官，就先打三十大板。”冷冻榴

还没有开始出口，就必须投资这么

多的资本，相信不是很多人愿意这么

做。

不过，她表示，瑞满公司的企业

理念是做生意步伐应该稳固，慢无所

谓最重要是能够一步一脚印地打下最

稳固的基础，这样生意才能够永续经

营。

对于瑞满公司名字的起源，李佩

谕说，这个休闲果园农场是以园主和

太太的名字各带“瑞”和“满”字而组

成的。

根 据 李 佩 谕 进 一 步 解 释，“ 瑞

满”的合并恰恰代表了“祥瑞满园中”

，所以果园就被命名为瑞满园。

至于英文Le Moon，她表示，Le 

Moon就是“瑞满”的谐音，同时亦反

映了园主想把瑞满园的氛围打造成法

国人崇尚的“慢活”。

李佩谕表示：“瑞满园的概念是

在中国政府批准马来西亚冷冻榴 进

口之后才有的，那时约是今年5月份，

如今才短短的半年多时间，我们便按

照园主的意思，把这28亩的榴莲园打

造成出处都是他童年回忆的缩影。”

试闭上眼睛想像一下，一个到处

奔跑的小狗、左摆右扭的鸭子、优雅

自在地游泳的白鹅、

还有下蛋的母鸡，再

加上几栋木桐屋和满

园的果树，是否就已

经让你感到满心欢喜

呢？而事实上，瑞满

园就是提供给你这样

一个环境的好地方。

另一方面，瑞满

园 计 划 经 理 叶 明 强

表示，耗资60万的冷

冻榴 加工厂一旦落

成，每天将可以处理

5公吨的榴 加工。

他说：“榴 除

了来自本身的榴 园

之外，我们也向获得

马来西亚联邦农业销售局收购榴 进

行加工的用途。”

叶明强表示：“我们老板所要经

营的榴 生意是长远的，他不要短期

打游击，一旦赚了钱就跑的那种，所

以我们瑞满园的一切都是按照规格行

事，同时这也展现了我们在这一行业

是拥有真正实力的。”

他也感谢农业及农基工业部属下

的马来西亚联邦农业销售局和农业局

所给予的协助，令到瑞满园可以顺利

地进军这一行业。

为了让中国人可以到来瑞满园享

受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榴 飨宴之

旅，叶明强表示：“我们已经在马来

西亚政府的安排之下，与中国农业批

发商协会(CAWA)的第一批批发商见

面，并且希望通过他们的安排，可以让

更多有意在这一行业发展的中国批发

商，可以前往我国亲自前来了解马来

西亚榴 与众不同之处。”

享受榴槤飨宴

此外，他表示，瑞满园也位于策

略性的地点，也就是在吉隆坡南下马

六甲的半途，所以中国游客可以在由

吉隆坡前往马六甲的途中，在这里停

留歇息了解马来西亚榴 ，再继续前

往马六甲旅游，将他们觉得更加的充

实。

总的来说，为了在响应马来西亚

政 府的政 策，瑞满园希望可以 通 更

感性的方式，将这浓郁美味的我国果

王更带入中国，与更多中国人民共尝

之。

n 	李佩谕希望将瑞满园浓郁榴槤飨宴介绍给中国人。

n	正在兴建的木桐屋，希望可以让远方来的客人饱尝榴 飨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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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博览会

 金 
秋 的 广 西 南 宁 张 灯 结

彩，嘉宾云集，处处洋

溢着节日的气息。10月

21日上午，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中国总理温家宝，第八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主 题国马来西亚首 相纳

吉、柬埔寨首相洪森、缅甸副总统吴

丁昂敏乌、老挝副总理宋沙瓦、泰国

副总理吉迪拉、越南副总理阮春福等

东盟国家领导人，东盟秘书长素林出

席开幕式。

2011年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对话

关系20周年、中国－东盟友好交流年、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1周年，在这个

背景下举办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20年来，中

国－东盟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深化，双

方关系从对话关系上升为战略伙伴关

系。中国－东盟博览会走过8年，常办

常新，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加速发

展，成果显著。中国与东盟友好交流，

合 作共赢，给双 方人民带 来巨 大 福

祉，为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天上午9时，第八届中国—东

盟博览会开幕式正式开始。南宁国际

会展中心朱槿 花 厅 装 扮得 隆 重、热

烈。大红的地毯、灯笼，透出喜庆的气

氛；绿意盎然的背景装饰，烘托出绿

色环保的主题。

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国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部长慕斯

达化和东盟秘书长素林共同主持开幕

式。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中国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高虎

城、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先后致辞。

马飚说，8 年来，由中国和东盟

10国共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常办常

新，硕果累累，搭建了中国和东盟友

好交流、经贸合作和深化友谊的重要

平台，形成了中国－东盟“南宁渠道”

，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发展的

助推器，成为中国与东盟友好合作的

象征。今天，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作为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

系列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将创造更

多商机，进一步提升友好合作水平，

加深传统友谊，谱写共赢发展的新篇

章。我们愿与各方加强合作，共同开

创中国－东盟友好合作的美好未来。

增进交流　利益实在

高虎城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

关系20年来，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不

断推进，经贸合作成效尤其显著。我

们携手合作，实现了全面建成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我们共同搭

建了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增进企

业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双边贸易

和投资，为双方企业和人民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利益。本届博览会将充分反

映 20年来 双方合 作的辉煌 成就，展

示中国－东盟自贸区广阔商机和美好

前景，为双方企业创造更多的合作机

会。

纳吉说，今年我们深感荣幸，因

为马来西亚是本届博览会的主题国。

今年 的 博览会 尤为 重要，因为 今年

恰逢东盟与中国建立对话关系20周

年。20年来，在共同发展理念的支撑

下，双边关系蓬勃发展。我们努力推

进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实施中国－

东盟自贸区协议来促进区域合作及全

球融合。这一协议让来自中国与东盟

的商家均可从贸易中获得更大收益并

扩展投资机会，从而在本地区和世界

其它地方产生更大影响。

纳吉对中国提出将双边贸易额在

2015年增至5000亿美元由衷赞赏。他

指出，双方更应加强双方的沟通和相

互理解。他认为，本届博览会将环保

和可持续发展作为重点主题，意义也

在于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发展

直击南博会

常办常新 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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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洁环保的技术，降低排放，确保

我们的子孙能从我们手里继承一个清

洁、安全和健康的星球。

接着播放的精彩短片，回顾了中

国与东盟友好交往的历史，展示了中

国与东盟友好合作的丰硕成果。

双方建立对话关系20年来友好

合作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东盟博

览会的举办，加快了自贸区建设进程，

为双方友好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在博

览会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双方贸易

额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1000亿美元

目标，2007年提前三年实现2000亿美

元目标，2010年接近3000亿美元；双

方 在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

相互投资、湄公河流域开发、交通、能

源、文化、旅游、公共卫生和环保等十

一大重点领域的合作取得显著成果。

中国－东盟青少年交流活动中心的建

立就是其中重要成果之一，它为中国

与东盟国家青少年合作交流提供了具

体平台和场所，并将进一步拓展和深

化中国与东盟国家青少年间的合作交

流。

短片结束后，主席台上一幅印有

中国与东盟10国标志性建筑和博览

会会徽的大型画卷缓缓展开。来自中

国和东盟10国的青少年分别用本国语

言介绍自己，同时送上对博览会的祝

福。

友好合作　代代相传

9 时 3 0 分，中国 总 理 温 家 宝 宣

布：“ 第 八 届中国 — 东 盟 博览 会 开

幕！”温家宝、纳吉、洪森、吴丁昂敏

乌、宋沙瓦、吉迪拉、阮春福等中国

和东盟国家领导人，以及文莱工业与

初级资源部部长叶海亚、新加坡贸工

部部长林勋强、菲律宾贸工部副部长

珍艾达•马拉雅、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部

长特别助理赫穆达尔、东盟秘书长素

林、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

副部长高虎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

书记郭声琨等嘉宾走到剪彩台前。来

自11国的青少年向剪彩嘉宾献上了象

征友谊与希望的绣球和表达庆贺与祝

福的花朵。14位嘉宾将花朵放在剪彩

台上，共同庆祝中国－东盟合作交往

取得的成就，共同为“中国－东盟青少

年交流活动中心”揭牌，祝愿中国与

东盟友好合作代代相传。

伴随着漫天飞舞飘扬的礼花、彩

带和雷鸣般的掌声，第八届中国－东

盟博览会正式拉开序幕。

开幕式前，各国领导人一道步入

贵宾室，饶有兴致地观看了中国－东

盟 建立 对 话关系20周年成 就 展、中

国－东盟博览会成果展和主题墙。在

精心设计的题词本上，各国领导人分

别用本国文字为“中国－东盟博览会”

题写会名及寄语。 

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海关总

署署长于广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局长支树平、中国贸促会会长

万季飞、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

室主任项兆伦等中方组委会成员单位

领导、国家其他有关部委领导、广西

壮族自治区领导，以及世界知名企业

家、商协会会长、区域经济研究专家

与参展参会客商代表共1000多人参加

开幕式。

第八届博览会紧扣中国－东盟建

立对话关系20周年，根据中国－东盟

自贸区发展需求，扩大规模，首次设“

一会三馆”，继续举办农业展，新增

轻工展，继续设立东盟品牌展区，首

次设立大宗原材料展示区，更好地满

足企业参展需求，促进中国和东盟经

贸合作。本届博览会的论坛与活动突

出“环保合作”主题，举办中国－东盟

环保合 作论坛，举办质检、金融、科

技、药品安全、森林、大众体育、文化

产业、出版、人口与发展等领域的高层

论坛和国际会议，促进多领域合作。

常办常新 合作共赢

直击南博会

n	温家宝致开幕词。 n	南博会开幕剪彩。

n	纳吉在开幕礼上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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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纳吉与中国企业家圆桌对话会

现场签订30亿美元合约

10 
月 2 1 日 下

午，马 来 西

亚首相纳吉

与中国企业CEO圆桌对

话 会在广西人民会堂隆

重举行。首相纳吉与中国

企业CEO以 及马来西亚

合作伙伴高层，围绕两国

双 边 经贸合 作展 开了热

烈的建设性对话。会上，

两国企业 还现 场进行了

超过30亿美元的合作项

目签约仪式。对话会旨在搭建东盟国

家政府与中国企业的对话平台，深化

马中各领域经贸合作。

出席圆桌对 话 会的马方贵宾还

有：国 际 贸易 和 工 业部 部长慕 斯 达

法、能源绿色科技和水务部部长陈华

贵、马来西亚驻华大使萨鲁汀等；中方

贵宾有：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组委会主任、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

中国商务 部国际贸易谈判代 表 兼副

部长高虎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沈北海等。来自中国

的企业家有：中国机械进出口有限公

司总裁王旭升、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东、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

司总经理王禹、华为有限公司高级副

总裁郭俊峰、中国机械进出口设备总

公司靳春生。会议由慕斯达法主持。

万季飞在对话会上致开幕词。沈北海

也在对话会上致欢迎词。

对话开始前，纳吉首相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开场白。他说，这次有机会

与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与那些在马

来西亚已有很多投资和项目的企业家

见面，感到非常高兴。这次与温家宝

总理会面时我们都认为，现在世界经

济处于非常不确定状态，这些不确定

性使得马来西亚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

合作，同时东盟也要进一步加强与中

国合作，共同应对危机。他说，马中之

间有高度的互信，双方希望到2015年

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为达到

这个目标我们将共同努力。马来西亚

经济在未来将保持5%至6%的增速，

这也将为中国企业到马投资兴业提供

更多机遇。希望中国企业更多地投资

该国的高科技领域，包括电信、水利、

污水处理、绿色技术、生物医药等重

点领域。

当天上午，中马双方签订了钦州

产业园的合作协议。他认为，该项目

将成为一个示范性产业园，马政府将

全力支持产业园的发展，不久他会再

次来南宁参加产业园的启动仪式。他

强调，马中战略伙伴关系是非常密切

的，并得到双方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马政府欢迎并全力支持中国企业到马

投资兴业。

随后，在和谐的氛围中，首相纳

吉与中国企业家进行了现场对话和交

流。

王旭升、王东、王禹等企业家就

中马两国在能源、水电开发及污水处

理等领域的合 作展望向首相纳吉提

问。

纳吉回应，在能源方面，中国在

技术、价值链上都处于非常高端的位

置，马来西亚最大的水利项目就是与

中国水利电力总公司合作的。能源、水

电以及污水处理是马来西亚长期发展

和扶持的领域，期待与中国企业在这

些领域继续加强合作。

郭俊峰、靳春生就两国在通信和

林业领域的合作展望进行提问。纳吉

说，电信技术在农村 地区的推广，对

马来西亚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在

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华为在中国的经

验。近年来中国的电信公司在马来西

亚做得很成功，希望继续深化合作。

在林业领域，两国可以在林业技术和

管理方面进行合作，尤其是在林业资

源的可持续管理方面加强合作。

对话结束后，举行了两国企业5 

个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高虎城最后

致闭幕词。

直击南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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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21日上午，由中国和马

来西亚两国政 府支持建

设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在中

国—东盟博览会上正式揭牌。规划面

积为55平方公里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建

成后将成为中马两国经贸合作的标志

性项目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共赢

的示范区。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位于广西钦州

市，毗邻钦州港30万吨级航道、钦州

保税港区和北部湾集装箱干线港，东

临西南出海大通道六景至钦州港高速

公路和钦州进港铁路，北接南宁至北

海高速公路，区位独特，交通便利。

广 西 钦 州 市 委 书 记 张 晓 钦 介

绍：“中马钦州产业园规划总面积55

平方公里，其中启动区6平方公里，规

划总人口47万人。”中马钦州产业园

区将在中马两国政府的支持下，由中

国商务 部 和马来西亚贸工部共同合

作，按照“政府搭台、园区支撑、企业

运作、项目带动、利益共享”的合作开

发模式，以打造“中马智造城、共赢示

范区”为目标，以综合制造业、信息技

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致力建

设成为中国—东盟区域性先进制造基

地、信息智慧走廊、文化生态新城和

合作交流窗口，打造一个集工业、商

业、居住三位一体的产业新城。

今年4月，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领

导人就在广西钦州合作建设中马产业

园区达成共识。在两国商务主管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开

发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将为中马经贸

合作注入新的活力，未来将发展成为

两国经贸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和中国—

东盟自贸区合作新的典范。

中马两国经贸合 作 前景非常广

阔。马来西亚是

中 国 在 东 盟 第

一大贸易伙伴，

中 国 是 马 来 西

亚 在 全 球 第 一

大贸易伙伴。

1 0 月 2 3

日，钦州市委书

记、钦州市人大

常 委 会 主 任 张

晓 钦 在 钦 州 市

会 见 马 中 经 贸

总 商 会 第 一 副

总 会 长 陈 友 信

率领的访问。张

晓钦代表钦州市对陈友信率团莅临钦

州考察表示欢迎，对陈友信副会长致

力推进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设表示感

谢。

张晓钦说，10月21日上午，中共

中央 政 治局常委、国 务 院总 理 温 家

宝和马来西亚总 理 纳吉在南宁见证

签约并 共同为中马钦 州产业园区揭

牌。380多万钦州人民为之振奋，倍受

鼓舞。

张晓钦：饮水不忘挖井人

张晓钦表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

加快顺利推进，离不开马中经贸总商

会的帮助与支持。下一步钦州将和马

来西亚企业家共同探讨如何开发，如

何吸引更多的企业，用更好的优惠政

策来服务企业入园，既立足于现有的

两国传统产业的合作，又在新兴战略

性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环保等方面

促进合作。钦州非常欢迎马来西亚企

业家参与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投资

建设。

陈友信感谢钦州市的热情接待。

他说，这次来钦倍感振奋，两国政府

把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协议签署了，

标志着园区已经进 入到一个怎样运

作，怎样支持的深度，园区发展后劲

很强，潜力很大，令整个东盟十国都为

之振奋。

陈友信表示，马中经贸总商会将

全力支持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设。中

马钦州产业园不仅吸引马来西亚的商

家，而且包括东盟的其他商业朋友，这

是一个非常好的商机。马中经贸商会

将尽全力，继续号召和宣传让更多的

会员包括马来西亚广大企业都来参与

投资，促进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设更

上一层楼。

钦州市委副书记唐咸仅，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周斌，市政协副主席黄

定嵩，市委秘书长林庆山参加会见。

陈友信一行20多人还深入到中马

钦州产业园区、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参

观考察。

n	张晓钦（右）欢迎马中经贸代表团的莅访。

n	钦州市委书记张晓钦(左二)、市委副书记唐咸仅(左一)迎接到
访的陈友信(左三)、林玉唐(左四)及颜金松(左五)。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

正式揭牌

直击南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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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东盟博览会，又称南博会，是由中

国和东盟10国政府经贸主管部门及东

盟秘书处共同主办的国家级、国际性

经贸交流盛会，每年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 

201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和中

国－东盟友好交流年，中国－东盟博览会倍受区域内

外商界的重点关注。

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采用南宁国际会展中

心、广西展览馆、南宁华南城的“一会三馆”新格局，

总展位达4600个。东盟国家和区域外国家名企踊跃

参展，总展位达历史最好水平，达1210个，马来西

亚、越南等6个国家包馆展示。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

良这次率领66人代表团，参加由本月21日至26日在

中国广西南宁举行的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及商务

与投资峰会。

代表团成员包括该会终身荣誉会长拿督杨天

培、荣誉会长丹斯林玉唐、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副

总会长丁锦清、廖志明、宋兆棠、秘书长林恒毅和砂

拉越分会会长拿督刘增强，以及首次参与的20多个

马来企业家。他们与中国及东盟各国商家进行交流，

探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落实一年来带来的机遇与

挑战。

黄汉良与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等主要领导，出

席21日上午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八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马来西亚“魅力之城”及商

