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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11年访问马来西亚时曾说：中国的发展，对马来西亚、对周边邻国、对世界，都是
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

今天，马来西亚与中国经贸发展之所以比其他东盟国家快速，大马华裔先贤功不可没！

早期，从中国南来的华裔先贤，总是怀着一颗“中国心”，时时关心祖家发展，手头上一旦有闲钱，即到
中国慷慨解囊；早在七、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前，即有不少大马华商回乡捐资助学、修桥铺路的，甚
至第二、三代华裔弟子也受血缘性与地缘性所系，心甘情愿地为“乡情”义务奔走神州大地。

丹斯里林玉唐就是其中一位“热血”华商，他说：“马来西亚华裔并不是因为看到中国强大起来，才纷
纷到中国去找商机的！我们先是不求回报的做公益。我个人在福建家乡前后就捐资了好几百万令吉；直
到90年代后才开始想到要寻找中国商机。”

如今，随着中马钦州产业园与马中关丹产业园的设立，以及马中政府同时鼓励民间企业相互投资，相
信，未来将有更多大马企业到中国投资发展，同时，中资来马投资的数目亦将快速增加。但，究竟大马
企业如何能在庞大的中国市场上分享到这块“经济大饼”？中国企业又将如何扩大对马来西亚的投
资？

第45期《马中经贸》会讯封面专题报导三位在中国闯出“春天”的大马企业家，分享他们成功“走进”
中国的宝贵经验与秘诀，包括：先做公益后做生意的丹斯里林玉唐，如何一步一脚印地从蒙受损失，到
今天在山东注资打造东盟国际生态城；以先进技术，击退竞争对手而取得多项中国工业污水处理特许
经营权的丹斯里郑添利；以及在中国扩展顶级手套生产版图十年的丹斯里林伟才，如何为朝向13亿人口
使用乳胶手套的梦想而努力。

同时，我们也访问了来马投资的中资企业——中国工商银行，谈他们“走出去”的计划，及分享他们进
驻马来西亚市场以来的业绩进展与未来展望。

马中双向投资
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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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150亿人民币
山东建东盟国际生态城

自从中国经济7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以来，马来西亚

企业家，特别是华裔企业家，都本着寻根的心态

到中国寻找发展机会，并希望可以为本身的祖籍地出一

份心力。

因此，这数十年以来马来西亚华裔企业家一直都前

扑后继地前往中国探寻发展的机会，而我国著名企业家

丹斯里林玉唐则是其中一位，《马中经贸》特别专访丹

斯里，以让大家有机会从他所分享的中国投资经验中得

到启示。

参与中国企业改革第一波　摸着石头过河

丹斯里林玉唐表示：“其实，我于1988年已经到中

国发展，但开始时，我是本着要协助我的祖籍地-福建省

泉州的发展，所以我在当地出钱出力建校。”

“这主要是因为在80年代时期，中国经济才开放不

久，很多基本设施还不齐全，所以我在了解当时的情况

之后，决定协助当地的人民，以让新生代可以获得更好

的读书环境。”

他表示：“这是我回馈中国祖籍地的一种心意，当

时完全没有想到要有任何的回酬。”

“到了1994年，我才算是正式进军中国，当时我参

与了中国国有企业大规模改革的第一波。”

无论如何，由于中国开革开放初期，投资环境还不

是十分明朗，所以丹斯里林玉唐也与其他到中国发展的

马来西亚企业家一样，遇到不少的问题。

丹斯里林玉唐表示：“在中国开始投资初期，我从

中汲取了不少教训，交了不少学费，也看到中国企业在

改革浪潮中奋勇前进，造就了如今的成就。”

