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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之夜 Malaysia-China Night

2
012年11月28日，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呈

献别开生面的三合一“马中之夜”晚宴，热烈庆祝“

三喜临门”，即“马中经济贸易总商会22周年会庆”

、“2012年马中经贸环保奖”颁奖礼，以及“马来西亚中国进

出口商品展览会”（简称马交会）欢迎宴”。

这项盛会，汇聚中国、马来西亚和东盟商协会及企业

领导，彼此趁着难得的机会相互联谊交流，场面非常热闹

欢腾。

马来西亚会议与展览局(MyCEB)也是“马中之夜”的支

持单位，该局特别安排舞蹈团呈献精彩的民族舞蹈表演，

让国外嘉宾更进一步了解我国多元文化，此外，海鸥集团也

赞助晚宴司仪及海鸥之星演出，为晚宴增添了不少娱庆氛

围。

当晚，荣幸邀请到马来西亚财政部副部长拿督林祥才

拨冗出席及致词，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也在

晚宴上致欢迎词，其余致词嘉宾包括中国驻马大使馆政务

参赞陈德海、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副总经理马国

勤、马中经贸环保奖工委会主席刘俊光，以及东盟工程科

技院院长拿督洪礼璧。

出席晚宴贵宾包括：中国驻马大使馆商务参赞宣国兴

和领事参赞林动、福建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陈安

生、雪兰莪州高级行政议员郭素沁、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

贵伦、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副总会长拿督斯里林锦胜、大马

对外贸易发展局中港澳区主任温有志、大马儒商协会会长

邱维斌；马中经贸总商会终身荣誉会长丹斯里林源德、陈

凯希、拿督杨天培；荣誉会长丹斯里吴德芳、第一副总会长

陈友信；副总会长丁锦清、杨天德博士、廖志明、宋兆棠硕

士、颜登逸；副秘书长李志贤、副总财政拿督黄锡琦；中央

理事丹斯里陈炎顺、包久星太平局绅、郭隆生、陈祈福、荣

誉顾问胡逸山；沙巴州分会会长拿督刘国城、柔佛州分会

会长杨永凯；青年团第一副团长丁扬岗、星洲日报首席执行

员许春、东方日报总编辑潘友来、中国新闻社马来西亚分社

社长黄鸿斌，以及各商协会企业领导等。这项活动也获得

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东方日报、光华日报、英文星

报等报章派员前来采访报导。

此外，砂拉越、沙巴、槟城、柔佛、霹雳、马六甲等地

分会会员也不惜舟车劳顿，前来参与其盛；同时，从中国远

道而来参加马交会的参展商，也成群结队的出席此项欢迎

宴。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22周年会庆

三喜临门耀马中

n	为了庆祝“三喜临门”，马中经贸筵开60席，广邀马中政经界翘楚齐聚一堂，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n	为了庆祝“三喜临门”，马中经贸筵开60席，广邀马中政经界翘楚齐聚一堂，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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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黄汉良（右二起）、陈友信，诚挚地与来宾把酒言欢。

n	如此喜气洋洋的欢腾晚宴，当然要“饮胜”碰杯庆祝一番。左起为林动参赞、陈
德海参赞、黄汉良、林祥才、宣国兴参赞、陈安生副厅长及马国勤。

n	黄汉良究竟说了什么笑话，把郭素沁
逗得如此开心？

n	黄汉良（左）赠送水果礼篮予林祥
才，以感谢他拨冗出席“马中之夜”
晚宴。

n	来自东盟各国的“2012马中经贸环保奖”得主领奖后与马中经贸总商会及东盟工程科技院领导合影，前排左起：郭隆生、洪
礼璧、陈德海参赞、黄汉良、刘俊光、朱国明。

n	黄汉良（右二起）、陈友信，诚挚地与来宾把酒言欢。 n	黄汉良（左）赠送水果礼篮予林祥
才，以感谢他拨冗出席“马中之夜”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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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黄汉良、林祥才及宣国兴参赞。

n	左起：陈安生副厅长、马国勤、陈凯希、杨天培有谈不完的
话题。

n	肢体语言胜过千言万语。瞧！充满动感的交错握手，就证明
了马中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左起郭素沁、林动参赞、陈德
海参赞、黄汉良。

n	酒杯轻轻碰一声，马中贸易额有望节节上升。右起为刘俊光、黄汉良、陈友信、洪礼
璧。

n	“杯中物”不经意地把杨天德博士（左）
与马国勤之间的距离拉近许多。

n	方贵伦也是“马中之夜”座上嘉宾，席上与黄汉良（中）及
陈德海参赞（左）相互交流。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22周年会庆

n	酒杯轻轻碰一声，马中贸易额有望节节上升。右起为刘俊光、黄汉良、陈友信、洪礼
璧。

n	“杯中物”不经意地把杨天德博士（左）
与马国勤之间的距离拉近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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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马来西亚会议与展览局(MyCEB)是“马中之夜”的支持单位，该
局特别安排舞蹈团呈献精彩的民族舞蹈表演，让国外嘉宾更进一
步了解我国多元文化。 n	难得有机会参与“马中之夜”，来自中国的参展商纷

纷在晚宴舞台合照留念。

n	郭素沁与杨天培（左一）及吴德芳（左二）碰杯畅饮。 n	刘俊光（站立者左起）陪伴陈安生副厅长，向来宾敬酒。

n	来宾向本会秘书处工作人员查询席位。n	前阵子不小心跌倒的本会中央理事谢成进，才刚初愈不
久，即在太太陪同下参与“马中之夜”，右为本会青年团副
团长邱洁光。

n
	本

会
青

年
团

副

团
长

杨碧珊携带孩子出席晚
宴

。

n
	本

会
青

年
团

副

团
长

杨碧珊携带孩子出席晚
宴

。

n	马来西亚会议与展览局(MyCEB)是“马中之夜”的支持单位，该
局特别安排舞蹈团呈献精彩的民族舞蹈表演，让国外嘉宾更进一
步了解我国多元文化。 n	难得有机会参与“马中之夜”，来自中国的参展商纷

纷在晚宴舞台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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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来西亚财政部副部长拿督

林祥才出席“马中之夜”

晚宴致词时，恭贺马中经

贸总商会成立22周年庆，并预祝马中

经贸继续茁壮拓展会务！

他说，马中自两国邦交以来，彼

此关系非常密切，两国之间除了国家

领导互访频密，密切的关系也延伸到

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

中国 成为马来西亚 最 大贸易伙

伴，两国在金融和大项目的合作，及

人文成就与交流成果突出。

林部长指出，尽管我国与中国的

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可是，我国

比中国多出5倍投资额。因此，他鼓励

中国商家扩大在我国的投资。

“在上星期，马来西亚首相拿督

斯里纳吉和中国总 理温家宝的会面

中，两国更达致协议，联手制定“马中

经贸合作五年规划”。这无疑将进一

步推动两国的配合，互相推动彼此的

经济。”

“马中企业家应该要更积极拓展

两国的旅游、教育、金融、医疗、电讯

等领域的合作关系，为两国人民带来

更大的惠益。”

他希望中国企业家能够扩大在马

来西亚的投资，并且参与大马更多的

重大基本建设发展计划。

他说，我国政府了解有必要拟定

更多改革政策，透过经济转型计划，

开放更多经济领域，以引入更多外资；

此外，政府部门也让外国投资者申请

以享有特定奖励及协助。

“马来西亚2012年第三季度经济

增长，尽管因为全球经济放缓，但仍

然取得5.2%的成绩。政府有信心，马

来西亚全年增长仍能达到5%，或是“

超越5”的优异表现！”

“即使全球经济黯淡，但是，在

我国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带领下，我

国的经济转型执行方案(ETP)，持续吸

引海内外投资者的莫大兴趣。”

我国的经济转型执行方案(ETP)

的工程规模庞大，并分成多个阶段逐

步执行中。他相信，这样的安排，将会

对经济带来价值效用，并延续至2013

年。

他 指，马来西 亚 致 力于 推 动 经

济改革，而有关改革已获得世界银行

《2013年营商报告》的肯定，因为该

报告指马来西亚的国际竞争力跃升至

第12名。

该 报 告对18 5个 经 济 体展 开 调

查，马来西亚在“易于取得信贷”评估

中排行第一；“保护投资者”评估中排

名第四。我们甚至领先德国、日本、台

湾等国家和地区。

马来西亚在各领域皆取得进步，

但我们必须加速经济改革，提升竞争

力，因此，我们不能自满怠慢，因为其

他国家会力争上游，不断改善竞争力，

特别是科技和创新领域。

“位于我们今晚会场附近的敦

拉萨路旁的70公顷的策略性发展地

段，将会是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TRX)

的所在地。它将是马来西亚经济转型

执行方案和政府转型计划的关键推动

力！”

马来西亚在亚洲拥有丰富的历

史、文化及经济连接，加上靠近中国、

东 南 亚、印度 及中国的策 略 地 理 位

置，有望成为亚洲主要交汇点(Asian 

Intersection)。

马来西亚放眼扩大上述发展潜

能，促使马来西 亚 成为全 球 人才 核

心、新科技发展中心及创意资讯交换

的中枢地。马来西亚的无限潜能催生

了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让大马在国

际上永续发亮。

林部长 也说，根 据 经 济 专家分

析，中国、印度及东南亚在未来35年，

经济将会持续增长。他希望有意进军

东南亚市场的外国出口商或生产商，

选择在我国注资，将产品从我国转卖

至其他国家，如中东及印度。

他也希望中国将我国视为东南亚

的贸易中心点，因为我国具备多元语

言条件，并且与东协国家有良好的合

作关系，占尽商业优势。

最 后，他 呼 吁 在 场的 所 有企 业

家，多多关 注马来西 亚 这 片政 治稳

定、文化丰富并非常合适投资及生活

的土地！他也祝福大家投资顺利、生

活美满、身体健康。

马来西亚财政部副部长拿督林祥才：

马中经贸合作五年规划
相互推动两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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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海参赞：

中马双方鼓励企业

扩大相互投资规模
中

国 驻马 来 西 亚 大使 馆 政

务参赞陈德海在“马中之

夜”晚宴上致词时表示，

他很高兴受邀出席马中经贸总商会22周

年庆晚宴，并代表中国驻马大使馆对马中

经贸总商会成立22周年，及2012年马中

经贸环保奖成功举办表示诚挚地祝贺，

也对出席第九届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

品展览会的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第九届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品展

览会暨投资洽谈会，今天早上已顺利在

吉隆坡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他说，马中经贸总商会自成立以来

就致力于推动中马经贸合作发展，发挥

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总商会组织

了许多马来西亚的企业家到中国去参加

展览、考察市场，同时也接待了许多来自

中国政商界的代表团，协助他们举办投

资说明会、对接会等活动，同时还独立

举办了国际投资大会、企业家大会等。

这些卓有成就的活动，为推动中马及东

盟企业之间的交流合 作发挥了重要作

用。

“我祝愿马中经贸总商会的队伍不

断发展壮大，会务蒸蒸日上，影响越来越

大。”

“特别值得赞赏的是，马中经贸总

商会还与东盟工程科技院共同创设了环

保奖，提升环境保护意识，推动绿色科

技发展，这是顺应时代潮流、着眼未来

发展之举，我相信马中经贸环保奖会越

办越好。”

陈参赞说，晚宴的另一个主题是庆

祝第九届马交会开幕。马交会从2004年

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八届，8年来展览

规模不断扩大，效果不断提升，知名度

也越来越高，已成为扩大中马两国、中国

与东盟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合作的

有效平台。他预祝第九届马交会圆满成

功。

他进一步表示，近年来，中马两国

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高层交往频繁，

经贸合作不断扩大，中马关系正处于历

史最好时期，在投资方面，中马双方鼓

励 企 业扩大相互投资 规模，分 别设 立

了“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和“马中关丹产

业园”，进一步推动中马企业相互投资；

在贸易方面，今年1月至10月，中马双边

贸易额为766亿美元，约占中国与东盟贸

易的四分之一，中国继续是马来西亚第

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仍是中国在东

盟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国际贸易环境不容乐观，我希望中马两

国 企 业精 诚合 作，再 接 再厉，进 一 步

推动中马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

最后，陈参赞祝大家身体健康，事

业发达，阖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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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晚是马中经贸总商会呈献

的三合 一“马中之夜”晚

宴，感谢大家踊跃出席。

第九届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品展

览会暨投资洽谈会，今天早上已顺利在

吉隆坡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马中之夜”除了是庆祝马中经贸

总商会22周年庆外，也是我们特别为“

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品展览会”的中

国商家所设的欢迎宴。我代表商会热烈

欢迎以马国勤副总经理为首的代表团前

来参加这项宴会，更要向马总致以万二

分谢意，感谢他带来300多家展商参与

马交会，间接协助马交会在大马深根发

展，而马中经贸总商会在这方面也将继

续努力，在来年将继续支持这项展览，

以增加马中两国人民的商业机会。我们

感到荣幸，“马交会”是本会于2002年向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胡楚生主任邀请引进

马来西亚的大型商业活动，至今连续办

了九年。

由于获得政府，尤其是财政部副部

长拿督林祥才的重视及给予实质支持，

马中经贸总商会希望未来，马来西亚中

国进出口商品展览会及投资洽谈会能在

马来西亚继续举办。

马中经贸总商会是由一批志同道合

的商家组织起来的，当中没有个人议程。

为了马中贸易，总商会扮演时代先知先

觉角色，以给广大的会员提供最新、最可

靠的商业讯息等。22年来，我们除了接

待来自中国省级或县级的官方与商业代

表团外，也经常组团到中国参加各项商

品展览会，同时，我们也积极举办多项

研讨会，例如，去年我们举办了“马中经

贸投资国际大会”；今年则举办“马中企

业家大会”，这些都是总商会积极作出

应有的贡献。我们从点到面，与时俱进，

拓展马中经贸活动，广西钦州中马产业

园乃我会推动成立起来，对今天的发展

引以为快，乐见其成。

近几年，马中经贸总商会意识到环

保的重要，当今地球严重受污染，气候变

化不但导致气温上升，也造成天灾频密

发生，因此，我们有义务向大众宣导环保

意识，让大家知道人类与大自然共存共

荣的重要性。

去年，在拿督洪礼璧的带领下，我

们成功举办了第一届“马中经贸环保奖”

，取得很好的成绩，给予我们莫大的鼓

舞。今年，我们再举办第二届“马中经贸

环保奖”，跨出国界、走向东盟，与东盟

的环保朋友携手合作，藉此更进一步的

鼓励和提倡环保工作，希望这活动能在

东盟地区做出应有的成绩，结合东盟各

国的力量，为环境、为大自然的一切，尽

心尽力的作出贡献。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

中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城乡

人民均收入(GDP)比2010年翻一番。

在此，我希望马中经贸也能在目前

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非常高兴能够看

到马中两国在经贸方面经已“开花结果”

，希望未来马中经贸能持续朝向更美好

的发展。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总会长黄汉良：

希望马中经贸在
目前基础上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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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届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

商品展览会暨投资洽谈会

今天上午已顺利开幕，值

得同贺的是今天也是马来西亚中国经济

贸易总商会建会22周年庆。在这欢庆的

时刻，请允许我代表展会主承办方，向马

中经贸总商会表示衷心的祝贺。

经过9年的辛勤耕耘与精心培育，

在中马两国有关政府部门、商协会、展

览机构以及新闻媒体的大力支持下，马

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品展览会暨投资洽

谈会目前已发展成为中国政府在中国境

外唯一固定独立举办的大型国际性贸易

和投资展览会。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展会—“广交会”的延伸，马来西亚中国

进出口商品展览会为中国-东盟日益增

长的双边贸易搭建了重要的交流平台。

前八届展会累计吸引2600多家来自中国

以及东盟各国的企业参展，共接待来自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0多名专业买

家，现场成交累计超过3.9亿美元，展会

影响力不断提升。

展览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为进一步

推动中国与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

家的经贸合作提供重要的平台，而且为

有效促进双方企业家之间的交流、加深

了解、增进友谊搭建重要的桥梁。

自创办以来，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

商品展览会一直得到中马各界的大力支

持。尤其是马中经贸总商会与本展会始

终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每届均积极

组织会员企业与会，全力协助处理展会

在海外的有关事宜。在此，我谨代表展

会承办方对马中经贸总商会、对展会各

海内外合作单位和支持本展会的朋友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届展览会除了展示知名品牌企业

外，更多的是来自中国各产业生产基地

的制造企业，他们以产业集群的形式连

袂亮相。其中有来自“中国丝网之乡”-

河北安平的五金铁网企业；来自“中国

伞都”之称的福建晋江多家雨伞制造企

业；来自福建泉州光电信息产业基地的

对讲机电子产品企业；中国最大的机械

工业生产研发基地之一江苏省，也在机

械五金及建材展区展示各类中小型机械

代表作品；浙江义乌工艺独特、货美价

廉的小商品则亮相日用消费品及礼赠品

展区；闻名中外的宁波小家电、小五金产

品在展会上现场延续往年佳绩；“中国

烟花城”“世界烟花之都”之称-湖南省

浏阳的烟花制作企业更是首次带来世界

领先的烟花产品……

这些来自各生产基地的企业以更实

惠的价格为采购商提供优质的产品。参

展企业期待着与广大东盟客商进行广泛

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实现中国与东盟地

区的互利共赢。

最后，祝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

商会鹏程万里,大展宏图，在推动马中经

贸事业的发展上更创佳绩！祝各位来宾

身体健康、事业兴隆！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副总经理马国勤：

产业集群形式展出
中国东盟贸易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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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环保奖

MCCC
 Green Award

2012

2
012马中经贸环保奖筹委会主席刘俊光在颁奖礼上

致词时说，马中经贸总商会和东盟工程科技院联

办马中经贸环保奖，是以表扬在环保领域有杰出贡

献的优秀青年为宗旨，更志在鼓励所有东盟青年积极参与

及推动环保工作。凡是年龄四十岁或以下、涉及东盟区内绿

色环保工作的青年或青年企业家都可报名竞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中经贸环保奖为马来西亚能

源，水务与绿色工艺部所认可。

环保，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更是每个企业家义不容辞

的责任。马中经贸总商会希望以这个奖项为饵，抛砖引玉，

鼓励更多青年企业家投入环保产业领域，全力发展这个充

满潜力和商机的环保行业。我们希望借此呼吁更多有热诚、

有远见、有组织力、有创新力的企业领导秉持环保经营理

念，让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取得平衡，为我们许许多多的

下一代，打造一片拥有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的永续生态环

境。

我谨代表马中经贸总商会，感谢为遴选工作所付出了

精神劳苦和专业贡献的评委，感谢所有支持和赞助这项活

动的各界人士。

最后，我向各位马中经贸环保奖的得奖者表示热烈祝

贺。

2012 马中经贸环保奖筹委会主席刘俊光：

马中经贸环保奖抛砖引玉

鼓励青年
投入环保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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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大会邀请我出席洋溢欢

腾气氛的“马中之夜”，并

让我有机会就“2012马中

经贸环保奖”颁奖典礼说几句话，真是

感到无限荣幸！

马中经贸总商会与东盟工程科技

院继去年成功联办首创的“马中经贸

环保奖”之后，今年再度联手出击，联

办这项意义深远的奖项，我欲在此向

马中经贸总商会致予衷心感激。

我们两个组织合 作举办推广环

保意识的奖项，象征着商界与科技界

的结合力量，以找出适当的解决方案，

来应对全球所关注的环保课题。

商界或工业界和科学家及科技人

员携手合作，是正合时宜之举。此举

可开发出创新产品或解决方案，以兼

顾利润与环保的双重目的。因此，马中

经贸总商会比其他商会多走一哩路，

为东盟地区的环保 工作付出额外努

力，这是令人激赏的举动。

过去一年来，我们委任“2011马

中经贸环保奖”冠军得主艾德琳蒂芬

妮小姐为东盟工程科 学院的环保大

使，经常安排她到东盟各国及世界其

他地区，向年轻一代宣扬环保意识。

举例说，她在今年5月份，到柬埔

寨金边向一千名教师与大学生报告她

在“环保工作”所作出的努力。

在今年10月份，她受我国能源、

绿色科技及水务部长邀请，出席第三

届国际绿色科技及环保产品展览及会

议(IGEM 2012)，与马来西亚年轻人分

享她的环保经验。

身为东盟工程科技院环保大使，

她也前往非洲与南美洲向年轻人宣扬

环保意识。

让我藉此机会恭贺“2012马中经

贸环保奖”得主。

我衷心期望今年的得主可效法艾

德琳蒂芬妮所树立的榜样。东盟工程

科技院也很乐意安排他们周游到东盟

各国推广环保运动。

近年来，东盟国家领袖都认可环

保合作的重要性，以确保发展可永续

进行，而且区域也迈向一体化。

东盟国家领袖于2009年核准了

东盟社会文化社区蓝图（2009-2015

年）。有关蓝图鉴定了东盟环保合作

的十个首要领域：

解决全球环保课题 ·

管理并防止跨界环境污染 ·

透过环保教育与公众参与，来推广 ·

可永续的发展

推广环保型技术 (EST) ·

在东盟城市与城市地区提倡优质 ·

生活水准

融合环保政策与数据库 ·

推广可永续使用的海岸与海洋环 ·

境

推广可永续管理的天然资源与生 ·

物多样化

推广可永续的淡水资源丰富；以及 ·

回应气候变化，并解决其所带来的 ·

影响与其他课题。

在2010年，东盟国家领袖再次确

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

其京都协定书。

东盟国家领袖对永续发 展的承

诺，透过以下事项进一步巩固：

东盟国家领袖在2011年11月的第 ·

19届东盟高峰会议上发表东盟领

袖对气候变化的声明，以及

东盟环境部长在2012年10月的第 ·

11届生物多样化缔约方大会上发

表联合声明。

回到本国，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也

在推广我国的环保不遗余力。他除了

在2009年推介全国绿色科技政策，他

也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马

来西亚到了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将比2005年水平减少40%。

“马中经贸环保奖”肯定是与东

盟注重环境的宏愿步伐一致，以达到

整个区域可永续发展。这也是东盟工

程科技院的努力相辅相成，我们的其

中一项重要的计划就是透过创新与发

展绿色科技来推广环保。

让我向马中经贸总商会致谢，让

东盟工程科技院有机会在今晚负责颁

发奖项给得主。在东盟国家领袖极力

承诺推广环保作为后盾下，并以这个

环保奖作为推广平台，我期望这对我

们的工业家与科技人员形成展现身手

的大好时机。

他们可 藉此机会 涉足有利环 境

且回报可观的环保商机，以便利人利

己，造福社会。恭祝大家有个愉快的

晚会！

东盟工程科技院院长拿督洪礼璧：

得奖者应
履行宣导环保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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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环保奖

MCCC
 Green Award

2012

近
年来，全球性的能源及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

源利用及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发

展环保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是解决能源与环境危机的根本措施。

为了协助推动东盟区域的平衡与持续性经济成长，马

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与东盟工程科技院，于2011年

联合举办了首届“马中经贸环保奖”。这项合作也代表着工

商界与科技专家的共同合作，以开发创新的产品或解决方

案，达到盈利与环境持续性的双重目标。

2011年马中经贸环保大奖落在来自印尼，不足15岁的

艾德琳蒂芬妮身上，肯定她在推动青少年的环保醒觉和运

动方面的贡献。

艾德琳蒂芬妮也被委任为东盟工程科技院的环保大

使，过去一年来，该院经常安排她到东盟地区及世界其他

地方，向青少年推广环保意识。

今年，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与东盟工程科技

院，再次携手合作，联办“2012马中经贸环保奖”。

举办这项环保奖的宗旨是为了褒扬来自东盟国家，杰

出的年轻环保科技企业家或对促进环保与绿色成长作出贡

献的年轻人。

这项环保奖公开给来自东盟成员国，年龄不超过40岁

的个人提名参加，条件是他必须通过以下任何一项或多项

领域，为环保或持续性发展作出贡献：

减低温室气体排放/提升水质 ◆

保护陆地/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

减低废物排放 ◆

环保科技创业家/经理人 ◆

通过媒体推广环保概念和环境可持续性 ◆

自愿者或参与非盈利机构，积极推动社区环保 ◆

这项环保奖主要从个别东盟国家中选出一位“国家奖

得主”，然后再从多位国家奖得主中，选出一位或数位杰出

奖得主，以嘉奖他们从事环保事业的杰出表现。

“2012马中经贸环保奖”

褒扬东盟国家
环保青年

2012年11月28日在吉隆坡举行的“马中之夜”晚宴上，

所有“2012马中经贸环保奖”得奖者，皆受邀出席当晚的颁

奖典礼，得奖名单如下：

国家奖得主

国家 姓名 领域

柬埔寨 Eng Rinbo 志愿者或参与非营利机
构、积极推动社区环保

印尼 Eni Hidayati 保护陆地、水资源和生物
多样性

老挝 Liengsone 
Somphathay

保护陆地、水资源和生物
多样性

马来西亚 莫哈末法利 环保科技创业家

缅甸 Saw Thar Zin Oo 志愿者或参与非营利机
构、积极推动社区环保

菲律宾 Allan Nana Soriano 减低温室气体排放、提

升水质

新加坡 郑志泉 环保科技创业家

越南 Nguyen Huynh Thuat 志愿者或参与非营利机
构、积极推动社区环保

安慰奖

泰国 Sorapop 
Kooncumchoo

通过媒体推广环保概念和
环境的永续性

优秀奖

寮国 Liengsone 
Somphathay

保护陆地、水资源和生物
多样性

马来西亚 莫哈末法利 环保科技创业家

缅甸 Saw Thar Zin Oo 志愿者或参与非营利机
构、积极推动社区环保

新加坡 郑志泉 环保科技创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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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大家的到来。今天能

在此与各位共聚一堂，

我感到极其荣幸。得知

本届展览会有来自中国、孟加拉及东盟

国家超过400家参展企业远道而来，我

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自2004年始，马来西亚中国进出

口商品展览会暨投资洽谈会取得了瞩

目的成功。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之一

的展览会，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品

展览会暨投资洽已经成为了一个促进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贸易交流的重要

平台。马交会已连续8年在吉隆坡成

功举办。目前已累计有23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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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60名专业买家到

会参观采购，展会现场成交超过3.9

亿美元。为东盟、中东、南亚的中小

型企业展商和买家提供了重要平台。

中小企业将该展视为促进企业发展，

就 业 和收 入 的重要因素。以马来西

亚为例，中小企业在商业总量中占了

99.2%的分量。

马交会已经经历了八个年头，中

国企业信心十足地相信马来西亚是一

个充满吸引力，理想的贸易场所。在响

应中国政府“走出去”政策号召的背

景下，马来西亚被定位为举办国际展

览和贸易展销会的角色。我们感谢中

国各省和地区的参与，共同开拓通过

马来西亚向全世界展示创新展品的平

台。

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政 治和经贸

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互动高度。从

2009年到2011年，中国一直作为马来

西亚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2011年马

来西亚与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54亿美

元，占马来西亚贸易总额的13.2%，同

比2010年增长13.9%。与此同时，马

来西亚也已成为中国在东盟自由贸易

区中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在柬埔寨

金边举办的第二十一届东盟峰会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会面时表示，对中

马两国的经济合 作发 展前景十分满

意，并预期2012年中马双边贸易额将

有望达到1000亿美元。

我相信，这个目标贸易额是指日

可待的。就目前而言，多个积极的双

边贸易合作方案已渐入佳境，如：中

国与马来西亚的五年经济贸易合作计

划，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和马

中关丹工业园计划。以上一系列的合

作计划充分体现着中马两国双边下一

阶段深度合作的迫切需求。

欧美国家的经济将进 入缓慢复

苏期，中马两国应当加强合作，共同维

护区域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需要

更多的商业交流机会及桥梁。马来西

亚愿意担当中国及东盟国家促进者的

角色。伴随着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

品展览会暨投资洽谈会以及同类型国

际性展览会的举办，马来西亚可成为

周边国际贸易市场的战略性展览枢纽

站以及中国进入东盟市场的桥头堡。

最后，我藉此机会祝贺由中国商

务部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马

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品展览会暨投资

洽谈会取得圆满成功。希望大家都能

在展览会收获丰硕。祝愿大家尽情享

受马来西亚的美食和购物环境，度过

一个难忘而美好的马来西亚之旅。

国际贸工部副部长拿督耶谷沙干：

中马加强合作
共同维护区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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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od morning and welcome to this Exhibition. I am indeed 

pleased and honoured to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with all of you this morning. Many of you have 

travelled a long way to be here today. I am also pleased to note that 

this year we have the participation of more than 400 exhibitors from 

China, Bangladesh and the ASEAN countries. 