品馆开馆仪式，以及于同日中午在南宁市荔园山庄举

行的第八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和在

广西人民会堂举办的马来西亚领导人与中国总裁圆

桌对话会。

此外，黄汉良在22日上午出席由峰会举办的商

务领袖论坛暨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启动仪式，与

当局签署合作意向书，以协助促进更多马来西亚商

家前入驻华南城东盟商品交易中心发展。

本会也配合主办单位，联合马来西亚沙巴棕榈

局举行大宗商品贸易对接会，来自中国20多家企业将

与马来西亚的棕油及橡胶业的代表进行产品对接。

23日上午，本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也率领20

人代表团前往距离南宁120公里的钦州，考察中国马

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就促进中马投资互动尽一份棉

力。

马中经贸总商会

     积极组团参会

直击南博会

n	丁扬岗、林恒毅、张柏垣、刘万晟在南宁华南城中国东盟博览会分馆
留影。

n	慕斯达法部长（右三）、黄丽心博士（右二）与黄汉良（左二）、宋兆棠
（左一）及林恒毅（右一）在马来西亚馆合影。

n	陈友信（左四）在钦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黄毅（左五）陪同下，参观
钦州保税港区。

n	20年的对话，20年的合作拓展，造就了19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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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黄汉良

（一）划时代的创举

 首 
先我认为中国-东盟建

立对话关系，是划时代

的创举，是影响深远，

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20年来她

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

挥了积极的催化作用。

在政治上化假想敌为实际中的好

朋友。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是一个

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地区的东

盟好多都是从殖民地转为独立国。统

治阶层多是宦门贵族，对共产党视为毒

蛇猛兽，不愿意也不敢与中国打交道。

人民之间被限制来往，可是20年来中国

与东盟的关系已大大改善了，实现了与

中国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

上提出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的鲜明立场。

（二）政治互信加深

东盟各国对中国的互信越 来 越

强，经贸往来日益增加，人民的往来

更加频繁。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东盟国

家对中国的支持力度加深，如对一个

中国的支持，对中国申办奥运会、上海

世博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货币基金

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性机构的管理

和话语权，东盟各国都能配合中国的

看法。即使今天的南海问题，马来西

亚身为影响国也支持中国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分享资源的政策。中国不称

霸、不威胁邻国的立场和政策已深得

东盟国家的认同。

政治互信，手牵得更紧，心贴得

更近，实现了中国亲邻、富邻、睦邻的

政策。

（三）经贸的突飞猛进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近20年来取

得辉煌的业绩。1991年中国与东盟双

边贸易额仅为79.6亿美元，可是到了

2010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927.8亿美

元，规模扩大了近37倍之多。今年上

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5%，达到

1711.2亿美元。

现在，中国已是东盟第一大贸易

伙伴。中国生产的机械设备、服装鞋

子、日用消费品，甚至粮油罐头食品已

被东盟消费者所熟悉。可说从早上睁

开眼睛“祝君早安”的面巾到晚上睡

觉的床上用品都有“Made in China”

的标志。

当然，东盟各国的电器、电子产

品、农业产品如热带水果，乃至著名

的马来亚榴莲在中国各地也可以随心

所欲吃到。

201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

话关系20周年，也是东盟成

立的44周年。亚细安（东盟前

身）成立于1967年，当初是由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汶

莱及泰国五个国家组成。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

10国在柬埔寨金边签署了《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决定于2010年建

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

内容包括相互降低或废除关

税、消除贸易壁垒、进行投资

与经济合作。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建成一周年。我很乐意为《

中国-东盟博览》杂志说几句

话。

n	第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4位主礼嘉宾为中国－东盟青少年交流活动中心揭牌。

马中经贸合作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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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年来，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

双向投资不断扩大。截至今年6月底，

累计投资额近800亿美元。中国对东

盟的投资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至今

已投资近130亿美元。中方已在东盟国

家建设5个境外的经贸合作区，以带动

中国企业扩大对东盟各国的投资。在

十二五规划下，东盟已成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

（四）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

中国-东盟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不

断深化，人民币已在一些东盟国家中

作贸易结算货币而受到广泛使用。为加

强双方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2009

年中方 宣 布向东 盟 提 供15 0亿美 元

信贷，并决定设立总额100亿美元的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目前，中国

已经向东盟提供了122亿美元贷款，用

于桥梁、道路、电站等大型建设项目，

马来西亚槟城第二大桥也是由中国融

资兴建中。

此外双方在海运、金融建筑、旅

游等领域也广设开展了务实合作。现

在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五大服务贸易出

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

随着中国的崛起，欧洲国家的衰

落，世界经贸转移，东盟与中国的合

作更显得重要。本 着互 惠 双 赢的 精

神，互通有无双向投资的政策，明天

会更好。

（五）区域合作的典范

2002年11月4日中国总理朱镕基

建议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当时

看好的人并不多。原因是各国发展基础

不同，利益不一，彼此很大程度上是互

相竞争，难有合作。

可是2010年却实现了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的建立。这主要是中国的大公

无私，开放庞大人口市场起于领头羊的

作用，发扬了中国泱泱大国的气度。

当初有些东盟国家包括我们马来

西亚的企业界都担心生意难以与中国

竞争，而提出放缓落实或逐步开放的

政策，印度尼西亚还发生示威抗议的

浪潮。好在各国政府立场坚定，自由贸

易区按时间表照跑无误。

事实证明2010年的经贸和投资同

比都增加了，而且除越南外，对中国的

出口都显顺差，其中马来西亚的贸易顺

差达到266亿美元。全年的马中贸易额

达到742亿美元，比2009年的519亿美

元增加了223亿美元，同比增加42%。

今年截至8月份已达500亿，全年肯定

可达到800亿美元，这些都是自贸区带

来的成绩，是马中经贸的大亮点。马来

西亚将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连续3年成

为最大的贸易伙伴。

（六）南博会是交易好平台

2003年10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

印尼巴厘岛会议上，建议2004年起，每

年在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

今年已经是第八届，也是马来西亚作为

主题国。这个博览会越办越好，一年上

一个台阶，展现了中国东盟的友好关系

日益密切，创造了商家打进中国市场的

大好商机。比方马来西亚的白咖啡、燕

窝、珠宝、巧克力，深受中国消费者的

欢迎，交易量每年都在增加中。展位也

越来越受到热捧，今年估计会有更多的

商家参展，其中好多是消费食品。

中国— —东盟经贸合 作远景光

明，中国-马来西亚经贸合作方兴未

艾。作为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

会的总会长，我乐意看到马中的友好

关系，马中的经贸发展日新月异，不断

创高峰，让我们朝向一千亿美元的数

字前进吧。

马中经贸总商会是马来西亚各族

企业家的共同总商会。本着发展马中经

贸的宗旨，发扬马中人民友谊的精神与

全体人民共同努力。

中国广西钦州马来西亚产业园是

我们奋斗的目标之一。希望她早日落

实，共同发展。

这个以政府引导、园区支撑，企业

运作，项目带动，利益共享的双赢计划

深受我们的欢迎与支持。

温家宝总理于2011年4月27日访

马期间，在说明会上也已表示政府希

望看到马中两国的合作通过这项计划

来呈现。

马中经贸总商会在2011年4月6日

与钦州市政府签署了共同推动建设中

马钦州产业园的框架协议。

我们承诺将把这个项目摆上工作

日程主要位置。谢谢指教！

（本文是作者应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主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之邀，配合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与中国东
盟对话20周年而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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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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交

会）于12月8日起至11日，在吉隆坡太

子世界贸易中心盛大举行。为期4天的

展出，由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拿

督耶谷沙干开幕。

本届参展的企业超过500家，其

中450家来自中国18个省市和地区，

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贵州、

内蒙古、新疆等，另70家企业分别来

自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缅甸等东盟

国家。

出席开幕仪式的嘉宾有雪州政府

高级行政议员郭素沁、华总总会长丹

斯里方天兴、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

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马中友好

协会会长拿督马吉德、海鸥集团董事

经理陈凯希、马华元老丹斯里曾永森

等。

中国方面有钦 州市人民 政 府市

长肖莺子、贵州省商务厅副厅长张俊

平、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开协调办公室

副主任张学华等。

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副部长拿督耶

谷沙干在开幕致辞时说，尽管受到欧

洲经济放缓影响，但是马来西亚经济

依然强劲有力。因此，马中双边贸易可

在未来五年实现“翻番目标”。

他预测：“根据目前达成的双边

经贸合作协议，相信这个目标必能实

现。中国企业已把马来西亚视为理想

的商贸合作区。”

耶谷沙干说，中国东盟自贸协议

已全面实施，今年4月马中达成扩大和

深化经济贸易合作协定，也达成钦州

中马产业园区合作

协议，在在把两国

经贸合作关系推向

更高峰。

中 国 驻 马 特

命全权大使柴玺致

开幕辞时 指出，根

据中国海关统计，

今年首10个月，马

中 两 国 双 边 贸 易

额 达 7 3 6 亿 7 0 0 0

万美元，同比 增长

22.1%。

其 中，中国 向 马 来 西 亚 出口达

222亿1000万美元，同比增长13.7%；

中国向马来西亚进口达成514亿6000

万美元，增加26.1%。

他认为，马中合作的成功离不开

三大原则，即良好的政府协调和沟通

机制、已搭建各类平台为企业合作提

供诸多便利，以及两国协会组织发挥

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

柴玺大使说，中国企业有意在马

来西亚房地产领域投资。

他说，中国国有或民营企业都有

意来马投资生产性质行业及服务业，

与他接洽的企业家当中，也有人表示

有意到马来西亚开发房地产。

柴玺大使是出席第八届马交会开

幕仪式后，向媒体透露这个消息。

他说，这是积极的迹象，会有更

多中国企业进军马来西亚。

柴玺说，马中双边合作已进一步

加强，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首钢集

团与马来西亚协德在登嘉楼州联营设

立的东钢综合钢铁厂，首阶段投资18

亿令吉。

他说，这间工厂于2013年投入第

一阶段生产后，年产150万公吨钢铁，

全盘工程完成后，年产量达300万公

吨。

中国首 钢是首屈一指的钢 铁 公

司，每年原铁产量逾3000万公吨。在

2011年的“财富全球世界500强”内

排行第326名。

东钢位于登嘉楼甘马挽，12月5

日由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末赛益主持

动土礼，柴玺也受邀出席。

福建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巡

视员吴克致辞时说，福建与马来西亚

发展经济基础良好，具有人缘、地缘

和商缘的优势。

他说，马交会是中国商务部与福

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海外重要展

览会。

“ 经 过 多年 的 努力，马交会 面

积 为1万 2 0 0 0 平方米，比去年 增 长

33.3%，展位数量超过600个，参展

企业超过500家，均创新高。”

n 	耶谷沙干（左）与柴玺为第8届马交会主持开幕。

第八届马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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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对接会反应热烈

n	叶潍鸣讲解清真食品认证

 第 
八届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品展览会暨投

资洽谈会（简称马交会）于12月8日至11日在

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圆满举行，展会期

间，主办当局也为参展的企业举办一场食品对接会，并邀

请马来西亚甜园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董事经理郑国良分享马

来西亚休闲食品市场概况、马来西亚茶业商会署理会长李

志贤畅谈本地茶业概况，以及亚洲管理顾问集团总裁叶潍

鸣讲解清真食品认证。

郑国良在对接会上说，马来西亚国民平均个人收入是

7700美元，将近百分之61的国民是属于中高等收入群，是

属于高消费能力的市场。

他说，食品消耗量每年都在不断增加。根据全球商情

资料库(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的数字显示，马来

西亚的食品消耗量将在2013年增加到22.7%，不含酒精的

饮品着会在同期增加至32.9%。

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市场，拥有不同的饮食口味，是

产品试探市场水温的最佳起点。虽然加工食品工业占马来

西亚制造业的10%，然而马来西亚还是很依赖进口食品；

在2010年，马来西亚出口182亿令吉食品，却也同时进口约

总值303亿令吉的食品。

马来西亚穆斯林占人口的百分之65。因此，这里是进

军世界清真食品市场的最佳跳板。全球穆斯林人口大约有

20亿人口，而马来西亚是现任世界伊斯兰教会议组织的主

席国，也是清真食品的认证中心。

食品在马来西亚销售须迎合马来西亚人的口味，这里

的人民喜欢偏辣的食品，谷类的食品等。生产商如拥有国

际认证如ISO9001、ISO22000及HACCP，可以让消费人对

食品的品质及安全性更信任更放心购买。

郑国良解释，清真食品是指不含猪肉或源至于猪的配

料、不含有酒精成份、肉类如鸡、牛等，食品需源自于根据

伊斯兰教宰杀程序的动物。

消费人对食品的选择，有朝向健康食品趋势，如谷

类，少糖，低脂肪，天然色素或香精，有机及少加工的食

品。

郑国良也谈到食品的进口程序、限制，食品标签的要

求，以及标签上禁止出现的字眼。

李志贤向中国参展商讲述马来西亚茶叶市场概况，同

时也解答与会者的提问。他认为，如果要在高价位茶叶市

场取得成绩，必须加大推广与宣传的力度。

叶潍鸣则详细解说什么是清真食品，清真食品的庞大

市场，清真食品的各项认证，以及马来西亚在协助中国食

品企业开拓全球穆斯林市场的优势互补。

除了食品对接会，展会也安排了深圳电子企业对接

会、汽车及汽车配件对接会，让参展企业与本家商家进行

交流。

第八届马交会

n	参展企业踊跃出席食品对接会。

n	李志贤（右二）分享茶叶市场概况。

n
郑
国
良
畅
谈
休
闲
食
品
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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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电子
企业对接会

 中 
国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邀请马来

西亚企业到深圳市投资，建立深马两地更紧

密的贸易往来和友好合作关系。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处长张立仁表示，深

圳与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往来是中马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他指出，深圳市在2010年对马来西亚进出口贸易总

额为106.5亿美元，其中对马来西亚进口贸易额为80.7亿

美元，对马来西亚出口贸易额为25.8亿美元。2011年1月至

10月，深圳市对马来西亚进出口贸易总额为93.1美元，同

比增长7.15%；其中，进口贸易额为69.6亿美元，同比增长

6.08%，出口贸易额则为23.5亿美元，同比增长10.48%。

“马来西亚去年在深圳的投资项目总数为142个，合

同外资总额15526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总额10767万美

元。”

张立仁是于12月8日，在配合第八届马交会而举办

的“2011中国深圳－东盟参展商和采购商对接洽谈会”上，

发表上述谈话。这次深圳市共有33家企业代表参展，参展

产品包括激光打标机、专业打印机、多媒体音响、冰淇淋机

和电动跑步机等。

他披露，截至今年10月底，该市已批准3家企业及1家

机构在马来西亚设立直接投资地，分别是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三九企业集团（深圳南方制药

厂）以及深圳市丰盛泰实业有限公司，投资总额达167.3万

美元。

他也说，深圳自主品牌在本届展会大受欢迎，很多客

商称赞中国的产品在自主创新发展上的经验值得学习和借

鉴。据初步统计，本次马来西亚展，深圳展团成交意向金

额累计1.2亿美元，为深圳中小企业走进东盟市场打开了新

局面。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致词时强调，电器

和电子产业是马来西亚的主要工业，并为我国的制造业生

产、出口及就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马中贸易在2010年额达到742亿美元，比2009年的

519亿美元增加了223亿美元，同比增加42%，其中最大的

贡献来自电子业。

他指出，马来西亚的电子产业已具备能力及技术制造

多元化半导体仪器、高级消费电子产品和资讯及通讯科技

产品。

他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对于电子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

重视，并透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制定优惠奖掖及培养信息

科技人才来保持该国电子业的发展。长期来说，马来西亚

政府希望发展专注于高科技、高获利、智能型及技术密集

的电子业，包含半导体芯片制造、电子组件、无线电频率及

太阳能电池等。

他说，深圳是中国电子的重要产区之一，因此他呼吁

本地企业向深圳学习，同时也希望深圳企业来马进行投

资，双方合作共赢。

n	参加“第八届马交会”的深圳电子企业与张立仁（左5）及
黄汉良（左6）合影。

n	张立仁（右起）、黄汉良及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经
理曾萍聆听深圳企业解说展出的产品。

n	深圳大族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展出加工精细的激光打标

机，吸引客商驻足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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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复杂多变