在剖析当时他为何会在中国交出不少学费时，丹

斯里林玉唐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改革开放初期，中

国有许多法律法规还处于初步阶段，有许多不成熟的地

方，也与国际惯例搭不上边，往往造成外来投资者与中

国地方政府的理解产生不一致的看法，产生了不必要的

误解，耽误了商业的运转。

“因此，我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面对了同样的遭遇，

尤其是对土地拥有的理解不同，加上当时法规上的朝令

夕改，使我错过了很多的机会，也蒙受不少财务方面的

损失。”

丹斯里林玉唐也坦言：“我初期到中国的投资是失

败的，可谓受挫连连。所幸的是，我在社团的付出也获

得了中国政府的关心，对我的投资事业予以了一定的支

持，后期才从其他方面得到了比较可观的回报。”

由于丹斯里林玉唐是到中国开拓市场的马来西亚先

锋队之一，所以他在中国没有任何借镜可以参考，一切

只能够摸着石头过河，这也使得他必须承受更大的困难

和挫折。

无论如何，凭着丹斯里林玉唐的毅力和决心，在这

十多年来，他也成功在中国市场站稳了本身脚步，尽管

è 大马企业在中国投资

林
玉
唐

▍ 东盟商务区+商业城日景鸟瞰图。

文/林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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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落实的项目不多，但

是这些都是他在中国市场一

步一脚印换回来的成就。

他表示：“	我从投资

中国开始至今，由于前期遭

遇的困难较多，导致成功落

实的项目不太多。计有成功

合资泉州中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下属37家合资工

厂；建设有惠安发林苑。

另一方面，他也透露，

泉州中侨的投资由于国有企

业的改制牵涉到大量的下岗

员工安置等问题，耗费资金

较大，产生的社会安定问题

较多，所耗的人力、物力、财力较多，取得的效果不太

理想，终于在2006年经过长期的协商，转手他人，并最

终让市政府通过回购方式来解决棘手的冗员问题。

“在泉州的投资因牵涉到土地属性和变更开发用途

的手续问题，一直没能按照当初的设想来进行大规模的

房地产投资，以致错过中国房地产大热的黄金时期。”

因此，丹斯里林玉唐坦言，回顾过去，在中国投

资所碰到的困难主要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法制不健

全，而且跟国际惯例不接轨，导致外商无法适从，也经

常产生误解；甚至是中外双方对政策的理解不一，诠释

大相径庭而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中国-东盟经贸要翻一番  山东将成为重要推动力

在“经一事、长一智”之后，丹斯里林玉唐认为到

中国投资的马来西亚企业家想要克服这些问题，首先是

要经过再次的协商，甚至是上升到更高层次的领导，通

过社会活动的关系来取得意想的成果。

丹斯里林玉唐表示，随着中国法制上逐渐完善，投

资者则要从开始协商的法律层面上保护好本身的利益。

谈及目前中国哪一线城市最适合马来西亚商人投资

时，丹斯里也毫不吝啬地为投资者挑灯指路。他说：“

据我所知，目前在上海和广州的马来西亚商人最多，证

明这两个地方的政策和投资环境适合马来西亚商人。”

“不过，如今马中两国在大力推动着中马钦州产业

园，希望通过广西南宁的中国东盟秘书处加强两国甚至

是中国和整个东盟10国的经贸关系，提升18亿人口市场

的经济联系，所以我认为在未来10年内这不失为一个很

好的投资去处。”

另一方面，他本身在山东也规划投资“东盟国际生

态城”，主要是他认为东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一路来都

侧重在中国的南方省份，如广西、广东和福建等。

他认为，如果要达致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在10内能

够翻一番，即从目前的1000亿美元总额提升到2000亿美

元，那么开发中国北方省份

对东盟的进出口成为了不可

或缺的重要一环。

山东作为中国的第二经

济大省，人口9700多万，物

资丰富，可成为推动双边成

长的重要动力。

所以，在丹斯里的推荐

之下，大马投资者或许可考

虑到山东考察一下市场，可

能有料想不到的投资机会。

当然“想要上梁山，就

要有三两三”，马来西亚投

资者想到中国投资之前，本

身就必须做好准备。那么，

在中国身经百战的丹斯里林玉唐觉得我国商人到中国投

资之前，应该具备甚么条件?