A very warm welcome, selamat datang, huan ying and da jia 

hao 

This Exhibition has achieved notable success since it started back 

in 2004. Being one of China’s most influential exhibitions, CIEM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latform to enhanc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 understand that in the past 8 exhibitions, more 

than 2,388 exhibitors from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and 70,460 

professional buyers from 26 countries have participated in CIEM.  

The exhibitions have also resulted in on-site transactions of over 

US$390 million. 

CIEM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networking for small and 

medium sized buyers and exhibitors from ASEAN, Middle East 

and South Asia countries. SME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fostering 

growth, employment and income.  In Malaysia for example, SMEs 

constitute 99.2% of total business establishments.

Having associated with the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Commodities Exhibition for the past eight years, Chinese 

entrepreneurs have strong confidence that Malaysia is indeed an 

ideal, attractive and lucrative location for doing business. In the 

context of leveraging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all on the ‘going-

out’ policy, Malaysia is well positioned in hosting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nd trade fairs. We welcome participation from other 

provinces and regions of China to jointly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showcasing their indigenous and innovative products to the world 

through Malaysia.

On the bilateral front,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have never been stronger, contributed by political and 

business exchanges at the highest level. China was Malaysi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in 2011, a position maintained since 2009. Trade with 

China accounted for 13.2% of Malaysia’s total trade in 2011 which 

amounted to US$54.53 billion (RM166.86 billion), an increase of 

13.9% over the previous year. Similarly, Malaysia was Chin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in ASEAN. At the recent meeting between Chinese 

Premier, Wen Jia Bao and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Dato’ Sri Mohd 

Najib bin Tun Abdul Razak at the 21st ASEAN Summit in Phnom 

Penh, Cambodia, Premier Wen expressed satisfaction with the level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China views 

that the 2-way trade in 2012 will reach the target of US$100 billion.

I believe this target is achievable, ladies and gentlemen, given 

several b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Five-

yea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Plan between Malays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Malaysia Qinzhou Industrial Park 

and the 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These initiatives 

encapsulate the strong desire and commitment of the governments 

and private sectors of our two countries to bring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With the slow recovery in the US and the Eurozone, we must 

increase our cooperation in sustaining growth in our regional 

economies. Hence, there must be more business exchanges and 

linkages. Malaysia can take the lead to bring China and ASEAN 

closer. By hosting the CIEM and other similar international level trade 

fairs, Malaysia can be the strategic exhibition hub for the surrounding 

markets and a gateway for China’s access to the ASEAN markets.

I would like to conclude by congratulating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Fujian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for hosting and organising this exhibition.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obtaining good outcomes from this 

exhibition and business deliberations. I wish you all, a memorable 

and enjoyable stay in Malaysia and do experience all the food and 

shopping which Malaysia offers.

The Ninth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Commodities Exhibition (CIEM)
YB Dato’ Jacob Dungau Sagan

(Deputy Minist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China’s Gateway to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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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荣幸出席第九届马来

西亚中国进出口商品展

览会暨投资洽谈会开幕

式。我谨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经济商务参赞处对本届展览会的隆重

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对马来西亚各

界朋友对展览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

的感谢！

当前，欧洲债务危机仍在持续，

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世界经济形势依

然严峻。虽然低迷的外部经济环境对

中马两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在

两国政商界的共同努力下，2012年中

马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得到巩固和加

强。一年来，中马双边贸易额继续增

长。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1月至10月，

中马两国双边贸易额达765.7亿美元，

同比增长3.9%。中国将连续四年成为

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而马来西

亚也将继续稳居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

易伙伴。

一年来，两国在投资领域的合作

务实推进。4月1日中马钦州产业园区

正式开园，6月15日马中关丹产业园合

作协议在吉隆坡签署，为两国企业开

展双向投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标志着两国在投资领域的合作迈入新

的阶段。

一年来，两国经贸交流与合作继

续加强。到访马来西亚的中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经贸代表团络绎不

绝，以招商引资、产品或项目推介为主

题的各类论坛、交流会、推介会、洽谈

会成效显著，两国企业合作项目的签

约数量明显增加。

在中马两国各领域合作稳步发展

的背景下，我们迎来了第九届马交会。

作为中国政府首个在境外独立举办的

进出口商品类展览会，8年来，马交会

在中马两国以及东盟商界的影响力不

断扩大、知名度显著提升。据统计，马

交会共累计吸引近2400家中国与东盟

各国的企业参展，26个国家和地区的

7万多买家到会参观采购，展会现场

成交额超过3.9亿美元，开创了中国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海外开花结果的新

局面，为促进中马两国双边贸易与投

资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8次

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未来五年，中国

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要

推动对外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

度、提高效益的方向转变，要创新开

放模式，加快“走出去”步伐。回顾过

去，我们对中马两国的合作成果倍感

欣慰；展望未来，我们对两国合作的

美好前景信心满怀。无论国际政治、

经济风云变幻，我深信，中国与马来西

亚的互利合作将继续阔步前进。一方

面，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贸

区的优惠政策，发挥比较优势，进一

步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

实现两国贸易额的平稳较快增长。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中马钦州

产业园区”和“马中关丹产业园”的建

设、开发和运营为契机，推动两国在

相互投资领域的大发展。中国驻马来

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将一如既

往地为中马两国商界的朋友们提供必

要的帮助，为开创中马经贸合作的美

好未来不懈努力！

最后，预祝第九届马来西亚中国

进出口商品展览会暨投资洽谈会取得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中国驻马大使馆商务参赞宣国兴：

马交会促进中马双边
贸易与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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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商务 部、福 建省人民

政府主办，中国对外贸

易中心、福建省外经贸

厅、浙江省商务厅、江苏省商务厅承办

的第九届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品展

览会暨投资洽谈会隆重开幕了！

我谨代表福建省外经贸厅，对莅

临开幕式的各位嘉宾、各位商会、协

会代表以及参展企业代表表示热烈的

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福建和马来西亚的友好交往源远

流长，从数百年前福建人下南洋，到

今天福建和马来西亚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领域频繁交流，双方友好关系

不断增添新的内涵。

伴随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深

入发展，福建与东盟投资贸易进入了

快速发展的新阶段。马来西亚已成为

福建在东盟市场的重要贸易伙伴。今

年1-10月份，福建与马来西亚贸易额

达到33.2亿美元，同比增长13.17％。

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品展览会

暨投资洽 谈会是福建重点组 织的境

外展览会之一，本届展览会我省共组

织84家企业、91个展位参展，约占展

会总面积的26%，主要分布在机械电

子、家居及饰品、食品及饮品三大展

区。这些均为我省对马来西亚适销对

路的商品，整体展示了闽东电机、泉州

汽配、箱包及伞，福州的家居用品以

及漳州的食品等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

产业集群。

八方宾客因展会而欢聚，四海朋

友为商机而到来。在马来西亚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本展会常办常新，在推动

中国-东盟，特别是中国与马来西亚的

发展与合作上，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展望未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

信，在各界朋友大力支持下，马来西亚

中国进出口商品展览会暨投资洽谈会

在秉承前几届良好经验的基础上必将

越办越好。

最后，祝展会取得圆满成功！谢

谢大家。

福建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陈安生：

福建与东盟投资贸易
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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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第九届马来西亚中

国进出口商品展览会

暨投资洽谈会隆重开

幕了。作为马交会承办方之一，我谨代

表浙江省商务厅，对莅临开幕式的各

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马来西亚是浙江省的重要贸易伙

伴。双方的产业结构有着很强的互补

性，浙江省的优势产业机械设备，纺

织轻工在马来西亚有着广阔的市场；

马来西亚的塑料橡胶，化工矿产在浙

江也存在大量的需求。2011年浙、马

双边贸易额达到38.6亿美元，同比增

长15.3%，其中浙江省对马来西亚出

口25.3亿美元，自马来西亚进口13.3

亿美元。2012年浙、马双边贸易继续

呈现良好发展势头，1-9月双边贸易

额31.7亿美元，增长7.5%。其中浙江

省对马来西亚出口19.1亿美元，增长

4.1%，自马来西亚进口12.2亿美元，

增长18.8%。

马来西亚也是浙江省重要的外资

来源地。2011年以来，浙江海洋经济

发展示范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配套

改革试点、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温州

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四大国家战略先

后得到国务院批复。浙江将利用海洋

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对外开放优势

和体制机制优势，加快大宗商品国际

物流、海岛开发开放、现代海洋产业、

金融产业的发展，为进一步深化浙江

和马来西亚合作提供了新的空间。今

年1-9月，马来西亚对浙江投资项目11

个，合同外资7345万美元，同比增长

134%，展示了强劲的增长潜力。

自第一届马交会开始，浙江省就

把它列为我省重点组 织的境外展 览

会，今年是我省连续第九次组织企业

参展。俗话说“路遥知马力”，这届马

交会我省参展企业29家，展位数75

个，展品涉及机械电子，轻工工艺，纺

织食品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浙江的产业特色，也涵盖了许多浙江

省对马来西亚的适销出口商品。29家

参展企业中有不少是多年参展商，这

本身就展示了马来西亚市场对浙江企

业强大的吸引力。在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启动将满三周年之际，我们希望

这次展会能为进一步加强浙江和马来

西亚之间的经贸往来做出新的贡献。

最 后祝第九 届马来西亚中国进

出口商品展览会暨投资洽谈会圆满成

功。谢谢大家。

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周日星：

利用对外开放和体制机制优势
深化浙江和马来西亚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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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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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对外贸易中

心（即广交会承办单位）承办，马来西

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支持。从2004

年至今，马交会已连续9年在吉隆坡成

功举办。

第九届马交会经已于2012年11月

28日至12月1日在吉隆坡国际会议中

心圆满落幕。今届展会规模近350个

标准展位，超过300家来自中国、马来

西亚和中国台湾等东盟国家和地区的

企业参展。

本 届 展 会其中一 个亮 点 是：深

入行业，产业集群联袂亮相。参展企

业绝大部分均来自各产业带基地，具

有极强的区域代表性，包括来自“中

国丝网之乡”—河北安平五金铁网企

业；“中国伞都”之称的福建晋江带来

了多家雨伞制造专业户；中国最大的

机械工业生产研发基地之一江苏，也

在机械五金及建材展区，展示各类中

小型机械代表作；展会主办单位更首

次带来有“中国烟花城”及“世界烟花

之都”之称—湖南浏阳市烟花制作企

业等等。

马交会展出期间《马中经贸》特

地走访数个具特色的参展单位，以给

读者作进一步报导：

规范烟花进口 

增加中马税收

今届马交会主办 单位首次带来

有“中国烟花城”和“世界烟花之都”

美誉的湖南浏阳市的烟花制作企业，

包括中国 60周年庆、28届希腊奥运

会、29届北京奥运会、2007年香港回

归10周年庆等大型庆典的烟花供应商

之一的湖南紫星花炮有限公司也专程

来马参展。

该公司总 经理 兼高级 工程师曾

智透露，2007年泰王普密蓬80大寿

时，该公司也供应烟花，在泰国罗涌

海上燃放十万发烟花，全民欢庆泰王

寿辰。

他表示，该公司参加马交会主要

是想进一步了解大马及东盟国家的烟

花市场，以及向大马市场推介表演级

别的烟花。

他说，为了遵守大马政府禁止烟

花进口的条例，该公司在展馆内所展

示的产品一律属非卖品，只作样本供

参考。

“不过，我个人认为，与其让烟

花产品在地下交易，不如把它变成地

上贸易，规范进口，这样，不但老百姓

可更安全的燃放烟花，同时又可增加

中马两国的税收，地下进口反而导致

漏税情况出现。”

他进一步建议：大马可参考美国

的烟花进口标准，到时由中国检测机

构把关，分级别的进口烟花即可，使市

场更规范发展，老百姓又能享受烟花

所带来的愉悦。

“阳光规范，透明操作会更好。

据我所知，在大马，不只华裔在农历新

年期间燃放烟花，连马来人和印度人

也燃放烟花庆祝他们的新年；因此，

一旦大马规范进口，老百姓高兴的同

时，又可产生国家税收，最重要的是

规范进口能 减低燃放 烟花之意外风

险。”

他透露，约6年前，该公司成功研

发出日景烟花，让一些必需在日间庆

祝的庆典如高速公路宣布通车、公司

开张、房子落成、婚嫁等喜庆活动也

一样有烟花点缀，增添喜庆氛围。

烟花在中国发展已有千多年；当

第九届马交会亮点

深入行业

产业集群联袂亮相
 文 / 何润霞

n	好奇的来访者，驻足围观陈德胜现场示范以新型轻质手工泥，揉捏各种栩栩如
生的卡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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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的烟花发展正朝向安全及环保方向

走，务求少烟、少尘。

对于湖南浏阳市之所以被誉为“

中国烟花城”及“世界烟花之都”，他

说：

“因为，当地拥有熟悉烟花工艺

的人才，原料与设备也都齐全，形成完

整产业链，这种种都是历史形成的，

导致我们有条件做出价格最低、质量

最好、技术最高的烟花。目前，全球烟

花90%是来自湖南。”

马交会直接对用户 

价格好商量

第二次参加马交会的中国河北省

安平县华成金属丝网制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恩泽透露，该公司在上一届的

马交会接了好几个单子，对该公司业务

带来相当大的帮助。

“马交会 这个平台挺 好 的 。其

实，马交会与广交会各有好处，马交会

是直接对用户，质量要求高一些，价格

好商量；而广交会则是对商户，他们主

要要求价格低廉，但订单数量大。”

从事丝网行业二十多年的王恩泽

说，河北安平县之所以会被称为“中

国丝网之乡”，是因为当地的丝网发展

趋势旺盛，几乎家家户户都做这事业，

有者虽然并没有设厂，也无公司商号，

但，家里就是有几台机器。再加上当

地政府非常支持中小型企业，无形中

就让该县的丝网业越来越蓬勃发展。

王恩泽可说是与丝网业“一起成

长”。

“在我小时候，丝网的用途不广，

印象中好像只有烫面条的筛子是用丝

网做的。但，今天从各类日常用品、商

业用品到最尖端的航天航空、火箭、

汽车等 等，都 需 要 采用丝网过 滤空

气；可见，这行业具备相当大的发展空

间与潜能。”

马来西亚清真认证具影响力

贵州旭阳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颜永政表示，该公司所生产

的系列辣椒酱料，正迎合了嗜吃辣椒

的马来西亚各民族的消费习惯，每次

参加马交会都获得顾客好评，尤其是

去年的马交会反应最热烈，因此，他

们连续四次来马参加马交会。

“虽然我们的产品已拥有中国的

清真认证，但，由于我们计划将产品打

进全球穆斯林市场，因此，我们打算

趁来马参展之便，也顺道了解关于申

请受国际市场欢迎及认可的马来西亚

伊斯兰教发展署(JAKIM)所签发的清

真认证之详情。马来西亚清真认证，可

谓是在全球深具影响力，认可度也最

高，我相信它是帮助我们的产品通往

中东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

此外，他也认为马交会是通往东

盟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他介绍说，该集团地处“中国辣

椒之都”的贵州遵义县，该集团拥有

无公害蔬菜基地10000亩、有机辣椒

转换产品鲜辣椒基地600亩，每年优

质辣椒基地 20000亩；辣椒粉5000

吨/年、油辣椒5000吨/年、剁辣椒酱

1000吨/年。

马交会展馆入口处正是宁波宝林

达玩具有限公司的“醒目”展示单位，

总是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好奇者，驻足

围观该公司设 计师陈德胜作现场示

范；他驾轻就熟地将一小坨一小坨的

新型轻质手工泥随意揉捏，数分钟后

即化为栩栩如生的各种卡通人物。

透过马交会物色大马制造商

他的泥塑技艺是由其叔叔传授给

他的，他拥有20年丰富经验，因此，各

种类别或造型复杂的作品，他都有本

事在极短的时间内塑造出来。

他鼓励大家说：“不论是小朋友、

初学者或熟练的泥塑达人，都非常适

合采用新型轻质手工泥练习或创作。

因为它具有多项特性，间接降低技术

上的某些难度；只要我们想到的，然

后动手去做就一定会成功。”

该公司总经理魏国文表示，他们

来马参展主要目的是想推介该公司所

生产的新型轻 质手工泥 及其他 玩具

等，同时也希望透过马交会能物色到

大马制造商，寻求彼此合作机会。

“我们的新型轻质手工泥是经过

临床试验，属无毒、无副作用的环保

产品，证明小朋友可安全使用；它可完

全取代传统手工泥。”

她介绍说，新型轻质手工泥的特

点是：加水可重复使用、调色容易、具

有超强的弹跳性、不粘手，采用新型

轻质手工泥所制作出来的作品可在空

气中干透，且长久摆放都没问题，一

旦沾上灰尘，只要用湿布擦一擦就可

以。

n	曾智建议大马政府阳光规范烟花进
口，以增加中马两国的税收。

n	王恩泽表示，马交会是直接对用户，
质量要求高一些，价格好商量。

n	颜永政想趁来马参展之便，为公司
产品申请马来西亚清真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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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国际贸工部副部长拿督耶谷沙干（左）与中国驻马
大使馆商务参赞宣国兴，一起主持第九届马交会鸣
锣开幕仪式。

n	黄汉良（左）陪同国际贸工部副部长拿督耶谷沙干参观烟花展
位，右为湖南紫星花炮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高级工程师曾智。

n	嘉宾云集于第九届马交会新闻发布会 n	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在马交会现场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驻马记者
采访。

第九届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品展览会暨投资洽谈会

n	与国际贸工部副部长（左四）合照留念，右起为林锦胜、黄汉良、陈安生副厅长、宣国兴参赞、周日星副厅长，左为
杨天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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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第九届马交会展出面积6000平方米，设标准展位350个，
超过300家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等东盟国家和
地区的企业参展。

n	国际贸工部副部长拿督耶谷沙干（左）与福建省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厅副厅长陈安生，在展位品茗中国茶。

n	本会中央理事包久星（右）及卢国祥对电机产品特感兴
趣。

n	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周日星（右二）不忘抽空到浙江展区
为企业加油打气。

n	在展区走走看看，很可能就此找到商机呢！



黄汉良：及时把握中国商机

中
国国务院侨办经济科技司副司长于建明，于11

月10日率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

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吴晓华、科学技术部国

际合作司参赞莫鸿钧，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

专家服务中心副主任李璟，以及国务院侨办经济科技司王军

处长，前来本会举办“中国创业政策咨询报告会”。

本会很荣幸受委为此活动的协办单位。出席报告会嘉

宾包括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事参赞林动及秘书杨洋、

丹斯里林玉唐、宋兆棠硕士等；当天也吸引了超过百人前来

聆听专家精辟的报告。与会者从专家的报告中，了解神州大

地当前的商机，包括科技领域的契机，以及中国引进海外人

才方面的政策与支援等。 

此报告会分别由吴晓华主任主讲“中国经济当前形势

与未来发展”、莫鸿钧参赞畅谈“营造自主创新政策环境，

建设创新型国家”、李璟副主任则报告“中国开展海外高层

次人才引进的情况”。

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致词时表示，我国华裔对于中

国的经济发展都给予高度关注，向来，我们都在关心中国

未来的发展将给大马带来怎么样的间接影响。

他个人认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早前所宣布的十八

大报告非常有深度，相信将对全球华人起很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202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经济增长率将会翻倍的目标，势必

创造更多的商机，希望大马人能及时把握这个机会。”

“十八大报告让全世界清楚了解中国未来发展的明确

方向，从中可看到中国将举什么旗帜、朝那个目标前进，又

如何与人民结合一起，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报告，对中华儿女

将起一定的鼓舞作用。”

他深信，未来，中国市场将更广阔、机会更多，尤其将

给海外华裔商家带来更多的商机。

n	于建明（左四）赠送纪念品给黄汉良（右二），左起为李璟、莫鸿钧、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事参赞林动及吴晓华。

n	“中国创业政策咨询报告会”吸引超过百人前来本会聆听专
家精辟的报告。

中国创业政策咨询报告会

26 2012/12

Fo
cu

s 
Po

in
t

焦点
活动



于建明：鼓励海外华人
　　　　参与中国建设

中
国国务院侨办经济科技司副司长于建明表

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走过

了30多年历程，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

的取得，离不开海外广大华人朋友的支持。

以下为于副司长在咨询报告会上致词内容：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崭新阶段。随着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进程的推进，中

国正在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不断扩大国内市场总体

规模；中国正在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加快应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培育新兴产

业；中国正在继续注重绿色发展，节约能源，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正在加

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国

正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将进一步促进对外

贸易平衡发展等。这些将给海外华商带来许多商机，提供

更加广阔的合作发展空间。

中国国务院侨办作为中国政府专司侨务工作的职能部

门，“以人为本，为侨服务”是我们的宗旨。为积极鼓励海

外华人，借助中国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的良好机遇到中国创

新创业，加强中外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这次，我们组织“创业政策咨询报告团”，来马举办专

场报告会，目的是为了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中国科技

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政策与措施，以及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的最新相关信息传达予大马商家。

此报告团活动，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报告团

主讲人分别为：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

院科研管理部主任吴晓华、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参赞莫

鸿钧，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

副主任李璟。

吴晓华主任长期跟踪分析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他

曾参与中国国家“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规

划和“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前期研究工作，也曾参与“珠三

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起草工作。

莫鸿钧参赞长期在中国科技部和中国驻外使领事馆

科技处工作，对促进中外科技交流工作拥有丰富经验与心

得。

李璟主任则长期参与制定和落实有关促进中国海外学

生、学者、技术人才和专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及技术进步

提供智力支持的政策措施。

相信，他们的演讲必会让大马商家受益。

中国发展潜力巨大，中国的发展必将为广大海外华人

朋友实现理想、施展才华，提供广阔天地与无限商机。

中国国务院侨办将一如既往，为海外华人的事业发展

提供良好的服务。希望大家把握机遇，参与中国的现代化

建设，实现合作共赢。

中国创业政策咨询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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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业政策咨询报告会

吴晓华主讲“中国经济：当前形势与未来发展”，主要
内容包括：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时代背景、当前中国经济运
行的总体态势、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
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时代背景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 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 必须紧紧抓住而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大国经济
1978—2011年的33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接
近10％，持续时间之长、速度之高，打破了二战后“
日本奇迹”的纪录：日本在1950—1973年的23年间
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3％。在同一时期，中国经济
平均增速比世界经济平均增速高了两倍多。

· 2010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7.5万亿美
元）

· 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稳居世界
第一（2006年），78个国家的第一大或第二大贸易伙
伴国，这78个国家的GDP总计占全球GDP的55%。
（2000年，13个国家，15%）

· 大多数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已经成为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业大国（占19.8%）。

· 201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5500美元，达到
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

国际背景之一：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
1.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
2. 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
3.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4. 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 
 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

国际背景之二：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1.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
2. 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3. 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
4. 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

烈
5. 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

题更加突出
6. 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

国内背景之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
化深入发展，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
再上新台阶

1. 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
2. 经济结构转型加快
3. 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4. 资金供给充裕
5. 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
6. 劳动力素质改善
7.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8. 体制活力显著增强
9. 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
10. 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
11.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国内背景之二：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
然突出

1.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
2. 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
3.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4.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5. 产业结构不合理
6. 农业基础仍然薄弱
7. 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
8. 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
9. 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10. 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

二、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
2012年是中国经济增长困难之年，经济形势复杂严峻

·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中国经济：
当前形势与未来发展

主讲者 / 吴晓华

中国国家发展 改革委 宏 观 经济 研究 院 主任 吴 晓华（研究员）
在“中国创业政策咨询报告会”上，主讲“中国经济：当前形势
与未来发展”，首先，他介绍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之基本职能：

1.  研究重大问题（当前和长远、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

2.  提出重大政策建议（宏观调控、战略规划、体制改革等）

3.  审批重大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和重大社会投资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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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
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稳增长、调结构
和控物价”），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政
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加大政策预调微
调力度

· 重点是要防经济“硬着陆”和“滞胀”的出现

(一)	经济增长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二次探底”

· 自2010年一季度在“四万亿”等经济刺激计划影
响下创下12.1%的反弹高点以来，中国GDP增速
步入长达10个季度的下滑通道，并于今年三季度
创下金融危机后的新低点7.4%，直逼2009年一
季度的6.1%。

· 经济增速下降持续时间如此之长，超出了大多数
人的预料。

(二)	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所提升

1. CPI则随需求下滑和流动性紧缩回落至2%的历
史较低水平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8%，涨幅比上半年回落0.5个百分点，比上年
同期回落2.9个百分点。

2. 内需特别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增强

· 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55%
，在7.7%的增长率中拉动了4.2个百分点。资
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是50.5%，拉动GDP
增长3.9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
的贡献率是-5.5%，下拉GDP负增长0.4个百
分点。