冀望广交会分享机遇
 第 

110届广交会于11月4日

落下帷幕。在世界经济

形势复杂多变之局，作

为中国外贸“晴雨表”和“风向标”的

广交会备受各方瞩目。

举办多场高规格活动 
彰显广交会全球影响力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刘建军

指出，今年是广交会的第55个年头，

正值中国入世10周年和“十二五”规

划开局年，本届广交会共组织了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论坛、中美

省州经贸交流对接活动、中日经贸合

作座谈会、拉美加勒比地区产品对华

出口研讨会等多场重要活动。

不仅胡锦涛总书记致信祝贺，温

家宝总理亲临现场并发表主旨演讲，

而且还有来自中央与地方各部门的73

位副省部级以上嘉宾以及来自31个国

家和地区的48位副部级以上嘉宾、大

使及总领事出席。如此高的规格，在

广交会55年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这

充分体现了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艰

难时期，全世界对广交会寄予更高的

期望，都需要通过广交会这个平台促

进交流，分享机遇。

采购商到会人数创历史新高

截至11月3日，本届广交会累计到

会采购商209175人，来自210个国家

和地区，比第109届同期增长1%，比

第108届同期增长4.97%，创历史新

高。

本届与会采购商人数最多的是亚

洲，共有113375人，占与会总人数的

54%；欧洲第二，为42901人，占21%

；美洲第三，为31293人，占15%；非

洲第四，为14930人，占7%；最后是

大洋洲，为6676人，占3%。

2011年最新公布的世界零售250

强企业中有104家与会，比上届同期

增长23.8%。沃尔玛、家乐福、特易

购、Costco、Target等著名连锁超市

继续派员到会采购。

本届与会的境外采购商国内采购

代表38600人，比上届同期增长4.5%

。

出口成交实现恢复性增长

本 届 广 交

会出口成交379

亿美元，比今年

春交会（下同）

增 长 3%。主要

特点如下：欧美

市场成交锐减，

新 兴 市 场 相 对

活 跃 。欧 美 到

会 采 购 商 有 所

增长，但观望询

价较多，实际成

交分别下降19%和24%。日本震后需

求释放，到会采购商和成交分别增长

29%和28%。印度、俄罗斯、巴西等

新兴经济体成交增长9%。非洲、亚

洲、拉美等潜力市场成交增长39%。 

中短单占比居高不下，长单比重

仍然偏低。这反映了国际市场预期谨

慎，不敢下长单；国内企业担心原材料

价格、汇率波动，不敢接长单。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开启新的篇章

本届广交会进一步规范知识产权

与贸易纠纷案件处理和操作标准，确

保各种投诉得到合法、及时、有效的

处理。

本届共受理知识 产权投 诉案件

653宗，比上届同期增加37宗，增幅为

6.01%；被投诉企业834家，比上届同

期增加8家，增幅为0.97%；认定涉嫌

侵权企业455家，比上届同期减少18

家，降幅为3.81%。 

广交会产品设计与贸易 
促进中心(PDC)成效显著

本届广交会根据不同展期的展品

类别、参展企业的不同层次需求，组

织举办了设计论坛、设计对接工作坊

等15场专题活动，并在展馆内设置29

个境外设计展示点，邀请了来自美国、

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

日本、中国台湾及中国香港等9个国家

和地区的35家境外机构，89位境外

设计师、色彩战略专家、流行趋势预

测及分析权威。PDC系列活动成效显

著，共吸引国内参展企业代表1000余

人次，促成意向成交800多宗。

第110届广交会

n	本会领导出席第110届广交会,	 左起：丁扬岗、杨天德、黄汉良、	
宋兆棠、丁锦清、杨天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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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KL广邀世界百强企业 
立足吉隆坡前进东盟扩展中东
InvestKL广邀世界百强企业 
立足吉隆坡前进东盟扩展中东

 “ 
大吉隆坡”计划是马来

西亚国家关 键 经 济 领

域的其中一个计划，这

项计划涉及9项入口点计划，以将大吉

隆坡地区提升为国际大都市。

政 府 将从硬 体 设备、人民收 入

及居住环境这三方面来进行“大吉隆

坡”计划，而这计划有66％的资金将

来自私人界。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政府将通过

设立“投资吉隆坡”(Invest KL)单位，

吸引100家世界著名企业前来吉隆坡

投资及设立营业据点，将吉隆坡打造

成良好的投资地点。

这 个 单 位 目 前 由 立 通 国 际

(REDTONE)集团前首席执行长赛纳

阿曼沙领导，他是在今年7月加入投资

吉隆坡单位(Invest KL)担任首席执行

员。

赛纳阿曼沙在接受《马中经贸》

访问时表示：“投资吉隆坡单位是一

个一站式的单位，任何一家跨国公司

有意在大吉隆坡设立总部，只要与我

们接洽以及告诉我们要求是什么，我

们便可以全部为他们包办。”

“举个例子，我们会根据公司的

行业建议他们在大吉隆 坡的那一个

地点设立总部，以达到最佳的营运效

益。”

他也说：“这些公司只需要靠我

们他们需求什么样的人才，要多少位

人才，我们也会替他们寻求这些人才。

此 外，这 些 公司在 这 里设 立 总部之

后，我们也会继续跟进行动，以了解

他们的最新的需求，然后解决他们的

一切问题。”

所以，他说：“我们的工作会非常

繁重，因为除了吸引跨国公司到大吉

隆坡之外，我们还有很多跟进行动要

负责。”

招揽百家跨国企业

目前 投资吉隆 坡单位已 经 计划

在2020年之前，吸引100家大资本国

际跨国公司到吉隆坡／巴生河流域投

资，以在此设立商业基地。

赛纳阿曼沙表示：“我们获得马

来西亚政府授权，为大吉隆坡/巴生谷

成招揽国际企业在此投资，并提供投

资所需的便利及服务。”

他说：“在这项授权下，我们为年

营业额及资产达到10亿美元及以上，

以及在全球雇用人数达到1万人的跨

国企业提供量身订造的专业服务。”

他表示，大吉隆坡拥有许多的竞

争优势，所以他有信心可以获得跨国

公司的垂青，这主要是因为大吉隆坡

位于亚洲的心脏位置，在这里只要乘

坐两个小时飞机便可以抵达新加坡和

雅加达、6个小时便可以抵达上海、香

港和北京，非常方便。

此外，马来西亚是一个理想的投

资环境，因为根据2011年经济与和平

研究院公布的2011年数据显示，马来

西亚是亚洲最安全的国家，新加坡则

处于第二的位置。

所以，凭着这些优势，赛纳阿曼

沙希望推进大吉隆坡 /巴生谷成为一

个全球商业枢纽及动态投资地，以及

广邀跨国企业，包括中国的大型企业，

前来缔造这个世界水平的商业契机及

事业机会。

询及在寻找人才方面会否面对问

题时，赛纳阿曼沙表示：“我们会以国

文 / 林杰森

n	投资吉隆坡首席执行长赛纳阿曼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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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人才为优先，如果不足够我们再

网罗海外人才。”

此外，为了确保我国在迈向2020

年宏愿时有足够人力资源，政府将把

住 在 大 吉隆 坡 地 区 人口，从 现有的

600万人增至1000万人。

为了达致上述目标，人才培训机

构将吸引国内外400万人在大吉隆坡

地区居住，以及吸引50万名专才在吉

隆坡居住，包括吸引我国专才回流。

所以，他认为：“在招揽人才方

面，我们应该不会面对多大的困难。”

自从 7月开 始 正 式 投 入 运 作 以

来，投资吉隆坡已经开始积极展开工

作，必须到海外见潜在跨国公司，以

说服他们前来我国设立营运据点。

赛纳阿曼沙透露，目前已经与一

些对象进行洽商，不过目前暂时不便

透露公司名称及详情，其中不乏美国

杂志《财富》500大企业，一些则是来

自中国的大企业。

他透露，该公司立下的关键指标

(KPI)为平均每年吸引10家的大型国

际跨国公司到吉隆坡 /巴生河流域投

资。

他表示，由于投资吉隆坡单位在

于 今年6月才设立 及7月开始投 入营

运，所以今年目标为吸引6家国际公司

前来投资。

他指出，该公司招商活动对象，

来自东盟（包括新加坡）、中东、中国、

日本、欧美等的跨国公司。

尽管目前全球经济受到欧美经济

危机的影响，而显得前景不明朗，但是

赛纳阿曼沙认为，无论全球经济的好

坏，市场总会存有投资良机，特别是

本区域仍属于成长地区。

他表示：“吉隆坡本身拥有许多

吸引人的商机，预料不会影响招商计

划，我们有信心今年能达到吸引6家国

际跨国公司的目标。”

他认为，在经济欠佳时期，企业

首席人员更是受压要改善业务表现，

除了降低成本外，也可通过成长计划

推高营业额达到预定目标。

优势互补最佳选择

此外，当询及投资吉隆坡在吸引

跨国公司前来大吉隆坡设立基地，会

否会面对其他地区，例如香港的竞争

时，赛纳阿曼沙坦言：“竞争肯定是会

有的，但是我们专注我们的强项和优

势领域，相信我们会成为跨国公司的

选择。

他表示：“我们的强项和优势便

是我们大力推动的领域主要是12个

国家关键经济领域，包括石油和天然

气、教育服务、棕油和相关产品、电

子、商业服务、金融、商业、批发和零

售、私人医疗、旅游、农业及资讯和通

讯工艺。”

他指出：“如果是金融业而言，香

港的优势可能超越我们，但是在这12

个国家关键经济领域，我们则占有很

好的优势。”

他说：“所以，我们将专注在自已

经强项领域，以协助需要降低风险、

成本及需要更多土地的跨国公司。”

他指出，外商除了获得现有应有

的投资奖掖，也以各自的业务性质，以

个别个案方式裁定应该享有的其他投

资奖掖。

政府提供这些特别奖掖，目的就

是为了吸引世界著名企业来马设立营

业据点，以让它们拥有“立足吉隆坡、

前进东盟，再扩到中东”的优势。

赛纳阿曼沙表示，其实，除了特

别奖掖的额外好处之外，马来西亚已

经拥有稳健的政府政策，例如政府已

经订下2020年宏愿，即计划提升马

来西亚国民总收入，由2009年的2万

3700令吉（6700美元）提高到2020年

的4万8千令吉（1万5千美元）。

此外，马来西亚也已经制定国经

经济转型计划以及国家重点经济领

域。这些都将为投资者带来商业和投

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也拥有

政治稳定、完善的医疗设备、生活便

利以及国际学校，而且大吉隆坡也非

常适合居住，因为生活费比香港和新

加坡低，生活品质则保持在高水平。

所以，外国投资者到这里投资，

完全不必担心生活起居的问题，他们

可以完全将心思放在做生意方面。

赛纳阿曼沙说：“最重要的是我

们的经商成本低，在这里设立营运总

部、国际采购中心以及全球和区域共

享服务，将可以让投资者节约20%到

30%的成本开销。”

此外，大吉隆坡也提供稳健商业

环境、与主要市场接轨、高学历人力

资源、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升以及高

生活素质的便利。

赛纳阿曼沙表示，在大吉隆坡拥

有最好的投资保障，因为马来西亚拥

有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知识产权法令。

“此外，我们也是东盟自由贸易

区成员，而且与其他5个国家签署自

由贸易协定、与77个国家签署税收条

约、多达35项双边和多边投资贸易协

定、区域贸易伙伴包括东盟、亚太经

合组织和亚欧会议组织。”

马来西亚政府也一直都在为外国

投资者营造亲商的环境，在大吉隆坡

地区成立公司所须的时间少过11天、

办公室月租每平方米约90至120令吉，

此外，我们也拥有熟练的劳动力以及

高投资保障。

因此，赛纳阿曼沙指出，这些都

是跨国投资者选择到大吉隆坡来投

资，以将大吉隆坡做为迈向亚洲的起

点的最佳理由。

总的来说，投资吉隆坡单位虽仅

成立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它如今已经马

不停蹄地朝着目标前进，期望让世界

跨国企业了解大吉隆坡的经商优势，从

而吸引它们到来马来西亚设立营运据

点，让它们从这里迈向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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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宁 市总商会副 会长黄

秋娣说，至今，东盟国

家在南宁市实际投 入

的资金有4亿9090万美元，在当地注

册的东盟企业有57家。

她说，马来西亚资金达475 3万

美元，企业有11家，例如和昌化工有

限公司等马来西亚企业增加南宁投资

额。

她说，今年以来，南宁市经济总

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上半年，全市生

产总值979.09亿人民币，增长14%。

黄 秋 娣说，南宁良 好的 投 资 环

境，吸引38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家。

她 是 于12月6日在 吉隆 坡举 行

的“南宁（马来西亚）投资环境说明

会”发表这样的谈话。出席者包括马

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副

总会长宋兆棠、中央理事罗章武和杨

子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南宁

市支会副会长盘业斌、南宁市投资促

进局副局长陈雪平、乔治肯特（马）有

限公司业务发展经理颜华廉、嘉登控

股业务发展经理温永泰、马来西亚义

乌商会会长刘万晟等。

黄汉良：南宁商机处处

拿督黄汉良说，南宁市是一个百

闻不如一见的地方，亲眼见到南宁市，

肯定有哗然之感。

他说，南宁是中国-东盟博览会

的举办地，从首届的博览会开始，马中

经贸已连续8年参与此活动。

他也说，南宁是一个商机处处的

地方，许多马来西亚企业也在南宁取

得良好的发展。

他认为，马来西亚政府推行的经

济转型计划以及第二家园计划，都是

南宁市居民可考虑来马来西亚发展的

机会。

感受绿城南宁的独特魅力

n	黄秋娣（左五）和马中经贸总商会及商界代表相见欢，左起盘业斌、颜华廉、温

永泰、宋兆棠、刘万晟、陈雪平、罗章武、莫西宁和杨子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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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是

广西政治、经济、文教、科技、金融和

信息中心。全市总面积2.21万平方公

里，人口707万人。

南宁市的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

了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

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

亚、印尼以及港澳台等38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客商前来投资。可口可乐、沃

尔玛、麦当劳、肯德基、德国的德固

赛、日本富士、泰国正大、香港华润、

台湾富士康、台湾统一、台湾康师傅

等知名企业相继落户南宁。

南宁市面向东南亚，背 靠大西

南，东邻粤港澳，南临北部湾，西接

中南半岛，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前沿

城市、大西南出海通道的枢纽城市、

北部湾经济区核心城市，区位优势十

分显著。

目前南宁已建成较为完善的高

速 公 路、铁 路、民 航 、水 路 四 位一

体的立体交通网络。南宁至北部湾

重要港口城市的高速铁路将于2011

年、2012年底前建成通车；通过钦州

港可与香港、广州、深圳、海防、釜

山、巴生、曼谷、新加坡等港口；沿邕

江直通粤港澳地区的亿吨级“西江黄

金水道”正在建设，将成为沟通南宁

和珠 三角地区的水运大动脉。南宁

吴圩国际机场与东盟国家主要城市

如曼谷、万象、仰光、胡志明、金边、

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等有直航航

线。

南宁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

地。自2004年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在南宁举办以来，充分借助中国－东

盟博览会在南宁召开的有利契机，成

功举办了八届南宁投资贸易洽谈会。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于2010年

1月1日全面建成，7000多种产品实现

零关税。这是一个拥有19亿人口、年

GDP达6万亿美元、年贸易总额超过

4.5万亿美元的的大市场，是世界第

三大自由贸易区。

目前，南宁市正致 力于建设 成

为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城市，着力

打造“三基地、三中心”即区域性的

优势农业基地、商贸物流基地、加工

制造基地和区域性金融中心、交通中

心、信息中心。

南宁市是一个宜商宜居的绿色

城市，享受国家给予东部沿海地区、

西部大开发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等

多重投资贸易优惠政策，南宁市已成

为中国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最优的地

区之一。

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

发的不断加快，南宁市一定会给广大

的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希望

大家能到南宁走一走，看一看，抓住

商机，共同发展。

南 宁 市 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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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眼佬　　
大眼佬　　　　

 悠 
久的凉茶文化遇上新时

代，会擦出什么样的火

花？

很多人会有一种错觉，觉得凉茶

是一种属于上一代的产品，只有在伤

风感冒时，家里的妈妈婆婆辈才会赶

快冲泡凉茶。其实，现代年轻人也爱

饮用，甚至把凉茶当成即饮文化的一

部分。

凉茶是中国岭南，即广东、广西

和 福建一带人民的重要饮食习惯之

一，如今更被列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之一。 

文强药厂有限公司董事冯文杰向

《马中经贸》表示，为了确保产品不

会因为时间流逝而老化，该厂不断推

陈创新，从产品和包装上着手，在产

品质量、方便性和口味上不断地求改

进，尽量迎合各个市场的需求。

从1987年开始，文强药厂就开

始做出各种尝试，包括让单眼佬凉茶

以瓶装和罐装形式发售。值得一提的

是，该厂是马来西亚首家以罐装形式

发售凉茶的药厂。

冯文杰说：“令我们惊讶的是，

每个市场区隔所畅销的产品都不尽

相同，如马来西亚华人市场仍偏爱茶

包 装，而 友 族同胞 市 场则会喜 欢 罐

装。”  

在马来西亚，除了通过传统的中

药店渠道销售凉茶，该药厂也通过超

级和霸级市场如佳士客（吉之岛）购物

中心，接触更多层面的消费者。

除了马来西亚，文强药厂的产品

销至全球市场，包括澳洲、文莱、加拿

大、香港、澳门、英国、美国、越南、

新加坡、台湾和中国大陆。在中国四个

重要大城市设有专卖店，在上海也设

有办事处。 

淘宝网也卖凉茶

他兴奋的说：“在中国，我们以大

眼佬凉茶品牌出击，上海北京高铁各

站都有销售大眼佬凉茶。在中国，网

购十分盛行，连淘宝网都可以发现我

们的凉茶产品踪迹。”