对于此，他表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已经从最初

对资金的渴求，到如今正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重要接口。

“所以，我认为，我国商人要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攫取机会，必须继续掌握全球前沿的创新技术，以及对

开拓全球市场的能力，才有望脱颖而出。”

话锋一转，谈到最近中国更换最高领导人，会不会

使得中国政策也随着改变时，丹斯里有他精辟的见解。

“更换最高领导人，中国的政策当然会有所改变。

我认为这只能是往好的方面改变，在前人的基础上，更

为巩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

他表示：“新任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上任之初，

就三令五申强调反腐，强调清官政治，给国际社会对中

国未来的期许注入了强心剂，加强了外资对中国未来经

济发展的信心。”

“因此，我深信，中国一定还会继续的稳步成长，

为全球经济的复苏献上一份力量。”

由于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因此丹斯里林玉唐也继

续在中国落实项目，准备在当地大展拳脚。

“对于我在山东正规划建设的“东盟国际生态城”

，约投资人民币150亿元兴建，规划占地10平方公里，约

1.5万亩，规划建设用地8670亩，总建筑面积约488万平

方米。”

他说，整个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东盟风情旅游

城、国际专科医院、体检中心、温泉度假酒店、会议中

心、休闲体育场馆、健康老年社区、东盟特色商贸区、

商务办公等国际一流的旅游休闲度假居住区。

目前计划建设的第一期项目，投资约人民币13亿

元，准备建设五星级酒店、温泉中心、东盟风情商业

街、老年健康社区、休闲生态养老社区和新能源示范小

区，占地897亩。	

▍ 丹斯里林玉唐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握手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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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很多外国

投资者都前往中国寻找商机，而马来西亚投资者

也不例外，透过各种方式到中国闯天下。

所以，有到中国市场走一趟的人，不难发现到在中

国做生意的马来西亚人身影，他们在各个领域有不少杰

出的表现，例如水务业楚翘--实康集团(Salcon	 Group)

执行副主席丹斯里郑添利便是其中一人。

丹斯里郑添利接受《马中经贸》访问时表示，实康

集团是于2005年开始进军中国

的水务领域，然后一步一脚印

地发展在中国的水务业至今天

的规模。

回顾过去，实康是于2005

年时将业务扩展至中国市场，

并通过其香港的投资公司在山

东和云南省获得两项新的水务

和一项污水特许经营权。

2006年时，实康已经在中

国拥有5个水务和1个污水特许

经营权，每日的处理水量为大

约60万吨/日。

水务服务达国际标准

到了2009年，实康通过与

中国江苏省仪征市政府所成立

的联营公司-江苏实康水务环保

发展有限公司，获得长达30年的水务特许经营权，以便

为仪征市中线区域输送净水。这也是实康在中国的第七

项水务工程合约。

郑添利表示，实康在2011年于中国获得其首项工业

污水处理的特许经营权，负责收购、提升、营运及维持

江苏省常州市的东南亚工业污水处理厂，为期30年。

“因此，截至2011年时，实康在中国和越南拥有并

▍ 中国山东省昌乐水厂外观。

è 大马企业在中国投资

文/林杰森

获多项工业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  

水务技术的研发是成功关键

郑
添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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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共7项水处理、2项污水处理及1项工业污水处理特

许经营项目。”

他说，去年实康有限公司与达阔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买卖协议，以9580万人民币（约4750万令吉）收购