· 2011年全年则是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
50.8%，在9.2%的增长率中拉动了4.7个百分
点。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是53.3%，拉
动GDP增长4.9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对GDP的贡献率是-4.1%，下拉GDP负增长
0.4个百分点

3. 农业生产形势良好，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 全国夏粮总产量12995万吨，比上年增加356
万吨，增长2.8%；早稻总产量3329万吨，比
上年增加53.6万吨，增长1.6%；秋粮生产有
望再获丰收，粮食产量“九连增”

· 前三季度，猪牛羊禽肉产量5728万吨，同比
增长5.0%，其中猪肉产量3754万吨，增长
5.2%。生猪存栏46822万头，同比增长1.9%
；生猪出栏49298万头，增长5.1%。

4.就业稳定，居民收入增加

· 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1024万人，超过全年
目标。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427元，同比名义
增长13.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
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0个百分点。

· 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6778元，同比名义增
长1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3%，比
上年同期回落1.3个百分点。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现
金收入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5. 中西部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城
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 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0%，东部地区增加值

同比增长8.6%，中部地区增长11.6%，西部
地区增长12.8%。

· 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56933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5，东部地区投资同比
增长18.4%，中部地区增长25.8%，西部地区
增长24.1%。

6. 产业结构升级加快

· 前三季度服务业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
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初步测算，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53480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第三产业增加值
154963亿元，增长7.9%，占GDP的43.8%。

·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4%，幅度大于
去年同期。

7. 进出口结构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有所改善

· 加工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例继续下降，进口商
品价格下降，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差形成。

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2.84万亿美元，同比
增长6.2%，比上年同期回落18.4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14954亿美元，增长7.4%；进口
13471亿美元，增长4.8%。出口额中，一般贸
易出口7298亿美元，增长8.3%，；加工贸易
出口6309亿美元，增长3.0%。

能源和资源性产品进口平稳增长，铁矿石、
铜、铝等进口价格明显下跌。

· 9月底外汇储备余额32851亿美元，比上年末
增加1040亿美元而上年同期增加3544亿美
元，少增2500亿美元。

· 前三季度经常项目顺差1478亿美元，占同期
GDP的2.6%，较上年同期下降0.3个百分点，
继续保持在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之内。

· 人民币汇率出现双边浮动。

(三)		 经济增长出现“筑底回升”积极态势

1. 季度环比出现加速态势
2011年各季度及2012年一、二、三季度GDP环
比增速分别为2.2%、2.5%、2.4%、1.7%、1.5%
、2.0%和2.2%。

2. 先行指标出现回升态势
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是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9
月份为49.8%，比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这是5
月以来首现回升。更为重要的是，新订单指数明
显回升，达到49.8%，比上月回升1.1个百分点，
是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汇丰制造 业 采 购经理指数初值 连 续两个月回
升，10月为三个月高点49.1（9月47.9）。显示制造
业活动延续了回暖态势，新订单回升，去库存近
尾声。
消费者信心指数回升至100.8%。

3. 工业生产出现加快增长势头

· 9月工业增速9.2%，较8月的8.9%有所回升，
环比从之前的0.71%加速至0.79%。工业生
产从8月的9%，加快至9月的9.3%；轻工业也
加快了0.4个百分点。

· 粗钢生产从8月的同比收缩1.7%恢复正增长
0.6%。水泥从8月的8.7%加快至9月的12%。
原油加工量从之前的2.5%加快至7%。

· 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643亿元，
同比增长7.8%，在连续5个月同比负增长后

中国创业政策咨询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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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正增长,相对于8月份的-6.2%，拉升了
14个百分点。 

4. 投资进度明显加快

· 9月末，固定资产投资从8月末的20.2%加快
至20.5%，估算的固定资产投资9月单月增速
创下一年来新高23%，较8月的19.4%明显加
快。

· 基建投资回升是主要拉动力量，同比增速从8
月的15.1%跃升至9月的25.8%。抵消了房地
产投资增速下滑的影响（8月17%，9月14%）
。制造业投资也从8月的18.8%反弹至9月的
21.5%。

· 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也从8月末的24.9%加
快至9月末的25.7%。

5. 消费需求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月同比增长14.2%，较
8月的13.2%加快了一个百分点。

· 受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回暖拉动，家具等相关
产品销售加速明显。

·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月末实际增
长9.8%，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3%
，与二季度末基本持平。收入平稳增长将继
续支持消费。

6. 出口形势出现好转态势

· 9月份出口1863.5亿美元，同比增速反弹至
9.9%，单月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

 各项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陆续落实
到位

7. 货币供应量增长加快，新增贷款同比多增

· 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94.37万亿元，同
比增长14.8%，比上月末和上年末分别加快
1.3和1.2个百分点；

· 狭义货币(M1)余额28.68万亿元，增长7.3%，
比上月末加快2.8个百分点，比上年末回落0.6
个百分点；

· 流 通中货币( M 0 ) 余 额 5 . 3 4万亿元，增 长
13.3%。

· 9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61.51万亿元，人民币
存款余额89.96万亿元。前三季度，新增人民
币贷款6.72万亿元，同比多增1.04万亿元；新
增人民币存款9.03万亿元，多增9243亿元。

8. 沿海发达省份经济增速出现回升态势

· 广东、浙江这些外贸依存度相当高的省份可
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增速亦率先出现企
稳回升态势。前三季度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40685.76亿元，同比增长7.9%，虽然增幅
同比回落2.2个百分点，但比一季度回升0.7个
百分点，比上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 对全国而言，广东经济增速的回升亦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一季度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增
幅低于全国0.9个百分点，而前三季度高于全
国0.2个百分点。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历年的
情况看，广东经济增速变化会比全国快一个
季度到半年的时间：它会先于全国下滑，先于
全国企稳，先于全国经济反弹。

(四)	经济增长回升的基础仍脆弱

1. 企业生产经营仍然相当困难

· 受外部需求下降和生产经营成本上升的双重
挤压，产能过剩，利润空间收窄，实体经济发
展困难。

2. 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投资扩张能力下降
· 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通过财政拨款或注

入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融资功能有、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投融资公司积累起巨大的政
府性债务和财政金融风险，难以得到金融机
构贷款。

· 前 三 季 度 地 方 国 有土 地 使 用 权 出让收 入
17936亿元，同比下降23.1%，“土地财政”
难以维系。

3. 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明显
· 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90588亿元，同比增

加8925亿元，增长10.9%。其中，中央本级收
入44809亿元，同比增长6.8%；地方本级收
入45779亿元，同比增长15.2%。财政收入在
连续三个月保持个位数增长后，9月数据回归
两位数，地方收入同比增长26.8%，中央本级
收入仍延续上月负增长态势，同比下降2.4%
。

4. 新的经济增长点仍然没有出现

· 新技术、新产业、新消费热点仍然没有大规模
形成

·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困难

·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处于培育发展阶段

5. 外部需求回升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

· 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和“财政悬崖”
（Fisical Cliff）走向不确定

· 欧洲央行无限量购买欧元区国家主要债券计
划（OMT）和欧洲永久救助基金效果难料，
欧盟主权债务危机将长期化

· 日本经济也将难以出现明显起色

· 美欧日又相继推出了新一轮大规模量化宽松
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但也将不可避免
地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和推动大宗商品价格
进一步上涨，从而加大全球通胀压力

· 对中国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

(五)	对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1. 主要国际机构的预测

· 10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与太平洋经
济数据监测》报告预计，中国2012年和2013
年经济增速将分别放缓至7.7％和8.1％，低于
5月份预期的8.2％和8.6％。

· 10月9日，IMF在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
告中，也将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下调至7.8％
，2013年有望回升至8.2％。这两项数据均比
7月份时的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

· 亚洲开发 银 行日前报告 也指出，预计中国
2012年和2013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7％和
8.1％，而今年4月份该行的预期分别为8.5％
和8.7％。

2. 我们的预测

· 从2012年前三季度主要经济运行指标和一些
先行指标分析预测，2012年四季度经济增长
将出现小幅度回升，增长率为7.7%，2012年
全年经济增长7.7%，能够年初确定的7.5%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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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居民消费价格全年涨幅在2.7%。这是新
世纪以来GDP实际增速与预期目标最接近的
一年

· 预计2013年经济增速将略快于2012年，可
实现8.1%的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基本保持稳
定，预计增长3%左右。

2012年经济运行的宝贵经验

· 在经济持续下行过程中，坚持房地产调控不
动摇，积极化解各类投融资平台风险，有效地
抑制了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前三季度，全国
房地产开发投资51046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8%)，增速
比上半年回落1.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
16.6个百分点；

· 正确对待经济增速的小幅下降，坚持调整经
济结构不动摇，较好地发挥了“倒逼机构”对
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

· 在财政收支压力不断加大的同时，坚持改善
民生不动摇，民生支出大幅度，对促进消费增
长和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
宁肯少上几个项目，也要确保对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的投入”

· 在政府投资力度不变的同时，坚持培育新的
增长动力，今年前9个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15941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5.2%，民间固
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62%，
民间资本已担当投资主角。

三、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

~ 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
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
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斯密增长”：依托于分工和市场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增
长；

~ “库兹涅兹增长”：依靠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的投
入和消耗所带来的增长；

~ “熊彼特增长”：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所驱动的增
长。

~ 中国经济本身所孕育的巨大的斯密增长、库兹涅兹增
长和熊彼特增长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一)  工业化进入战略转型期
· “十二五”时期，中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后

期，工业增速仍会快于经济增速，工业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在“十二五”后期趋于稳
定

· 工业内部结构会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重化
工业产能趋于饱和，规模扩张为主阶段会逐步结
束，并将进入产业素质提升为主的阶段；另一方
面，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知识化趋势增强，推
动工业化向创新型、融合型、生态型的新型工业
化模式转型。

(二) 城市化进入战略推进期
· “十二五”时期，城镇化率将超过55%，城市社

会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将为城乡结构转换创
造十分有利的条件。

· “十二五”时期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要由鼓
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转向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通过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带动城镇基础设施
和住房建设的投资需求，以及城镇人口增加带来

的消费需求，将成为扩大国内需求和带动经济发
展的重要动力。

(三) 体制改革进入战略攻坚期
· “十二五”时期，需要推进改革的战略性突破，

由过去渐进的、先易后难的、局部的或增量改革
转向战略性突破阶段，重点突破制约经济战略性
转型的关键环节。

· 改革还将从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社会领域拓
展，这不仅需要自上而下地有力推进，还需要社
会主体广泛参与。

(四) 对外开放进入战略提升期
· 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严重打击，

在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方面，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发
挥更大的作用，这对提高中国在重构国际金融
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推进中国金
融改革开放、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提供了战略机
遇。

· 中国，在继续鼓励出口的同时将更加重视扩大进
口，在继续“引进来”的同时将更加重视“走出
去”，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将明显增强。

挑战之一：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压力加大
未来一个时期，出口增速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
国内市场短期内很难形成替代出口的空间；随着收入
水平提高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原先支撑经济较快增
长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等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如
果我们仍然停留于传统比较优势，主要依靠低成本劳
动力换取微薄利润，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来实
现经济高增长的局面将难以为继。

挑战之二：经济结构调整难度明显增大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表明，外
部需求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需求结构
调整的压力明显增大。需求结构调整的背后是国民收
入分配关系的调整，直接影响到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利
益关系调整，还涉及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垄断行业体
制和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系统性、综合性要求
更高，不仅调整的阻力比以往要明显加大，调整的难度
也远远大于供给结构调整。

挑战之三：资源环境的硬约束更趋强化
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大国，中国
能源、资源消耗较快增长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即使采取
节能措施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今后十年能源、资源消
耗的增量也可能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由此产生的废
弃物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也可能是其他国家无法
比拟的。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
压力将日益增大。

挑战之四：社会利益矛盾更趋复杂多样
“十二五”时期，收入差距将难以明显缩小。人民生活
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型趋势更加明显，对教育、
健康、环境、文化、社保等公共产品需求持续增长。在
物质生活改善后，人民群众对行使民主权利、保护自身
权益和参政议政的要求提高。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更
趋复杂多样，统筹协调各不同利益主体的难度加大。

挑战之五：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
未 来一个时期，中国老 龄人口比重将迅 速上升。从
2011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不再提高，今后20
－3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
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
达国家，“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工资水平上升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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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消费性支
出将持续增加，储蓄率将相应下降，资金供求关系发
生变化。

挑战之六：外部压力和不确定性增大
· 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有

可能进入一个出口减速和贸易摩擦加剧的时期。
金融、证券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资本流动性和
市场投机因素也会增加。

随着中国占世界经济份额增加和力量对比的变化，竞
争对手在对中国进行牵制、压制和遏制上有可能会达成默
契或形成“战略联盟”。由于中国抵御摩擦、分化遏制、抗衡
风险的实力还不够强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有可能
加大。

中国中期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由世界银行在2007年发表的《

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来的

·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
等水平后，由于出现收入差距拉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
城市化进程受阻、产业升级艰难以及金融体系脆弱等
一系列问题，导致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和社会矛盾频
出，从而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

· 从二战到现在，世界上有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是陷入
在低收入陷阱或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真正能够打破这
个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是非常少（28个、12个，日本、亚洲
四小龙）

四、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胡锦涛总书记在2012年7月23日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
题研讨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
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当代中国，坚
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
线，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一)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充分挖掘中国
内需的巨大潜力，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
经济增长新局面。

·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进一步释放城乡居
民消费潜力，逐步使中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
界前列。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发展节能环保型消费
品，倡导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
费模式。

· 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
用，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优化投资结构，完善投资
体制机制，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有效拉动经济增
长。“十二五”前期要确保国家扩大内需的重点在
建和续建项目顺利完成并发挥效益。

(二)	 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新农村建设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
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 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中国人均耕地、淡水拥有量大
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业受自然资源约束日益凸
显，靠增加自然资源投入来提高农产品产出的空间
越来越小。根本出路在于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
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
力。

·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在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内，中国仍将有几亿人口生活在农村。按照
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搞好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特别要以水利为重点，大幅度增加投入，全面加强
农田水利建设。

(三)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
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
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 改造提升制造业。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很大，在制
造业行业分类的30多个大类中，已有半数以上行业
生产规模居世界第一，但是制造业总体水平还比较
低

·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抢占经济科技制高
点的重要举措。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
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
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
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节
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
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 加快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巨
大的需求潜力，但由于长期发展滞后，服务业对拉
动产业发展、扩大就业、带动消费的优势没有完全
发挥出来。要把推动服务业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的战略重点，把发展服务业与扩大城乡居民消
费有机结合起来，与扩大就业紧密结合起来，使服
务业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推动特大城市形成以服
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四)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区域
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
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步实现不同
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
发战略，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
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 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按照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
要求，规范开发秩序，控制开发强度，形成高效、协
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 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
原则，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
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

· 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
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
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大中小
城市交通、通信、供电、供排水等基础设施一体化
建设和网络化发展。

(五)	 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
水平

·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
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加大应对气候变
化工作力度，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到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
40—50%，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达到15%。

· 加强生态保护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建设生态文明

中国创业政策咨询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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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
生活质量的重要保证。近几年中国重特大自然灾害
频发，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
失。坚持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从源头上扭转
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六)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
新型国家
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全面落实
国家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规划纲要，为经济发展奠
定坚实科技和人力资源基础。

·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
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增强共性、核心技术突
破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推
进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和技术创
新工程。

· 加快教育改革发展。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大
计。教育是现代文明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
的起点。按照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
公平、提高质量的要求，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

(七)	 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
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
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社会管
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

· 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今后相当长时期
内，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解决高校毕
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问
题作为工作重点。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这是群众呼声最强烈、全
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
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
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

· 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作为
一项基本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网”和“
稳定器”。让人民生活有基本保障、无后顾之忧，是
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要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
层次、可持续的基本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
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保障
水平、提高统筹层次和实现制度统一等方面迈出更
大的实质性步伐。

·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
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
化，必须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
水平。

(八)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文化建设是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发
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
的文化力量。

· 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
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加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倡导爱国守法和敬业诚
信，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适应市场经济的道
德和行为规范。

·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政府要履行好发展
公益性文化体育事业的责任，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
需要和权益。同时，要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市场机制
的积极作用，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

业。

(九)	 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是实现国家强
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进
步，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	 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

·	 财税体制改革

·	 金融体制改革

·	 政府体制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土地制度及住房保障制度改革

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中国对外开放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正发生深刻变化，
对外开放进入由出口为主向进口和出口并重、由吸收外
资为主向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由注重数量向注重
质量转变的新阶段。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和内外
联系更为密切，也对中国与国际社会实现良性互动和
互利共赢提出了更高要求。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
域和空间，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创造中国
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以开放促发展、促改
革、促创新。

· 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保持现
有出口竞争优势，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
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延长加工贸易国内增值
链，推进市场多元化，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出口
结构转型升级。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
调整的重要作用，促进贸易收支基本平衡。

· 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利用外资要优化结构、丰富方
式、拓宽渠道、提高质量，注重完善投资软环境，切
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大智力、人才和技术引
进工作力度，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借
鉴国际先进管理理念、制度、经验，促进体制创新
和科技创新。扩大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对外开放，
发展服务外包，引进优质资源，提高服务业国际化
水平。

·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按照市场导向和企业自
主决策原则，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投
资合作。逐步发展中国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
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
和投资中的作用。提高综合统筹能力，完善跨部门
协调机制，加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宏观指导和
服务。维护中国海外权益，防范各类风险。

·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推动国际经济
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
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引导和推动区域
合作进程，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深化同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增加对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援助。

结束语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应对，使中国真正确定地

区性大国的地位和形象。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应

对，极有可能使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内成为世界性大国和世界

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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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科技投入：

◆ 2006以来，中央财政科技投入每年都是以20%以上

的速度增加

◆ 2006年，中央财政投入800亿；2011年，中央财政投

入2450亿，地方财政投入2460亿。

◆ 2015年全社会R&D投入预计达到1.5万亿。

二、注重对企业创新的支持

◆ 科技创新大会，明确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 以企业研发费用的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 中央企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纳入中央企业业绩考

核

◆ 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 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0%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三、鼓励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

◆ 免征营业税

◆ 减免所得税

◆ 一定比例的奖励

四、加强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

◆ 设立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生产力促进中

心等，为企业创新提供服务

◆ 设立国家高新区，在工商管理、人才引进、共用技术

研发平台、政策法律援助等方面探索性地采取了多

项措施。

营造自主创新环境
建设创新型国家

主讲者 / 莫鸿钧

中国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参赞莫鸿钧指，营造自主创新政策的
要素，包括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注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
鼓 励 技 术 转 移和 科 技 成 果 转 化、加 强 科 技 中介服务 体系建
设，及争取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上有更多突破和更大作为
等。以下为他所报告的纲要：

中国创业政策咨询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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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家高新区每年产值13万亿，占全国工业产值的

12.4%。

五、争取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上有更大突破和更大作为

◆ 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 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推进力度

◆ 着力增加全社会科技投入

◆ 造就宏大的创新人才队伍

◆ 建立科研能力和创新成果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标

准

◆ 推动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

◆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凡是产业化目标明确的，要由

有条件的企业牵头组织实施，项目资金要向企业倾

斜。

◆ “十二五”期间，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提高到2.2%

◆ 进一步扩大科技对外开放

六、国家重大专项

ü 截至2010年，重大专项在电子与信息、能源与环保、

生物与医药、先进制造等关键领域共部署课题3000

多个，中央财政投入近500亿元，带动地方、企业和

社会其他投入约1000亿元。

ü 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借鉴“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的

成功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现“

重、大、专”特点的新型举国体制

ü 重要科研成果：TDD-LTE Advanced成为国际主流

标准；世界最大数控龙门五轴联动车铣加工机床等

重大装备、三代核电关键设备大型锻件制造、大型飞

机等

七、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ü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

ü 今年七月，国务院印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规划》

ü 政策措施：

 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扶持；完善技术创新和人才政策；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

八、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与核电

ü 风能：2015年，累计并网风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基

本建立完善的风电产业链，掌握先进风电机组整体

设计能力，形成海上风电设备制造、工程施工能力。

；2020年达到2亿千瓦，海上风电装备实现大规模商

业化应用。风电装备具备国际竞争力，技术创新能力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ü 太阳能：2015年，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100万

千瓦以上，光伏发电系统在用户侧实现平价上网，

开展太阳能热发电试验示范；2020年，发电装机容

量达到5000万千瓦以上，光伏发电系统在发电侧实

现平价上网，太阳能热发电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发

展。

ü 生物质能产业：2015年，生物质能发电装机达到

1300万千瓦。生物燃气年利用量达到300亿立方米。

固体成型生物质燃料年利用量达到1000万吨。生物

液体燃料年利用量达到500万吨；2020年，生物质能

发电装机达到3000万千瓦。生物燃气年利用量达到

500亿立方米。固体成型燃料年利用量达到2000万

吨。生物液体燃料年利用量达到1200万吨。

新能源汽车：

ü 中国将电动汽车列入未来重点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将实施以纯电动为重点的新能源汽车战略，

加快推动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产业化。

ü 电动汽车发展专项规划

ü 重点工作：“纯电驱动”发展方向；“三纵三横”发展

布局；商业化示范推广等；

核电：

ü 10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能源发展“

十二五”规划》，再次讨论并通过《核电安全规划

（2011－2020年）》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

－2020年）》

ü 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核电建设作出部署：

稳妥恢复正常建设。合理把握建设节奏，稳步有序推

进；科学布局项目。“十二五”时期只在沿海安排少

数经过充分论证的核电项目厂址，不安排内陆核电项

目；提高准入门槛。按照全球最高安全要求新建核电

项目。新建核电机组必须符合三代安全标准。

中国创业政策咨询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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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中国总体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经济整体运行态势良

好：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二大吸引外资国，中

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具备综合优势；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

罕见的严峻挑战，中国经济发展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

保持相对稳健的步伐。　

ü 人才强国战略已成为推动中国科学发展的核心战略：

党的十七大将人才强国战略写入大会报告并载 入党

章；2010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对实施

人才强国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十二五”规划把发挥人

才第一资源作用写入指导思想，将造就宏大的高素质人

才队伍列专章进行规划。

ü 坚持高端引领、整体推进的人才开发指导方针：中央层

面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千人计划”），各省区

市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实施的海外人才引才项目或计划，

构建了不同层面、相互衔接的引才格局，实施成效明显，

掀起了海外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的新一轮热潮。

ü 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创新人才政策：实施促进人才投资

优先保证的财税金融政策；产学研合作培养创新人才政

策、实施人才创业扶持政策；促进人才发展的公共服务

政策；“人才特区”建设发加快推进。

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

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意见》提出，

要凝聚共识，充分调动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性，建立高效工作

机制，在中央、国家有关部门、地方分层次组织实施海外高

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

主要内容：从2008年开始用5-10年时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

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

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并有重点

地支持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

●“千人计划”项目	-	背景

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中

的引领作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的重大举措。

中国开展海外高层人才    
引进工作情况的报告

主讲者 / 李璟

         中国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及专家服务中心副主
任李璟在报告会上表示，目前中国正成为人才实现创新、创业梦
想的热土，因为：

中国创业政策咨询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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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计划”项目	-	最新一批数据

截止目前，“千人计划”项目已分八个批次共引进2793名

创新创业海外高层次人才。

●“千人计划”项目	-	已发挥的作用

ü 取得了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科研成果

ü 攻克了一批重大关键技术

ü 创办了一批迅速成长的高新技术企业

ü 带动集聚了一批高水平创新团队

ü 推进了科研体制和人才工作机制的改革创新

●“千人计划”项目	-	基本要求

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不超过55岁，引进后每年在国内

工作不少于6个月，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ü 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教授职务的

专家学者；

ü 在国际知名企业和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

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ü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具有海外自主

创业经验，熟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国际规则的创业人

才；

ü 中国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千人计划”项目	-	五个申报平台

国家重点创新项目平台

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平台

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平台

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平台

外专千人平台

●“千人计划”项目	-	国家重点创新项目平台	

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所确定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或863计划、973计划

等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通过本平台申报。

申报本平台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除应符合千人计划人选的

基本要求外，还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ü 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涉及的产业领域，能够解决关键

技术和工艺的操作性难题，或拥有市场开发前景的

自主创新产品；

ü 在海外承担过与国家重点创新项目相关的重大项目，

具有较强的产品开发能力。

本平台的申报评审工作，由科技部会同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牵头组织单位实施。

●“千人计划”项目	-	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平台	

为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通过本

平台申报。

申报本平台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除应符合千人计划人选的

基本要求外，还需具备下列条件：

ü 具有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平，近5年在重要核心刊物上

发表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

ü 获得国际重要科技奖项、掌握重要实验技能或科学

工程建设关键技术。

本平台的申报评审工作，分别由教育部、科技部牵头组

织实施。

●“千人计划”项目	-	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平台	

为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通

过本平台申报。

申报本平台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除应符合千人计划人选的

基本要求外，还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ü 拥有能够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技术产品升级的重大

科研成果；

ü 具有丰富的金融管理、资本运作经验，在业界有较大

影响。

本平台的申报评审工作分别由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民

银行牵头组织实施。

●“千人计划”项目	-		

　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平台	

回国（来华）后创办、经营企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通过

本平台申报。申报本平台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除应符合人

选基本条件第3条外，还需具备以下条件：

ü 拥有的专利或技术成果国际先进，能够填补国内空

白，具有市场潜力并进行产业化生产；

ü 有海外创业经验或曾在国际知名企业担任中高层管

理职位3年以上，熟悉相关领域和国际规则，有经营

管理能力；

ü 自有资金（含技术入股）或海外跟进的风险投资占创

业投资的50％以上；

ü 已创办企业1年以上，且其产品正处于中试阶段。

本平台的申报评审工作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科技

部牵头组织实施。

●“千人计划”项目	-	外专千人平台	

非华裔外国专家来华长期工作（引进后至少连续来华工

作3年、每年不少于9个月），通过本平台申报。

申报本平台的非华裔外国专家应符合人选基本条件。考

虑到外国专家的实际，申报人选的年龄可放宽到65岁。

本平台的申报评审工作由国家外国专家局牵头组织实

施。

●“千人计划”项目	-	引才程序	

1. 由用人单位物色拟引进人选，进行接洽并达成初步

引进意向后，向牵头组织单位申报。

2. 牵头组织单位组织专家对申报人选进行评审，提出

建议并报中央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

（简称“专项办”）。

中国创业政策咨询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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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专项办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报中央海外高层次