实际上，文强药厂的创新点子并

未停止过，为了让消费者更方便饮用

凉茶，该厂甚至已研发出无需热水，仅

采用一般矿泉水也能冲泡的凉茶。 

冯文杰笑着解释道：“九一一事

件发生后，飞机乘客都不被允许带饮

料上机，更何况是热水壶，所以如何

冲泡凉茶？我们新推出的凉茶，让消

费者在飞机上只需向空姐要一罐矿泉

水，把茶包塞进去就搞定了！” 

购耕地种草药掌控成本

近年来，中药价格大幅度上涨，

有些药材的涨幅高达两倍不止，虽然

近期价格已稍微回软，但是中药价格

涨势似乎已成为未来趋势，专注于凉

茶的文强药厂如何应对？

针对这一点，冯文杰认为，“中国

经济起飞，许多农耕地都开发为工业

地和住宅区，农耕地日渐减少，我们

已经可以预见，未来中药产量减少和

价格上涨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尽管如此，我们绝不在质量方面

妥协，仍坚持采用上佳的草药，“相反

的，我们通过机械化和自动化来提高

生产力来应对之，在过去1-2年内我

文 / 仇昭珍

n 	冯兆辉与儿子冯文杰滔滔不绝畅谈
凉茶。

变身
再战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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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生产力提高了4倍有余，完全可以

抵消药材价格走高的负面打击。”

他透露，在未来，该厂计划在中

国购入农耕地种植草药，以便更好地

掌握原料的成本。    

市场广销心怀开 

一头栽入创业的道路，悠悠过了

将近半个世纪，文强药厂董事主席兼

单眼佬凉茶品牌创办人拿督冯兆辉不

但没有一丝疲累，反而有越干越起劲

的感觉！

创业，固然要看个人的兴趣与个

性，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能坚持走下

去，不会轻易地被挫折绊倒，轻言放

弃。

创业时，冯兆辉手握着家传凉茶

药方，亲身做过一轮市场调查研究，

觉得凉茶市场在当时锡矿业发达的怡

保区估计大有作为，所以决定放手一

搏。

冯兆辉回忆：“我的祖籍是中国

广东新会井水坑，父亲在家乡是一名

中医，他研究的凉茶药方具有消除解

暑和治疗感冒发热的功效，帮助了不

少同乡治疗感冒病症。

同样的，马来西亚是热带国家，

气候四季如夏，人民，尤其是在炎热

天气下工作的蓝领一族，如霹雳州一

带的矿工们都需要，也习惯饮用凉茶

来消除体内的热气。”

回顾一路走来所面对的荆棘困

境，到如今的顺境，他将毕生的创业

经历心得，概括在一副对联中：“产品

标志年青创　市场广销心怀开”。

如今，这幅对联挂在他家的书房

内，为家中的后辈起了模仿与启迪的

作用。

冯兆辉认为，一个产品的品牌和

标志很重要，它能深深地烙在顾客的

脑海中，一有需要时，顾客就不作他

想，前来购买这个品牌的产品。

创业前从事药厂销售工作的冯兆

辉，坚信品牌是产品的最佳代言人，搞

企业就必需先搞好品牌，才能在市场

中夺下一席之地，而且多年屹立不倒！

在创立单眼佬凉茶时，他致力钻

研产品的品牌和商标，一定要构思出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商标，“当时，手

的商标已有人采用了，脚的商标也有

人采用了，连头的商标也有人采用了，

所以我一定要创新，想出一个与众不

同的商品……所以，我就想到眼睛还

未有人采用……”

上个世纪60年代，在商标广告效

应还未盛行之前，冯兆辉早已深谙其

道，而且还懂得创新，采用的商标不

仅是别的商家未采用过的眼睛，而且

是单眼的，独创一格，成功吸引消费

者的眼球！

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在商标上

搞花样，也在产品上大胆搞革新，单

眼佬凉茶在1963年一推出市场，便以

纱纸袋包装，类似今日的三合一即泡

饮料形式，消费者只需要把茶包加入

热水内，数分钟后便可饮用。

“刚开始时，我聘请了许多车衣

女工，让她们帮忙缝制纱布袋，先把

凉茶装入袋中，再用线封口，如此就

变成了简单方便使用的凉茶包！”

此外，冯兆辉的构想还包括采用

一组以少妇女组成的销售团队，支付

日薪2令吉，要求她们走入城镇乡村，

挨家沿户地推销单眼佬凉茶，让更多

在家的妇孺们认识这个品牌。

更棒的是，他十分注重销售团队

的阵容，一度组成由10辆广告宣传车

组成的车队，在全马半岛穿州过省，前

往每一个小镇进行推销，让这个品牌

更深入民间。

回想起这些宣传策略，他的记忆

丝毫不模糊，“来到每一座大城市，每

天傍晚家庭主妇在厨房忙煮饭时，我

们广告车的广播器便面向这些祖屋的

厨房播放广告宣传词，这是我们当时

想到最好的宣传管道之一！”

喜欢通过广告宣传和行销策略上

超越竞争对手的冯兆辉，在回溯其企

业的销售策略时越谈越起劲，他最引

以为豪的战绩莫属：1980年怡保商品

展览会。

在参展商家之中，单眼佬凉茶以

出色耀眼的灯光装饰摊位，成为全场

最受众人瞩目的摊位，吸引不少参观

者，包括当时的霹雳州州务大臣青睐

参观，更因而获得全场最佳装饰摊位

冠军奖！

提到创业心得，冯兆辉进一步向

年轻创业人士提出劝勉：“在进行商

业贸易时，需同时兼顾的方方面面就

更多了，战线就需花更长的时间，有很

长的路要走，广告宣传的配合也就更

重要了。”1985年单眼佬凉茶从住家

作业迁入工厂，所涉及的工程与资金

浩大，加上当时业务已扩展至东马，而

孩子们却都正好已出国留学，冯兆辉

一个人独撑大局，四处奔波，当中的精

力和精神煎熬不在话下，若少一点毅

力都无法继续前进。如今一手创办的

企业已步入如下联所写的“市场广销”

佳况，冯兆辉自然乐得“心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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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中 国 经 济 改 革 开 放 以

来，成长 势 头 强 劲，商

贸活 动极 其活 跃，而 商

贸引起的争议亦相应增加，解决商贸

纠纷的仲裁 机构扮 演着日益 重要的

角色。有鉴于此，旨在为亚洲区域提

供国内和国际仲裁 程 序所需的中立

和独立场所的吉隆 坡区域仲裁中心

(Kuala Lumpur Regional Centre For 

Arbitration，简称“KLRCA”)正积极开

拓中国市场，力争这块仲裁市场的“

大蛋糕”。

吉隆坡区域仲裁中心总监孙达拉

铢(Sundra Rajoo)接受《马中经贸》专

访时，畅谈该中心在开拓中国市场的

策略，并相信马来西亚在面对香港、

新加坡等同行激烈竞争下，具备充分

的竞争优势抢滩。

现 址在吉隆坡市区Conlay路的

吉 隆 坡 区 域 仲 裁 中心 将 于 2 013 年

搬迁到位于Traver路的苏莱曼大 厦

(Sulaiman Building)，届时五层楼高

的大厦将有更多的空间供使用。苏莱

曼大厦将重新装修，以迎合现代化需

求。

孙 达 拉 铢 表 示 ，该 中 心 将 邀

请 中国 主要的 仲裁 组 织，例 如中国

国 际 经 济贸易 仲裁 委员会（英 文 简

称“CIETAC”，中文简称“贸仲”）和

上海仲裁委员会等前来吉隆坡设立据

点，并在有个案时可使用该中心的设

施。

他分享此策略的概念是，中国仲

裁组织可占用KLRCA新办公楼的房

间，但无须支付租金，只须支付有使

用的费用，例如电费，并在有个案上

门，需要在本地处理时，才支付相关

费用。

“当我们提出‘免费’来吉隆坡

设立据点的概念时，他们总会感到很

好奇哪有这么好的事？其实这正是我

们出奇制胜的策略。”

他坦承，在开拓中国市场时，吉

隆坡区仲面对香港与新加坡的激烈竞

争，所以须凸显本身的优势，才能够

抢滩成功。

仲裁员无须缴税

询及吉隆坡区仲具备哪些竞争优

势时，他说，在吉隆坡进行仲裁，解决

商事争议，最大的好处就是成本较低

廉。对仲裁员而言，在吉隆坡主持仲

裁，其收费亦无须缴税，我国政府的

这项优惠，有助推动吉隆坡成为本区

域仲裁中心。

在吉隆坡区仲的仲裁员名单中，

不乏通晓华语的仲裁员，所以对中国

商家来说，来吉隆坡仲裁，并不会面

对语言隔阂的问题。此外，吉隆坡交

通便利、地点适中，也有许多诱人美

食，都是我国吸引人之处。

吉隆坡区域仲裁中心力争

中国仲裁市场蛋糕
文 / 张秀芳

n	孙达拉铢在热闹绿意盎然的仲裁中心展现抢夺中国市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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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的当事人可选择各自的仲

裁员，通常他们都倾向于选择一个较

中立的仲裁地，力求得到最公正的裁

决。”他解释说：“仲裁是当事人自愿

解决争议的方法之一，而我们就是提

供了这种平台。”

谈到马来西亚商家到中国投资

时，最常面对的商事争议通常违反合

约，未履行合约所承诺的事项，有时

则因双方的期望有所差异，而导致争

议。有些个案也涉及到欺诈的行为。

举例说，他曾参与仲裁的一个个

案中，中国某音响公司接到马来西亚

某上市公司的订单，把货物送到菲律

宾、泰国等地，最终却没收到付款。中

国公司把案件带上仲裁庭，孙达拉铢

受委为马来西亚上市公司的仲裁员。

经过审理后，马来西亚公司胜诉。为

何会如此呢？因为下订单的公司，并

非是有关马来西亚上市公司，而是有

人冒用其公司名称，欺诈中国音响公

司。

大量教育工作

除了积极开拓中国市场，吉隆坡

区仲也落力地与本地华商组织，巡回

全国向中小企业讲解仲裁庭的概念，

获得不俗的反应。他说，为了让商界更

了解仲裁庭作为解决商事争议途径，

他们需要作大量的教育工作，并在获

得政府资助下，在全国各地举行免费

的讲座。

在2011年曾举行巡回免费讲座

的地点包括：吉隆 坡、巴生、怡 保、

槟城、山打根、瓜拉登嘉楼与峇株巴

辖。

在未来一年，吉隆坡区仲将把教

育对象扩大到专业人士，力求让仲裁

庭成为更广泛被使用的解决商事争议

的途径。

此外，随着我国将落实2011年建

筑业付款与仲裁法令，业者为解决付

款问题和纠纷，双方可自行委任一名

仲裁员调解争议，这位仲裁员可以是

双方同意的人选，或交由吉隆坡区域

仲裁中心总监委任。

孙达 拉 铢 预 见，在 这项新 法 令

下，仲裁庭在建筑业将扮演更加重要

的角色，而以华商活跃于建筑业的情

况来看，他相信吉隆坡区仲未来将与

华商更加密切的互动。

仲裁一直是解决商事争议的首选方式。与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相比，

仲裁具有以下优点：

● 当事人意思自治

在仲裁中，当事人享有选定仲裁员、仲裁地、仲裁语言以及适用法

律的自由。当事人还可以就开庭审理、证据的提交和意见的陈述等事项

达成协议，设计符合自己特殊需要的仲裁程序。在当事人没有协议的情

况下，则由仲裁庭决定。因此，与法院严格的诉讼程序和时间表相比，仲

裁程序更为灵活。

● 一裁终局

商事合同当事人解决其争议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只有诉讼判决

和仲裁裁决才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并可强制执行。仲裁裁决不同于法院

判决，仲裁裁决不能上诉，一经作出即为终局，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

裁裁决虽然可能在裁决作出地被法院裁定撤销或在执行地被法院裁定

不予承认和执行，但是，法院裁定撤销或不予承认和执行的理由是非常

有限的，在涉外仲裁中通常仅限于程序问题。

● 仲裁具有保密性 

仲裁案件不公开审理，从而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商业信

誉。

● 裁决可以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和执行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58年《纽约公约》）现有缔约

的国家和地区142个，根据该公约，仲裁裁决可以在这些缔约国得到承认

和执行。此外，仲裁裁决还可根据其他一些有关仲裁的国际公约和条约

得到执行。《纽约公约》于1987年对中国生效，中国在加入《纽约公约》

时作出了商事保留和互惠保留。

吉 隆 坡 区 域 仲 裁中心 (Kua la 

Lumpur Regional Centre For 

Arbitration，简称“吉隆坡区仲”)

于 19 7 8 年 在 亚 非 法 律 协 商 组 织

(Auspices of the Asian-African 

Legal Consultative Organisation，

简称“AALCO”)支持下成立。这是

亚非法 律 协商组 织在亚洲设 立的

第一个区域中心，旨在为亚洲区域

提供国内和国际仲裁程序所需的中

立和独立场所。该中心是一个非营

利和非政府的国际仲裁机构。根据

马来西亚和亚非法律协商组织之间

的协议，马来西亚政府支持在吉隆

坡设立涉及商业仲裁的区域中心，

并同意提供设立和运作该仲裁中心

的各项设施。该中心由一位总监管

理，并由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的秘书

长负责监督。马来西亚政府赋予吉

隆坡仲裁中心独立性、指定特权和

豁免权，实现该仲裁中心履行国际

机构功能的目的。吉隆坡区域仲裁

中心采纳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仲裁

规则并经修订，亦即吉隆坡区仲的

仲裁规则）

仲裁知多点背景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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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黄汉良

(一)马中经贸对口商会

 在 
广西工商联推荐下，我

与包久星理事代表马

中经贸总商会于11月15

日参加了由香港中国商会主办的2011

年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

这个主题：全球资源重组，与中国

海外投资战略的国际大会开得很好，很

成功，也很有意义。

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组委会执

行主席是香港中国商会主席陈经纬全

国政协委员。

香港中国商会成立迄今只有一周

年，这个有份量、有背景的初生之犊不

怕虎，大姿态主办这次600位海内外人

士参加的年会。据说举办本届年会的经

费高达2000万港元，每年都会举办。

今天，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由“

引进来”为主丶转变为“走出去”和“引

进来”相结合，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

放战略；当今世界也正处於大调整大变

革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此时推出首届

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可谓恰逢其时。中国

企业如何“走出去”？怎样走得“更稳”

丶“更好”丶“更有成效”，这是摆在面

前并且必须回答的紧迫课题。“中国

海外投资年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

顺势应运而生。

Hong Kong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和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是对口的。很

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我们应

该加强联系、信息交流。

(二)应时代需求而主办

本届年会规格很高，中国中央电

视台财经频道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并进

行全程报道。著名主持人芮成钢、陈

伟鸿参与主持论谈。凤凰卫视、亚洲

电视等电视台同时直播开幕式盛况。

凤凰卫视主持人刘芳、曾静漪也参与

主持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3月9日

指出：“引进来”是大势所趋，“走出

去”也是大势所趋。今年4月15日又指

出未来5年，中国将著力实施“走出去”

战略，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

投资，极积开展有利於改善当地基础设

施和人民生活的项目合作。

今年8月17日李克强副总理访港

时强调要加快实施与香港企业联合“

走出去”中国内地应与香港企业共同

走向海外联合投资，联合招标、联合

承揽项目。中国将继续按照市场导向

和企业自主决策的原则，引导企业有

序的赴境外投资、深化在能源资源高

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互利合作，

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准。

香港商会功能在转型中

n	黄汉良和包久星（右一）与广东省潮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范思斌（左一）及绿电
科技发明人李振达（右二）在年会上喜相逢。

Bi
la

te
ra

l R
el

at
io

ns
马中
关系



412011/12

马中
关系

Bi
la

te
ra

l R
el

at
io

ns

马中
关系

中国的“十二五”规化中也强调

加快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国海

外投资年会的举办应该顺应中国海外

投资发展的大势，也是配合进一步推

动“走出去”战略的需要而举行的国际

大会。据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约65%

是在香港和通过香港向海外投资完成

的。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和重要的国际

金融、贸易、航运、资讯中心，是世界上

最开放、最具活力、最具竞争力的地区

经济体之一，香港是中国大陆对外投资

的重要门户。

(三)香港商会时代任务

香港中国商会是为中国企业走向

海外的服务平台。其会务宗旨是为中

国内地企业来港投资或通过香港走向

海外发展，连结中国内地地方政府在

港或海外招商引资，以及香港企业在

中国内地投资发展提供“引进来，走出

去”双向服务。她的口号是：服务国家、

繁荣香港，惠及全球、我们不懈努力。

今年中国海外投资年会是顺应形势要

求，配合国家规划汇集全球政商界媒体

等各种力量，为中外企业合作提供资讯

及资源对接的平台。以“全球资源重组

与中国海外投资战略”为主题。展开“

香港在中国海外投资中的作用”、“中

国内地与香港企业联合海外投资”、“

中国企业的跨国公司之路”、“海外华

人华侨在中国海外投资中的作用”、“

中国海外投资与社会责任”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如何

破解金融难题”、“青年，未

来投资创新的引领者”、“

前沿市场产业发展现状及

投资机遇”、“中国海外投资

与香港专业人才发展机遇”