达阔环境有限公司的60巴仙股权。在收购完成后，实康

将持有及营运两个现有的水处理厂，即位于中国浙江省

德清县的武康及乾元水处理厂。

在成功获得武康及乾元水厂后，实康持有在中国

及越南拥有9项水务、2项污水及1项工业污水特许经营

权。

询及实康可以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在中国的水务领

域站稳脚步的成功秘诀时，郑添利表示，处理水务的技

术最为重要的，因为中国对水源的处理要求非常高，经

过处理的水源都必须达到国际水准，这样才能够获得中

国当局的信任，以及继续颁发水务特许经营权给公司。

此外，他说，由于中国的水务领域是一个非常庞大

的市场，所以很多外国公司，包括西方国家的公司都在

中国争夺水务市场，所以如果没有拥有先进技术的话，

市场很容易就被竞争对手抢走。

所以，他表示，实康非常重视水务技术的研究与开

发，以确保实康的服务可以达到国际标准，以及让中国

当局感到满意。

业务拓展至越南泰国

目前实康提供从原水管理、设计、建设、试运转、

水务设施运营和护理的端对端水务解决方案，包括下游

活动如：控制漏损水、客户服务、发单和收款。

根据资料显示，在过去的30年内，实康的这个部门

在马来西亚、中国、越南及泰国拥有超过500家成功投

资的工程。

对于水务领域的未来发展，郑添利非常看好，主要

是因为没经处理过的原水和污水，对于优质的环境和人

类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实康承诺为下一代保

护和保留我们的环境。	

目前实康的污水业务是由永卫私人工程有限公司负

责，这家公司在污水业务方面拥有卓越业绩和科技经验

的顶尖环境工程公司负责经营。

实康已经成功完成超过300项的污水项目和在设

计、供应、建设、安装、试验及测试方面提供全承包和

专业工程服务予各项污水处理系统。	

郑添利表示，这些年来，实康成功为客户提供最佳

的污水处理过程方案，并协助他们减低营业支出。

此外，他说，实康身为工程负责人和特许经营者，

在中国和越南的水务特许经营方面拥有卓越的表现。

他表示，实康也感到非常光荣能在山东省昌乐、福

建省南安、浙江省海宁及德清、江苏省仪征和越南的胡

志明市的特许经营区改善当地人的生活素质。

积极让水务资产上市

谈及到中国发展除了技术之外，还有什么因素是

不可或缺时，郑添利表示，除了必须拥有先进的技术之

外，在中国做生意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便是“关系”，

所以公司领导人必须时常到中国走动，与当地人建立起

彼此互相信任的关系，那么日后办起事情来就会非常容

易。

他表示，想要与当地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诚意和诚信非常重要，也就是说首先自己必须要做好本

份，如果是从水务工作，就必须将水务工作处理好，第

二就是要培训当地人，让他们除了拥有工作之外，也可

学习到一技之长。

他说，实康便是朝向这个方面前进，不断地通过技

术转移方式培训当地人，以及重用当地人负责公司管理

事务，从而建立与中国方面的互相信任的良好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起飞之后，做生意的成本

也处于上涨的趋势当中，而实康是如何控制中国水务业

务的成本的呢？

郑添利表示：“我们会善用当地各方面优势来化

解成本上涨的压力，例如中国的电费在晚上有优惠，我

们的水厂便会调整在晚上处理更多的水，以降低成本压

力。”

他也认为，由于中国的市场非常庞大，所以已经在

中国水务市场建立起良好信誉的实康，日后将会有更大

的机会攫取更多的水务处理合约。

此外，对于中国市场的未来展望，郑添利非常看

好，他认为，只要有势力的公司或人士，不妨到中国寻

找机会，以便在这个市场大展拳脚。

询及未来的展望时，郑添利表示，实康将会继续发

展中国的水务业务，并在中国的水务资产足够强大时，

寻求让水务资产在香港股票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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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顶级手套进军中国已有十年历史，丹斯里可否与我
们分享为何当年会想到进军中国投资设厂呢？