人才引进工作小组（简称“工作小组”）审批。

4. 经工作小组批准的引进人才名单，由专项办通知有

关部门落实相关特殊政策；

5. 用人单位根据批复意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与引进

人才签订工作合同，办理引进手续；

6. 符合基本条件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可以自荐的方式直

接向专项办申报。通过自荐、其他渠道推荐，或需要

以特殊方式引进的人才，由专项办商有关部门按既定

程序个案处理。

●“千人计划”项目	-	特定待遇	-	居留和出入境	

外籍来华高层次人才及其外籍配偶和未满18周岁外籍子

女，或中国籍回国高层次人才的外籍配偶和未满18周岁

外籍子女：

ü 需多次临时入、出境的，可办理5年多次有效、每次停

留不超过180天的长期多次签证；

ü 需在中国工作或长久居留的，可办理工作签证或2至

5年有效的外国人居留证件；

ü 符合办理永久居留条件的，可申请办理永久居留手

续；

ü 符合条件的，颁发来华定居专家证或外国专家证。

●“千人计划”项目	-	特定待遇	-	居留和出入境	

外籍引进人才及其随迁外籍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公安

机关在受理申请的50天内，为其发放《外国人永久居留

证》，作为其在中国的合法身份证件，享有中国法律规定

的基本民事权利和义务。对于尚未获得《外国人永久居

留证》的引进人才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需多次临时

出入境的，为其办理2—5年有效期的多次往返签证。

●“千人计划”项目	-	特定待遇	-	资助	

中央财政给予引进人才每人人民币100万元的补助。用

人单位、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配套其他资金，用于改善

引进人才的工作生活条件。

此外，“千人计划”项目之特定待遇也包括：医疗、保险、

住房、税收、配偶安置、薪酬。

●“千人计划”项目-	对重点创业人才给予的配套支持	

ü 中央财政给予每人人民币100万元的资助，有关地方

提供配套支持；

ü 给予多次出入境签证；

ü 国家和地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资)金给予

优先支持；

ü 可承担国家重点科技、产业、工程项目任务，其产品

符合要求的，纳入政府采购目录；

ü 对获得表彰的创业人才，在永久居留、医疗、保险等

方面给予特殊待遇。

●“千人计划”短期项目	-	申请条件	

ü 适用于不能全职回国(来华)工作的短期为国服务的海

外高层次人才：

ü 国家科技、产业发展和学科建设急需、紧缺领域的领

军人才或学术技术带头人，符合《引进海外高层次人

才暂行办法》规定的引才标准；

ü 在国内工作单位固定，有明确具体的工作目标任务，

能做出实质性贡献；

ü 已与用人单位签订至少连续3年、每年在国内工作不

少于2个月的工作合同，并明确合同期内工作成果知

识产权的归属。

●“千人计划”短期项目	-	申报程序	

ü 申报主体为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中央企业。

ü 用人单位物色人选并签订正式合同后，填写申报书，

按照《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规定的程序申

报。

●“千人计划”短期项目	-	生活待遇	

ü 中央财政给予“千人计划”短期项目引进人才每人人

民币50万元的补助；

ü 根据引进人才实际需要，可为入选人办理出入境、医

疗、保险等手续。

●“千人计划”短期项目	-	短期转全职	

ü 千人计划”短期项目引进人才在合同期满后申请全职

回国(来华)工作的，在签订聘用合同后，需由用人单

位提出申请，报专项办同意，方可转为全职回国的引

进人才。

ü 中央财政将为转为全职回国的引进人才再发放人民

币50万元的补助。

●“青年千人计划”项目	-	申请条件	

ü 属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年龄不超过40周岁；

中国创业政策咨询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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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在海外知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并有3年以上的海外

科研工作经历；

ü 申报时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或知名企业研发

机构有正式教学或科研职位；

ü 引进后全职回国工作；

ü 为所从事科研领域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有成为该领

域学术或技术带头人的发展潜力。

ü 对博士在读期间已取得突出研究成果的应届毕业

生，或其他有突出成绩的，可以破格引进。

●“青年千人计划”项目	-	申报主体	

ü “青年千人计划”申报主体为国内高校、科研机构（

含转制科研院所）。

ü 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将引进人才作为院士、“千人计

划”入选者等学术带头人领衔的科技创新团队成员

进行申报。

●“青年千人计划”项目	-	申报程序	

1. 用人单位和海外人才达成引进意向后，按申报通知要

求向平台提出申请；

2. 平台组织专家进行通讯评审后，分批次组织会议评

审，以面谈方式议定拟引进人才名单，并进行公示；

3. 根据拟引进人才所在学科领域、能力水平等差异，分

类分档提出科研经费补助标准（100－300万元）；

4. 对公示异议人员，由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

公室组织专家复审；

5.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批准引进人才名单。

●“青年千人计划”项目	-	支持措施	

ü 中央财政给予引进人才每人人民币50万元的一次性

补助；

ü 中央财政按照批准的引进人才名单和经费补助标

准，给予引进人才科研补助经费，一次核定，按进度

拨款；

ü 引进人才的其他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参照“千人计

划”现有政策执行。

●“外专千人计划”项目	-	介绍	

“千人计划”高层次外国专家项目(简称“外专千人计划”

，特指非华裔外国专家。

“外专千人计划”的目标是，按照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

的统一部署，围绕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行业和关键

领域的需求，利用10年左右的时间，引进500-1000名高

层次外国专家，每年引进50-100名。

●“外专千人计划”项目	-	引才标准	

“外专千人计划”目前重点引进长期项目专家(至少连续

来华工作3年、每年不少于9个月)。其人选应符合“千人

计划”的引才标准。考虑到外国专家的实际，申报人选

的年龄可放宽到65岁。

●“外专千人计划”项目	-	引才程序	

1. 用人单位与拟引进人选进行接洽并达成初步意向

后，填写“外专千人计划”引进申报书，向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外国专家局和部委外国专家管理部门申

报。

2. 国家外国专家局组织专家对申报人选进行评审后，

报“专项办”。

3. “专项办”组织专家顾问组进行审核把关后，报工作

小组批准。“专项办”向有关部门下发“外专千人计

划”引进专家名单。

4. 用人单位与“外专千人计划”引进专家签订工作合

同，办理相关手续，并保证“外专千人计划”专家按

合同约定及时到岗工作。

●“外专千人计划”项目	-	支持措施	

1. 入选者在出入境、居留、医疗、保险、住房、税收、薪

酬等方面享受“千人计划”特定政策和待遇。

2. 中央财政给予“外专千人计划”长期项目专家每人人

民币10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并根据工作需要，经用

人单位向从事科研工作、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外

国专家提供总计300-500万元科研经费补助。

3. 国家外国专家局根据“外专千人计划”专家在华工作

年限给予适当补助，专项用于提高其医疗、养老保障

水平。

4. 授予“外专千人计划”长期项目专家“国家特聘专家”

称号。

●“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	

~ “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是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

员联谊会的一个分会，是国家“千人计划”项目引进

专家自愿发起和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 联谊会凝聚全体“千人计划”专家，旨在联谊交流、

协同合作、建言献策和服务社会。

~ 联谊会将团结并服务于海内外留学人才，积极践行科

技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努力成为国家创新创业的生

力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贡献智慧和力量。

●“千人计划”服务窗口	

ü 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设

立国家“千人计划”服务窗口，指导各地“千人计划”

服务窗口的工作，并协助在京中央用人单位为国家特

聘专家办理落实相关生活待遇的手续。

ü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设立“千人计划”服务窗口，按照属地化原

则，协助用人单位为国家特聘专家办理落实相关生

活待遇的手续。

中国创业政策咨询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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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率领代表团

出席于9月21日至25日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

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此代表团成员包括顾问拿督杨天培、副团长陈友信、

丁锦清、宋兆棠、颜登逸、财政拿督黄锡琦、工商主任丁

扬岗、团员：彭彦彰、拿督王茀诚、李鸿儒、陈振发、李炎

辉、郑填发、李治辉、许启德、许卓汉与温永泰。

代表团于9月20日抵步后，出席中国－东盟博览会欢

迎宴、第二天，总会长及部份贵宾代表出席在南宁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接着出席在荔园山

庄举行的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中国国家副

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致词。

当天下午，代表团受邀出席在红林大酒店会议厅举

行的首相慕尤丁主持的商务圆桌会议，出席的政府官员还

包括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拿督斯里曹智雄、贸工部副部

长拿督慕克力，以及首相中国事务特使丹斯里黄家定等。

代表团嘉宾也受邀观赏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大地

飞歌”演出。

9月22日，代表团出席在南宁华南城举行的东盟商品

中心开幕仪式，出席开幕仪式者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

马飚及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声琨，较后出席中国－东盟商会

领袖论坛，拿督黄汉良会长受邀发表专题演讲。

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马中经贸总商会代表团

南宁出席系列经贸活动

n	出席商务圆桌会议的马中经贸总商会代表团，左起：丁扬岗、黄锡琦、李治辉、刘俊
光、杨天培、黄汉良、宋兆棠、丁锦清、颜登逸、李炎辉、陈振发。

n	黄会长参观展览，在马来西亚馆问候
参展商。

n	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在南宁主持商务圆桌会议。

n	黄汉良（左二）与代表团出席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主持的商
务圆桌会议，左起：杨天培、刘俊光、颜登逸、丁锦清。

n	代表团与前中国驻马商务参赞，目前调任泰国的高文宽(左5)
参赞在南宁喜相逢，左起：丁扬岗、刘俊光、颜登逸、黄汉良、
杨天培、林锦胜（中华总商会副总会长）、宋兆棠、丁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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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合作共赢
发展自贸区建设

金
秋时节，绿城南宁喜迎

盛会，处处洋溢着节日

的气息。9月21日，第九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

心朱槿花厅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第九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国缅甸总统吴

登盛，老挝总理通邢、越南总理阮晋

勇、马来西亚副首相慕尤丁、泰国副总

理吉迪拉、柬埔寨国务大臣兼商业部

大臣占蒲拉西、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

长素帕差出席开幕式。

2012年恰 逢《中国 —东盟全面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10周年、中

国－东盟科技合作年，在此背景下开

幕的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具有特

殊而深远的意义。

上午9 时，第九 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开幕式正式开始。朱槿花厅里的

气氛隆重、热烈。开幕式的主席台金

碧辉煌，会场四周环廊繁花似锦。整

个开幕式现场洋溢着友好、和谐的氛

围，象征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合作欣欣

向荣、前景美好。

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国

缅甸商务部长吴温敏主持开幕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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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高虎城、

主题国缅甸总统吴登盛先后致辞。

马飚说，9年来，在中国和东盟10

国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博览会硕

果累累，发挥了重要的平台作用，凝聚

了开放的共识，拓展了交流的范围，深

化了务实的合作。9年来，广西通过承

办博览会，已由中国的南疆边陲成为

了中国对东盟开放的前沿和窗口，已

由中国的交通末梢面成为了连接多区

域的国际大通道、交通大桥梁、合作

大平台。本届博览会突出互利共赢促

进发展的主题，推进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发展及互联互通建设，以全方

位合作促进睦邻友好，必将为深化中

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新贡献。

高虎城说，10年前，《中国－东盟

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标

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式

启动。10年来，我们共建中国－东盟博

览会平台，共推商品服务、信息要素的

顺畅互动，共促《框架协议》的全面落

实，实现了自贸区全面建成并稳步发

展的目标，为本地区的共同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

会将是合作共赢促进发展的盛会，充

分展示自贸区建设和发展的新成果、

新商机，为双方企业和人民带来更多

的福祉。

吴登盛说，中国－东盟博览会在

推动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和贸易方面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东盟成员国对博

览会高度重视，因为它涵盖了东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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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
发展自贸区建设

中国之间的友好交流，经贸促进和多

领域合作等多方面内容。博览会已经

成为推动东盟—中国自贸区全面实现

的主要平台之一。东盟与中国市场极

其广阔。双方均有各自明显优势，自然

与人力资源丰富。重要的是，我们同处

高速发展的亚太地区，而亚太地区目

前是国际关系与贸易的中心。因此，我

们必须携手合作，共促本地区和平与

发展。

接着播放的精彩短片，形象地展

示了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友好交流、

经贸促进和多领域合作等方面取得的

非凡成就，彰显了合作才能共赢，促

进发展的主题。短片结束后，主席台

背景板上显示出“10+1＞11”的巨大字

符，让全场感受到合作的力量。

9时35分，习近平宣布：“第九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

随后，习近平、吴登盛、通邢、阮

晋勇、慕尤丁、吉迪拉、占蒲拉西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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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李奕

贤、菲律宾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潘里

利奥、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出口总司总

司长古司马迪、东盟副秘书长林康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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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声琨等嘉宾走上剪彩台，共同为第

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剪彩。

14位剪彩嘉宾拉开系在画卷上的

红绸，一幅描绘中国与东盟合作成果

和前景的巨大“宏图”展现出来，吸引

了全场的目光。共展宏图的创意，表

达了中国与东盟合作才能实现共赢发

展的共识，表明了中国和东盟11国通

过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一平台通力合

作，共创美好未来的信心。

伴随着空中飘下的礼花、彩带和

雷鸣般的掌声，第九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隆重开幕。

中国各部委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有

关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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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商机无限的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

n	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举办开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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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济贸易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出席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于9月22日上午受邀在

广西南宁华南城会展中心二楼会议厅举行的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2012中国－东盟商会领

袖论坛发表专题演讲，以下是黄会长演词全文：

今
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关系的

3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全

面经济合 作框 架协议签订

的10周年。非常高兴出席第9届中国－东盟

商务与投资峰会。

(一)	东盟未来亚洲	

经济成长的火车头

东 盟 是 亚 洲 未 来 经 济 成 长 的 火 车

头。

据华盛顿5日讯报道，国际经济谘询

机构(IHS)全球透视公司发布报告指出未

来20年东南亚将成为带动亚洲经沛成长

的火车头。

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毕斯互斯指出，东

中国－东盟
互联互通、携手共赢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总会长
   黄汉良

   22-09-2012

n	黄会长在2012中国－东盟商会领袖论坛发表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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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印度，成为新兴亚洲的第三

大经济成长引擎。2011年2兆3千亿美元，2020年4兆7千亿

美元，2030年将达到10兆亿美元。东盟消费者支出将快速

增长。印尼、泰国、马来西亚都是主导成长快速东盟国家，

尤其是印尼有丰富资源，加上2亿5千万人口，估计2030年

GDP有4兆亿美元，超越韩国和澳洲。

(二)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成就辉煌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1年以来，双边经贸合作

成效显著。在2010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927.8亿美元，规

模扩大了37倍。而2011年，更达到3629亿美元，同比增长

24%。

目前，中国已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更超过日

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相互投资规模持续扩

大，截至2012年2月底，双方相互投资金额累计超过870亿

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目的地。

(三)	中国东盟互惠互利

当前全球经济不稳因素增多，中国已成为拉动全球经

济增长的新的发动机。中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不断提高

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为加深与拓展东盟与中国的经

贸合作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

的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不仅对本身的经济发展有利，也有

助于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与繁荣。

双边互利合作不断深化。2009年中方宣布为东盟提

供150亿美元信贷，并决定设立总额100亿美元的中国－东

盟投资合作基金。目前，中方已向东盟提供了122亿美元贷

款，用于桥梁、道路、电站等多个大型建设项目。东盟已成

为中国第五大服务贸易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使双方经济一体化程度提升

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合作已由最初的单一货物贸易形

式，扩展到服务贸易、相互投资、信息通讯、湄公河开发、交

通、能源、文化、旅游等众多领域。

这些贸易数据的后面蕴藏着无限商机。各行各业更应

加强产业链当中的优势互补。这些　行业的产业链，包含上

游的原材料供应、产品开发、产品制造、货品批发、物流服

务、销售商。产业链的细分与规范，可以确保行业的稳固增

长。

在传统领域合作的基础上，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努力

构筑从科技研发、产业转化、工业设计、生产制造到市场营

销等环节的全产业链合作网络，联手抢占国际产业发展的

制高点。

(四)	中国东盟商机处处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投资明显增加。20年来，中国

和东盟各国之间的双向投资不断扩大。近年来中国对东盟

的投资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其中近一半是近两年实现的。

东盟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

(五)	马中经贸新跨越

2011年，中国与马来西亚双边贸易额达900亿美元，同

比增长21.3%；马来西亚已经连续四年成为中国与东盟国

家合作中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马来西亚全球最

大贸易伙伴。2011年中国首次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市

场。

2011年马来西亚对华出口额增长13.9%，主要出口产

品包括化学制品、橡胶制品、电子产品、加工食品和石油制

品等。同时，中国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进口商品来源地。

马中双方的合作潜力无限。在继续巩固和加强机械制

造、矿物加工、橡胶等传统领域的基础上，两国可以积极拓

展在节能环保、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海洋产业等

领域的交流合作，努力构筑从科技研发到市场营销等环节

的全产业链合作网络，使之尽早真正成为双方产业全方位

对接。

中马双方应加快港口建设和港口联盟，使通关便利

化，逐步实现互联互通。同时进一步消除贸易投资的障碍，

加强边境经贸往来，促进人员、资本等快速流通，扩大贸易

规模。

中马双方的合作和经贸关系全面发展，必将对中国与

东盟经贸合作产生示范效应，进而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

设的深入和完善。

马中双边贸易前景受到看好，马来西亚会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吸引更多中国投资。

东盟国家在经济上和中国仍有许多互补的地方，就以

马来西亚来说，在种植业、农业、石油、矿产等都可和中国

互补。

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关系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尤其中

国在面对产能过剩及大量出口产品和面对西欧及北美市场

受影响的情况下，必须加深和东盟的合作。

(六)	马中经贸合作新典范－马中产业园

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政府认可及大

力推动的广西钦州产业园和关丹产业园目前正在积极的进

行，这是全球唯一两国在各自国家同开发产业的典范，也

是中国与东盟深化合作的里程碑，加强双边优势互补的起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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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贵商会与博览会已经建立了长

期的合作，在合作中，贵商会有什么收

获？

黄汉良：我们马中经贸总商会的宗旨、

目标和方向是促进马来西亚跟中国的

经贸关系发展。因此，博览会是一个

很好的平台，通过博览会合作，使得

彼此的经贸来往进一步加强。从宏观

方面来讲，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

的国家，我们的回民占了50%，这样

的展览，对我们当地的华裔同胞是一

个非常有利的事情。对我们的民族和

谐、民族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也让马

来西亚政府跟中国政府更加的紧密交

流合作。在微观方面，现在世界上只

有中国广西跟另外一个国家互设工业

园，我们在广西钦州设立了中马产业

园，同时也在马来西亚关丹设立了关

丹马中产业园，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成

就。广西政府这些年来跟马来西亚的

关系非常密切，从上一任主席到现在

的马飚主席每一年都到马来西亚来做

展览工作。

记者：本届博览会哪些展览给您留下

最深的印象？

黄汉良：我想主题国是最吸引人的，

主题国突出了它们的亮点和特色，给

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其他方面，

比 如 博览会 开 幕 式，商务与 投 资 峰

会、自由贸易区论坛，中国跟东盟合作

的大方向，这些也是好的。

记者：贵商会今后将采取什么措施，进

一步推动中国与马来西亚的交流？

黄汉良：我们和中国的经贸活动在不

断的发展当中，博览会只是我们常年

活动的一部分，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

活动，如参加宁夏、东北亚的展出，以

促进我们的会员对东北老工业区改

造的兴趣。同时我们还参与北京的产

业园以及江苏常熟的东盟产业园的活

动。在马来西亚，我们每年都会举办

一个国际性的大型活动，如今年9月8

号就举办了马中企业家大会。这些交

流活动都对马来西亚与中国的经贸合

作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记者：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经济上有什

么互补的方面？

黄汉良：中国物产丰富，人力资源充

足，工业发展蓬勃，市场广阔，因此

可以弥补马来西亚的一些不足。比如

纺织品生产，由我们的企业设计好样

式后交给中国制造，然后再卖到新加

坡、文莱等地，这样可以在生产环节

中节省很多成本，获得更大利润。此

外我们还会从中国进口各种生活日常

用品。而我们马来西亚盛产棕榈油、

白咖啡、燕窝等产品，这些也是中国目

前所需要的。今年我们两国的经贸贸

易额力争达到1000亿美金，中国是我

们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国，而马来西

亚是中国第三大贸易国。在东盟国家

里我们是领头人，连续四年成为中国

在东盟国家里最大的经贸往来国。所

以，作为马来西亚的中国经济贸易总

商会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当然我们也

会继续努力，进一步促进两国长期友

好的经贸交流合作。 

黄汉良：

通过博览会平台进一步
促进马中经贸合作

转载自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网站

9月21日下午，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在参加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时

接受了《第9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快报》记者的采访。他表示，将通过博览会平台进一步促进马中经

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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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马房地产将如中国

四川国剧“变脸”！世界房地产也

会随着大环境趋势大重组！

国际著名房地产投资专家郑

水兴为2013年的房地产大胆的作出

预测，并且一针见血的道出大家所

关注的切身课题，他说：

“2013年只有少数人能在房地

产大赚一笔，整个市场的变化可能

让更多人“望而兴叹”，无法从中获

利，更可能遭受亏损。”

如何可以在这样的局势中扭

转乾坤？郑水兴特于2013年1月19日

及20日，于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

心，分别以两场中英文授课，并附

加2013年房地产预测讲座，让投资

者能在 2013年于房地产界大 展拳

脚！

这一场名为“2013年房地产世

界大重组”盛会是全马有史以来，

最大型的个人房地产演说会及投资

课程，甚至是市场上独一无二，连

续六年的常年房地产预测讲座，实

在不容错过！

这一次 郑水兴将会重新定义

房地产“包”赚钱的买低卖高的策

略，何时是高？何时是低？事实上

并不是一般我们表面所看见的高

与低，而是要在短时间内上升幅度

最高、最快，并且在与其他生活费

的比较之下，差异幅度高低为准，

市价超越实价，就是高！

他会在课程中特别传授如何

通过投资组合管理在不同的时间，

买不同的地方的产业,甚至是海外

产业，以强大的投资网络，进行高

卖套利，分散风险来达到高效率的

投资目的。

他认为以往整个房地产的价

格是由市场或发展商来引导，但是

近年来全世界都在打着经济战，

各国政府开始设立经济特区， 以

促进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因此也会

从大吉隆坡、伊斯干达、赛城来探

索大马的投资热点，了解什么是热

点？到底这些经济特区的发展潜

能在哪里？特别是新山为何成为大

热？新加坡人为什么会为之疯狂？

另外也会预测东南亚的整个

局势发展，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

触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欧洲

开始向亚洲招手，而一直以来倾向

西方的中国,也来个大转弯往南发

展。东南亚即将成为全球房地产投

资的新焦点，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

马来西亚这块宝地，是否有足够的

友善政策去掌握这些优势？您又怎

么参与着激变空间的契机？

2013年最轰动大讲堂，郑水兴

实战分享如何用昨天的价钱购买明

天的产业，赚得最高的利益？一场

打开财富商机的秘诀传授，从你的

实际行动参与开始!