等课题作为研讨。

(四)约90位精英主讲

16日还结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10周年的回顾与展望。共同商讨中

国海外的投资的新路途径、新思路、新

策略。会上中国首任驻世界贸易组织大

使孙振宇及我国前驻世贸大使拿督苏

巴马念马尼甘分别作了精采讲演。全

程两天大会共有约90人演讲，可说主

讲者云冠。

本届年会吸引了多位政府官员丶政

治领袖丶投资者丶企业高管丶专家学者

与会。出席开幕式的主礼嘉宾包括：全

国政协副主席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主席黄孟复，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

王忠禹，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瑞

麟，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丶海

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中央政府

驻港联络办主任彭清华丶外交部驻港

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吕新华等。其他主要

演讲者有陈健、周波、侨联副主席王永

乐、国侨办副主任任启亮等。

15日晚最别开生面的是首届中国

海外投资经典案例评选。揭晓及颁奖

典礼由芮成钢主持，黄勇教授演讲。得

奖者有中联重科、湖南华菱钢铁、中远

集团，联想电脑收购IBM手提电脑也是

中国海外投资成功之案例之一。

(五)内容丰富，高层次的大会

总之，这次是高层次、高规格的

大会。大会安排紧凑，两天下午都有

平行论坛举行，分成（二）和（三），每

个论坛分二节。一个人只有时间参与

其中一个。

16日晚上大会还有答谢晚宴和欢

庆演出，并由黄孟复和陈经纬作总结讲

话。可能由于陈主席是潮阳人，当晚安

排的是潮州华乐演出也好不精彩，晚

宴冠盖云集热烈交流。我们被安排入

住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满舒适的，

谨此致谢。

n	黄汉良与中国海外投资年会执行主席陈经纬（右）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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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牵马来西亚

中国穆民如鱼得水
文 / 张秀芳

 在 
吉隆坡市区文西阿都

拉路Plaza City One，

走过琳琅满目的马来

服装店，来到了二楼门牌2-2B前面，

看着Shanghai Silk Store的马来头巾

商店，看着几位马来店员，我迟疑地用

马来话开口询问：“请问达伍德周君在

吗？”没想到我确实找对地方了，店员

指着叫我进去里面的办公室。

进去办公室看到了一位中年男子

在讲电话，他盖上电话即向我握手问

好，并斟上一杯中国茶，我瞄到旁边

的电脑荧幕正开着中文的中国网站。

这个场景相当独特，在销卖马来头巾

的商店，有个喝中国茶看中文网站的

老板。不知情的人或许会认为这是马

来西亚三大民族水乳交融和平共处的

风景画。

他一开腔，若不知情真会以为他

是地道的马来西亚人。其实他是来自中

国青海的穆斯林，20年前来马求学，没

料到竟然给这里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化

深深吸引，而在此落地生根，在马中关

系中谱下了一段奇妙的情缘。

来自中国青海的周君(Daud Zhou 

Jun)原本是在中国北京外国语学院攻

读阿拉伯文，并打算在毕业后到沙特

阿拉伯深造。由于中东国家的大学不

招收女生，当时，他的未婚妻李明，也

是他北京的同学申请前来马来西亚回

教国际大学深造。

他于1992年杪陪李明飞来马来西

亚这个之前完全陌生的国度，并打算逗

留三天后就飞去沙特阿拉伯的大学报

到。没想到一抵达马来西亚即给这里

美丽的风光吸引住了，李明的大学是在

八打灵再也大学路的回教国际大学，附

近十七区的商店多由华人经营。他光顾

那些商店，发现店员都是华人还会说普

通话（华语），就倍感亲切，而且大学里

有十多年认识的中国学长，鼓励他不如

干脆留在马来西亚深造。

没想 到当年这个 偶然 机 遇下所

作的决定，却改写了周君下半生的经

历。

他凭 着沙 特阿拉伯大学的录取

信，经过向校长面试获得马来西亚回

教大学录取，主修回教法学，副修社

会学。家乡来自河南的未婚妻李明则

主修社会学。

在求学期间，周君与马来同学关

系融洽，曾受邀到吉兰丹作客，受到同

学父母亲的热情款待，让他深深感受到

马来西亚人不会排斥外国人。他也曾到

吉隆坡市区上海书局打暑假工，觉得

这里的社会其实与中国很接近。他逐

渐萌起在马来西亚定居的念头。在毕

业后，他曾于2000年受友人邀请回去

中国广州合作做生意，但在短短两个

月后，他发现自己对马来西亚有“思乡

之情”，尤其是对nasi lemak（椰浆饭）

念念不忘！

在清真食品随处可见的马来西亚，

周君可说是“如鱼得水”。就在那段期

间，他才知道自己在马来西亚生活八年

之后，已经成了半个马来西亚人。他回

来马来西亚攻读硕士学位，也开始在探

索前路，看看自己在马来西亚可以从事

什么行业。

创业桥头堡

周君追述：“我的专业是阿拉伯语

与伊斯兰教法，但要找这方面的工作其

实并不容易。”

由于青海老家父母一直从事纺织

业生意，他就开始在吉隆坡从事丝绸

布的贸易业务，但渐渐发现这种生意

n	周君：穆斯林服饰有很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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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很薄，经营不易。正所谓：“穷

则变，变则通”，他发现穆斯林女性对

头巾相当讲究，就想专攻这一块业务。

因家人从事纺织业的薰陶下，他对服

装设计颇有研究，在决定朝头巾生意

发展后，他就开始自行设计头巾款式，

并交给中国的厂商生产，再引进来马来

西亚销售。

他说：“马来西亚穆斯林的头巾变

化相当丰富，款式设计有很多在发挥空

间，未来潜能相当大。”

经过多年经营，他的客户网络已

扩大到印尼、泰国、菲律宾、澳洲等国

家的穆斯林社群。他担任董事经理的

马来西亚爱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

吉隆坡市区的文西阿都拉路Plaza City 

One开设上海丝绸行，以一个中国穆斯

林的身分，融入马来西亚穆斯林的服饰

行业，开创了事业的美丽春天。

来马求学不久即与李明共 结连

理，周君于1994年升级当父亲，迎来

第一个孩子周奇。到了孩子的入学年

龄，他发现马来西亚保存了完善的中文

教育系统，他送孩子到文良港民义华文

小学就读。现在周奇已十七岁，就读国

际学校高中四。

二女儿周婗曼今年12岁，尚在华小

求学，而一岁半的小女儿周乐曼尚在学

步阶段，将来亦会跟着哥哥姐姐的脚

步，进入华小就读。

周君在孩子进入华小就读，发现

学校有教导孩子《三字经》，而惊叹马

来西亚华人教育体系完好地保存了儒

家思想。在周君成长的岁月，因经历了

文化大革命，他在中国求学时，反而无

法在正规教育体系里学习到诸如《三字

经》的这些中国传统思想遗产。

他有些朋友 定 居欧美或中东国

家，会在孩子教育方面面对不少挣扎。

这些孩子往往会失去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认识，甚至不会讲华语，习惯讲阿

拉伯语或英语，对旅居海外的中国人

来说，这是不小的缺憾。

周君很庆幸自己在马来西亚定居，

能够让孩子继续受到正统的中文教育，

不会失去文化的根。

马中情谊延绵长存

早 在回教 国 际 大 学求学 时，周

君 就 曾 应 马 来 西 亚 回 教 福 利 机 构

(PERKIM)邀请，到第三电视录制节

目，以英语向马来西亚穆斯林解释中国

穆斯林的情况。透过这类讲解，可让本

地穆斯林更了解中国，也让他们知道中

国其实拥有不少的穆斯林。

近年来他亦活跃于华人穆斯林协

会，与本地华人穆斯林经常有交流联

谊。他发现有些本地华人穆斯林只会

方言，不会华语，他会与他们分享“华

人须会讲华语”，千万不要失去自己文

化的“根”的概念。庆幸的是，这些穆

斯林朋友都会认同他的看法，并把下一

代送去华文小学，接受中文教育。

他说：“虽然我们信奉伊斯兰教，

但我们还是华人，我们只是信了伊斯

兰教的华人，血液里还是流着华人的

血。”

有趣的是，虽然他以穆斯林身分

经营头巾生意，他在马来西亚其他州

属，例如新山、马六甲、槟城的商贸客

户约有百分之四十是华人。“这是马来

西亚各大民族融洽相处的结果，非穆斯

林的华商也会销卖穆斯林的服饰。”

因透 过中国厂 商制作头巾的缘

故，周君每两个月都须回中国处理商

务，而且也与老家青海的商界保持友

好情谊。在他大力鼓励之下，不少老

乡都把孩子送来马来西亚接受高等教

育。这些中国新生代离乡背井来到异

乡，却因马来西亚有许多华人，而很快

地融入这个圈子，可以更顺利地适应

海外求学生涯。

现在每年开斋节和宰牲节（马来

西亚称为“哈芝节”），他们家都会举

行家庭招待会(open house)，邀请华

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穆斯林和非穆

斯林朋友前来共欢共聚，其乐融融。

周君在访谈结束前笑着说：“我现在

有了两个家乡，一个是中国，一个是马

来西亚。”他衷心期盼马中两国的友好

情谊延绵长存。

n	周君与李明欢愉的与小女儿在办事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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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紫菀

 配 
合中国国父孙中山于

1911年成功发动辛亥

革命100周年纪念，由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委托、中国海

外交流协会主催、华总主办的“文化

中国，辛亥百年”艺术表演于9月28日

在吉隆坡圆满举行，出席者超过2000

人，盛况空前。

这项艺术表演获得马来西亚多个

华团联合协办，其中包括马来西亚中

华总商会、马中经贸总商会、马中友好

协会、董总、教总等。

“文化中国，辛亥百年”艺术团

也在较后前往槟城及古晋进行表演。

团员包括约40名中国著名演艺人员，

演出节目包括声乐、器乐、魔术和民

族舞蹈。

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在致词时

指出，孙中山一生力主的“以民为主，

法治社会”大业，可作为今天全世界朝

野从政者的明鉴。

他希望全世界的从政者，都能够

向历史上伟大的领袖看齐，全面贯彻

和落实“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理念，

实实在在为社稷百姓服务。

他说，孙中山一生倡议的三民主

义（民族、民权、民生）和“天下为公”

的思想，即使是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

是放眼四海皆准。

他认为，马来西亚与孙中山的革命

事业拥有一段重要的历史记载，后者曾

在马来亚发动和筹募革命基金，当时的

华侨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历史贡献。

他指出，孙中山是在1905年开始

在我国宣扬革命理念，并组织了同盟

会，过后更将设立在新加坡的“同盟

会南洋总机关部”，即海外革命基地

转移到槟城。

他说，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孙中

山在槟城召开历史上著名的“庇能（槟

城）会议”，开启了革命重要的一步。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柴玺表示，

当年的南洋华侨曾为辛亥革命积极筹

款，广泛宣传，回国参战，著名的“黄

花岗72烈士”中就有十几位来自马来

西亚，被孙中山高度评价为“华侨是

革命之母”。

他说，中国总理温家宝于今年4月

访马期间，就专门会见了曾支持孙中山

革命活动的同盟会会员的后裔代表。

他说，这表达了中国人民继承孙中

山的革命遗志，发扬天下为公的博爱精

神，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力量，共同

完成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定信念。

当晚出席的嘉宾包括卫生部长拿

督斯里廖中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

会长任启亮、马中友好协会秘书长陈凯

希、大会顾问丹斯里吴德芳、筹委会主

席丹斯里古润金等。

出席参观这项 演出的本会 领导

包括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副总会长

丁锦清及宋兆棠、法律顾问黄文华、

中央理事张联兴、李素桦、杨子威及

陈云祥。

n	古润金（右三）赠送水果礼篮予开幕人廖中莱部长（左三）。左起为方天兴及	
吴德芳，右起为任启亮及柴玺大使。

吉隆坡成功演出

文化中国 辛亥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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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连续三年成为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今年首

10个月，马中的贸易额更达到736.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1%……喜人的数据

面前，马来西亚商人对投资中国更加信心百倍。

 但 
另一组数据似乎又让他们高涨的热情几

近熄灭：到中国投资的马来西亚商人，也

有不少遭遇失败的命运。如何解决这个

难题？靠商家自己去摸索、去熟悉中国的政策人文及营商

环境，不仅会耗费较长的时间，只怕更会丧失稍纵即逝的

商机。此时，借助专业贸易服务机构的协助，不失为一个

双赢的好办法。

政府和商协会在马中经贸往来中贡献巨大

国家之间的政治互动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而马中

两国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往来。

早在公元前2世纪，马来西亚和中国就开始有了商业

往来。1974年5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

政府联合公报》的共同签署，则标志着两国正式建交，马

来西亚成为东盟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此后，马来

西亚政府不断与中国政府签订各种协定，如相互鼓励和

保护投资的协定、货币互换协议、婆罗洲开发协议、海洋

科技合作协议、自由贸易协议等各方面的经贸合作协议，

成为推动马中经贸的重要力量。

正是借助这样的政策东风，马中贸易近年来捷报连

连。自2009年开始，中国已成为马来西亚的最大贸易伙

伴、第二大出口目的地 和最大进口来源地 。对于中国来

说，马来西亚是中国的第8大贸易伙伴，作为出口目的地，

马来西亚排名第14位；作为进口来源地，排名第7位。

其实，包括马中经济贸易总商会、马中友好协会等在

内的民间组织，在马中经贸的发展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纽

带和桥梁作用。

陈浩天
（登尼特集团董事经理）

搭建马中服务

贸易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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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长莫及　政府和商协会难协助实际操作

事实上，不管是政府、还是商协会，它们的作用更多

地还是发挥在为马中两国的经贸发展营造环境、寻找通路

上，环境营造好了、通路找好了，马来西亚商家是不是只

管朝着这些方向走就万事大吉了呢？

大势向好未必你就好。真正把生意做好，最重要的还

是要依靠商家对中国政策环境、人文环境、营商环境、办

事流程的了解和熟悉，少了这一条，不管大势多么令人欣

喜，再精明的商家也免不了要惨遭滑铁卢。到中国投资的

马来西亚商家遭遇挫折，正是这个原因。

在这样的形势下，由全球华人中小企业协会、全球创

新企业协会和凯尔顺蒂陀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建立的马中

通道，则切切实实为马来西亚商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提

供操作指导与帮助。

搭建真正意义上的“马中通道”，

提供切实贸易操作指导与帮助

做中国进出口贸易，如果商家要自己操作，需要独立

申请进出口权；需要了解中国货物进出口管理规定中，哪

些货物属于禁止进出口货物、哪些货物属于限制进出口货

物、哪些属于自由进出口货物、哪些属于关税配额管理货

物；需要了解如 何向中国当地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原产地

证；同时还要了解如何从报关到清关的整个操作流程。

这些要求，就算是对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而言，如果不

是内行人，都是有难度的，更何况是马来西亚商家。但也

有一些会讲华语的马来西亚商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认为自己与中国“同文同宗”，坚持自己来操作在中

国的一切活动，结果把握不住前期文件审批的时间进度，

不能把需要的文件准备齐全，货物被扣押在了海关，不能

准时到达中国商家那里进行销售，损失惨重。

例如做咖啡生意的李先生，咖啡粉被海关扣押，就是

因为对这些贸易流程的不熟悉造成的。李先生做的是咖啡

贸易，属于食品类，他需要先在中国海关进行备案，然后

进行出口商品检验，通过接受报验、抽样、检验、签发证

书4个环节，检验完成，之后进行报关。报关时李先生还

需要准备咖啡产地证、企业的卫生许可证、发票、装箱单

等报关文件，然后走清关流程，找在中国的仓储等，之后

就可以进行市场选择与营销。

俗话说，借力使力不费力。在自己不熟悉的情况下，

懂得借助外力的商家，成功的几率会更高。马中通道最大

的存 在意义，就是为马来西亚商家提供与中国贸易往来

的、切切实实的操作指导与帮助。

这个通道首先会从各个方面，为马来西亚商家提供中

国各项贸易政策的分析与指引，然后从前期的贸易策划、

市场调查，到涉及具体的货物运输、报检、商业检验、报

关、提单、结汇等主要具体流程的程序，以及后期的产品

仓储、推广、配对，以及品牌创立等，给予全程的帮助。

当然，如果还有马来西亚商家想自己操作，那也是可

以的，这需要平时多关注一些中国的信息，或登录相关的

中国政府网站了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的网站，

努力做到“知己知彼”，才会稳操胜券。但如果想规避风

险、同时更快、更省心，借助“马中通道”的帮助，不失为

一个双赢的好办法。

更重要的是，“马中通道”不仅可以为做中国生意的

马来西亚商家提供操作指导与全流程外包，也可以为到马

来西亚做生意的中国人提供同样的帮助。

特别是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开通后，许多马来西

亚公司都透过这项措施进军中国市场，很多中国商人也趁

机开发马来西亚市场。今年一季度，甚至改变了历来马来

西亚人在中国投资比较多、中国人在马来西亚投资比较少

的现象，中资比马来西亚在华投资高出1亿7600万令吉，

而且这种趋势将会继续持续下去，双方贸易活动更加如火

如荼。

由全球华人中小企业协会、全球创新企业协会和凯

尔顺蒂陀有限公司共同发起 建立的这条“马中通道”，

以“中国—东盟”为平台，不仅在马来西亚商家与中国商

家之间起到策划与操作全流程服务的作用，还将在马来

西亚、中国与其他东盟国家之间，起到真正的桥梁和纽带

作用，更多详情可以参考

www.china-malaysiatrad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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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懂的5C方案！ 李国源硕士