丹：我们是基于成本优势考量而进入中国市场。当时，

手套生产仍属劳工密集工业，而有着充足劳工供应

与低廉劳工成本的中国，正是设立制造厂的理想地

点。此外，中国政府所提供的奖掖也极具吸引力。

可是，因中国气候有四季之分，再加上中国距离主

要原料乳胶产地相当遥远，在中国设厂并不适合生

产乳胶手套。因此，我们在中国设立两间工厂以生

产乙烯基与聚氯乙烯手套。我们预期美国与欧洲食

品业，对这两种手套的需求强劲，我们不想错失商

机，所以在中国设厂生产这两种手套。

记：在中国投资的这十年来，整体的业务进展如何呢？
丹：回首一看这十年来在中国的投资，有好景也有不太

顺利的时候。起初，我们表现还算不错，生意也有

赚钱。然而，随后的竞争就越来越激烈了。当地的

其他业者也开始大事扩充业务。最终市场上充斥着

过量的聚氯乙烯手套，进而打击了我们的生意与赚

利能力。

记：贵公司未来五年在中国有何宏图大计？
丹：我们目前正在巩固业务，并从过去累积下来的经验

继续探索，来改进我们的产品质量与作业效率，以

便我们可以和当地业者分别出来。

	 中期而言，我们没有什么扩充计划。然而，中国拥

有13.5亿的庞大人口，我们不想错失可观的潜在商

机。我们将专注于深耕中国市场，并积极地物色适

合的合作伙伴，以在适当的时机再进一步扩充市场

与经销渠道。

文/张秀芳

打着“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市场！”这句豪情壮志口号的全球最大规模橡胶手套制造
公司——顶级手套(Top Glove)，自2003年初进军中国设立生产厂以来，迄今已走
过十年历史。
这家马来西亚公司的创办人兼主席丹斯里林伟才，接受《马中经贸》专访，畅谈十年
中国投资路的点滴与心得。以下为访谈内容：

记（代表记者）　丹（代表丹斯里）

è 大马企业在中国投资

“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市场！”
林
伟
才

中国13亿人口  手套使用量仍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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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您如何看待中国橡胶手套的前
景？

丹：中国橡胶手套前景俊俏。在

一个拥有13.5亿人口的泱泱大

国，橡胶手套的人均使用量仍

偏低，因此这是一个极具潜能

的市场。此外，近年来，中国

改革医疗体制，而改进医疗规

格，有望提高橡胶手套的需

求。

	 中国也是乳胶手套极大的市

场，但因中国距离主要原料乳

胶产地很远，再加上四季之分

的气候，导致当地不适合生产乳胶手套。

记：进军中国市场，将可能面对哪些挑战？
丹：首先，进军中国市场的公司会面对当地业者的激

烈竞争，他们有能力迅速模仿科技，以低廉成本制

造出类似产品。此外，在2009年杪落实的最低薪金

制，加剧了劳工与营运成本上涨。

	 其次，商家须面对政策的变更。此外，当地的税法

相当复杂，而且不断更新，商家须迅速熟悉最新税

法。同时，地方与省政府皆会征收许多税务。

	 商家须提防不道德的行为，而且极需有适合的中国

伙伴进行合作。中国政府虽不断肃贪，贪污仍猖

獗。此外，要在大马找到适合的人才到中国管理公

司业务也不容易，因许多员工都不想被调派到外

国。

	 放眼未来，我们也预见中国未来五年的营商环境会

越来越繁杂与竞争，因为商业形势正不断演变。中

国发布十二五规划后，会有许多新法律与条规须遵

守，我们预期在经济许多层面会有所改变，包括税

法、环境条规与投资奖掖等。此外，政府积极参与

经济许多层面的情况下，须探讨中央立法将如何影

响特定行业的商业活动。

记：中国市场有哪些潜能与机遇？
丹：身为成长快速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给商家提供吸引