为了感谢 读 者与 投 资 者 这 6

年来的支持，该讲座会在12月推出

特别优惠配套，优惠期有限，机会

难逢，千万别错失这致富良机！任

何疑问可拨电联络 03-22888588 / 

0162020001 或浏览 www.swhengtee.

com.my 了解详情！

2013房地产世界大重组

郑水兴翻转投资策略

商业资讯 Adver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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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誉为中国外贸的风向标

和晴雨表的第112届广交

会，于11月4日闭幕，与

会人数、成交额双双下滑，释放出世界

经济复苏势头依然缓慢，外贸企业仍面

临严峻挑战的信号。数据显示，外贸企

业这个“冬天”不太好过——在外需严

重下滑，贸易环境恶化的外部环境下，

本届广交会来访采购商和订单“双下

滑”，出口成交比上届下降9.3%。

广交会对日本成交	

下降36.6%

据广交会官方统计，截 至11月3

日，第112届广交会境外采购商与会

人数188145人，比第111届同期减少

10.26%，比第110届同期减少10.05%

；本届出口成交326.8亿美元，比上届

下降9.3%。

统 计 显 示，受 欧 债 危 机 、美 国

经济复苏乏力和中日关系影响，欧美

日等传统市场降幅明显，对欧盟、美

国、日本成交分别下降10.5%、9.4%

、36.6%。从数据可以看出，钓鱼岛事

件对中日贸易影响严重，贸易额下降了

三成多。

俄罗斯到会人数位居第三

据了解，在欧美采购商明显减少

之际，俄罗斯由于新加入WTO，本届

到广交会的人数大幅上涨，到会人数

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之后，位居第三。

各大洲采 购商与会人数 按比例

从高到低依次为：亚洲101,649人，占

54.03%；欧洲38,590人，占20.51%

；美 洲2 8 , 317人，占

15.05%；非洲13,362

人，占7.10%；大洋洲

6227人，占3.31%。

据 悉，与会人数

排名前20的国家和地

区与会123,044人，占

与会总人数的65.4%

，较上届增加1.97个百

分点。前十 位国家和

地 区依次 为：中国 香

港、美国、俄罗斯、中

国台湾、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印度、泰国、韩国、澳大利

亚。

目前，欧美需求低迷，新兴市场

也受到影响，成交量出现小幅下降，

东盟、中东、金砖四国成交降幅分别为

7.9%、5.7%、0.7%，均低于总成交降

幅。值得一提的是，在成交普降的局

面下，澳大利亚成交增长0.4%。

在2012年最新公布的世界零售

250强企业中有94家与会，世界零售

250强企业排名在前10位的有7家企

业赴会，分别为沃尔玛、家乐福、特易

购、麦德龙、好市多、家得宝和沃尔格

林。

老采购商“钟情”广交会

在国际经济总体低迷情况下，老

采 购 商 对广交会表 现出格外的“钟

情”，可谓“一往情深”。据悉，老采购

商与会137,936人，占73.31％，比上届

提高8.31个百分点，创广交会分三期

举办以来的新高。

本届广交会扩大了招商范围，稳

步推进市场化招商，较好地稳定了老

采购商的与会，老采购商所占比重在

提高。在全球经济下行时期，广交会

老采购商特别是忠诚客户所占比例上

升，表明广交会作为世界知名展会、中

国第一展，具有很强的品牌影响力，对

采购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国际弹性需求大幅下降

本届广交会中短订单居多，6个月

以内的中、短订单占比达86.6%，增加

了0.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采购商对

未来经济信心不足，经济总体走向未

明朗。

另一方面，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

上涨，推 动生活必需 品总 成 交 额 增

长。食品、医药等生活必需品成交分

别增长14.5%、26.9%。

而非生活必需品的机电商品、纺

织服装成交下降11.6%、15.5%，而

需求弹性明显的皮 质 箱包、木 质玩

具下降幅度更大，分别下降了37.7%

广交会：外贸企业
这个“冬天”不好过

n	本会副总会长宋兆棠（左二）与中央理事张志聪（左
一）及霹雳州分会理事梁景环（左三）与中国对外贸易
中心国际联络部总经理刘铨东（右一）在第112届广交
会开幕招待会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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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属于弹性消费品，当经济形势较

好时，其需求量出现上涨。经济前景

不乐观时，市场需求则下降。

外贸企业转型效果初显		

本届参展的品牌企业约占企业

总数的20%，但品牌展区成交125.8

亿美元，占总成交额的38.4%，每家

品牌企业平均获得的订单数是非品牌

企业的3倍，平均成交额是非品牌企

业的6.2倍。创新产品多，设计研发能

力强的企业成交情况明显好于其他企

业，可谓是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效果

初显。

相比之下，中小企业这个“冬天”

更加艰难，由于订单减少，他们将面

临更大的挑战，需要做好“过冬”的

准备。有参展企业表示，尽管订单不

乐观，但也在意料之中。他们表示，通

过广交会期间的交流沟通，他们获得

了信息，或许未来会加快转型升级步

伐，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

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　　

侵权现象降　创新意识增		

本届广交会修订了《广交会投诉

接待站操作规范指引》，为具体案件

的办理提供了规范依据。并通过参展

易捷 通系统 对有侵权记录的参展商

作“敬告提示”，以警示参展商提高保

护知识产权和遵守广交会交易秩序的

意识。

本届知识 产权 案件总体数 量下

降，特别是商标、版权类案件比上届

同期下降了约四分之一。广交会投诉

站共受理知识产权投诉484宗，与上

届同比下降11.36%。特别是商标、版

权类案件，受理案件数量与上届同比

分别下降了25%和28.57%。本届被

投诉企业671家，同比下降8.33%；最

终认定涉嫌侵权企业336家，同比下

降15.58%。境外采购商、工商团体

非常看重广交会这一品牌所 体现的

形象、信用和声誉。本届广交会参展

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

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增多，侵权现象减

少。

广交交易平台依然被看重		

虽然受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本

届广交会出现采购商数量和出口成交

额双双下滑的局面，但中国国内参展

商和海外采购商却依然很看重广交会

这个交易平台。

尽管采购商到会人数逐年减少，

但对参展商来说，与数量相比，他们

更关注来的客户的质量，以及到会客

户的采购意向和实力。

商家认为，近几年成交量都不如

以前那么高，因此，人流对订单的影

响是有限的，有意向的客户之数量没

有变，只是可能开发新客户比以前要

困难些。

如何理解客户的质量？客户不是

简单地询问产品价格，而是确实有采

购意向，也具备实力，更多时间会到企

业实地考察，最后才确定是否选择他

们做合作伙伴。

据第112届广交会统计显示，老

采购商到会人数占70%以上，创104届

以来的新高。金融危机进入第五个年

头，海外采购商仍然看重中国产品的

竞争力，他们每年不远千里在广交会

期间到中国淘宝。 

网上广交会访问量1.21亿次		

本届广交会的一大亮点是电子商

务的上马。据介绍，网上广交会网站

的累计访问量达1.21亿次，网上广交

会累计意向成交4921万美元。本届广

交会上，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全新推出

外贸商品质量二维码，广交会采购指

南、《中国贸易黄页》纸媒已经正式转

型为B2B网站，目前已经建立起具有

70万家外贸企业的外贸商品质量服务

平台。

在第112届广交会上向中国企业“

出售或者出租意大利老品牌”的意大

利商人罗曼·杰罗诺克获得了巨大成

功：在15天里，他一共接待了近800位

中国商人，达成各类购买或租赁品牌

意向超过100个。从家具到服装、皮

包，什么品牌都有人想要。

抢“洋品牌”	

为内销产品“贴金”		

疯抢意大利老品牌，对于中国企

业而言，成本并不低廉。而来自各方

的信息显示，尽管一些中国企业购买

品牌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良好的出口渠

道，但大部分中国企业还是“目光向

内”，希望给自己的内销增添特殊光

环。

目前中国企业对意大利品牌的兴

趣广泛，不仅包括人们较为熟悉的家

具、服装、纺织品等，大批中国企业还

在求购体育用品、小型家电、餐具等

领域的意大利品牌。从该企业售出的

品牌价格也较为悬殊，便宜的一万欧

元即可获得，部分品牌的价格则超过

十万甚至百万欧元。

如果一家中国企业希望获得一个

有着50年以上历史、在欧洲和其他国

际市场都拥有销售网络且有一定设计

研发能力的家具品牌，那么就要准备

付出100万欧元左右的购买费。

绝大部分购买意大利品牌的中国

企业，“志向”并不是国际市场，而是

为了扩张其在国内市场的份额。

以往很多中国企业给自己产品取

一个“意大利名字”就觉得够用了，现

在这种做法已经不容易产生吸引力，

人们觉得购买一个实际存在的意大利

品牌作用更大。

究竟指望意大利品牌在中国国内

市场上起到什么作用？一位参加广交

会的中型餐具企业销售人员说，这就

等于凭空给自己的产品“镀了一层金”

。

很多企业也是迫于无奈，毕竟当

地市场就认“洋品牌”，有了这个以后

进卖场更容易，而且也能卖出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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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来西 亚 政 府把中小企

业称为“工业发展的支

柱”，并采取很多措施

给予支持，以推动国家经济的健全发

展。然而，我们也常听到华裔中小企

业感叹：政府的援助金与低息贷款难

以申请。

政府开了“水龙头”，民间却感觉

不到“水源滚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呢？

《马中经贸》特地就此课题走访

了税务顾问钟贵发博士，从2013年财

政预算案谈起，看看中小企业可如何

从政府最新措施中受惠，并探访业界

感叹“政府贷款偏重照顾某个族群，

以致华裔中小企业申请贷款难”的迷

思。

钟博士劈头第一句：“许多人做

生意，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

力，叫政府如何放心把钱借给你呢？”

他补充说，许多华裔企业在申请政府

援助金或低息贷款遇阻，很多时候是

商业点子不够成熟全面，也无法撰写

一份有说服力的企划书，而申请不到

政府贷款。

“如果你申请贷款时所提 呈的

资料，无法具体地显示你的商业概念

是可行的商业模式，未来获利可见度

不高，政府不确定你可如何地摊还贷

款，你要如 何说 服 政 府把钱 借 给 你

呢？”

正所谓：“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如果政府贷出低息贷款，看不到回

收贷款的可能，别埋怨政府不借钱给

你。商家借钱时，就应该先想想要如

何善用贷款去经营，以便赚到钱再还

钱，建立良好的商誉。

根据他的分析，华商在申请政府

援助金 和低息贷款面对最大的问题

是：企划书、营商经验和语言能力。

问题一：企划书不够专业

在中小企业提呈申请政府低息贷

款企划书里，须具体地提出你的产品

有什么卖点？你的市场在哪里？你自

己有什么营商经验？若你呈交的企划

书，看起来像空谈，就别责怪申请贷

款无法成功。

“很多事情，我们别只是责怪政

府，我们也须自我反省。”

若中小企业家不晓得如何写企划

书，可找专人代劳。成功申请后，分若

干比率给专人作为酬劳，这是双赢的

做法。

问题二：营商经验不足

此外，许多申请低息贷款碰壁的

中小企业，很多时候并没有什么营商

经验，也不足以说服政府把钱贷给他

们。

比 如 说，你申请 低 息贷 款 开照

相馆，你须出示你有什么能力去经营

这盘生意，你是否参加过什么摄影比

赛？得过什么奖？又比如说，你要出

书，你须说明你的书可卖多少本？要

如何卖？

问题三：语言能力不足

许多华裔商家因马来文掌握能力

不足，在申请过程中，也显得 相对比

友族吃亏。“有些商家就连用马来文

填个表格都不太行，若申请贷款不成

功，也不足为奇了。”

值得留意的基金与低息贷款

他研究了2013年财政预算案，列

出了商家可申请的多项基金与低息贷

款，包括2亿令吉清真食品业基金，作

为中小企业营运资金，协助中小型企

业发展与出口清真食品。

马来西亚商家若要从事清真食品

钟贵发博士授招

申请政府贷款不再难
文 / 张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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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获利潜能其实是很不错，但要了解

整个作业程序须由回教徒执行，同时

作业要遵守马来西亚清真食品认证的

监管机构——JAKIM的清真标准。

他 以白沙罗上 城 ( D a m a ns a r a 

Uptown)专卖椰浆饭的Village Park为

例，这家餐馆正是经营清真食品成功

的典范。能够吸引到许多高官显要，

甚至是前首相光临用餐，餐馆前也经

常大排长龙。

“哪怕只是Nasi Lemak(椰浆饭)

，若产品够出色，经营有方，仍然是可

行的商业计划。”

他说，为什么珍珠奶茶专卖店可

成为可行商业模式，而拉茶(Teh Tarik)

却不能够呢？因为珍珠奶茶专卖店能

够做到作业程序规范化，产品水准保

持一致，而且环境干净。

在消费人卫生意识提高了，商家

们也须与时并进，更认真地经营，确

保产品质量，与作业的水准。

有些 人误以为要成功申请政 府

贷款，只要找个土著伙伴就可增加成

功率，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钟博士

协助下成功申请贷款的商家，都没有

土著伙伴，主要是要有可行的商业模

式。

“若是申请政府工程就需要有土

著股东。”

2013年财政预算案也拨5000万

令吉成 立年 轻 企 业家基金。这项 低

息贷款的对象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高达10万令吉的贷款可获2%利息补

贴，摊还期可达7年。

其中年轻企业家基金的低息贷款

其实不难申请的，但须有切实可行的

商业模式，并以有说服力的企划案辅

助。

2013年财政预算案另两项值得

留意的措施是开设托儿所／幼儿园，

可以最高获得１万令吉的贷款，５年免

税。

他发现 政 府其实是很有诚意要

帮助中小企业创业或扩充业务，但我

们的商家须有切实可行的企业方案，

并在申请时以完善的企划书，把商业

模式与获利预测等详情，有效地传达

给政府。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2012年度

中小企业调查报告显示，中小企业创

新时面对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资金短

缺(29%)。在创新或研发时，大部分

(56%)的回应者都是自资或找亲友协

助，只有5%曾获得政府的援助，如税

务优惠、低息贷款和援助金。

父母借钱孩子创业 

公积金五年用完

钟博士承 认 这是中小企业的现

况。他 本身的调 查 也 发现 另一 个 惊

人事实。许多马来西亚人在退休五年

内，用完公积金存款，约有50%就是

因为把钱借给孩子，去现实他们“天下

无敌”创业大计。

“现代父母过于溺爱孩子，父母

用iphone 3，孩子却用iphone 5；孩子

想创业，就把自己的退休金奉送给孩

子创业，结果弄到自己的退休金五年

内就用完了。”

许多父母会认为，既然孩子有心

创业，就资助一下，给他们尝试一下。

但如此轻易让孩子得到融资，并不一

定是好事。为人父母应该明白孩子的

商业模式是否可行，而且是否有足够

的营商经验。

“许多父母对自己过于苛刻，对

孩子过于溺爱。”

本 地 媒体通常以“权 威税务 专

家”来形容钟贵发博士，其实钟博士

是大马首位 兼有特 许会 计师以 及律

师的资格(辩护律师兼事务律师)的博

士，同时也在马来亚大学会计管理与

税务系执教鞭。

因在马来亚大学教书的缘故，他

这些年接触了不少就读会计管理与税

务系的年轻人。他观察到现代的年轻

人，一般上缺乏沟通能力，也很少接

触大自然，以致视野不够宽广。

他曾带着一班学生到甲洞森林局

(FRIM)与黑风洞游玩，很惊讶地发现

很多孩子没有去过这些地方，他们似

乎对购物商场较为熟悉。他也刻意让

六位不同种族的年轻人，坐在一起用

餐时，订购三碟椰浆饭与三碟白饭，叫

一碟鸡肉，但只有三只鸡腿，要求他

们六人自行沟通，要如何分配这些食

物。

这些就读会计管理与税务系的年

轻人，日后即使不是自行创业，在职场

上也须掌握沟通技巧。“现在的孩子

不太会沟通，因为父母总把最好的给

他们，每次都把鸡腿让给他们吃，这

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好事。”

透过这些生活体验，他要让他的

学生学习更多课外知识，与日后到职

场谋生的切实技能。

此外，钟博士也在“钟子税术”

网页提 供 各 类资 讯，免费 让 大 众 浏

览。他希望能 够 藉 着 这些文 章与资

料，帮助更多人了解个人所得税、公司

所得税、产业税、理财规划等课题，也

透过“热爆话题”分析最新最热门的

财经话题。他也以象征式收费接受公

众询问。

“开始时试过免费回复，但发现

免费的东西人家不会珍惜，所以决定

收象征式费。”

若 有 意 了 解 更 多 关 于“ 钟 子

税 术”，可登入网页：http: / /www.

zhongzishuis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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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are recognised as a 

major pillar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has been put in place a number of SME programmes 

and initiatives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we 

often hear complaints from Chinese SMEs who face difficulties in 

getting government grants and soft loans. 

Although government grants and loans are available to help 

SMEs, many industry players have not benefitted from them. What 

are the reasons for this?

Tax expert Dr.Choong Kwai Fatt shared his views on the above 

matter in a recent interview with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Magazine. He also gave advice on how SMEs can benefit 

from latest initiatives announc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recent 

2013 budget.          

Dr.Choong pointed out that many people did not walk the talk 

when doing business, and said: “That’s the reason the government did 

not put its trust in you.” He added that many Chinese businessmen 

face problems in securing government grants or soft loans, mainly 

due to immature or incomplete business ideas and the inability to 

present a viable business proposal.            

“When you submit a loan application, if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unable to show that your business idea is a viable model, 

and the earnings forecast or profitability is low, how are you going to 

convince the government to lend you money when the government is 

uncertain that you are able to repay the loan?”

We always say “early payment will make the next loan easy”. 

Thus do not blame the government for rejecting your loan application 

if the government cannot see the possibility of recovering the loan, 

which was a basic premise for granting the soft loan. Therefore, when 

businesses borrow money, they should plan how to utilise the loan to 

build the business in order to make a profit and repay the loan, and in 

so doing, establish goodwill.        

From Dr. Choong’s observation, the major problems facing 

Chinese businessmen in applying for government grants and soft 

loans are business proposal, experience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1: Unprofessional Business Proposal 

The SMEs must clearly emphasise in the soft loan application 

and business proposal the product’s selling points, the markets, as 

well as your business experience profile. The loan application will 

not be accepted if the business proposal appears to be nothing more 

than empty talk.     

“We should not blame the government all the time, instead we 

should have self-examination.”

For SMEs who have no idea how to write a proposal, it is advisable 

to seek professional assistance. A percentage of funds should be 

granted to professionals as a reward once the loan application is 

successfully accepted, which results in a win-win situation.       

2: Insufficient experience

In addition, many SMEs fail to secure soft loans mainly due 

to lack of business experience and the inability to convince the 

government to grant the loan.

 

For instance, when you apply for a soft loan to start a photo 

studio business, you must show an ability to run the business, such as 

any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you have participated in or any award 

you have won. Another example is when you plan to publish a book; 

you must be able to predict the sales volume and list down strategies 

on how to sell your book.    

3: Lack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Many Chinese businessmen lack proficiency in the Malay 

language, which leads to disadvantages in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for 

loans compared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Some businessmen are not even capable of filling up a form 

in Malay, thu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loan application is not 

accepted.”      

Funds and Soft Loans to focus on

Dr.Choong has conducted a study of the 2013 budget and drawn 

up a list of funds and soft loans that businesses could apply for. These 

include a RM200 million Halal Industry Fund serving as operating 

capital to help SMEs develop and export halal food. 

While the halal food industry could possibly provide a decent 

profit, the business involved in this industry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 Written by Chong Siew Fung
Translated by Neo Chee Hua

Tax consultant Dr. Choong gives tips on 

 Applying for Government Loans
Tax consultant Dr. Choong gives tips on 

 Applying for Government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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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whole process must be conducted by Muslim workers and 

must comply with halal guidelines set by JAKIM, which is the local 

halal food certification regulator.  

He cited Village Park Nasi Lemak in Damansara Uptown as an 

example. This restaurant is a success story; it is a halal food venture 

which attracts a long queue of customers daily, including high-

ranking leaders or corporate figures, and even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      

“As long as the product is good and the business is conducted in 

a proper manner, even selling nasi lemak can be a viable business.”

He also said the bubble milk tea outlet became a commercially 

viable concept whereas Teh Tarik could not, because the bubble 

milk tea outlet was able to achieve a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and ensure the product’s quality standards, while keeping a clean 

operating environment. With increasing health awareness among 

consumers nowadays, businesses are making a serious effort to 

ensure high product quality and standards of operation.  

Some quarters have misunderstood that an application for a 

government loan would have a higher success rate if a bumiputera 

partner was included. This is a wrong perception as those businesses 

that received government loan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Dr. Choong 

generally did not have any bumiputera partners. The key to success 

is a viable business model.     

“Bumiputera shareholder is needed in the case of applying 

government contracts.”

The 2013 budget also allocated RM 50 million to establish a 

Young Entrepreneur Fund. The soft loan facility aimed at youths 

aged 30 and below, offers a 2 percent interest rate subsidy for loans up 

to RM 100,000 with a 7-year repayment period.

It is not difficult to apply for a soft loan under the Young 

Entrepreneur Fund. However, it requires a commercially viable 

model with a convincing business proposal.    

Two other initiatives under the 2013 budget worth noting are a 

grant of RM10,000 loan and 5-year tax exemption for operators who 

open new pre-school and private childcare centers.

In Dr. Choong’s opinion, the government is sincere in assisting 

SMEs to start or expand a business. Nonetheless, the businessmen 

need to have a viable business model and comprehensive business 

proposal when applying for government grants and loans, in order 

to deliver details such as business model and profit forecast to the 

government in an effective manner.  

The ACCCIM SMEs Survey Report 2012 indicated that the core 

issue pertaining to SMEs’ innovation was lack of capital (29%). When 

it comes to the issue of innovation or research & development (R&D), 

the majority (56%) of respondents were either self-funding or seeking 

help from relatives, while only 5% of respondents were getting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in terms of tax incentives, soft loans 

and grants.

Using EPF savings to Help Children Start a Business    

Dr.Choong admitted that the survey results refle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facing SMEs. In fact, his own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many Malaysians used up their EPF savings within 5 years of 

retirement. About half of them lent the money to their children to 

start a business.         

“Today’s parents are overindulging their children. Parents use 

iphone 3, their children use iphone 5; when children want to start a 

business, parents use their retirement fund to support children. As a 

result, they use up their retirement savings within 5 years. ”

Many parents feel they should give their children money if they 

are interested in starting a business. However, it is not necessarily a 

good thing for children to get easy money. Parents should instead 

try to understand the viability of their children’s business model and 

whether their children have sufficient business experience to run the 

business.

“Many parents are overly hard on themselves but overindulge 

their children.”

Local media have described Dr.Choong Kwai Fatt as “a prominent 

tax expert”. In fact, Dr. Choong is the first Malaysian to have two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 as a certified accountant and a lawyer. 

He now teaches in the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Management and 

Taxation in University of Malaya.     

With so many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he found that today’s 

young generation generally lack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tend to 

stay away from nature. This has resulted in our young people having 

narrow views.

He has taken his students on visits to FRIM and Batu Caves and 

found, surprisingly, that many of them had never been to these places. 

They are more familiar with shopping malls. Once he deliberately 

arranged lunch for 6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races. He ordered 

three plates of nasi lemak and three plates of rice, a plate of chicken 

with only three chicken drumsticks and told the 6 young people to 

communicate among themselves on how to distribute the food.  

Acquir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is a must for these students 

from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Management and Taxation, whether 

they go on to work in a company or start own business in future. 

“Children nowadays have poor communication skills, because their 

parents always give them the best. Giving them a drumstick each and 

every time is not necessarily a good thing.” 

He wants students to acquire more knowledge outside the 

classroom and develop more practical skills needed for a future 

working life.         

In addition, Dr. Choong has set up a website “zhongzishuishu” 

to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for free. He hopes 

that through these articles and information, more people wou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related to personal tax, company 

tax, property tax, financial planning and current “hot” economic and 

financial topics. He also provides responses to public enquiries for a 

token fee.

“In the beginning, I provided free responses. But then I found 

that people do not appreciate something when it is free. So I decided 

to charge a token fe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website, please visit http://www.

zhongzishuis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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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产品体验馆  开启东盟新视野

肩
负着协助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南

宁华南城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马来西亚馆

定于2013年3月31日开业。华南城为确保开业

活动的成功运作，投资过千万广告费，利用全方位立体化的

广告宣传策略，通过网络、电视、DM、报纸、户外等硬广宣

传传播，实现处处有广告，处处有新闻的轰炸式推广宣传东

盟国家产品体验馆！

东盟国家产品体验馆打破了传统的商超或展览交易中

心的单一模式，创建了目前中国崭新而独特的运营模式，是

集特色旅游景点、零售、批发、团购、贸易、网购为一体的

多功能商品交易中心。

世汇国际商务有限公司(One World Treasure Sdn. Bhd.) 

成为马来西亚馆的独家代理后，便接获马来西亚商家们的

热烈反应，目前已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马来西亚馆的

空间，暂时不足以应付这些商家的需求。所以，世汇正在仔

细筛选，挑选出那些真正有实力及具有竞争能力的商家，估

计最终挑选出大约200家马来西亚企业进驻中国-东盟商

品交易中心的马来西亚馆。

虽然如此，世汇国际还是欢迎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申请

入驻，参与世汇国际推出的配套，掌握开拓中国市场的大好

良机。世汇国际目前推出的配套，即是商家可以通过上柜

方式入驻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的马来西亚馆超市,协助

商家的产品及品牌定位。同时，世汇国际将带领商家参加

在中国的展览会，展拓内销渠道及推广马来西亚的品牌产

品。

他接受《马中经贸》访问时说，在中国－东盟商品交易

中心的马来西亚馆是以“体验马来西亚”的概念布置。除了

展销马来西亚特色产品之外，也附设东盟美食城(就在马来

西亚馆旁)，提供如肉骨茶、沙嗲、叻沙、咖哩面等马来西亚

美食，让中国消费者在这个商城购物之馀，也可以一尝马来

西亚可口的美食。

彭彦彰指出，世汇国际过去几个月积极在全国各地推

广，包括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也到柔佛、马六甲和霹雳推

介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的马来西亚馆。

南宁华南城目前获得中国中央及省政府支持作为强大

后盾，提供优惠政策，包括海关、检验检疫、工商税务、保

税仓、监管仓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配套。华南城也投资宣

传推广东盟国家产品体验馆，带动人气同时举办行业对接

会，搭建及扩大销售网络，促进中国、东盟及世界采购商对

接。

文 / 陈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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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商机
　　一城汇聚

以推广马来西亚的消费产品及服务行业为主

彭彦彰透露，马来西亚馆所推广的商品，都是以消费

产品为主，都是以批发或零售的方式分销出去。在马来西亚

的消费产品当中，又以食品饮料产品为主。再说，马来西亚

的食品与饮料产品在安全以及质量方面，都相当有水准，

所以深获当地的消费者喜爱。马来西亚销售到中国的食品

与饮料产品，计有白咖啡、燕窝、饼干等。

除了消费产品，马来西亚馆也推广我国的服务行业，

其中包括马来西亚清真认证、清真产业基地(Halal Hub)、地

产项目、教育、旅游及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等等。

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的 

马来西亚馆背景资料

2011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分别在第八届中国—东盟商

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和第十四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

议上正式宣布：“中方愿意继续扩大东盟国家优势产品的进

口。…我们将在南宁建设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作为双

方产品的展示交易平台和商贸物流基地。”

2012年9月21日，第九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暨

2012中国－东盟自贸区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副主席习

近平再次指出：“中方已在广西南宁建立了中国－东盟商品

交易中心，东盟各国企业可充分利用这些新平台，加强产品

宣传与推广，以便在中国市场赢得更大份额。”

华南城集团是中国大型的综合商货物流基地运营商，

在广西南宁打造了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总建筑面积超

过488万平方米，目前已投资120多亿人民币。

马来西亚的世汇国际商务有限公司受华南城委托成为

马来西亚馆的招商及管理独家代理。世汇国际是在今年5月

在马中经贸总商会及广西贸促会的见证下，在南宁华南城

招商中心签署项目合作合约。

南宁华南城于2010年开始举办了中国-东盟博览会轻

工展(CAEXPO Light Industrial Exhibition)及中国-东盟商

会领袖峰会(CHINA-ASEAN 10＋1 Leaders Forum)，2012

年度参加轻工展人数超过60万人次。

有意参加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的马来西亚商家，

可以联络世汇国际的营销代表咨询更多详细资料。联络电

话: 03-6207 8668 电邮: info@madeinmalaysi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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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18大报告
(一)	当代政治宣言，行动纲领

世
人期待的中共18大终于

在11月8日隆重举行。胡

锦涛总书记代表17届党

中央向2268名代表作了工作报告。

报告强调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

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就说明中共将走

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形

中给西方学者和所谓政治改革派渴望

看到中共改旗易帜走西方民主道路的

希望破灭。听了报告，正是有人欢喜

有人忧。

18大后外界关注中国政改将如何

进行。胡锦涛给的答案是“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

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充份、更加

健全的人民民主”。

显然这与西方式民主扯不上关系，

这是中国式民主，更广泛地说，这是亚

洲民主。

18大报告表明中国今后10年走什

么路，举什么旗，以鲜明主题向党内

外、国内外宣示。那就是坚定不移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

国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对国际事务

仍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

的立场，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

治、新干涉主义。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
文 / 黄汉良
13.11.2012

黄汉良现为马

中经贸总商会

总会长，同时担

任隆雪中华总商

会财政、马中友

好协会财政。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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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0年实现GDP比	

	 2010年增加一倍

18大报告提出改善民生的重大

举措。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

城乡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确保

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

伟目标。

按照18大报告，到了2020年中国

人均收入可到7、8千美元，中国的国

际经济地位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

一。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宏愿。

根 据 中 国 国 家 统 计 局 的 数

字，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为5919元。通过转变经济及发展方式

达致以上目标。专家指出，在这基础上

年均增长保持7%－7.5%即可达到翻

一番的目标。

这是指两个翻一番，即国内生产

总值翻一番，城乡人民收入也要翻一

番。

(三)	反腐倡廉永保共产党人	

	 清正廉洁本色

18大报告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

建设廉洁政治，并警告解决不了贪污

腐败的问题，就将亡党亡国。

所以，反腐倡廉要常捉不懈，拒

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坚持中国特色

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

治理，惩防兼举，注重预防针，全面推

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

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加强

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深化

重点领域和廉政文化建设。严格执行

党廉政建设责任制，坚决处查大案要

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

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

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

要严惩不贷。

贪污腐败滥权是资本主义国家自

由世界的可恶癌症，难于根治。一些

政府常会避重就轻只捉小鱼，放掉大

鱼，反贪腐不坚决。中国在近年处理了

不少贪腐大案，我认为，中国的反腐斗

争除了中纪委努力外，也要加强民间组

织的监督角色。

据国际透明组织在1995年公布“

贪污印象指数”，中国在41个评估国家

中排名40，而马来西亚则排名第23。今

年中国在176个国家中排名75，而马来

西亚则排名54。今后中国显然希望人

们对中国的贪腐印象中有所改变。

(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8大报告另一个亮点就是奋斗的

目标是在2020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而奋斗。

1949年，以毛泽东、周恩来老一

辈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建立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让中国人站起来，摆脱一穷二