财富天下

向银行贷款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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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信大家都知道，美国金融海啸来自于无止

尽的证券化与次级房贷，希腊的崩溃则是

因政府腐败的财政支出，而最近爱尔兰走

向毁灭的原因且很简单：银行浮泛放款。《纽约时报》早在

2005年就以《欧洲金融的疯狂大西部》，来形容几乎没有

管制的爱尔兰金融体系。由于在许多大型美国科技机构利

用爱尔兰的低税率(14%)与跳板进入欧洲市场，爱尔兰从

贫穷的边缘化国家，成为欧盟平均国民所得第二高的富国

奇迹。同时，也带动了房地产，而变成大型地产开发商，几

乎在饭桌上，就能融资到好几数亿的贷款，银行毫无限制

的放款。最终，房产价格飞涨，而在2007年泡沫后，银行坏

账暴增，政府介入提供100%的存款保障，银行都等同国有

化，几乎所有的地产公司都已破产倒闭，地产神化破灭，将

庞大的债务留给纳税人，是也悲也！

所以，有系统的管制金融贷款操作，是非常重要的，

以免后患无穷。在这个商业环境里，大家都为利润与风险

里交叉挥剑。作为一位企业家或是银行家，做生意就是为

了赚钱，永远不会嫌钱太多，更加不会嫌生意规模扩充，

越做越大。企业家的一盘生意，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希

望他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高长大 成人。而养育孩子，是

需要资金作为支柱的。那么，扩充一盘生意的资金又需要

往哪融资呢？没错！例如：亲戚朋友，家人，银行，投资基

金，政 府奖掖等。但其中较为普遍的就是银行进行融资

了！企业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的同时，要多角度地展示企

业的实力和前景，重点要向银行表达”企业有充足的第一

还款来源、第二还款来源，甚至还有第三还款来源”，增

加银行对企业能按时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信心。如果

企业老板描绘的企业实力和前景能”打动银行的心”，那

么银行贷款一事已经 成功一半，当银行方面认为该笔贷

款”非常棒”的时候，银行还会主动联系企业，加速贷款

进程，甚至会向企业提供多项优惠条件，为企业贷款提供

积极的配合和尽可能的便利。但前提是，您是否符合银行

借贷所开出的基本条件呢？而这基本条件又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就是想让更多企业家知道，银行融资里的

《5C方案》，以便在进行银行借贷的您，如鱼得水。我把

那基本5C条件代表着角色(Character)，能力(Capacity)，

状况(Condition)，资本(Capital)，及抵押品(Collateral)。这

五项条件是银行所开出的基本借贷条款，只要您符合这

五项基本条件，都有获得借贷的机会。

为了让您更进一步的了解5C这五项基本条件，以下是

它的分析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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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符合以上这五项基本条件，哪就借用银行的贷款，好好把企业做问做大，切记，贷款是要偿还的，保住商

业信用，是成功重要因素之一。

生活中，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而且都有自己

的特性存在着。有的时候，别人也会给予我们评价，让我

们更清楚了解自己的性格。在银行开出的基本条件里，首

要注重的是个人的角色扮演。在别人给予的评价中，他必

须是个有诚信，正直的人，信誉就是财富，在个人企业领

域方面必须要有经验，而且在过去的成就或纪录方面必须

是良好的。有了这样的背景，银行才会批准有关贷款，有

信誉的人，也不怕您偿还不了贷款。

当然，公司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公司一直以来的

运作或管理品质是备受瞩目的，因为它会影响到外来的人

给予公司产品好与坏的评价。此外，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

管理与基础必须了如指掌及有信心，这样银行方面也会对

公司有信心。另外，公司所经营开业的时间是否最少两年

或三年以上，发展稳定、商誉是否良好、及以往的公司纪

录也会直接影响有关借贷。如：CCRIS及CTOS的良好记

录。

角色(Character)

这所指的是偿还贷款的能力。银行会针对申请贷款

者的公司做出有关的评估，例如：估计公司的价值与生意

所获得的收入或利润、针对公司每月的资金流通或净赚

是否涨高的问题、公司所偿还的能力与责任或其他消费问

题等。企业家往往在因不想缴交太多的税务，而犯下利润

小，又如何给银行对您的偿还贷款能力有信心呢？所以，

企业家只能做好税务规划，以免贷款无门。

银行家通常都会透过财务报表、银行结单、资金流通

规划与分析比率来作出有关的评估的。另外，其贷款也拥

有法律的定律与效益存在着。例如：申请贷款者必须是18

岁以上等等。

能力(Capacity)

当申请者向银行申请贷款时，相信都是一笔不小的数

目。这时候，银行家便会根据其生意目前的状况来作出评

估。银行家会针对几项要点，评估其生意的目前状况是否

能够继续支撑或承受得住。其要点如下：当前的国家经济

体系或环境与政治上所公布的议题是否直接影响其生意；

其生意来往上所作出的投资是否具有非常高的风险、过多

的竞争激烈问题、与预测生意的衰退期；生意的类型及所

售卖的产品也会直接影响贷款，如：餐馆生意，含赌博或

酒精成分的生意等。所以，当政府打压房产时，地产商就

面临融资的困境了。因此，企业必需规划，未来有潜能与

有利可图的商业，千万不要夕阳商业。

状况(Condition)

对于公司的资本，银行家会透过股东的注资与公司的

净赚资产和债务来作出评估。而股东注资及净赚资产越

高，就表示该公司仍然得到股东的支持与信心。公司的资

产流动性也是银行家所考虑的因素，越是强大的资产，银

行会更有信心。企业也可能进行重组，由于公司部分低效

资产和银行债务的剥离，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将得以

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提高，能够从根本

上保证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最大限度地保护全体股东

的利益。

资本(Capital)

通常，银行都会要求每项贷款都附有一定额度的抵押

品为贷款保证，以便贷款者再无法偿还贷款时，可以充公

该抵押品，如：公司的资产或个人资产。抵押品可被分为：

实在的地产，资产或其他所有物品，股票，保险单，债券

等。甚至，在中国某些银行贷款抵押品里，企业的商标专

用权可作为抵押品获得银行的贷款。未来5年将有几千亿

元，通过企业抵押商标专用权贷款给企业，巨大的无形资

产将变成活的现金流，将有力地帮助企业抵御因金融危

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家通常误会以为有资产抵押，就

一定能贷款，那是特错大错了。这是5C法则里，银行最后

会考虑的因素。

抵押品(Col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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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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雪兰莪”  
 的启示

罗章武律师

法律专栏

 如 
果 有 一 天 你 到 中 国

旅 行，在 商 场 看 到 标

有“皇家雪兰莪ROYAL 

SEL ANGOR”品牌的雨衣，不必 感

到 惊讶，因为 浙 江 温 州一家公司在

2004年申请成功“皇家雪兰莪ROYAL 

SELANGOR”的商标，使用范围是游

泳衣、雨衣、鞋、帽、袜、手套、领带、

皮带。

马来西亚皇家雪兰莪有限公司

在中国注 册了第G645673号商标，

注册类别为第14类、第20类和第21

类。2002年9月，温州公司申请注册了

第3315904号和第3315905号“皇家

雪兰莪ROYAL SELANGOR”商标，类

别分别为第18类和第25类。

马来西亚皇家雪兰莪有限公司

发现了温州公司的申请，提出反对。

商标局驳回反对，理由是商品类别不

一样。皇家雪兰莪再向中国国家工商

行政 管 理 总 局商标 评 审委员会（以

下简 称 商评 委）作出的异 议 复审裁

定，也被以同样理由驳回。2010年，

皇家雪兰莪将商评委告上了法院。皇

家雪兰莪有限公司认为，其持有的第

G645673号商标在中国大陆具有一定

影响力，温州公司申请注册的两件商

标指定使用的钱包、手提包、雨伞等

商品与第G645673号商标所涉及的商

品类别构成近似，易使相关公众产生

联系并混淆，故请求法院撤销商评委

的裁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此案，驳回皇家雪兰莪有限

公司的申诉，维持商评委的裁定。在

这过程中，皇家雪兰莪有限公司花费

了将近10万零吉。

生产锡器的“皇家雪兰莪”是马

来西亚家喻户晓，历史悠久的商标，

然而在中国注册商标的过程却遭遇到

挫折。

这事情对马来西亚商家在进入任

何市场前的带来什么启示呢？

第一项应该注意的事是什么？无

疑的，商家必须申请注册商标。

令笔者感到惊讶的是，一些马来

西亚商家，准备大显身手，把商品出

口到世界各地，不但没有申请注册商

标，甚至没有商标，对商标的保护意

识的认知比较低或者完全没有概念。

如果没有商标，消费者如果能够区分

辨识商品或服务来源？如果没有注册

商标，如何防止其他商家浑水摸鱼？

马来西亚和中国商标法 最 大的

区别在于中国采取“申请在先”的制

度。

何谓“申请在先”？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两个或

者两个以上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在同

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以相同或

者 近 似 的商标申请 注 册的，初步 审

定并公告申请在先的商标；同一天申

请的，初步审定并公告使用在先的商

标，驳回其他人的申请，不予公告。

有异于马来西亚商标法，除了文

字、图形、字母和数字，中国商标法允

许三维标志和颜色的组合。

一般上，商标要具有以下特征：

（一）商标具有显著特征，便于

消费者识别。一般上，商标要易记易

念，朗朗上口。

（二）商标不可直接表示商品的

质量、主要功能、用途、和其他特点。

例如，“苹果”不可以作为水果的商

标，但是可以作为电脑的商标。

在中国，申请注册商标，如果要

消费者更容易记得和念出，有中文会

会占优势。在马来西亚，中文商标也可

以申请注册，但是有关中文必须经过

合格翻译员翻译字义。

商标申请是根据商标的原料、用

途、性能、制造方式和服务性质等条

件，按照一定的标准分类。马来西亚

是根据《尼尔斯协定》，共有三十四种

商品类别和十一种服务类别。一般而

言，在不同类别的商品上使用或申请

相同的商标，是被允许的。这也解释

了皇家雪兰莪面对的窘境。

申请 注 册商标的费用一般 上不

高，更何况商标的有效期是十年。注

册商标有效期满，可以每十年无限的

续展。虽然申请人可以自己本身申请

注册商标，但是咨询专业意见有事半

功倍之效。目前商标申请在顺利情况

下，需时18个月，如果付出加速处理

费，申请期可以缩短至12个月，所以

必须有充裕时间计划才行。

如有疑问，欢迎来邮：

trademarks@cwlo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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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蓝海战略”可说是时下

企业界出现频率最高的

流行词。在瞬息万变的

商海中，如何求知、求新，在稳健基础

上力求发展？种种的挑战考验着每个

企业经营者。

马来西亚蓝海战略研究所总监刘

华才博士指出，目前的市场竞争极端

激烈，各大公司为讨好客户，多采用薄

利多销的方法，价格流血战使得市场

变成一片红色的血海。

他是10月1日在马中经贸总商会

青年团举办的早餐讲座会上，与出席

的60多名青年企业家分享他的蓝海战

略心得。

刘华才也引用《蓝海战略》一书

作者金伟灿(W.Chan.Kim)及芮妮.莫

伯尼(Renee Mauborgne)的见解说：“

蓝海思 维 模式不 再以市场占有率为

核心，以打击对手进而存活自己的方

式来寻求发展。它鼓励企业另辟新市

场，进行价值创新、瞄准非顾客，满足

顾客感性化的需求。”

创新求变开辟蓝天

他认为，不论在国家政策，还是

企 业 经 营方面，都应该 采用蓝 海 战

略。只有不断创新求变，想别人未想，

做 别 人 未 做，才 能 独一 无二与众不

同，开辟出属于自己的蓝天。

刘博士以近 期政 府打击罪案为

例，首相纳吉即是采用蓝海战略里“

以最低的成本发挥最大的效益”的原

则，将行政警察调派至犯罪率高的地

区，并让公务员做行政方面的工作，从

而成功降低了国内的犯罪率。

他强调，价值创新是蓝海战略的

基石，因为有价值的创新，才能让消

费者有购买产品的冲动。“电脑之父

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

往 往 被 人 忘记，因为 他 创新出的电

脑，人们并不会实际使用到，而IBM公

司就让电脑真正走入平常人家，让电

脑具备了使用的价值。”

刘华才也是本 地少数获得认证

的蓝海战略顾问师。他目前定期在《

星洲日报》发表蓝海战略专题文章，

并在2007年成功编撰了《蓝海战略：

马来西亚15个创新蓝海成功案例》一

书。这也是马来西亚第一本“蓝海战

略”书籍。

他说，开 创蓝 海 是 一 个有 动力

的过程，但有不少人认为创新越来越

难，其实最重要的是自己以身试法，想

象别人使用时的“痛苦经验”。

他 指 出 ：“ 就 以 苹 果 i P a d 为

例，iPad解决了手机荧幕太小、手提电

脑开机时间太长等问题，解决了顾客

的需求，从而让顾客永远都有购买的

欲望冲动。”

刘华才也指出，蓝海战略的目标

应锁定为非顾客身上，因非顾客的市

场比较大，例如卡拉威高尔夫球公司

就是借由探讨非顾客群，改造杆头较

大的球杆，为产品蕴蓄新的需求。

除了这些理念创新外，他建议企

业要学会发现客户的感性化需求。如

建立起特别的品牌，达到品牌效应。

他说，劳力士手表的优势不是时间更

准，而是能为使用者建立起高雅富贵

的形象。

文 / 陈紫菀

想人之未想 
   做人之未做

n	青年团团长林恒毅（右二）赠送纪念品予刘华才。
	 右起：讲座小组组长曾庆宁及谢文英、副团长丘洁光。

n	逾60名年轻企业家出席聆听“蓝海战略”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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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南宁至新加坡 经 济

走廊（简称“南新走廊”），

抓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

成的难得历史机遇，“中国青年企

业家南新走廊行”代表团一行48人

于9月28日抵达吉隆坡，与马中经

贸总商会青年团热情亲切的交流，

加深了解、增进感情，建立未来事

业合作。

“中国青年企业家南新走廊

行”代表团成员来自中国9个省市，

分别是广西、北京、重庆、香港、安

徽、贵州、湖南、浙江、广东，一行

人是于9月19日从南宁出发，已访

问了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

寨，28日抵达马来西亚，29日续程新加坡。

代表团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其中包括房地产开发、基

建、矿业、贸易、机械、旅游、科技等。

马中经贸总商会青年团团长林恒毅在欢迎代表团时

说，作为企业家队伍中最具活力的群体，青年企业家身上集

中体现了创新的时代精神和追求卓越的优秀品质，是推动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希望广大青年企业家把握机遇、开

辟新空间、巩固发展青年组织间友好关系，推动多领域互

利合作。

他指出，东盟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资

源，中国市场对这些资源需求旺盛，双方相辅相成。目前，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橡胶需求国，而东盟则盛产天然橡胶。

林恒毅是联合马中经贸总商青年团其他领导，包括副

团长丘洁光、秘书张柏垣、副秘书曾庆宁、副财政王志明

等，在碧华楼酒家设宴款待中国访客。

“中国青年企业家南新走廊行”代表团团长严霜致词

时说，这次的到访，是为了加深了解，增进感情，建立长远

合作。

她说，无论是什么友谊，都是从第一次结识开始，再次

见面的时候，已是老朋友，而事业上的合作也会越来越密

切。

这个庞大代表团成员包括广西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孔

莉、广西青年企业家协会秘书长杨建豪及广西礼仪文化交

流协会会长潘玲等。

严霜希望大家珍惜这样的机会，互相学习与交流，推

进双边青年企业家的事业发展与合作。

严霜也是中国－东盟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兼广西青

年联合会副主席，她也希望能与马中经贸总商会青年团于

10月21日，在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在南宁签署合作协

议。

中国青年企业家南新走廊行

n	中国朋友送“福”来
	 “中国青年企业家南新走廊行”团长严霜（右三）赠送绣上“福”字的广西壮锦给林恒毅

（左四）。左起为：王志明、丘洁光、杨建豪、孔莉和张柏垣。

本会于今年9月15日召开的第九届中央理事会第八次会议上，一致通过委任丹斯里张

晓卿爵士为荣誉会长。

丹斯里张晓卿来自砂拉越诗巫市，是马来西亚著名华人企业家，东南亚文化学术界

和社团领袖，曾任国会上议员，现任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创会会长、世界中文报业协会

首席会长、世界张氏总会创会会长、世界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常青集团执行主席和世

华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同时兼任《星洲日报》、《光明日报》社长；香港明报企业集团董事

主席。

张晓卿掌舵的常青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内地投资的国际跨国公司之一。

该集团在中国的上海、北京、哈尔滨、大同、贵州、吉林、广州也有业务投资。

资金雄厚及在中国有广大合作网络的常青集团，将负责领导在中国广西钦州开发，

总面积55平方公里的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计划。

丹斯里张晓卿受委为本会荣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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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林恒毅（左5）赢获2011国际青商创意青年企业家世界冠军大奖后与马来西亚代表团合影共庆，左一为邱秀桦。