人的商业与投资机遇。

	 中国人口众多，肯定给手套生意带来极大商机。试

想想，截至2009年，美国的3亿人口占了全球手套消

费量的32%。然而，中国的13.5亿人口对手套的消费

量相对偏低。此领域的成长潜能非常可观。尤有进

者，随着中国人日趋富裕，更晓得照顾健康，医疗

开销也会相应增加。

记：就橡胶手套市场的未来发展，是否有何建议要提给
中国政府当局呢？

丹：有鉴于手套在医药业扮演日渐重要角色，中国政府

当局若能开始教导医疗人员使用手套的重要性，那

会较为理想。就像其他新兴市场，例如巴西立法强

制使用手套，是值得效仿的做法，以加强医药业使

用手套。因此，我们期望看到政府拨款用作医药开

销的手套用途。此外，因着气候条件不太有利，加

上成本高昂，要在中国生产橡胶手套并非易事，政

府需要推行有利的税务政策，以让橡胶手套价格更

加大众化。

记：可否分享您在中国设厂的心得？
丹：我们是藉着当地合资伙伴的协助，而开展了中国的

业务，随后我们拥有100%的业务。要在中国成功出

击，最重要的就是与值得信赖并有道德的商业伙伴

合作。在商业交易中也须提高警惕，因为即使有白

纸黑字的文件，有些也可能无法落实。要到中国投

资最好做回自己所熟悉的行业，具备相关的专长与

竞争优势。要在中国站稳根基并取得成就，也须晓

得如何保护自己的科技，避免科技给员工盗用。此

外，商家也须与政府当局及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

记：对于有意进军中国的马来西亚商家，您有何金玉良
言相赠？

丹：正如之前所说，要进军中国市场，我们需要先了解

自己内部的实力，有什么资源？有哪方面的经验？

网络的强势，以及开拓产品与服务潜能的时机。要

到中国做生意的商家，须对中国业务建立强大的内

部管理体制，要由亲力亲为、能干又委身的员工妥

善地管理。同时，在展开投资之前，须做足功课，

先熟悉当地的商业形势与文化。

结语：
	 立足大马，放眼全球的顶级手套，截至2012年10月

杪在全球各地的厂房数量达到23间，生产线有458

条，员工人数有1.1万人，年产能高达400亿，名符

其实是手套业的“顶级”企业。

	 自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马中经贸日渐频密之

际，顶级手套也早在十年前捉紧机遇，进驻中国，

目前中国两间厂房的产能占其年产能约10%，也为总

销售量贡献了7%，中国员工人数达700人。

	 顶级手套，是全球手套业的“龙头企业”；中国，

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今天我们听了顶级手套在

中国奠定根基的十年心路历程。两者之间的故事应

该不会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的“

顶级手套在中国的企业传奇”。	

▍ 马来西亚董事到访顶级手套中国工厂，马中经贸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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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国工商银行 

掌握优势 填补需要

做好“中字文章”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要掌握本身的优势，再洞悉市

场需要，协助本身企业开拓出一片天空，这是正

确的营商之道。套句近年来的管理术语：“要在一片红

海中开拓出自己的蓝海”。

工银银联双币信用卡　让客户掌握确实消费额

中国工商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显然深谙这种营商

之道，这也就为何该银行自2010年进驻马来西亚市场以

来，逐渐建立口碑，业务稳健前行。

工银马来西亚最近推出工银银联双币信用卡，是马

来西亚历史上第一张具有马币和人民币两个帐户的信用

卡，就可看到该银行的“匠心独运”，他们对掌握本身

优势与市场需要做到了“知己知彼”，应运客户需要精

心打造出这项新产品。

若把眼光扩大，也从中看出这间银行在促进马来西

亚与中国双边关系中，积极地扮演着桥梁作用，实实在

在地推出一些有利于促进马中商界与民间往来的金融产

品。

工银马来西亚副总裁谢少雄在这项产品发布会上受

《马中经贸》询问时表示：“我们的产品是要满足市场

上一些未被满足的需要，我们要做好中字文章。”

他笑着补充：“我们说的中字文章，就是你们常说

的niche	 market，我们致力于掌握本身优势，做好这一

块。”