白任人凌辱的时代。新一代中国领导人

更有尊严和自信。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

提，有自己的看法和决定，按自己既定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

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还是在马列

毛思想、邓三科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

运作。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马

烈主义在中国的环境下，依据国情、民

情、党情与时俱进的具有实践特色，理

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内涵建

立小康社会是16大和17大时提出来的

构想和目标，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

一贯的接力探索中累积的经验成果。从

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的大胆

前进可说是另一次大跃进。

(五)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我认为胡锦涛主席的18大报告是

大时代的文献，是宣言书。它向世人厘

清了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今后对世界

动态的态度。针对今后10年将举什么

旗，走什么路等问题作了交待。可说

18大报告旗帜鲜明、思想深刻、文字生

动。美丽中国、小康中国具有泱泱大国

的风范，值得我们学习。

作为马中经贸总商会，作为马中人

民友好的使者，作为黄炎子孙对中国的

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中国的

昌盛必将对我们的经贸往来有很大贡

献。让我们期待2020年马中经贸往来

也翻一番吧！

在中国现代史上，毛泽东、邓小

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俱往矣，现

在进入习近平时代，数风流人物还看

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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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瑞丽诱人的地方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五
杰国际集团在中国走过20年路程，山回路

转，柳暗花明，事业有了小成，林俊勤老总

建议来个五杰董事休闲之旅。

10月17日我和杨耀才博士、颜登翰母子、Herena Chin，

在董事长丹斯里林源德夫妇带领下从吉隆坡直飞昆明。团

队先到昆明五杰学校巡视，再由颜华光校长全陪到滇西走

马看花。

18日清早秋高气爽，我们从锦江大酒店出发飞大理。

由当地导游陈先生指引游览大理古城。仰望千多年的三塔

风貌。下午到五朵金花圣地蝴蝶泉，傍晚便到丽江入住丽

江国际大酒店。

旅游体验身心

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向往的世外桃园。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19日在香格里拉游览虎跳峡，来回一千个台阶。我和登

翰、颜校长走完全程。不到长城非好汉，金沙江大湾气势雄

勃，正是红军走过“金沙水拍云涯暖”的金沙江。最难忘的是

走难式的小布达拉宫之旅，差一点就会客死他乡。晚餐却是

大亨小吃不受欢迎。

20号游览“普

达 措 国 家 森 林 公

园，7分 钟的游 艇

收费每人50元，大

亨也受不了。走过

海拔4千米的属都

湖 和 碧 塔 海 心 脏

还可以。最后受导

游小巴误导去了所谓民旅村。受到寺内讲解员误导和活佛

洗礼，连天主教徒也上当献上6千元恩奉金，佛寺也可以刷

卡呀！大家上了一课，还是早点返回丽江去。

20号下午回来丽江住的是阿丹阁大酒店，是美丽小姐住

的地方。我们迎回赵丹丹小姐导游，走进丽江古城遥望壮丽

的玉龙雪山，心旷神怡。

21号下午从丽江飞腾冲。这地方只有十多万人口，以汉

族居多。据说，祖先是在各地犯上而被放逐来的刁民，和从

四川过来的川民及军人后裔。他们有反抗之传统，是抗日战

争的大后方。有过辉煌的战绩，著名的飞虎将军事绩就发

生在于此。

我们入住景城大酒店后，立即去参观叠水河瀑布及道

观庙，走过太极桥后，便回去吃晚饭。

文 / 黄汉良
24-10-2012

黄汉良现为马

中经贸总商会

总会长，同时担

任隆雪中华总商

会财政、马中友

好协会财政。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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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在腾冲去热海公园大滚锅，职员验票一验再验引

来非议。当地导游陈小姐乃腾冲人，怪腾冲人多此一举。随

后带领参观腾冲翡翠市场七彩玉绿，大伙逗留近2小时选购

玉器、12生肖和各类饰品，李玉芹小姐落力介绍普洱茶给我。

好戏在后头，我们期待尽快到瑞丽采购珠宝翡翠。

瑞丽中缅友谊窗口

中国瑞丽是地级市，地处云南西南部，隶属于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距设有机场的芒市100公里。其西北、西南、

东南三面都与缅甸山水相连，村寨相依，形成一院两国、一街

两国、一桥两国，甚至一步两国的世界罕见奇观。

两国人民通婚普遍，早上在中国做生意，晚上回缅甸居

住。所以陈毅元帅诗中写道：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我汲川上流，君喝川下水，川流永不息，彼此共甘美。

彼此为近邻，友谊花积累，不老如青山，不断似流水。

是两国人民唇齿相依的实际写照。

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2012年7月9日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瑞丽为重点开发开

放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将之作为建成中缅边境经济货贸中

心、西南开放的重要国际陆港、国际文化交流窗口及沿边统

筹城乡发展示范区和睦邻、安邻、富邻模范区。定下6大目标

和5大定位，作为中国面向西亚的主战场。这样的定位对瑞丽

今后的发展肯定有很大影响，瑞丽潜在发展后发强劲。

瑞丽东方珠宝城

在瑞丽到处珠宝、翡翠店林立，他们营业到通宵达旦，

没有保安驻守，可谓夜不闭户。在边陲小镇其治安情况令人

赞赏。并非充斥着走私贩毒活动的地方。

瑞丽是太太小姐们响往的购物天堂，其美玉诱惑难

挡，前往观赏者，多少都有下手，不会有入宝山而空手归的

遗憾。

贵者几百万、上千万有之，贱者几十元至几万亦有之。

购者完全出于自己的经济能力和喜爱程度，没人会迫你，也

没人向你推介或游说。有的店标明恕不还价，明标实价，愿

者上钩。当地政府统一管理，绝无假货，让买者放心，购者

开心。

瑞 丽 市 只

有17万人口，其中傣族、

景颇族及德昂族占了58％，主要还是

务农为主，是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唯一的“境内关

外”口岸明珠。瑞丽是属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冬天不

见雪，与马来西亚相似。文化习俗接近泰国和缅甸。其建筑

物是泰式，或缅甸格式。

我游览了姐告边境贸易区、中缅一条街、一寨两国和水

傣家庭。听取他们的女权为主的风俗习惯，并向她购买了银

饰品作为纪念。

昆明五杰校友成就非凡

2000年昆明五杰国际学校在丹斯里颜清文董事长号召

下正式成立。当时由黄和平主理开办，开设从小学到高中的

课程。除了强调学术上重视英语和计算机外，也强化学生的

人品修养、自立创新，杰出思维。

第一届的毕业生已分布全国各地，其中有的已是政府高

官、律师和成功的商人。来自瑞丽的彭湘瑞是这次接待我们

的成功珠宝商。其同学在缅甸籍的有韩启传、左国明、左发

明，都是成功人士。他们知道董事们来瑞丽，都集中前来招

待叙旧，对五杰学校无限感恩。据说有位缅甸籍的胡长龙

同学毕业后短短十年已拥有过亿身家，他是经营和种植橡

胶业的。保山的水波、大理的杨雷、昆明的文志刚都是五杰

学校第一届毕业生。想当年艰苦办校过程，若颜清文董事长

地下有灵会感到欣慰了。

欢迎瑞丽经贸代表团访马

这次我们滇西之旅，走马看花，终点到了瑞丽这诱人的

地方，一个值得发展和支持的边陲小镇，一个象徵中国东盟

友好的小城。以彭湘瑞为首的商人和他姐夫荣先生当地人代

副主席希望来马展示瑞丽的珠宝翡翠，尽显东方风华，我们

予以鼓励，并希望他们早日组成经贸考察团前来马来西亚访

问，马中经贸总商会将全力配合，热烈欢迎。

“扎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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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季，马中经贸青年团

邀请到来自德国的古伦

神父，为大家讲说“金

钱与良知”。

古伦神父在德国圣本笃修道院担

任经营主管长达30年之久，他也是该

院的经济管理人，负责管理修道院所

属二十多家中小型企业与三百多名员

工。

丰富的管理经验告诉他两件重要

的“管理秘诀”：

一、	允许员工拥有自己的想法，这

样，领导起来会比较容易；

二、	切记：所有有价值的事物，是必

需让人从中感觉到希望。

他举例，优秀的建筑师，是能让

住在房子里的人感觉到希望，一种对

美的希望，以及受保护的希望；银行

提供贷款，目的是为了给需要金钱周

转的人带来希望；企业不论是生产任

何产品，也同样是为了给员工和消费

者带来希望。

两年前，古伦神父与国际运动休

闲品牌PUMA执行长塞兹进行充满智

慧与创意的对话，并合着《金钱与良

知》一书，他们谈论的课题包括：永续

性与企业责任、价值创造利润、金钱

与良知、尊严的人与生活的环境等。

以下为古伦神父当晚的演讲内

容：

圣经说：“骆驼穿过针孔，比富人

进天国还容易。”

耶稣这句话并不是批判世间的财

物，而是点出我们对它的依恋，要远

离财物的是我们的心，财物本身并非

邪恶的，我们没必要轻蔑它，而是应

该善用它。

金钱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人类，因

为，做某些事需要用到金钱，但，重点

是：金钱不是目标。如果我们内心完

全依赖财富，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曾辅导一位女性，她总是难以

用理性的态度跟非常富有的丈夫沟

通，两人一讲话，就必定是绕着金钱

相互计较与讨伐，她发现，因为金钱，

让她与丈夫产生距离。

这女士的经历，让我们了解，虽

然每个人都需要金钱、都爱金钱，但，

唯有把部分金钱用在服务与帮助他

人，那才不会让我们不自觉地被困在

金钱的枷锁里。

其次是我们需要在有创意的观点

上处理金钱，相信，在座每一位都是

用很有创意的方法赚钱。有创意的企

业文化是开放的，并且创造出机会让

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领导者，且能以

身作则。

企业必需先“创造价值”，而不

应只着眼于“创造利润”；当价值出现

时，利润自然会出现。如果利润是来自

节省成本、资遣员工、苛扣薪水，那这

个企业是没有价值的，也无法永续经

营；企业要有价值，员工才会产生实

践价值的生命热情。

良知的认知

德国大部分企业都比较注重以正

确的价值观领导企业。

一家公司越注重价值观，她长期

获利的机会也相对的大。透过正确的

价值观，才懂得尊重别人的尊严，如

果不懂得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也就等

于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尊严。

工作场域应该是一个让员工可以

察觉到自己尊严的地方，这不只是他

工作的地方，而是他可以跟其他人谈

论人生哲理的地方、发展新想法的地

方、让他心灵活跃的地方。

一个企业如果不懂得尊重员工的

尊严，相信没有人会为公司卖力工作，

这样的企业最后将演变为没有价值的

企业。

2007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失

去尊严的危机。

经验告诉我，人一旦把金钱当着

是生命最重要的部分时，最终他必定

马中经贸青年团讲座会

金钱与良知

n 当晚出席讲座会的马中经贸青年团团员与神父合照留念。

 文 / 何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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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变成没有价值的人。

如果大家能以“建立一个符合

生命尊严与价值的世界”作为终极价

值来做个人事业与人生规划的基本信

念，我们就能看见个人的良知意识提

升的同时，也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

更间接影响社会，给社会创造价值，

让企业与人类福祉连接。

曾一度面临倒闭的Puma，之所

以能够快速的从只剩下800名员工到

今天恢复元气，全欧员工达一万名的

盛况，就足以证明正确价值观领导企

业是可行的。Puma的四个关键价值

是：公平、诚实、积极与创新。

企业的责任

哲学家强调责任哲学，也就是事

前责任与事后责任。

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而

不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同

时，我们也得为别人负起责任，以及

为环境负责。

一个企业是什么文化，它也间接

影响社会是什么文化，如果企业文化

很糟糕，社会必然跟着糟糕。欧洲各

国在金融风暴中严重受挫，但，德国

企业仍然能站稳脚步，原因是德国企

业一直强调与注重企业文化。反观美

国企业文化就完全不一样，它不注重

员工，导致员工流动性大，这是具有

攻击性、有问题的企业。

在全球化意识与全球化责任的大

前提下，每个企业都应该具备让世界

变得人性化，如果世界只让强者更强，

弱者更弱的话，最后必定走向终点。

只要我们用正确的价值观走全

球化，想带给全球幸福并不是一件难

事。每一个企业，都是由来自不同家

庭背景、不同族群与不同宗教文化的

人共同打拼，企业主管若能引领这群

人营造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彼此的

摩擦与纷争必然会减少。

企业的基本责任是不应任意剥夺

天然资源，应以恒久永续性方式，在

企业文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理出一条共

通的道路。

我们如果是发自内

心的喜欢大自然，必定

会以真诚爱护的态度面

对自然界的一切，继而

我们才可能在企业里重

视环保；相反，如果我

们只是从理性方面去认

知要保护大自然的话，

这始终只限于理性的认

知而已，行为是做不到

的。

相信，即使采用道

德劝说的方式呼吁企业

注重环保，长久来看是

不可能会有什么效果的，唯有真心喜

爱大自然，才会让我们自动自发、时刻

检视自己的行为是否对大自然形成威

胁。

永续与企业

关于强弱问题，心理学上有两个

极端——爱的那端与攻击性的那端；

勇敢的那端与懦弱的那端、理智的一

端与冲动的那端……

健全的心理发展应该是能够清

楚认识自己内心的光明面与黑暗面，

并且有力量接纳它们，这样，心理发展

才能处在平衡状态；如果我们一直压

着弱的那一面，必定会把弱的一面投

射到别人身上，例如采用欺压员工作

为企业的权威领导方式，这是属于自

卑人的领导方式。

当一个人不惜花费许多时间去贬

低工作能力较强的员工时，就表示他

内心非常害怕对方取代自己。我们应

该在发展个人强处的同时，也坦诚接

纳与正视自己及公司的弱点，继而加

以修正。

现代企业拥有许多黑暗面，有些

企业会自大的宣称：我们公司是最好

的公司。有者则不断攻击其他企业，隐

藏自己公司的弱点。殊不知，当这些人

如此表现自满时，也正暴露了他们的

弱点。

一个企业用正视态度面对强处与

弱点是非常重要的，强弱互补可以变

成一种“祝福”；唯有在知道有弱点的

状况下，我们才能及时加以修正、整

合，不浪费宝贵的时间与精力。

成功的图像

每一个企业都希望取得成功，否

则将无法继续下去；但，重要的是：企

业价值不要被成功“定义”，我们不要

把成功当着是终极目标。

到底，企业要达到怎样的成功才

算正确？很多人努力一辈子也没什么

成就，问题在哪里呢？

原因是，如果我们以“自我为中

心”想展现个人成功的话，最终将会

精疲力尽。

许多企业主管习惯性地以自我为

中心工作，他们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与

才华，不断调整与更改部门的种种措

施，想让老板看看他多有野心、多努

力，希望藉此更上一层楼。然而，后面

的接班人以后要将他修改过的“没有

用处”的部分恢复原状，就得花费一

些时间与精神。

若想要企业结出丰硕的果实，

首先，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图像”。每

个人都是带着不同的图像去工作的；

我们必需要有正确的图像，工作才成

效，图像错误，就会让我们瘫痪。

企业老板如果带着这么一个图

像，就是里头工作的人都受到尊重。

到时，你将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

员工的力量将源源不断的流出来。

希望在座每一位都能让你的企

业变成员工都喜欢在里头工作的“图

像”。	

n 马中经贸青年团团长林恒毅（右）与第一副团长丁杨岗
赠送纪念品给古伦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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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类房地产
具投资潜能
由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公布的2013年财政预算是

一份“亲民”的预算案，它惠及层面广，甚至直

接把钱拨放予特定的群体，让金钱在国内市场

上流动，以刺激国内经济来减少国家对出口的依赖。

无论如何，尽管大家也认同这是一份“大选预算案”，

传达出浓烈的派糖果气息，但是这一次的预算案也建议将

明年的产业盈利税提高5%，这使得一些人认为在这次的预

算案当中，产业领域是唯一的“输家”。

对于“输家”的看法，Swhengtee国际投资者俱乐部

创办人兼总裁郑水兴有他独特的见解。这次预算案于2012

年9月28日公布之后，郑水兴的公司也于9月30日举办主

题“从2013年财政预算案看房地产投资策略”，并邀请多位

著名讲师分析产业领域在这次预算案公布之后所可能出现

的变化，以及如何部署产业投资策略。

这次的讲座除了郑水兴之外，其他讲师还包括新生代

崛起的著名投资者及讲师阿逸雅依萨、著名融资专家杨迈

克以及德国Dolphin	Capital首席执行员查理斯。

郑水兴是Swhengtee国际投资者俱乐部创办人兼总

裁，他1988年毕业于美国东密歇根大学市场系。

他近年积极参与投资咨询、房地产工程市场销售、土

地开发顾问及国际房地产投资服务，并拥有强大的海外投

资网络。

经济特区房地产身价看涨

郑水兴认为，最近两年政府采取严厉打房措施，包括

紧缩贷款条件、限制60%及70%的第三间房屋房贷顶限、

推出净收入贷款批准条例等，已经严重打击我国房地产市

场。

郑水兴也一再强调马来西亚的房子并不贵，并对坊间

传言房价太高的说法，表明几项立场。

这一次郑水兴在讲座会上表示，尽管2013年财政预算

案对整体房屋市场没有太大影响，但是产业盈利税的调高

预料将影响中价屋的市场和首次购屋者的购买意愿。

他认为，如果要遏制房地产投机活动，第一年和第二

年产业盈利税的调升是有必要的，不过，他则不认同第四年

和第五年的调升，因为这将鼓励消费者不要更换房子，因

此会影响房地产市场。

他指出，基于目前房屋建设多在新区进行，各地工作

机会改变相当多，因此人口的流动也很大。他也强调，现今

年轻人因为工作变动，在五年内更换房屋是很正常的现象，

今年财案的调整可能影响首次买房年轻人的购买情绪，以

及中价屋的市场。

他也指出，很多房地产投机活动都是一至两年，若是

拥屋四至五年，他认为已不算是炒楼。

因此，郑水兴表示：“如果要兼顾遏制炒风和市场购

买情绪，我认为首两年可调整至15%，第三年调至10%，第

四年至第五年则维持5%，会是比较好的方式。”

此外，他也强调一般人普遍认为房价飙升到人民无法

负担的说法纯属片面之词，事实上并非如此。

他说，马来西亚房价太高造成年轻人无法找到可负担

的房子是毫无根据的说法。

“其实，中等入息人士，特别是打工一族无法承担房

价是因为在马来西亚，交通的费用太昂贵而造成可用收入

(disposable	income)大幅度降低，导致他们无法承担房价。	

”

举例说，一对年轻打工夫妇，在吉隆坡可能必须拥有

两辆车子，除了必须承担非常昂贵的月供车期外，还要无限

缴付过路费，汽油，维修费等，至少得花费3千令吉左右。

然而，这笔钱却足以让他们拥有一套豪华公寓了。

“这都是因为我国公共交通系统的不足，交通费等昂

贵，才造成一般人误以为房价无法负担，他们因此只能供一

套每月1500令吉的房子。”

“从2013年财政预算案看房地产投资策略”讲座

n 郑水兴在讲座会上发表对房地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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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房

屋的费用应该高过交通的费用很多，

但在马来西亚却相反。”

至于“我的首间房屋”的调整、恢

复搁置工程的奖掖，以及首次购屋者

购买40万令吉以下房屋贷款合约印花

税获50%折扣等政策，他则表示，这些

调整对整体市场的影响不大。

对于国家政策将对房产走势构成

影响之后，房地产购屋应该选何种产

业方面，郑水兴建议投资者不妨多留

意休闲产业、全球化产业和重点发展

区的产业。

他说，全球化的产业以及投资海外产业，已成为产业

趋势。当中，他举例的热点包括吉隆坡武吉免登、吉隆坡城

中城、柔南伊斯干达、槟城等。

在他眼中，休闲产业会是热门之一，尤其我国会吸引更

多旅客前来，也是许多旅居海外的大马人，回国投资产业的

大好机会。

地点方面，郑水兴则建议房屋购屋者多留意柔南依斯

干达特区、沙巴/砂拉越、马六甲和槟城都是不错的选择。

另外，他认为，政府会大事发展经济特区，这里的房地

产身价看涨。

许多房产业的专家都告诫，预算案并不是政府唯一颁

布产业措施的机会，政府随时都可宣布或调整有关房贷的

措施或是相关政策。

即将来临的第十三届大选成绩，或是一个更为重要的

关键。郑水兴就从这点看到不少“希望”和机会。

郑水兴认为，大选前，政府或会有激励房地产市场的

措施出炉。

终极财务方程式

另一方面，新生代崛起的著名投资者及讲师阿逸雅也

建议，投资者不妨考虑一些政府重点发展的地区，如大吉

隆坡、槟城、新山。

他说，投资者也不妨留意，政府指定发展公共交通的

城市，就有如：关丹、怡保、芙蓉、古晋及亚庇。

除了地点之外，阿逸雅也认为，一些政府重点发展的

领域，也可以成为投资者在选购房屋时的考量。有关领域

包括建筑业、旅游业、石油天然气、农业、教育等。

他说，投资者在选购产业时，可根据这些领域而选择，

如旅游相关产业、在开发大学的地点购置产业等等。

阿逸雅是杰出的房地产投资者，他在26岁就成为房产

百万富翁的年轻投资者，他于2003年参与产业界投资，并

且在短短3年内，成了百万富翁。

值得提的是，他的家族在1970年代就开始涉足产业投

资，他目前是家族的第二代投资接班人。

他从投资活动和成功的百万富翁中钻研出“终极财务

方程式”(REALUltimate	 WealthFormula)，并为本身的“策

略产业投资模式”注册商标。

他认为参与房地产投资必须拥有良好的策略，而他

所建议的三大投资策略，分别为重新审视最基本的购房目

的、负责任和持久性的投资，以及资产的选择。

他认为，有意投资房地产者，首先购屋者要问自己为什

么要购买房子？一般上就只有两个理由：一是自住；二是投

资。

而房产的赚钱方式，也只有两种：一是出租；二是脱

售。

在重新检讨这些问题后，购屋者就会更加清楚最终的

目的，而定下自己的策略。

此外，他说，购屋人或许也必须确定投资的期限，每个

人对短、中、长期的定义都不一样。一般而言，短期以2年为

限，中期则是3至10年，长期则是10年以上。

阿逸雅的忠告则是投资应以长期为主。

另一方面，他认为，投资者必须清楚区分创造财富以

及将财富增至最大的限度，同时也必须有效地进行风险管

理以及对债务负责。

阿逸雅提醒，利用贷款的杠杆效率也是一把双刃剑，

不管是汽车贷款、个人贷款以及产业贷款，以便掉入破产的

行列里。

他表示，投资资产可分为出租性资产以及资产增值

型，无论如何，这些资产所提供的回酬，都必须依循市场的

供需而定。

n “从2013年财政预算桉看房地产投资策略”的讲师阵容，右起为杨迈克、查理斯、
郑水兴以及阿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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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发展职业教育，繁荣区

域经济”为主题的2012中

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

论坛9月21日在中国广西省南宁举行，

此论坛的宗旨在于共同探讨在经济全

球化与产业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加强

国际交流与合作，共享职业教育改革创

新经验，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为区域经

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出席者来自东盟10国和中国的

300多名政要、专家学者、企业代表，

其中包括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老

挝教育及体育部副部长孔习·盛玛

尼、越南教育部副部长阮荣显、柬埔

寨教育青年体育部副国务秘书英德、

印尼教育部总秘书长古塔玛等。

这届的论坛，除了聆听中国教育

部领导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局领导

的主讲外，东盟十国也各有代表上台

讲述该国的技职发展趋势及成果。马

来西亚方面则由马中经贸总商会第一

副会长兼马英迪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

陈友信代表发言。

陈友信以“马来西亚技职教育的

发展现况与挑战”为题发表演讲。他

除了阐述马来西亚职业教育从1879年

至今的发展历程，也就我国职业教育

的类别一一向与会者介绍。

陈友信在会上提出技职教育未

来面对的挑战，他指出过去将技职教

育归纳为后进生或成绩不佳者的深

造出路是具误导性的，此传统错误观

点必须纠正。其实学历教育及技职教

育，只是学习方法的相异，而不是层次

的高低。此外，他表示职业教育必须

建立系统性的深造途径，如技职学科

的学分转移制及深造管道，使学生增

强信心，并能掌握自己未来的深造方

向。	

目前国际上的技职教育制度基本

分为两大类别：一是在普通教育中学

增设技职教育选科，一是正统技职教

育学府。为谋求长远发展，技职教育

认证问题必须解决，他表示各个国家

需尽早建立健全透明化认证机制，并

逐步取代传统学徒制度。	

此外，他强调宣教工作的重要

性，特别是如何将技职教育与就业、

创业紧密接轨，使学生能洞察技职教

育的就业机会，早些立下志向专心学

习，以掌握一门技能。	

谋求长远发展
需解决技职教育认证

2012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   

n 本会第一副会长兼马英迪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陈友信，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上发言。

2012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是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次集中展

示中国和东盟职业教育发展成就并举行教育论坛。

联展暨论坛活动内容丰富，包括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洽谈会、中国-东盟

职业教育发展巡礼图片展、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学生技能作品展、签订合作协

议、学术交流等，为区域内各国分享优质教学资源，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

良好的合作机遇。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还对深化区域间职教合作提出6点建议：共同提

升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共同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共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共

同构建校企合作机制；共同分享优质教学资源；共同推进长效机制建设。

中国自治区教育厅与泰国教育部私立教育委员会签订了合作协议。同

时，广西6所院校也分别与东盟国家的6所院校签订了合作协议。

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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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前，驾车途中听到一段