林恒毅夺创意青年企业家世界冠军大奖

马
中经贸总商会秘书长兼环绿棕合有限公司董事经

理林恒毅于11月5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

青商世界大会上脱颖而出，成功击败香港和苏格兰的候选

人，为国争光，赢获2011年国际青商创意青年企业家世界

冠军大奖！

国际青商创意青年企业家奖是由全球最大的青年商

会－国际青年商会，于2005年推介，以表扬及认可杰出青年

企业家的创意成就。这个奖项于2007年开始在马来西亚举

行，获得各政府部门的支持，为具有创意的马来西亚青年企

业家提供国际竞逐的平台。林恒毅也是2011年的马来西亚

创意青年企业家奖冠军得主。　

经过两天严格的面试，以及在台上向4千多名来自150

多个国家，出席2011国际青年商会世界大会的代表们发表

企业讲述，林恒毅凭着他对绿色环保事业热诚，打动了五

人评审团。

在企业的资源回收运动，林恒毅的身体力行领导素质

受到赞赏，而且，他对员工努力的认可与给予机会发挥创

意，获得评审团的认可。

林恒毅很高兴与在现场的太太邱秀桦分享这份喜悦，

他同时也把这份荣誉归功给环绿棕合的全体员工。

37岁的林恒毅9月间在马中经贸总商会主办的“2011年

绿色黄金奖”颁奖礼上，也荣膺十大绿色环保奖的得主之一，

证明他从事绿色企业受肯定。

这次在比利时的大会，林恒毅的呈献也吸引了非洲卢

旺达国际青商会会长，希望能有机会合作，把技术引进卢

旺达。

2
011年是中国－东盟友好交流年，9月28日，中国－东盟青年

企业家协会、广西青年企业家协会组织中国青年企业家“南

新走廊行”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与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

会青年团进行了友好交流。

在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中国广西青年企业家协会

和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青年团再次进行了深入交流，并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马中经贸总商会青年团团长林恒毅（右）在南宁市桂景酒店

举行的签约仪式上，与中国广西青年企业家协会会代表罗日新交

换文件。

广西青年企业家协会
马中经贸总商会青年团签署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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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亚洲制造业协会主办的，以“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

全球制造业重新起航”为主题的第五届亚洲制造

业论坛年会于19-20日在北京成功举行，中国政协副主席

张梅颖、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国务院国资委副主

任姜志刚、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等领导和来自欧美、日韩、东盟国家的五百多位全球工商领

袖和专家学者出席。

本会秘书长林恒毅也受邀参与其盛，并发表演说，畅

谈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经济转型的机遇。

中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指出，危机的实质是长时期以

来这些国家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忽视，片面放大了虚拟

经济的作用，使金融大鳄贪婪吞噬财富，民众失业率攀升。

恶果是国家基础体力变得衰弱；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则是强

大的制造业是经济危机的“防火墙”、“预防剂”。

在谈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时，张梅颖说，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定要注重科技创新。过去那种技术长

期停滞不前、产品延续多年不变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竞争力才是真正的实力，才是能否成

功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关键。

第5届亚洲制造业论坛年会

n	刘俊光（后排左六）在首届北京国际友好商会大会上合影。

首届北京国际友好商会大会

n	林恒毅（右一）在年会上与张梅颖（左二）、马来西亚厂商联
合会会长慕斯达化曼梳（左一）及新加坡制造商联合会副会
长李豪（右二）合影。

2
011年9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北京国际友好商会大

会，出席者包括本会副总会长刘俊光在内的25个国家和

地区的45个城市工商会及机构的首脑、企业家齐聚一堂，共

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和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进程

中，商会服务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新策略、新途径。

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万季飞，北京市副市长程红出席会

议。

这次大会以“合作、发展、共赢”为主题，与会各方达

成并签署了《北京合作共识》。有关共识包括建立信息共享

平台；相互对本地区和城市有合作需求的其他商会会员企

业提供产业政策、市场分析等咨询和培训服务；协助举办

并组织会员企业参加政策及环境推介会和项目对接洽谈会

等内容。该会议确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并为各商会组织在中

国北京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提供帮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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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届郑州全国商品交易会暨日用消费品博览会于9

月16日至18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东盟和非盟

国家首次组团参展，令展会凸显国际化元素。

郑州全国商品交易会是商务部重点支持的全国性综合

展会活动，自1995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16届。从2005年开

始，郑交会将主题命名为消费品博览会，赋予了鲜明的专业

展会特色。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共8.5万平方米，划分有国际商品、

国内友好城市及河南名优精品、家居建材、渔具用品、IT

产品、中华四宝等10个专业展区，共设1500个标准展位和

169个特装展位，参展企业预计1600余家。预计参会人员

超过15万人次。

这次的郑交会首次设立了国际商品展区。除了马来西

亚、泰国、越南、缅甸四个东盟国家参展，还吸引了非盟国

家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两国参展，六国参展企业达36个，参

展展位107个，商品涉及特色食品、工艺品和红木家具等，

彰显浓郁异域风情。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这次也特地委托世汇国

际商务有限公司(One World Treasure Sdn Bhd)组织国内

企业到郑州参展，参展的马来西亚企业共有5家，包括可达

益燕窝(Kedaik Swiftlet Trading),必美乐有限公司(Pitaberry 

Sdn. Bhd)., Desa KL Enterprise Sdn. Bhd.,金马燕窝保健有

限公司(Golden-Mah Bird’s Nest Sdn. Bhd.)及福丽威有限

公司(Fully Wealth Sdn. Bhd).

马来西亚企业Desa KL Enterprise Sdn. Bhd.通过这

次参展也成功建立了河南省的业务代表及长期策略合作伙

伴。

博览会期间，本会也安排了新浪河南网采访马来西亚

参展商。

第17届郑交会

本会组团参展

n	马来西亚参展商张振昌接受河南新浪网的访问。

n	马来西亚展区。

罗
章武律师事务所将成为第一家在中国设立外国律

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的马来西亚律师事务所。

同时，也是第一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设立代表机构。这也是拥有11年历史的罗章武律师事务所

第一次在海外开拓业务。目前，该事务所总部设在吉隆坡、

分别在槟城和沙巴设有联盟办事处。

马来西亚罗章武律师事务所于今年10月26日在广西

南宁与中国广西最大规模的律师事务所同望律师事务所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这项签约仪式是在第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5号展馆

的马来西亚馆举行，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律师管理

处李健处长和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机构中港澳区主任

温有志共同见证中国广西同望律师事务所主任黄强光和马

来西亚罗章武律师事务所主任罗章武签订了中国广西同望

律师事务所与马来西亚罗章武律师事务所建立《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框架协议》。

马来西亚罗章武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00年，律师成

员均毕业于英国、澳洲和马来西亚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罗

章武律师也是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中央理事兼会

讯出版委员会主席。

罗章武律师事务所拓展中国市场

n	罗章武律师(右)与黄强光主任交换签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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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中经贸总商会砂拉 越分会于

2011年6月13日正式成立，金秋

十月首次踏足中国进行商业考察。

2011年10月18日至25日一行10人

在会长拿督刘增强及第一副会长拿督

刘乃好的率领下，前往中国广西南宁

参加“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也

参观了“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

这是中国首次于南宁地区开辟以东盟

友好国名义所规划的大规模产业开发

项目，藉以庆祝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

关系20周年纪念。

访 问 团 也饱 览了有“山水甲天

下”的桂林秀丽风光，为此行增添诗

情画意。

桂林l山水甲天下

桂林位于广西的东北部，由“二

江四湖”所环绕，“二江”指的是漓江

及桃花江；“四湖”则是桂湖、榕湖、

木龙湖及杉湖。

考察团于2011年10月18日上午十

时廿分抵达桂林。从机场到市区，沿

路映入眼帘的尽是绿意盎然，是名副

其实的“绿化之都”，这个人称“世界

最美丽的城市”之一的桂林，整座城

市似乎都被群山所环绕。

游览行程包括桂林市有“天上北

斗，人间七星”之称的“七星景区”以

及城市标志象徵的“象鼻山”。

漓江无处不美景

次日经由竹江码头搭乘游船畅游

漓江。漓江，是中国锦秀河山的一颗

明珠，是桂林风光的精华。而漓江的

水如情似梦，其山水相依，与变化万

千的自然景色交相辉映，更赋予桂林

的山水神姿仙态。

约 莫 五句 钟 抵 达 阳朔，走 进 充

满少数民族风味又是游览季节的“西

街”，热闹的街上尽是玲琅满目的民

族服饰，精致手制品，斑斓的装饰品

等。

张艺谋的“印象－刘三姐”

是晚，观赏由享誉国际影坛的中

国着名导演张艺谋所编导的大型实景

剧场-“印象l刘三姐”。该剧也获得

杰尼斯记录：“世界最大天然实景剧

场”。

整 个 表 演 绝 无 冷 场 ，一 气 呵

成。70分钟的节目在夺目的灯光，绝

佳音响的衬托下，呈现大家眼前。那

悦耳的歌声丶绚丽的灯光丶妩媚的舞

蹈，丰富的肢体语言，现场感十足的漓

江水面舞台布景，震撼人心！

当晚飞抵南宁已经是午夜时分。

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10月21日上午十时正“第八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于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正式开幕。

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2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友好交流年”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一周年”，在

此时此刻举办“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

会”显得特别有意义。

而博览会期间所举办的各项论坛

与活动则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建设，共享合作与发展机遇”为宗

旨，并突出“环保合作”主题。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受邀于开幕仪

式上致词时表示：“本届博览会尤其

重要，因为今年恰逢东盟与中国建立

对话关系20周年。20年来，在共同理

念下，双边关系蓬勃发展。”

当天，中国几家知名企业在纳吉

等见证下，与我国企业界签署了多项

合作投资项目，包括“中马钦州产业

园”的投资开发案。

中国总理温家宝于开幕式上发

表了《深化合 作l 共同繁荣》的主旨

演讲。并表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正

处于历史上最高峰，最富有成效的时

期。

温家宝又称“中国与东盟国家或

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他说：“远亲不

如近邻”，地缘这根纽带把我们紧密

联系在一起。

次日，10月22日上午十时前往位

于华南城的中国—东盟产品展示交易

中心出席“中国-东盟轻工业展”启动

仪式以及“中国-东盟商会领袖论坛”

。

下午行程则是前往南宁国际会展

中心参加“马来西亚商品贸易对接会”

，听取了沙巴棕榈油局局长彭德维讲

解了棕油多元用途的发展潜能与未来

前景。

对话会後，团员也参观了东盟各

国的展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本

届主题国—马来西亚展位，则安排在

最显眼的位置。

中马钦州产业园共创荣景

10月23日在马中经贸总商会第

一副会长陈友信率领下，前往钦州参

观“中马钦州产业园”。

钦州处於中国与东盟开发合作的

前沿，地处中国华南经济圈，西南经

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钦州全

市总人口380多万。

“中马钦州产业园”距钦州港5

马中经贸总商会砂拉越分会
桂林 l东盟博览会 l钦州之行

南宁商机无限

桂林美景处处
文 / 熊美鹃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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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拿督刘增强（左8）丶拿督刘乃好（右6）丶丹斯里林玉唐（右8）及陈友信（右9）与代表团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园区合影。

公里，到南宁吴圩国际机场1.5小时。

因此地处凌空的优势地理位置，造就

它无限的发展潜能，尤其与东盟10国

的经济连接网更突显其营运的灵活计

划的优势条件。

一行人参观过了“中马钦州产业

园”後便驱车前往距离5公里外的“钦

州保税港区”，听取保税区的整个发

展概况与未来蓝图。

张晓钦宴请代表团

中午中共钦州市委书记张晓钦于

白海豚酒店设宴款待访问团。

张晓钦于午宴上致词时表示“中

国在东盟各国中，与马来西亚关系尤

其密切。最主要的是贵国的华人经济

力量雄厚，与国内建立深厚的经贸与

人脉关系。”

张书记称“中马钦州产业园”在

两国政府的实质支持与大力推动下于

2011年4月签署《意向合作书》，这段

历史不能忘记，因为这是开启两国未

来更紧密合作的基础。”

他也称赞及肯定马中经贸总商会

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开发项目所付诸

的关注丶协助与推动，尤其两位会长

拿督杨天培及拿督黄汉良与陈友信第

一副总会长。

当天宾主双方互换纪念品，砂拉

越分会则赠送纪念锦旗予张晓钦市委

书记，并将砂拉越特产胡椒等分赠各

单位领导。

满载而归

10月24日下午由南宁飞回桂林留

宿一夜。当晚第一次感受秋意正凉。

次日上午九时带着“南宁的无限商机，

桂林的明媚风光”的愉悦心情飞返国

门。

n	砂分会会长拿督刘增强（右三）赠送纪念锦旗予钦州市委书记张晓钦（左二）。
	 右二为拿督刘乃好丶中为陈友信丶左一为丹斯里林玉唐。

n	代表团在展馆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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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分会1周年纪念暨中秋联谊晚会

刘国城：走出沙巴　放眼中国
马

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兼沙巴

分会会长拿督刘国城认为，中

国的崛起，为中国周边国家带来无限

商机，因此，沙巴商家需自我调整，走

出沙巴，放眼中国，并且配合这一股

动力，抓紧机会，开创未来。

他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

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

有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将会于10年或

20年内，超越美国。 

他指出，在当前环球 经济不 确

定因素困扰的时刻，美国经济一蹶不

振，非常疲弱，而欧元经济体系则面

对了危机，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增长

兼扩大内需的政策，无形中已成为了

振兴国际经济的主要动力。

拿 督刘国 城 是 于 9月19日，在

1Borneo霸级购物商场宴会厅，为“

马中经贸总商会沙巴分会一周年纪念

暨中秋联谊晚会”致词时，发表这样

的谈话。

谈到马中双边贸易，他指出，去

年的马中贸易总额达742亿美元，预

计今年将会突破800亿美元。 

他也说，根据报导，马来西亚在

中国的投资约达60亿美元，而中国在

大马的投资只有6亿美元，但未来将

会持续增加。目前，马中两国的贸易，

于每年都会有10巴仙至20巴仙的增

长。

他补充，马中经贸总商会沙巴分

会就是在此国际经济发展的形势下

成立，并且希望透过集体的力量，提

升沙巴与中国之间的经贸活动，协助

会员开拓中国市场或加强于中方经

贸的来往，进一步提升马中的经贸关

系。 

沙巴州副首席部长拿督于墨斋

医生在晚会上致辞时冀望透过马中

经贸总商会沙巴分会的成立，可带动

州经济，刺激州经济成长。 

于墨斋：中国商机不容忽略

于墨斋也是州资源发展及资讯

工艺部长，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其超过13亿的人口，更已成

为世界最大的工厂和消费市场，当中

的巨大商机更是不能被忽略。

他说，如今，中国拥有世界最大

的经贸商机，世界各国都希望能搭

上“中国列车”，他希望透过马中经贸

总商会的成立，能为两国经贸做出更

大的努力，为沙巴带来更大的投资，

以及发展商机。 

他也谈及马中渊源。他说：“马

来西亚和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也即

马来西亚除了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华人

外，我国前任首相敦拉萨更是我国首

个与中国建立邦交的领袖。” 

眼 见中国如 今的蓬勃发 展，他

表示，前任首相敦拉萨是个有远见的

领袖，而现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更

有着其父亲（敦拉萨）般的智慧与远

见。 

对于 一年一度的中秋 节，他补

充，中秋节一项很重要的中华文化节

日，“比起世界其他国家面对了天灾、

政治动乱等状况，我国能享有和平与

和谐，是值得庆幸，而在我国领袖领

导下，我国政治也显得稳定。”

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地方政府

及房屋部助理部长拿督杨爱华、基本

设施发展部助理部长彭育明、江升俊

上议员、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会长拿督

斯里邦里玛陈友仁局绅、亚庇市政厅

总监拿督杨文海、Sagajuta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陈沺铼等人。

n	刘国城（左五）率领分会理事，在于墨斋（左六）等人陪同下，向来宾敬酒。	
左起：钱久思、邱雅德、郑金顶、刘顺泰、陈沺铼、唐德安、李泰发、陈金栈、
陈伟裕、李振发及洪本松。

n	刘国城（左七）在于墨斋（左八）、陈友仁（左五）及众理事嘉宾陪同下切喜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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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海外华商联合会会长李绍强率领10人代表团前

来沙巴亚庇视察商机及参加沙巴亚庇工商总会100周

年会庆。马中经贸总商会沙巴分会特地趁这个机会宴请代表

团，李绍强也是也是马中经贸总商会分会之名誉顾问。

n	前排左起：沙巴分会副会长郑金顶，
副会长陈沺铼，副总会长兼分会会长
拿督刘国城，大连市海外华商联合会
会长李绍强，副会长刘顺泰，大连市
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马建波。

	 后排：分会财政邱亚德，理事李泰发，
唐德安，大连市华商联合会刘勤民副会
长，张东奇常务副会长，大连市陈香梅
中美文化交流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杨
惠滋，杨子超及联合会办公室主任高
风霞。