他表示：“我们主要是看到中资企业来到马来西

亚，在银行服务有些需要，而马来西亚人到中国旅游或

公干，也对银行产品有些特定需要，我们就根据这些需

要，精心设计出适合的产品。”

在发布工银银联双币信用卡这项新产品的同时，该

银行也在发布会上介绍了该银行的VISA信用卡，这项产

品主要的对象是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的员工。

工银马来西亚也在产品发布会特别安排了两位忠诚

客户——奚振德和徐洪涛分享他们的用卡体验。出席这

项发布会的工银马来西亚高层包括个人金融部总经理刘

婷婷、个人金融部卡业务团队主管黄伟豪、个人金融部

经理蔡卫文、行政人事部总经理李克照等。

为什么要推出工银银联双币信用卡？又为何要推出

工银VISA信用卡。要深入探讨之前，我们须了解信用卡

市场的一些大环境。

在马来西亚，较通用的信用卡是Visa，Master	

Card等，而在中国，这类信用卡不那么广泛被接受，较

广为接受的是银联(UnionPay)。曾有不少马来西亚的朋

友到中国出差公干或旅游时，没料到这项细节，结果购

物后要刷卡付费时，才发现在马来西亚通行无阻的Visa

信用卡，在中国“无用武之地”。若他们申请了工银银

联双币信用卡，到中国购物时就不会遇到如此尴尬的场

面了。

为什么不仅推出银联信用卡，而是银联双币信用卡

呢？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个双币信用卡产品，也是第

一张具有马币和人民币两个帐户的信用卡产品。

谢少雄解释说：“工银双币信用卡既有马币帐户，

也有人民币帐户，客户在马来西亚与其他国家使用时直

接以马来西亚令吉进行结算，在中国大陆使用时直接以

人民币进行结算，免除了马币和人民币之间的外汇转

换费用，为客户提供了低成本、高质量的专属信用卡服

务。”

工银马来西亚信用卡持卡人徐先生现身说法，分

享用卡体验时说，若是普通的中国信用卡，在马来西亚

消费刷卡，当时并不清楚银行会以什么汇率兑换为人民

文/张秀芳

è 中国企业来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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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若是申报公帐，结果实际收到的人民币可能比预期

低许多。

双币信用卡是让客户化被动为主动，掌握有利的

汇率时机，来兑换货币，确实明白地掌握自己的消费金

额。

另一位工银马来西亚信用卡持卡人奚先生也对这

种“花人民币，就以人民币结算，花马币，就以马币结

算”的信用卡产品大加赞赏，笑称自己的太太可以更安

心地购物，不必一直

要查看货币兑换率。

持卡人徐先生也

提出中资企业员工在

马来西亚申请信用卡

所面对的问题，而在

使用工银VISA信用卡

有着很好的体验。他

从中国“漂洋过海”

来到马来西亚，由于

本地银行没有他过往

交易的记录，在申请

信用卡方面会面对一

些问题，即使获得批

准，批准的消费额度

也不高，他笑说：“有时请客户吃饭，都担心会刷卡刷

到超额。”