电台节目，两位影评人的

见解精辟。我想与错过

该节目的读者分享。

大家都观赏过《占士邦》的电影，

占士邦的形象潇洒不羁，气度非凡，

经历50年，还是历久不衰。另外，众多

美艳邦女郎也让人印象深刻，马来西

亚的国际影星拿督杨紫琼便是其中一

位。占士邦是英国作家费鸣笔下一个

虚构的英国特工，代号007。自1962年

开拍占士邦第一部电影，2012最新一

部《天降杀机》(SKYFALL)占士邦电影

已经是第二十三部了。占士邦不仅代表

了英国向全世界输出的软文化。通过

精心的商业包装，电影的衍生产品包

括了汽车、服装、手表等各类高档商

品。

其实，《黄飞鸿》为题材的电影才

是电影史上最多部的电影系列，电影

史也比《占士邦》悠久。自1949年，香

港便已拍摄了超过百部以黄飞鸿为题

材的电影。演出黄飞鸿的演员包括了

关德兴、成龙、赵文卓到李连杰。

《黄飞鸿》开拍超过百部电影，

虽然百花齐放但其影响力远远不如《

占士邦》，观众局限在华人圈子，创造

出来的商业价值也低于《占士邦》。

《占士邦》电影的拍摄是由一家

美国好莱坞电影公司拥有，采用统一

鲜明的电影风格，善用知识产权的法

律保护，创造无数财富。

反观《黄飞鸿》，每个导演可以各

自拍摄有自己独特风格以《黄飞鸿》为

题材的电影，演员的形象也各异，让

观众留下不同的印象，甚至模糊的印

象。

《占士邦》如 何 善用知 识 产权

呢？从知识产权法律分析，《占士邦》

就是一个注册商标，受到无限期的法

律保护。从著作到电影，涉及版权法

的不同环节，版权拥有者可以享用终

生及其逝世后五十年的保护期。演员

除了片酬，也因代言产品而获得不菲

的代言费。

关于商标法，我在《马中经贸》40

期《皇家雪兰莪的启示》一文已经谈过

了。

本期我 就介绍马来西亚的版权

法。

版权是依创作而自动产生的。由

于受到伯尔尼公约的自动保护系统，

不产生版权登记手续的问题。可是，

众多版权拥有者要求一个类似商标和

专利权更确凿的保护措施。

2012年 6月1日，马来西亚修改

了版权法。版权利益相关者现在可以

自愿通知版权管理员把作品存交到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机构(Intellectual 

Property Corporation of Malaysia)。

文学作品、乐曲和艺术品、影片、录音

制品、广播作品及其衍生品都受版权

法承认。申请不需要经过作品审批，

因此作品登记过程快捷又方便。

通知书里须包含版权拥有者的资

料、作者的资料、申请人法定宣誓书、

一份副本作品、初次发表的日期与地

点和附上相关的收费。

副本可以以硬 体或 软体方式储

存。官方费 用是根 据 作品的分 量而

订。如果版权管理员要求纠正，替代

品必须要在30天里交回给版权管理

员，否则申请会被驳回。

如果版权被录取，版权管理员会

以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可以进一

步填写表格和缴付费用，以获得一张

正式文凭。

尽管自愿登记，该通告具有证据

效力，因为系统里所有权的资料已被

认定。知识产权机构所提取的文凭将

被法庭接受作为表面证据。

希望商 家 读 者 们 可以 从《占士

邦》得到启发，制定企业的知识产权

策略，登记版权、注册商标和专利权，

充分利用许可使用合同，在激烈的竞

争中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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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马来西亚朝向先进国迈进之

际，服务业将扮演日益吃重的角色，以

推动国家经济成长。为了鼓励私人界

投资在服务领域，并加强此领域的效

率，马来西亚政府采取双管齐下的策

略来发展服务业，一方面开放服务业

以吸引外来投资，另一方面则加强本

地服务业者的能力，以提高他们的竞

争力与生产力。

配合政 府 促进 服务业投资的努

力，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联合马

来西亚国际工商会(MICCI)与马来西亚

服务业联盟(CSIM)于2012年11月22日举

办了服务业大会，主题为“迎合全球竞

争一体化”。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长拿

督斯里慕斯达化为这个大会主持开幕

礼，也主持了服务业指南“投资在马来

西亚服务业——政策、奖掖与便利”

的推介礼。

马来西亚投资发 展 局主席丹斯

里阿米尔山致欢迎词时表示，这本服

务业指南对国内外投资者都将大有帮

助，其内容包括受鉴定服务业的最新

政策、程序、奖掖与其他便利。整本指

南共包含21本手册，可用来推广投资

的促销工具书。其涵盖了19个特定次

领域，其中包括物流服务、专门化技

术性支持服务、教育与工业培训、法

律服务与工程相关服务。

趁着服务业大会开幕礼推介这本

服务业指南，可说是相得益彰。在这个

大会上，与会者可掌握服务业的最新

动态，亦更了解服务业当前机遇，以及

服务业在促进全球一体化所扮演的角

色。在全球市场互动日益密切，我们

须了解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与所作的

贡献。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

斯达法当天为此大会主持开幕仪式过

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虽然面对来自欧

美的负面因素，然而亚洲与东协的积

极经济展望，加上我国内需比重可起

缓冲作用，相信我国服务业可在2020
年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65%的目标。

目前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55%
，之前领先的制造 业，则从32%降至

25%。部长之前在演词中表示，服务业

在201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比率为

58.6%，制造业27.5%，第十大马计划放

眼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65%。

慕斯达化表示，2011年批准的服

务业投资计划有3957项，投资额644亿

令吉，国内及外国投资分别为482亿令

吉及162亿令吉。今年1月至6月，政府批

准了2379项投资额达590亿令吉的服务

业项目，当中国内投资为519亿令吉，外

资71亿令吉。这些投资预料将带来3万

2940个的就业机会。

部长说，经济转型执行方案下的

12项国家关键经济领域，其中8项与

服务领域有关。许多大企业及著名跨

国公司选择在我国设立区域及全球业

务，今年首9个月，马来西亚投资发展

局批准了74项区域性新业务，投资额

为10亿4000万令吉。

此外，“迎合全球竞争一体化”

服务业大会约吸引了300名出席者参与

论坛，并邀请到多位著名讲员助阵，

其中包括 澳洲国立大学兼任副教授

Philippa Dee博士、澳洲服务业圆桌协

会主席James Bond先生、Smart Modular 
Technologies私人有限公司业务营运总

监V. Vangamani先生、沙布拉肯油有限

公司(Sapura Kencana Petroleum)高级副

总裁拿督克里斯阿兹曼。

马来西亚投资发 展 局首席执行

员拿督诺哈鲁丁表示，马来西亚投资

发展局很荣幸能够举办这次盛会，也

盼望藉此机会帮助出席者更了解马来

西亚的投资氛围，以及本地和国际的

服务业前景。这次大会主题是要提醒

马来西亚服务业者东盟经济共同体即

将在2015年落实，以及其所带来的商

机。

他相信，大会参加者藉此平台建

立人脉，并探讨商机，尤其是服务业

的商机。这个大会也设有商业个案分

析时段，让私人界有机会与马来西亚

投资发展局，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机构

代表会谈，针对他们个别的情况与项

目建议提出咨询。 

公众人士可登入马来西亚投资发

展局网站(http://www.mida.gov.my)下载

服务业指南电子版，或者联络该局索

取印刷版，惟印刷版数量有限：
The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Division
MIDA, Level 15, MIDA Sentral
No.5, Jln Stesen Sentral 5
Kuala Lumpur Sentral
50470 Kuala Lumpur
电话: 03 2263 2436
传真: 03 2273 4211

吸引外来投资 加强本地服务业者能力

大马政府双管齐下发展服务业

商业资讯 Advertorial



离
岸公司或许对很多大马

商家来说，是十分神秘

的一个操作模式。由于

一知半解，很多商家对于这个操作模

式，是又好又怕。但是，有一点确定的

是，离岸公司却活跃在大马人的经济

生活中。

事实上，离岸公司是许多公司进

行税务筹划的一种投资工具；同时是

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和拥有高额资产的

个人经常使用的金融工具；而希望在

海外上市的公司，有许多也是通过海

外离岸公司来实现其目的的；尤其是

在外贸行业中，注册离岸公司，通过不

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的税收差异进

行商业运作，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什么是离岸公司？

离岸公司泛指在离岸法区 成 立

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著

名的离岸管辖区有许多是前英属殖民

地，如开曼群岛，安圭拉群岛，英属维

尔京群岛(BVI)等，因此这些地区在很

大基础上保留了英国的法律体系和司

法制度。离岸公司的投资人不用亲临

当地，其业务运作可在世界各地的任

何地方直接开展。例如在萨摩亚注册

一家贸易公司，但其贸易业务的往来

可以是在欧洲与美洲之间进行的。

其中一个 值得注意的地区是香

港(HONGKONG)，香港的公司虽然是

实地经营的公司，但可以进行离岸操

作，它具备离岸公司的普遍优势，唯

一比较显著的区别，即由于是实地经

营公司，香港公司是要做税务申报及

处理。但香港税务采用低于来源性征

税原则，具有税赋低、税种单一的优

势，所以香港也是世界闻名的“避税

天堂”。 

为什么要注册离岸公司？

离岸公司还具有下列功能优势，正是

其风行全球的原因：

一、	合理避税

离岸法区政府对离岸公司没有任

何税收，只收取少量的年度管理费，

不 再 征收任 何 税 款。这种税收的差

异是离岸公司与一般有本地公司的主

要区别。离岸公司可以在银行开立账

号，在财务运作上极其方便(因为所有

的国际大银行都承认这类公司，如美

国的大通银行、香港的汇丰银行、新

加坡发展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

等)。与通常使用的按营业额或利润征

收税款的做法不同，离岸管辖区政府

只向离岸公司征收年度管理费，除此

之外，不再征收任何税款。

二、	具有高度保密性

这方便进行个人资产管理、资本

运作。海外离岸公司的股东身份、股

东名册、股权比例、收益状况等资料

都受到高度保密，法律禁止信托管理

（登尼特集团董事经理）

商家的隐形助手——

离岸公司
陈浩天

Offshor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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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外任意泄露有关资料。几乎所

有的离岸管辖区均明文规定：公司的

股东资料，股权比例，收益状况等，享

有保密权利，如股东不愿意，可以不对

外披露。

三、	国际贸易自由，避免出口收汇被

占用，并可不动用资金赚取中间

商利润

离岸公司有个 最明显的好处是

投资人不用亲临当地或在当地经营，

其业务运作可在世界各地的任 何地

方直接开展。例如在英属维尔京群岛

British Virgin Islands(BVI)注册一家贸

易公司，但其贸易业务的往来可以是

在英国与美国之间进行的，或在世界

上任何不同地方之间进行。

运用离岸公司的离岸贸易运作方

式，以离岸公司的名义在自己控制的

银行交单议付，直至国外款回来这一

段时间，都是在自己公司的银行掌控

之下。可以不落外贸公司账户直接以

支票背书转让的方式付给工厂，这样

就可以完全避免货款被占用或扣下，

无法支付工厂货款风险了。

四、	无外汇管制，外汇资金调拨自如

做国际贸易，无论是进口还是出

口，外汇的自由收付是至关重要的。但

目前很多国家仍然受外汇管制，包括

马来西亚在内。在实际工作中非常不

便于贸易的操作。而离岸公司属境外

公司，其在国内开设的外汇账户属离

岸账户，在法律上，其他国家认可其不

受外汇管制。这种离岸账户是自由的

外汇账户，无论是汇出还是汇入；无论

是国外还是国内；无论是公司还是个

人，外汇都是自由收付的，而且这三者

可以相互交叉使用，并且这种账户无

汇率差，商家可以利用离岸账户进行

海外结汇。

五、可以避开关税壁垒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企业，在

向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出口产品时，

通常需要申请配额及一系列的相关手

续，为此需多花费1－2倍的成本。同

时，这些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企业的

利益，经常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设置

例如：关税壁垒、反倾销、反补贴、绿

色壁垒、技术性壁垒等的限制。离岸

公司在全世界的贸易都是自由的，受

W TO的国际法保护，可以避 开关税

壁垒。如果一家企业拥有一家离岸公

司，由企业向自己的离岸公司出口，再

由离岸公司向这些发达国家出口，就

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这些贸易及非贸

易壁垒的歧视和限制。

六、	有利于发展跨国业务，提升企业

形象，同时方便引资、融资。

一般这类“离岸”地区和国家与

世界发达国家都有良好的贸易关系。

本土的公司，在国内的发展往往受到

种种限制，到海外注册离岸公司，是开

展跨国业务、提升企业国际形象的捷

径，同时可以方便资本重组和分离，如

去粗取精、好坏分离等，提高资信，也

方便曲线上市，如英美系国家之间的

互相认可上市资格等，如您在百幕大

注册了公司，就方便了进入香港股市。

因此，海外离岸公司是许多大型跨国

公司和拥有高额资产的个人经常使用

的金融工具，希望在国外上市的公司

有许多是通过成立海外离岸公司实现

其目的。

如何选择离岸公司注册地？

离岸公司对不同的对象还有不同

的用途，如可以作为企业或个人的投

资工具；通过个人服务公司获得大幅

度减税利益、并进行移民前期规划；

利用离岸雇用公司雇用国外的工作人

员，以便减少工资和旅行费用，为雇主

节省税款和社会保险缴款等。

正因为离岸公司有如此多实惠的

用途，很多人都选择在海外注册离岸

公司，但由于可选择的离岸管辖区相

当多，如何选择最合适的地区进行国

际贸易或投资就需要考虑周全。

其一，在注册离岸公司的时候，

首先要全面了解注册地的相关税法、

外汇管制、金融政策、法律等，同时

要选择最适合自己注册的地区进行注

册，而不能盲目。 　　

其二，企业要防范或规避风险，

在选择离岸公司的时候，首先要熟悉

当地的法规或要找从事过相关工作的

律师进行咨询，尽量减少注册之后不

必要的问题出现。 　　

其三，在选择注册地的时候，应

该联系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及产品销售

地的实际情况，不能盲目以税收的减

免程度来选择注册地。 　　

其四，选择一些资质的机构。需

要提醒一些企业，不要盲目选择收费

低廉的中介机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风险系数也相对较高。要全面衡量中

介机构的实力。 

既要享受离岸公司带来的好处	
又要了解其责任与风险

所有的商业都有风险，风险与收

益是对等的。离岸公司作为国际金融

与贸易中一个重要工具，不可能是完

全没有风险的，最重要的是如何正确

看待离岸公司的风险，为风险做出准

备。

如离岸公司中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免责与赔偿，一般来说，离岸对

注册资本和股份类型都有要求。一般

有最低数量要求，可为个人或公司；股

东和实际收益人可分离。为使公司达

到免税资格,要考虑董事的国籍和居

住地等因素。绝大多数离岸地区对离

岸公司的会计审计有特殊的要求。

这里还要澄清一个事实：目前想

注册离岸公司的企业多半是出于上市

或避税的考虑，但是不能陷入误区，

认为只要到“避税天堂”注册，就可以

完全免税。其实，这种避税从根本上

说，避的是所在国的税。比如大马企

业到百慕大注册，其所享受的是百慕

大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对于在国内的

生产情况，同样要合理支付税费。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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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过度依赖石油
大马需要税务改革

前
阵 子，凯 翔 税 务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与 利 安 达

LLKG国际特许会计公 

司，在 吉隆 坡与柔佛 新山分 别 举 办

了“2013财政预算案零距离座谈会”

。 

在讲座会上，我和出席者分享了

政府所公布的一系列税务亮点，以及

对中小企业有利的奖励与政府最新的

融资配套与计划等。这里，借着这期

的专栏，我也和大家谈谈我对此次财

政预算的观点。 

国际经济低迷，本地商家皆叹生

意难做，而生活成本高企也让民众百

上加斤。因此，大家都希望政府在今

次的财政预算案中，能提出满足各阶

层的利好宣布，缓和百姓经济压力。 

根据2012-2013年经济报告书，

我国赤字虽 从 2011年的 4. 8%降至

2012年的4.5%。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更降至4%，不敷达400亿令吉，但，这

是马来西亚连续16年陷入财政赤字预

算。

至于在缴税方面，我在讲座会上

提 及，大马人口2千890万，当中1千

290万人就业，700万人登记为纳税

人，可是仅180万人缴税。而公司税、

个人所得税、石油税及合作社分别贡

献国家收入的49.8%、21.2%、26.3%

及2.7%。和过去一样，从比率上来

看，国家收 入明显 还 是 过 度依 赖石

油。这是个不健康的现象，因此我国

必须 进 行 税务改革，包括 实 行 消费

税，增大税收基础。 

虽然首相纳吉在宣部财政预算案

时，多次提及将会在近期内推行新税

制，但却只字不提消费税。因此相信，

消费税会在大选後（2014年）执行，届

时的销售与服务税将会被取代，而包

括消费税，缴税人口也将增加多1千多

万人。

不过，消费税执行後，消费税税

率也应定在5%左右，公司税方有可能

降低。目前公司税率有两种，即中小

企业不超过50万令吉的应纳税额公司

税率为20%，而超过50万令吉的应纳

税额公司税率为25%。若公司税可获

得下调，将加强我国中小型企业在东

南亚区域的国际竞争力，也能塑造更

良好的经商环境。

其实一国的公司税，是外国投资

者衡量是否进行投资的其中要素。然

而，在2013年财政预算案中，政府并

没有降低公司税。相较于新加坡及香

港目前的公司税分别为17%及16.5%

，我国仍维持25%。在东盟国家的经

济发展当中，新加坡与我国乃是其中

的佼佼者，然而还有一个非常积极发

展的国家就是泰国，尤其今年其公司

税率为23%，明年更将降至20%。因

孔令龙特许会计师	
利安达LLKG国际特许会计公司
凯翔税务咨询有限公司

2013年财政预算案

孔令龙特许会计师	
利安达LLKG国际特许会计公司
凯翔税务咨询有限公司

2013年财政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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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国有必要对公司税税率进行检

讨，并对调整税务制度下一番功夫。 

个人所得税减1%	

少缴税款，带动经济

除了以上所提的公司税，在个人

所得税方面，政府让可征税收入2千

500至5万令吉者，个人所得税税率减

1%，令人振奋。目前，个人所得税最高

税率26%，较公司的最高税率25%高

1%，此次个人所得税的阶梯式调整，

即是从属於征税收入中级的5万令吉

以下每一个税阶扣除1%，使得多个收

入阶级的群体都可从中受惠。其中尤

以中产及低收入群体最为受益。而节

省下来的税款，将成为可支出现金，从

而带动我国经济。 

另外，今次的财政预算案的税务

政策重点，还包括2013年起从放贷业

务丶债券丶房屋抵押贷款或其它交易

存货的利息，将被视为营业收入，但

其它企业的欠债者所还迟付利息丶房

屋发展帐目所得利息等，则将被视为

非营业收入。

政府此次也为国内旅游业者带来

好消息，若国内旅游业者从外国吸引

多达750名游客到我国旅游，或接待

本地游客至少1千500名，都能享有该

税务减免。

此外，政府也让开设私人托儿所

的业者享有5年收入免税。这些都是

利民亲商的举措，也是民众商家必须

留意的。  

产业盈利税增5%	

打房效益不大

另外，政府曾经为了要刺激国内

房地产的交易，于2007年4月1日颁布

无限期豁免产业盈利税。一直到2010

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政府才再新实施

产业盈利税，并规定转售持有不超过

5年的产业，必须缴交5%的产业盈利

税，转售持有5年以上的产业则豁免

缴税。 

不过为了抑制炒楼活动，政府在

2012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调整产业盈

利税的架构。如果业主转售持有2年

或以下的产业，须缴交10%的产业盈

利税，超过2年至第5年脱售产业则得

缴付税率5%，5年后才脱售产业者则

免缴产业盈利税。而明年开始，若业

主转售持有2年或以下的产业，所需缴

交的产业盈利税增加至15%，2年至第

5年则是10%。 

无论如何，对于投资者而言，所

增加的有关税率将占其脱售盈利比率

不多。以目前房价上涨的情况而言，如

果投资者售卖房地产，一转手可赚10

万令吉，而产业盈利税则只需要1万5

千令吉，那他们断不会为了不要缴付

税款1万5千令吉，而不去赚8万5千令

吉。 

虽然地点是影响一个地区房 价

的因素之一，但过热地买卖交易才是

促 成 房 子涨 价的真正 原因。很多时

候，我们发现，人们在签了买卖合约

之后，立刻转手就卖，在这样一来一

往的情况下促成炒风。 

除非政 府对在首两年内转 售产

业的产业盈利税大幅提升至少20%

，才会真正地看到效果。当人们的利

润一再被压缩时，他们才可能三思而

行，同时又能增加政府的收入，一举

两得。 

中小企业获拨10亿贷款

此外，纵观2013年预算案，政府

也从各方面设法提升中小企业，包括

微型企业也受到眷顾。尤其中小企业

可获拨10亿贷款最令人赞赏，因尽管

大马有中小企业银行，但很多中小企

业在借贷时依旧被拒於门外而贷不到

款。其他鼓励中小企业的计划以及基

金融资配套还包括：

1. 提供小贩与小生意集体保险，最高

5千令吉的保障

2. 若小贩及小生意参与特许经营费

用可获低息贷款2万5千令吉，而

特许经营授权者可获50万令吉

3. 2亿令吉的清真工业基金

4. 发展电子商务的小型企业，可获1

千令吉的援助金

5. 达2亿令吉的智慧产权融资基金

6. 以及少过30岁的青年企业家可申

请青年企业家基金，获得款项可达

10万令吉

“自动丶自愿丶自律”地报税

最后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由于

政府希望在2013年获取1千158亿令

吉的税收，因此，可以预见的是，税收

局即将展开更多的税务调查与税务审

核，而逃税者将会被提控。

因此希望大家，以“自动丶自愿丶

自律”的方式看待报税事宜，包括要“

自动”报税，纳税人可利用便捷的电

子报税系统报税及缴税；另外，也必

须“自愿”地据实报税，若你认为静悄

悄在小地方某处将房子卖掉，应该不

会被发现，但透过买方提呈的购买文

件，当局还是能追查得到你所赚的盈

利。此外，纳税人的缴税记录也要很

有“自律”地保存7至8年，当局调查

时才能加以说明。

只要做到以上3点，纳税人就可

在税收局突然登门造访查税时，从容

应付了。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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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马税务局自从2001年分阶段执行自行估税制

度后，税务审查已成了税务局官员的主要工

作以确保纳税人所呈报的税务是正确并且符

合1967年所得税法令的条例。

一些纳税人在面对税务审查时都会感到束手无策，认

为自己已经触犯了税法。其实，任何一名纳税人可能随时

被选为审查的对象，但这并不代表该名纳税人已触犯了税

法。

因此，纳税人必须明白税务审查与税务调查的流程，

本身及官员的责任，无须感到不安。 

税务审查与税务调查的目的

基本上，税务审查的目的是要加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

以及避免重犯错误。

税务调查的目的则是防止逃税以确保纳税人遵守税务

法律及申报正确和缴纳正确的税款 

税收局选择对象的基准

税收局在选择审查对象时，一般上会根据以下的管道

与分析锁定目标。

根据行业分门别类作分析 y

通过电脑分析财务比率 y

连续多年亏损的公司 y

有可疑的生意费用，例如：应酬费，支付给都董事的费 y

用等

享有税务优惠的公司，例如：再投资津贴，出口津贴等 y

纳税人的个人资料 y

从陆路交通局获取轿车买主的名单 y

从房产及地方政府部获取购屋者的名单 y

从报纸及杂志获取资料 y

大众的举报 y

我要提醒大家，税务局拥有广泛的管道提供消息来

源。只要你买房子，车子，支付教育费等，当局就有办法找

到你。换而言之，除非你把钱藏在枕头底下，否则同样难逃

税务局各种各样的查税手法。

审查方式

基本上，税收局会执行三种查税方式，分别是税务局

审查，实地审查及税务调查。 

(i)	 税务局审查

一般上，在还没有进行实地审查前，税务局官员会先

进行税局审查。税务局官员会要求纳税人提供所需的资

料，然后在税务局内进行审阅。如有必要的话，税务局官员

可进一步展开实地审查。

(ii)	 实地审查

在进行实地审查前，税务局官员都会以书信事先通知

纳税人。实地审查则是税务局官员亲自出动到纳税人的公

司审查账目。纳税人在面对税务局官员上门进行审查时必

须给于充分的合作，准备账目，单据及其他生意记录，也必

须提供舒适的环境，善待官员并表现诚恳的合作态度。

实地审查专注一些平常与技术性的税务课题，比如费

用可否扣税或税务计算是否正确等。

审查结束后，税务局官员会进行估税调整并与纳税人

（YYC	Tax	Services	Sdn.	Bhd.	高级经理）

黄妙玲	让人不安的

税务审查与税务调查

72 2012/12

专栏
C

ol
um

n



面谈和讨论应作出的税务调整。被税务局在审查过程中发

现的漏税会被征收45%的罚款（请参阅图表）。若双方还是

无法对税务调整计算达成一致的意见。纳税人可以在收到

估税通知单后的30天内提呈‘Q’表格提出上诉。

(ii)	 税务调查

税务调查组专注欺骗与逃税的个案，比如捏造假购货

发票，故意把年底存货调低或没有呈报销售额等。

税务局官员执行税务调查时，是采取突击拜访的方

式。纳税人不会收到税务局的预先通知。调查官员会同一

时间出现在纳税人的公司，住所和其会计师的办公室。

首先，调查官员会出示税务局的调查信函，官员的身份

卡并说明需要调查的税务年份，然后正式展开税务调查程

序。调查官员会在纳税人的公司进行搜查并取走相关文件

或记录作进一步调查。官员会和纳税人面谈，记录纳税人

和有关人士的口供。

调查官员将在税务局调查中心详细研究和审查带回的

文件与档案记录。纳税人将被传召进行面谈，商议和要求

解释。涉及的纳税人也可委任税务代理处理一切有关税务

调查的事宜。

调查官员将会针对逃税的交易项目进行估税调整并征

收罚款，罚款率将依据调查过程所耗的时间来决定。调查

过程所耗的时间越长久，罚款就越高。读者可浏览税务局

的网站，下载税务调查的指南以获取更多详情。

纳税人若不满意调查官员作出的估税调整，可以在收

到估税通知单后的30天内提呈“Q”表格，提出上诉。即使

已提出上诉，纳税人还是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缴付调查官

员所作出的估税与罚款。涉及逃税的纳税人除了必须缴付

罚款，罪名成立的话也可能会被送进监牢。

再此提醒大家，为了防止有人假冒税务局调查官员上

门欺骗纳税人，税务局最近已发出通告提醒纳税人如果有

税务局官员上门执行税务调查，可致电到税务局的客户服务

中心 (1-300-88-3010) 以确认税务局调查官员的身份。

纳税人犯下的错误

依据我处理税务审查和税务调查多年的经验，

以下是纳税人经常犯下的错误。 

捏造不正确的报表及账目记录 y

故意把年底存货调低 y

故意少报收入或延迟申报收入 y

捏造购货发票 y

支付给董事的生意费用 y

没有保存妥善的账目与生意记录 y

捏造不真实的生意费用 y

没有变动的应付帐款 y

没有支持文件的购货费用 y

不符合条件的坏帐报销 (Bad debts) y

不符合条件的再投资津贴 (Reinvestment allowance) y

没有呈报税务 y

保存完整账目记录

所得税法令规定所有的生意交易记录与支持文件必须

保留7年以供日后税务审查。保存妥善及充足的记录不但可

提供审计线索，还可针对税务局的审查提问给于充足的证

明答辩。此外，审查工作也可进行得更快速与顺利。

总而言之，一定要保存妥善的账目与文件记录，白纸黑

字为自己保留具有信服力的证据。切记，账目与记录不完整

对纳税人是百害而无一利。

逃税者可被控洗黑钱

政府为了更有效遏制逃税，已修改反洗黑钱和反恐怖

融资法令，应对逃税和没有呈报税务的纳税人。根据反洗

黑钱法令第4条，罪成者可被判罚款不超过500万令吉或监

禁高达5年，或两者兼施。此外，税务局也有权力冻结，没

收和充公涉案者的财产。

根据税务局总执行长丹斯里莫哈末苏克透露，税务局

去年就冻结了1389个公司和个人的银行户口。主要因涉及

没有报税，虚报和逃税个案。

因此，纳税人必须以更谨慎的态度去报税。如遇上任

何税务上的问题，应寻求合格的税务顾问协助，同时保存妥

善记录长达7年，以便税务局进行调查时可作证明。

专业报税，回避陷阱

接受现实，税务是不可避免的。纳税人必须履行纳税

的义务及委任合格的税务顾问进行正确的税务规划以减低

风险。除了要准时报税，还必须保存妥善记录为自己保留具

有信服力的证据。

漏税罚款率图表
审报 禀报期限(*) 罚款率(%)