沙巴分会

宴请大连海外华商联合会

马
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指出，

一旦衔接中国昆明至新加坡的泛亚高速铁路竣工通

路，将会带动物流业，刺激各地经济。

他是於12月10日在本会会议室接待昆明市市长张祖

林率领，包括政府与企业单位的23人代表团时发表这样的

谈话，出席接待会交流会的本会领导包括中央理事丹斯里

郑添利、张联兴、卢国祥、罗章武、沈哲初与李国源，以及

较后加入饭局的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

黄汉良说，昆明市近年来发展迅速，当地丰富的天然资

源也是吸引马来西亚商人之处。

他补充，马中两国截至10月的双边贸易额高达约730

亿美金（约2193亿令吉），因此，今年双边贸易将能突破

800亿美金（约2400亿令吉）的目标。

张祖林表示，昆明一直与马来西亚多个城市在经济丶

教育丶科技丶文化和旅游上皆有密切合作关系，他也相信在

泛亚高速铁路竣工後，如此一脉相承也将能进一步拉近彼

此关系。

他也藉此机会介绍昆明市的商机，包括舒适的气候丶

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更多开发区等，希望马来西亚投资

者能前往昆明市进行投资。

昆明市张祖林市长

n	（右）与张祖林市长互赠纪念品。

n	本会领导与昆明市市长张祖林（右三）及秘书长赵学锋（左二）合影。
	 左起：郑添利、黄漢良、陈友信、李国源。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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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指出，中国地少人多，

而马来西亚地广人稀，所以，马中两国在茶业种植与

生产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他说，彭亨州的金马仑的气候适合种植茶业，而中国

可以提供茶业深加工技术，可以带来相辅相成的作用。

刘俊光是于10月13日在马中经贸总商会会所接见到

访的云南省侨务办公室经贸文教考察团时，发表这样的看

法。

他透露，马来西亚的气候不潮湿，是贮藏云南著名普

洱茶的理想仓库，前阵子在这里储存的普洱也已经返销中

国。

出席接待会的马中经贸总商会领导包括秘书长林恒

毅、总财政黄锡琦、中央理事李素桦律师及谢成进。

云南省侨务办公室经贸文教考察团一行六人包括云南

省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赵军、省侨务办公室国内处副处

长樊心红、文化教育处研调员李明、云南省海外交流协会

秘书周云岭、省侨办经济科技处副秘书长欧阳美怡和项目

专员梁莎。

赵军在交流会上说，如果大家错过30年前深圳的发展

机遇，就应该关注目前云南边境瑞丽试验区的难得机遇。

他说，这是中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重点计划，准备

把云南发展成为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把瑞丽

打造成为另一个深圳。

目前已启动的瑞丽国际华商产业园是由云南省政府侨

务办公室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府针对海外华商投资

特点和东部华商产业转移趋势而专门策划的，园区位于云

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园区规划占地面积10平方公里，项目投

资约800亿元人民币，园区包括中央商务区、东南亚特色农

产品加工区、特色旅游商品区和国际物流园区，园区引进投

资商主要以世界500强华商企业为主。

n	刘俊光（左7）赠送纪
念品给赵军（左6）.左
起：梁莎、欧阳美怡、
周云 岭、李明、樊 心
红、林恒毅、李素桦、
黄锡琦、谢成进、周美
馨。

云南省侨务办公室

黑龙江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徐广明指出，来到马来西

亚，第一个感觉好像是到了中国南方某一个省份，可

以用普通话沟通，非常亲切。

徐广明是于10月28日率领黑龙江外事办四人代表团前

来拜会本会，与本会领导交流时发表这样的谈话。

他说，黑龙江地处北国边陲，冬季冰天雪地，这些年

来经济取得迅速的发展。黑龙江推行对外开放政策，除了

传统上与毗邻的俄罗斯有深度经贸交流，省政府也重视开

展与其他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而黑龙江前省长也

曾经到马来西亚访问。

他希望能与马中经贸总商会建立更密切关系，共同推

动双边经贸文化交流。同时更欢迎商会继续组团参加每年

六月中旬举行的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

出席交流会的其他成员包括黑龙江省贸易促进会副会

长李德山、外事办主任科员王骥和外事办翻译陈定杰。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在交流会上说，黑

龙江是中国重要粮仓和重工业基地，希望黑龙江省的商家

朋友也能把握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机遇，到这里结识

更多朋友，共谋繁荣进步。

他指出，马中两国日前签署了“中马钦州产业园”的共

同开发协议，而马中经贸总商会推荐的常青集团则获得马

来西亚政府授权代表马方带头推动这个项目。

出席交流会的本会领导包括副总会长丁锦清、颜登

逸、中央理事包久星、张联兴。

黑龙江省外事办公室

n	黄汉良（左5）与徐广
明（左4）互赠纪念品。
左起：陈定杰、王骥、
李德山、丁锦清、颜登
逸、包久星、张联兴。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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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认为，中国爱好和平

友好，所以，中国的强大不会威胁马来西亚的安全，更

不会威胁世界的安全。

他以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在600年前七下西洋为例，

传播的是和平观念，受人敬仰。

黄汉良是于10月10日在会所接待到访的中国青海省工

商业22人代表团时，发表这样的谈话。

他说，青海是属于西部省份，这里的人较陌生，所以，

希望今后能增加往来，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也把生意越

做越大。

他指出，由于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国家，而青海的穆斯

林到马来西亚会倍感亲切。一些在马来西亚留学的中国穆

斯林，毕业后甚至留在马来西亚经商，成为新一代的中国移

民。

出席接待会的本会领导包括：副总会长丁锦清、刘俊

光、秘书长林恒毅、中央理事丁扬岗、沈哲初和包久星局

绅。

青海省工商联副主席马青指出，青海宛如未开发的处

女地，神秘而诱人、粗拙中透出珠光宝气，平静中显出神

奇风采。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和气候条件成就了畜牧业的

发展，青海著名的牛羊，可以说是喝矿泉水、吃珍贵虫草长

大。

他说，青海自2000年就开始举办青海投资贸易洽谈

会，搭建了一个开放与发展、合作与交流的平台，让世界和

中国认识了青海，成就了青洽会作为青海省规模最大、级

别最高的经贸盛会，更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经贸洽谈活动之

一。

他透露，这些年也有一些马来西亚产品在青洽会参

展，展出产品包括白咖啡、巧克力及膨化食品。因此，欢迎

更多的马来西亚商家参加青洽会，开拓西部商机。

n	青海省工商业代表团与本会领导交流后互赠纪念品。右起：沈哲初、丁扬岗、包久星、林恒毅、刘俊光、丁锦清、周君、黄汉良、	
韩兴旺、马青。

青海省工商业

中国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代表团于11月25日在董事长苏端率领下，前

来我会进行交流访问，由总会长拿督黄汉良主持接待。

苏端表示，该公司或简称中电科技是以原信息产业部直属研究院所和

高科技企业为基础、组建而成的中国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成立至今已有9

年。

他指出，中电科技目前建有三个产业园区，包括设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

海市的中国电子产业园、位于海南省老城经济开发区海南生态软件园和中国

电子西安产业园。 

他说，代表团此行来马的目的，是希望透过推广上述产业园，从中了解

马来西亚投资的情况以及与东盟各国保持更紧密的联系。

代表团成员包括中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田伟、中电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资金处处长何文哲、中电北海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产业部

经理高希顿、综合部经理王洋、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项目官员张文及施璐。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表示，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双边贸易在去年达到创纪录的742亿美元，其中电子

业占了很大的出口比率。

他说，电子科技在马来西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欢迎中国科技公司与马来西亚企业合作，共同开拓电子科技。

参与交流的本会代表包括副执行秘书陈紫菀及吴思颖。

中国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n	黄汉良（右）与苏端交换纪念品。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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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中部三省工商业代表团于10月10日连袂拜访本

会，与本会领导交流增进友谊。这三个省份是安徽

省、河南省及湖南省。

代表团是前往新加坡出席世界华商大会后，绕道马来

西亚。安徽省代表团一行11人是由省工商业联合会巡视员

吴成贵率领，河南省代表团一行19人由省工商联秘书长赵

纯武，而湖南省代表团一行三人则由省工商联副主席吴曙

光率领。

三省代表团简述当地 发展与投资机会后，也获得本

会领导介绍马来西亚概况、马中双边经贸的最新发展等课

题。

出席交流的本会领导包括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副总会

长丁锦清、刘俊光、秘书长林恒毅、中央理事沈哲初、包久

星局绅及丁扬岗。

中部三省：安徽、河南、湖南

n	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赵纯武（前排右二）率领省工商业代表团与本会交流后与领导留影。前排右一为丁锦清，右三为	
黄汉良。

n	安徽省工商业代表团在
省工商业联合会巡视
员吴成贵（前排左二）
率领下，与本会领导交
流。

	 前排右起：丁锦清、刘
俊光、黄汉良。

n	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代
表团与本会领导交流后
合影。

	 前排左 起：龚明英、
吴曙光、黄汉良、刘俊
光、丁锦清。

	 后排左起：李机旻、林
恒毅、包久星、沈哲初、
丁扬岗。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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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南宁市委员会代表团于11月15日在副书记冯晓华

率领下，前来我会进行交流访问。

冯晓华表示，广西青年活动主要由两个组织推动，即

青年联合会及青年企业家协会，前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广西基本人民团体之一，主要统揽青年统战工作，团结凝

聚青年，引导广大青年积极健康地参与社会生活。后者则

属于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是共青团联系青年企业家的桥梁

和纽带。

她指出，该团此次到访马中经贸总商会，是希望了解本

地青年如何参与组织工作，以促进两地青年企业家的交流

及互动。

代表团成员南宁市委组织部干部一科科长王合新、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科长陈卫国、

市教育局党办主任兼团委书记陈挺、共青团南宁市委农青

部部长甘继伟以及共青团南宁市委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

蔡竞辉。

马中经贸总商会秘书长兼青年团团长林恒毅指出，广

西和马来西亚的经贸关系向来密切，每年在南宁举行的中

国-东盟博览会，马来西亚都有很多企业参展，本会更是风

雨不改地组织企业前往参会。

他说，随着两国领导在刚过去的第八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上推介中马钦州产业园，预料将吸引更多的马来西亚

企业到广西投资兴业。

他也说，马中经贸总商会将在明年继续举办投资国际

大会，主题将针对青年企业家，届时欢迎南宁市委员会组

织企业前来参与。

参与交流的本会青年团领导包括中央理事兼副团长丘

洁光、秘书张柏垣、理事谢中正及彭彦彰。

烟台市商务局副局长刘铁军鼓励本地企业组团到烟台

市投资，尤其是在汽车及黄金制造等行业。

他表示，烟台自然资源丰富，是中国北方著名的水果

产地，烟台苹果、大樱桃等享誉海内外；烟台也是中国重要

的黄金产地，黄金储量位居全国第一，产量占全国的1/4以

上。

刘铁军是于11月14日率领烟台市商务局六人代表团前

来拜会本会，与本会领导交流时发表这样的谈话。

出席交流会的其他成员包括烟台市商务局副科长刘连

营、莱州鼎城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鲍冠云、烟台职业技

术学院英语老师李海波、烟台市驻马来西亚首席代表孙鼎

锟及陈安莉。

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宋兆棠在交流会上介绍马

来西亚的投资情况。他指出，大马投资环境的竞争优势主

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包括地理位置优越，位于东南亚核心

地带，经济基础稳固、原产料产品资源丰富、人力资源素质

高，同时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他说，马来西亚已经连续三年成为中国在东盟的最

大贸易伙伴，去年，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双边贸易增长

42.8%，达到创纪录的742亿美元，今年估计会突破800亿

美元。

出席交流会的本会领导包括副总会长丁锦清、总财政

黄锡琦、中央理事张联兴及李国源。

n	共青团南宁市委员会代
表团与本会青年团领导
交流后互赠纪念品。
左起：陈挺、陈卫国、
王合新、蔡竞辉、甘继
伟、冯晓华、林恒毅、
丘洁光、张柏垣、谢中
正和彭彦彰。

南宁共青团

n	刘铁军（左6）与宋兆棠
（右5）互赠纪念品。左
起：李海波、鲍冠云、
陈安莉、刘连营、孙鼎
锟；右起：黄锡琦、李国
源、张联兴、丁锦清。

烟台市商务局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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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扬州市海外交流协会代表团于10月10日在会长

朱路跃率领下，前来我会进行交流访问。

朱路跃也是扬州市侨务办公室主任。他说，扬州是历

史悠久文化古城，是吴王夫差在2500年前建城，唐朝时期

最为兴旺，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工业

城市。

扬州地处江苏省中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是“

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内重要的工商业港口城市。

扬州也是“鱼米之乡”，盛产优质粮棉油及各类水产

品，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和高效农业试验基地。

朱路跃说，古老的扬州不断的创新发展，除了是优秀

旅游城市，更是理想的人居城市，因此，希望马中经贸总商

会的领导们能在烟花三月下扬州。

代表团成员包括江都市政协副主席王广顺、扬州市侨

务办公室副主任方军、扬州市侨务办公室处长张静、江都

市侨办主任张建林、扬州万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郭

画、扬州市澎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润生和扬州市

人民政府经济顾问陈柏生。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指出，马来西亚与

中国的双边经贸发展迅速，主要得力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的正式全面启动，希望扬州市的企业家也能合力推动，使

双边经贸活动更为蓬勃。

参与交流的本会领导包括副总会长丁锦清、中央理事

李素桦、谢成进、沈哲初。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代表团于10月24日在副主任赵旭

率领下，前来我会进行交流访问。

赵旭在交流会上说，长春市别称“北国春城”，人口

700多万，是东北区天然的地理中心，全省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中心。

长春市也是中国最大的汽车工业城市，每年生产160

万辆汽车、卡车及火车等。

他指出，马来西亚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项目不多，而且多

集中在酒店和地产业。他欢迎马来西亚商会组织各行各业

到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作深切交流，以探讨两地合作的可

能性。

代表团成员包括该区投资促进三局局长许哲、商务局

副局长王晓强以及综合物流(中国)有限公司市场部副总经

理陈大忠。

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郭隆生指出，马来西亚与吉

林省长期以来保持密切的交流，尤其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落实后，吉马企业的来往更加频密。

他说，马来西亚仍有许多土地未开发，因此他鼓励中

国企业，尤其是农业方面专才，到来马来西亚投资。

参与交流的本会领导包括中央理事包久星及谢成进。

n	朱路跃（左四）赠送纪
念品予黄汉良（左五）
。左起：陈柏生、方军、
王广顺、丁锦清、谢成
进、李素桦、沈哲初。

扬州市海外交流协会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n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代表团与本会领导交
流 后互赠纪念品。左
起：王晓强、陈大忠、
许哲、赵旭、郭隆生、
包久星、谢成进、周美
馨、吴思颖。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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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指出，

东盟国家设立总资金近5亿美元的东盟基建基金，同

时把基金总部设在马来西亚，显示马来西亚具备发展成为区

域中心的潜能。

他说，这意味着马来西亚拥有充足条件提升区域基

建，实现2015年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

黄汉良是于2011年9月26日连同秘书长林恒毅及执行

秘书周美馨，在会所接待中国辽宁省盘锦市副市长徐吉生

率领的访问团时，在交流会上发表这样的谈话。

他指出，一旦马来西亚全面提升基建和物流资源，就

能吸引更多海外企业家到马来西亚投资。

他希望中国企业积极到马来西亚开拓新市场，共同分

享区域经济发展成果。

辽宁省盘锦市副市长徐吉生说，盘锦市位于辽宁省西

南部，以盘锦大米闻名全国，是关东的鱼米之乡。京奥期

间，奥运会餐厅的大米，都是由盘锦市提供。

他透露，盘锦也拥有丰富原生态丶石油丶天然气和海洋

生态，许多企业也在寻求合作伙伴。

他希望马中经贸总商会能组团访问盘锦，实地考察投

资环境。

陪同徐吉生副市长到访的还有盘锦市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局副局长王培夙及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投资促进处处长

张赫伟。

辽宁省盘锦市政府

n	黄漢良（左四）赠送纪念品予徐吉生
副市长（左三）。左起：张赫伟、王
培夙、林恒毅、周美馨。

吉
林市政协副主席陈东等一行5人于2011年10月9日

访问吉隆坡，本会领导在阳城酒家设宴款待该代

表团。

陈主席在发言时表示，吉林市近年发展势头良好、化

工、冶金等领域都充满无限的商机，希望马来西亚和吉林

市企业将来有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说，本会将组织商业代表团去

中国，包括吉林市进行考察，建立直接的关系。

他也欢迎更多的中国商团来马考察，寻找合作机会。

此次随行的中方代表尚有吉林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

办公室副主任于大伟和副处长马艳红、吉林市旭升地质矿

产资源勘测设计研究院院长董传秀以及吉林市双士药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安继财。

参与接待的领导为副总会长丁锦清和宋兆棠、中央理

事张联兴、谢成进和包久星、马来西亚华人医药总会第一副

会长蔡侨清、马来西亚中国医药保健品商会副会长林隆发，

以及本会执行秘书周美馨。

n	吉林市政协副主席陈东
（前排右2）赠送纪念
品给总会长拿督黄汉
良。前排右1为丁锦清、
左1及左2分别为宋兆
棠和于大伟。后排左起
为马艳红、包久星、谢
成进、张联兴、董传秀、
安继财、林隆发、蔡侨
清和周美馨。

吉林市政协副主席陈东

接待代表团


	Cover12_2011_2
	02-03 Content
	04-15 Cover Story
	16-31 Focus Point
	32-34 Investment Corner
	36-39 Malaysia Economy
	40-44 Bilateral Relations
	46-50 Column
	51 Experience Sharing
	52-65 Chamber Activ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