在还未被所得税通知审

查之前自愿禀报漏税

60天内

60天以上至6个月内

6个月以上至1年内

1年以上至3年内

3年以上

10%

15.5%

20%

25%

30%

被通知审查后和在审查还未开始前的自愿禀报 35%

审查后发现的漏税 45%

重犯的错误 45%+10%

（*）禀报期限是从报税截止日期开始算起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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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中经 济贸易总商会 沙 巴

分会2周年庆典暨中秋联

谊晚会，10月29日顺利于

1 Borneo霸级购物商场宴会厅圆满举

行，承蒙州元首敦朱哈和元首后杜潘

诺丽达贾思妮移驾光临，令晚会生色

不少。

马中经贸总商会沙巴分会会长拿

督刘国城致词时透露，中资企业经已

开始进军沙巴，除了在沙巴投资种植

业外，马来西亚第一间中资酒店亦已

在亚庇开始营业，未来还有一些中资

企业陆续前来投资，刺激沙巴州经济

发展。

他说，去年的马中经贸总额，已

从前年的742亿美元，攀升至903亿美

元，使中国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

伙伴国，这个贸易额使我国获得300

亿美元的顺差。至于今年，尽管国际

经济活动依然吹凉风，但，一般估计，

马中贸易总额很可能会在今年持续攀

升至1,000亿美元。

他预料，沙巴州和中国之间的经

贸关系将会更进一步加强，同时将会

有更多中资企业陆续到沙巴寻求商机

及投资。

拿督刘一再强调马中两国经贸关

系的重要性，并承诺马中经贸总商会

沙巴分会，将努力扮演其角色，以更

进一步促进沙巴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关

系。

沙巴州是 一 个原产品丰富的州

属，其中，沙州棕油的产量，在全马各

州产量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而在中

国庞大的市场中，也包括了棕油在内

的各种原产品市场。

除了原 产品，沙 巴 州处 于 蓬 勃

发展的旅游业，也吸引越来越多中国

游客前往观光，该州更被中国列为中

国人春节旅游区；至于中国制造的产

品，向来都在沙巴人民日常生活中占

着重要的席位，给人们带来生活上的

便利。由此可见马中经贸关系的重要

性。

随着马中两国的经贸关系在近年

维持着密切往来，沙巴州商家即有更

多的机会在中国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

上发掘商机、掌握先机，并有望分得“

中国经济大饼”。

此外，他也透露，鉴于中国领事

馆仍未在沙 巴设 立，导 致 州内的商

家、旅游社及民众，必需到古晋的中

国领事馆或吉隆坡大使馆申请签证。

过去州内商会领袖等人士，曾向

中国领事馆请求，希望中国驻沙巴领

事馆能尽快设立，以方便该州商家及

人民，他相信，这项请求迟早会落实。

另，近一两年来，日益密切的马中

经贸关系，促使数名中国高层领导人

如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国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前后到

沙巴访问。

他 期 望，随 着中国 高 层 领导人

的到访，不但能间接提升中国民间对

沙巴的认识，也有助于向外界推介沙

巴，还能吸引更多投资者前往沙巴投

资，继而提升该州的就业机会。

马中经贸总商会沙巴分会举办这

场隆重晚宴，除了庆祝分会2周年纪念

外，同时亦庆祝华人传统佳节---中

秋节，藉此机会加强联系各领域的商

家、分会理事及会员之间的情谊，相

互交流彼此对马中经贸之心得与经验

分享。

当晚出席嘉宾包括：州副首长兼

资源发展及资讯工艺部长拿督于墨斋

医生夫人拿汀赖月英、州地方政府及

房屋部助理部长拿督杨爱华和其夫人

拿汀黄秀丽、丹斯里刘瑞发、拿督斯

里邦里玛黄权道、拿督方友铨、拿督

沈清玉、拿督叶参、张丹华社长、陈沺
铼博士、刘顺泰、马中经贸总商会副会

长暨沙巴分会会长拿督刘国城、筹委

会主席陈伟裕等。

马中经贸总商会沙巴分会2周年庆典

刘国城：中资企业刺激沙巴经济

n	沙巴州元首敦朱哈与元首后杜潘诺丽达贾思妮主持马中经贸总商会沙巴分会2周年庆切蛋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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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

大使拿督柴玺阁下上任

两年馀，在他的领导下，

马中经贸发展进入另一个成长阶段－

双边贸易额不只迈向千亿美元大关，

两国还达致历史性合作，共建中马钦

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

“促成中马产业园是我任期内的

第一个愿望。”柴大使于今年10月29

日在官邸接见马中经贸总商会代表团

时，侃侃而谈，并道出心中的夙愿。

这位胸怀壮志的大使透露：“我

有 两个愿望，第二个愿望 是在2014

年 两 国 建 交 4 0 周 年 时，建 立 4 0 层

的中国中心大厦(MENARA CHINA 

CENTRE，简称MCC)。届时，中国中心

大厦将把签证中心和文化中心集中在

同一个屋檐下。”

大使指出，目前，中国设于马来西

亚的签证中心，是全世界发出第二多

签证的单位。如今，两国人民双向来

往已达300万人次，他看好3年后将增

加至500万人次，预料再过5年，每年

来马的中国人可能达到400万人次。

他表示：“中国将来会有更多人‘

走出去’。现在，农民占了一半的人口，

很多还没有‘走出去’，当他们动起来

的时候，就会有更多人出国，所以，大

家应做好迎接这批游客的准备。”

大使亦赞扬马中经贸总商会对两

国的经贸发展做了大量的牵线搭桥工

作，而且与多个省份的政府保持良好

关系，相信今后将会再接再厉。

马中经贸总商会是在总会长拿督

黄汉良率领下，组成17人代表团拜会

大使，以呈递马中之夜晚宴请柬，并就

马中课题进行一小时的交流。

黄会长恭贺大使受封拿督勋衔，

并赞扬大使对双边 经贸发展贡献良

多，尤其是中马钦州产业园的落实，更

是功不可没；在这方面，本会也扮演

牵线搭桥与推动的角色，如今乐见其

成。

参与交流的大使馆官员尚有经济

商务处宣国兴参赞和康伊明秘书。

本会出席者还有第一副总会长陈

友信、副总会长丁锦清、宋兆棠和刘

俊光、秘书长林恒毅、总财政黄锡琦、

中央理事张联兴、罗章武、包久星、

丘洁光和杨子威，青年团副团长杨碧

珊、秘书张柏垣、财政林励肯和副财

政王志明，以及执行秘书周美馨。

接见本会17人代表团

柴玺大使倡建中国中心大厦

n	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右6）率领代表团拜会拿督柴玺大使（右5）时赠送水果礼篮。右起为宣国兴参赞、包久星、丁锦清、宋兆
棠、陈友信、刘俊光、黄锡琦、丘洁光、张联兴、王志明、张柏垣、杨子威、林励肯、杨碧珊、林恒毅、周美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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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说，

首 相拿 督斯里 纳吉 敦 拉

萨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准

备在不久后为马来西亚关丹产业园联

合主持开园仪式。

他说，随著马中两国最高领导人

于2012年4月1日共同在广西为钦州产

业园主持开园仪式后，两国最高领导

人同样准备在不久，为我国关丹产业

园联合主持开园仪式。

他是于10月24日国内华团在吉隆

坡宴请中国海南省三亚市人民市政府

副市长顾景奇的晚宴上发表这样的谈

话。欢迎宴的华团包括华总、中华总

商会、马中经贸总商会、七大乡团协调

委员会、马中友好协会、华人文化协

会、八大华青和姓氏总会。

方天兴指出，马中两国在各领域

关系往来都保持著非常密切和快速的

发展，尤其是旅游、经贸和教育三大

领域，不论是来往的人次、双边贸易

额和学术文凭认证等等，都不断取得

积极和非常正面的进展与突破。

他说，我国目前正在为中国借出

的熊猫进行命名比赛，为了让更多人

民有机会参与，截止日期已经展延到

今年杪。

顾景奇赞 

交怡免税制度

顾景奇称赞浮罗交怡的

免税制度，比三亚市做得更

好，因此将向中国领导汇报

浮罗交怡的免税政策，冀望

能推进三亚市成为更精彩的免税购物

胜地。

他说，他在上任三亚副市长后，

便组团赴澳洲、纽西兰及马来西亚考

察各国的免税、教育等施政策略，他

们在到访浮罗交怡时，对该岛的免税

制度深感兴趣，希望能从中取经，落

实在提升三亚市为免税购物胜地的目

标。

顾景奇曾出任中国驻马大使馆政

务参赞，在去年卸任后，获升为海南

省三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这次率团

到访马来西亚“走亲戚＂，并在参访考

察中学习榜样。

邀商家社团访三亚

他也邀请马来西亚商家与社团到

三亚考察访问。

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主席缪进新

在致欢迎词时说，马中两国友好邦交

关系，及至今达成的辉煌成就，有赖

顾景奇在出任参赞时做出的贡献。

出席者包括华总永久名誉会长丹

斯里林玉唐、丹斯里吴德芳、客联会

总会长拿督杨天培、宗乡青基金会主

席拿督洪来喜、姓氏总会长陈锦龙、

华人文化协会主席戴小华、华总副总

财政丹斯里陈炎顺、隆雪中华总商会

副会长陈怀安、马中友好协会秘书长

陈凯希、企业家丹斯里刘锦坤、丹斯

里刘天成、丹斯里梁海金及丹斯里郑

添利、拿督林峇、刘子强等。

中国驻马大使馆政务参赞陈德海

及领事参赞林动也受邀出席宴会。出

席欢迎宴的马中经贸总商会代表包括

会务顾问缪进新、终身荣誉会陈凯希

与拿督杨天培、副总会长丁锦清与宋

兆棠、副秘书长李志贤、中央理事张

联兴、沈哲初、丹斯里陈炎顺、丹斯

里郑添利、包久星局绅、拿督吴世才

等。

马中经贸总商会联同华团宴请三亚副市长顾景奇

方天兴：纳吉将与温家宝

联合主持关丹产业开园仪式

n	华团代表在欢迎宴上祝贺顾景奇（左8），左起为：刘子强、郑添利、刘锦
坤、刘天成、林玉唐、陈德海、方天兴、林动、梁海金。

n	顾景奇副市长（前排左3）与本会领导合影，前排左起：包久星、丁锦清、会员王茀诚、宋兆棠、缪进新、沈哲初；后排左起：李志贤、张联兴、吴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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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东德州市政协主席袁秀和

率领17人代表团，于11月7日拜

访本会，由总会长拿督黄汉良主持接

待，出席者包括荣誉会长丹斯里林玉

唐、副总会长宋兆棠硕士、刘俊光、郭

隆生、中央理事包久星太平局绅、沈哲

初、李国源，以及杨有为等。

“随行 包括德州市政 协秘书长

李学根、副秘书长李瑞峰，代表团此

行旨在拓展德州和马来西亚的经贸合

作。团员来自食品保健品、机械制造、

风电产品、太阳能、建筑、金属制品、

中央空调、珠宝、工程管理、农业机

械、百货、美容、生态农业种植与旅游

等行业。

拿 督黄汉良与代 表团交流时表

示，山东德州代表团的到访，让我们

进一步了解山东的商机。

“在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是中

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近几年来马中经

贸取得大突破，有节节上升趋势，今

年，马中贸易额或突破1000亿美元，

无形中给予马来西亚这个小小国家的

各界商人带来非常大的鼓舞。”

拿督黄希望马中企业能充分利用

中国—东盟自贸区“零关税”的优惠

政策优势，促成区域经贸合作，加深

企业人民受益，实现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的目标。

对于山东德州代表团特地拨冗前

来与马中经贸总商会进行交流，丹斯

里林玉唐感到非常高兴。

他表示，数十年来，马来西亚与

中国同胞有 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与交

流，间接影响马中经贸向前跨大一步，

在这方面，马中经济贸易总商会做了

不少工作。

“本人与多位中国中央领导人都

相当熟络，经常相互交流。以前，中国

与海外的经贸状况是“引进去”，随着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现今已进入“走出

去”的时代，我们相互投资，彼此不但

增加机会，进步空间也大。”

德州市政协主席袁秀和介绍说，

德州是全中国第一个实现吨粮的市，

为全中国粮棉基地；太阳能产业发展

和 推 广应用走在全中国乃至世界前

列，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中国太阳城”

。她具有中国城市经济综合实力百强

城市、中国最佳人文宜居品牌城市、

中国人居住环境范例奖城市、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中国创业之城、中国纺

织名城、中国功能糖城、中国中央空调

城。

同时，该州的新能源、新材料、生

物技术等新型战略产业正在崛起，高

新技术产业正在形成聚集区，电子商

务、现代物流、现代服务业正在迅速

发展，逐步成为华北最大的物流集散

中心。

他表示，此次考察目的，德州市

政协愿与马中经贸总商会，及马来西

亚各 领域 的商家，建 立良 好的 合 作

关系，以共同推动两国企业的经贸合

作。

山东德州代表团

冀望共同推动马中经贸合作

n	代表团此行旨在拓展德州和马来西亚的经贸合作，前排左三为袁秀和，右四起为黄
汉良、林玉唐、宋兆棠硕士及郭隆生。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代表团

杭州市拱墅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丁智明率领6人代表团，于12月

4日前来本会进行交流，由本会副总会

长丁锦清接待，出席者包括副总会长

宋兆棠硕士、副秘书长李志贤、中央理

事张联兴及执行秘书周美馨。

丁锦清表示，马中经贸总商会成

立22年来，一直扮演着促进马中经贸

活 动之桥 梁，本会除 接 待中国 代 表

团、组团参与中国各大型博览会外，也

经常举办经济合作论坛或各类型的企

业大会；其中，钦州中马产业园更是本

会协助推动整个概念的。

丁智明表示，为了作好准备面向

未来和国际，他们这次“走出去”之主

要目的是代表当地政府招商，并介绍

拱墅区近年的发展情况，以吸引大家

前往考察或观光旅游；接着，他们将

飞往澳洲和纽西兰。

他说，进入新世纪以来，拱墅区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运河综合保

护工程为契机，全面推进秀美拱墅建

设。今天的拱墅区，随着产业的转型

升级，已经步入现代服务业强区行列，

成为全杭州市文化创意 产业的示范

区。

n	丁智明（左五）赠送纪念品给丁锦清（右四），右起为张联兴、李志贤、宋兆棠。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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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农业代表团

优势互补　扩大两地农业等合作

11月19日，黑龙江省农业委员会

副主任白雪华率领30人代表

团拜访马中经贸总商会，由本会副总

会长郭隆生主持接待，出席者有会长

拿督黄汉良、副总会长丁锦清、中央理

事包久星太平局绅、沈哲初、张联兴，

以及马来西亚米粮批发商公会会长吴

子联等。

中方随行成员包括黑 龙 江省农

业委员会外经处处长姜怀连等政府官

员，还有来自食品、果农产品、绿色特

色产品、农副产品、农业科技服务、加

工等行业的企业领导。

郭隆 生 致 词 表 示，马来西 亚 属

热带国家，阳光和雨水常年充足，在

种植方面比中国来得容易，耕种期也

较长，但，我国的粮食却仍未能做到

100%自供自给，其中35%白米需从国

外进口，其他进口的农产品也包括蔬

菜、水果、羊肉和牛肉等。

因此，他建议中方企业不妨考虑

来马投资清真食品，充分利用马来西

亚在清真领域的优势。

“ 马 来 西 亚 伊 斯 兰 发 展 署

(JAKIM)所签发的清真认证受全球回

教徒承认，可间接协助有关商品通往

全球各地行销，打进18亿消费群的清

真市场。”

此 外，郭 隆 生也 建 议中国 企 业

来马投资农业种植或农产品加工，他

说，大马的橡胶业及油棕业都具有相

当大的潜能。

另，白雪华表示，这次他们组织

了40家农产品加工和贸易企业，及十

大类300多个品种的绿色、特色食品，

先到新加坡参加亚太国际食品展，接

着来马与马中经贸总商会进行会谈对

接，主要目的是为两地企业寻求合作

机会，进一步加强黑龙江省与马来西

亚农业投资及农产品贸易合作，巩固

发展与马来西亚各界友好关系，促进

双边经济、贸易、科技等方面的交流

与合作快速发展。

他说，马来西亚与黑龙江省的地

理位置、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基础虽

然不同，但，两地在经济发展合作上

有较强的互补性。

“近年来，两地友好往来日趋频

繁，农产品贸易往来与投资合作发展

较快，呈现出广阔的合作发展前景。

今后我们将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

利，共同发展”的原则，进一步扩大黑

龙江省与马来西亚在农业、经贸、科

技、文化等方面合作，促进双方经济

共同发展。”

“例如在绿色、无公害和有机食

品开发上加强合作；在发展畜牧业和

畜产品加工上加强合作；在农业技术

推广与交流上加强合作；在旅游资源

开发上加强合作。”

他 介 绍 说，黑 龙 江省是中国 重

要的商品粮基地，经过多年的开发建

设，初步形成了优 质大豆、水稻、玉

米、乳制品和山特产品等一批优势主

导产品。其中，梗稻、大豆、马铃薯面

积和产品量、奶牛存栏和鲜奶产量以

及绿色食品播种面积和产量都居中国

第一位。去年粮食达到1111.1亿斤，粮

食产量及商品粮在全中国排名第一；

今年粮食产量预计达到1250亿斤。连

续9年获得大丰收。

他说，中马两国是友好邻邦，黑

龙 江省与马来西亚有 着良 好的贸易

往来与合作关系。2004年、2005年

及 2010年，黑龙江省组 织企业到吉

隆坡举行农产品贸易商谈会，也参加

了“2005年东盟-中国农业展”，双方

企业达成了一批农业投资合作项目和

贸易协议。希望这次通过洽谈活动，

两地企业积极搞好洽谈与磋商，能够

有所收获，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n	白雪华（左四）及黄汉良（右五）互赠纪念品；左三为姜怀连，右起为包久星、丁锦清、吴子联及郭隆生。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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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和青州市人民政府代表团

推介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国山东濰坊市副市长、濰坊滨

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王树华和青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胡文星

率领9人代表团，于12月1日拜访本会，

由总会长拿督黄汉良主持接待，出席者

包括终身荣誉会长拿督杨天培硕士、副

总会长丁锦清；中央理事张联兴、沈哲

初、杨子威、李国源硕士等。

拿督黄汉良指，胡文星副市长过

去在中国驻马大使馆服务期间，表现

卓越，与本地华社及各商协会关系密

切；现今，胡副市长官职已升，并连同

王树华副市长一起率领代表团来马考

察访问，马中经贸总商会非常重视这

代表团，故要给予热情的款待。

拿督杨天培表示，中国已连续3

年成为大马第一大贸易夥伴，大马也

一直是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夥伴；

当中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拥有许多

活力企业与商机，与大马互补性强。

他希望随着濰坊市和青州市代表团的

到访，往后大马与濰坊市及青州市能

拓展出更大的合作空间。

接着，王树华副市长向在场的本

会 领导介绍濰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

区，以下为主要介绍内容：

濰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

1995年8月，是中国国务院批准的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陆域面

积677平方里，先后被中国政府确定

为“国家科技兴海示范区”、“国家科

技兴贸创新基地”和“国家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

濰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企

业1000家，工业产品1200多种，其中

纯碱溴化物等14种，产品产能居中国

乃至世界首位，原盐、溴素分别占中国

总产量的1/5和1/2。

濰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

于建设设施配套、产业发达、功能完

善、生态优良、宜居宜业的现代化、

国际化滨海新城，通过面向全球公开

招标，确定了“一城四园”的概念性

规划。中长期内，开发建设滨海水城

和先进制造业产业园、生态化工产业

园、绿色能源产业园和海港物流园，

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成为以先

进制造业和海洋产业为主导，物流、

教育、文化、旅游、商务等综合发展。

濰坊 滨海经 济技术开发区集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

生态经济区和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

区“三区”建设于一身。作为三个国家

海洋经济新区、三个中外合作园区和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四点四

区一带”优先发展区域之一，国家、省

在土地、财税、金融、产业、重大基础

设施配套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

上海市松江区温州企业协会代表团

上
海市松江区温州企业协会代

表团一行十人于10月15日前

来本会交流，受到本会总商长拿督黄

汉良的接待。

这个代表团是由上海双高阀门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祥率领，其他

团员包括：陈天庸（上海京都置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朱荣平（上海吉祥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利荣（

上海业辉彩钢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春媚（上海宝鹿车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世莲（上

海雅森洗涤设备有限公司总经

理）、贾水湖（上海贝西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聪（

上海南亚泵业制造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展（上海喜开特防爆

电机有限公司总经理）、葛建芬

（百鸿国际机械（上海）有限公

司总经理）。

出席交流的本会 领导包括 包久

星局绅及李国源硕士。

n	拿督黄汉良（右六）赠送纪念品给代表团团长李国祥（左六），在场者包括李国源硕士（右
四）、包久星局绅（右五）。

n	王树华（右三）赠送字画给黄汉良（右四），右一为胡文星，左起为李国源、沈哲初、
丁锦清、杨天培。

接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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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侨联副主席聂河云于12月

7日率领6人代表团（包括云南

电视台两位代表）前来本会进行交流，

由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接待，出席

者包括中央理事包久星太平局绅及执

行秘书周美馨。

拿 督黄汉良 表 示，马中经 贸总

商会过去与侨联少有机会联系，希望

通过侨联这次的到访，往后双方能加

强联系；他也建议侨联来马办一些活

动，到时，马中经贸总商会将给予鼎力

支持与配合。

他说，云南对马来西亚人而言并

不陌生，因为，郑和来自云南咸阳。

在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多达五次

驻马六甲。每次他率领官兵屯扎三宝

山，船队停泊马六甲海域，没有占领一

寸土地，甚至一芥不取，是名副其实

的和平使者。因此，不仅大马华人热

爱郑和，马来民族和其他民族都很热

爱和尊敬郑和。

郑和尊重各民族文化和信仰，与

各族人友好相处，当时，以他的船队的

装备，完全可以占据马六甲，但郑和船

队满载着中国的‘珍宝’来到这里，同

时带来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带动

了马六甲的繁荣，马六甲后来能成为

著名的港口与郑和不无关系。

此外，他相信，一旦落实中国—

东盟未来10至15年的交通发展规划

后，将随着运输更加便利，致使运输

成本减低，间接让中国-东盟之经贸

加速发展。

聂河云副主席表示，该代表团这

次来马是肩负数项任务，其中，明年3

月24日云南省省长将率领150人经贸

团及50人政府官员，前来马来西亚举

办系列活动，其中包括经贸推介洽谈

会等。因此，他们先来马了解情况，

并寻求有意愿合作，并有能力动员大

批本地华社组织，合作联办这系列活

动，以让马中政经界能有更广泛的交

流与联谊，加强马中经贸合作。

他们这趟来马的另一项任务是要

确认大马高层华商名单，以方便届时

云南省省长等一行人，能与大马高层

华商相互交流，增进彼此间的情谊。

此外，他们也希望能有机会与大

马电视台作进一步接触与洽谈，因为，

云南电视台将开播国际频道，锁定东

南亚为主要对象，当中又以马来西亚

为首，因此，目前他们正积极规划与寻

求下一步云南电视台国际频道如何落

实在大马之方案，并希望云南大马两

地电视台可合作及频密互动。

“通过电视节目之平台，能间接

增强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了解；也

只有双方相互了解，才能加强马中经

贸活动。”

他分析说，目前，全球经济处于

动荡期，部分先进经济体之经济仍持

续疲弱，虽然，亚洲经济发展亦受到

外部负面因素影响，但在强劲内需及

私人企业界投资活动激励下，致使中

国-东盟国家经济在困境中表现出很

大的韧性。

“据称，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放缓，由3.2%跌至3.1%，而2013年则

将由3.5%跌至3.4%。2012年，中国

经济增长率7.8%，居世界第一；印尼

6.3%居世界第二；可见，只有中国-东

盟这一区才是全球 经济热 点及活力

区。”

诚 如 温 家 宝 所 说，东亚地 区之

所以有今天的繁荣和国际影响力，关

键在于长期保持快速发展，成为带动

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国际金融危

机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

球繁荣蓬勃发展，其结果势必深刻影

响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国经济仍有很

大潜力，将为东盟各国带来更多的机

遇。

“尤其一旦落实中国—东盟未来

10至15年的交通发展规划后，相信，

这区域的经贸发展将更加兴旺；再加

上中国及东盟各国都拥有丰富资源，

潜力非常大。”

n	聂河云（左三）赠送纪念品给黄汉良（右三），右起为周美馨、包久星太平局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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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侨联代表团：

明年3月　云南省长率领200人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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