如今有了工银VISA信用卡，对驻马的中资企业员工

来说，确实是极大的方便。个人金融部总经理刘婷婷透

露，工银双币信用卡刚推出就吸引了600名用户签购，

相信接下来会逐渐吸引更多客户青睐。

2012客户存款突破8.8亿马币

谢少雄表示，工银马来西亚将继续秉持这种经营理

念，凭着该银行原本的优势，再去顺应客户的需求，满

足一些未被满足的需要。

工银马来西亚于2010年1月28日经监管当局批准成

立，为自1999年马来西亚首家获批新成立的商业银行。

询及工银马来西亚这两年来的成就，是否有达到该行当

初的预期时，谢少雄笑着说，藉着驻马来西亚中资企业

和本地广大客户的大力支持，工银马来西亚的表现相当

令人满意。

除了在首都吉隆坡安邦路的总行，工银马来西亚已

经把业务触角延伸到东马的古晋，同时也将在今年3月

在雪兰莪州蒲种开设第三家分行。

截至2012年末，工银马来西亚总资产突破31.6亿马

币（10.3亿美元），较2011年末增长91%；客户存款突

破8.8亿马币（2.8亿美元），较2011年末增长111%；全

年税前利润突破2000万马币（664万美元），较2011年

增长33%，连续三年保持快速增长；该行客户数量突破

3000个,客户服务实现了从西马向东马的延伸。

谢少雄表示，工银马来西亚自2010年开业以来，立

足于中马关系发展大局，服务于马来西亚当地社会，并

且牢记推动双边经贸、金融发展的使命，主动为双边重

要经贸活动提供坚实有力的金融服务保障，不仅在推动

双边关系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促进了中资企业在马

来西亚的快速发展，也与当地社会各界结下了深厚、友

好的情谊，赢取了各方面对工银马来西亚的充分肯定和

高度赞赏。

“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工银马来西亚已经形

成了涵盖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为一体，以个人和公司

金融类客户为服务对象的全功能银行服务体系，成为了

目前在马来西亚最具影响力、竞争力和客户服务能力的

中资银行之一。”

作为全球最大的银行之一，中国工商银行的资本、

资产、质量、效益、市值、客户存款、品牌价值都已进

入全球金融同业领先行列。到2012年9月末，工商银行

市值近2200亿美元，客户存款达到13.18万亿人民币，

客户贷款达到8.63万亿元人民币，净利润高达1857亿元

人民币。

同时，工商银行拥有近3亿的个人客户，500万公

司客户，拥有中国最大的个人和法人客户基础。目前，

工商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已达到17000家，境外

机构已延伸到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将近260

家，同时也正在不断筹建或收购新的海外机构。

谈到本地业务的未来发展方向，副总裁谢少雄表

示，工银马来西亚将一如既往地以客户的需求为中心，

专心打造更多特色化的金融产品，提供更多个性化的金

融服务。

在马中渊源流长的双边关系中，有着工银马来西亚

如此用心的金融机构助一臂之力，未来的关系发展将如

虎添翼，更上一层楼！　

▍工银马来西亚推介双币信用卡，左起：蔡卫文、奚振德、刘婷婷、谢少雄、黄伟豪、李克照、徐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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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关丹速度” 
开发关丹产业园

2
013年2月5日可谓是马中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的美好

开端，在这极具历史意义的大日子里，马中经贸总

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亲自率领9人代表团包括副总会

长宋兆棠硕士、刘俊光；秘书长林恒毅、总财政拿督黄

锡琦；中央理事戴振标、包久星太平局绅等前往关丹，

以见证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及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联

合主持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开园仪式。

纳吉在开园仪式上致词时说，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

涛和总理温家宝领导下，马中双边关系已迈新高峰，温

家宝对于马中关丹产业园区，以及其姐妹园区，即广西

省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支持，证明他们拥有马中两国共

存共荣的愿景。

近期敲定5年经贸计划

纳吉在会上宣布，马中正在敲定一项5年经济和贸

易合作发展计划，预料可在今年首季完成，该计划将制

定目前至2017年之间的合作机会及未来成长的明确路线

图。

他说，在过去10年，全球已经接受中国需要资源创

造新贸易模式和影响力的模型；如今世界已认同中国的

è 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开园仪式

首
相
纳
吉

▍	 本会领导参观产业园模型，右起为戴振标、宋兆棠、孔令龙、刘俊光、黄锡琦、黄漢良及林恒毅。

14 2013/03

马 中关系 Bilateral Relations



创新和国内需求将是全球经济的一股潜在力量，在经济

合作和外交领域，马来西亚已遥遥领先。

亲自监督关丹产业园的发展

“关丹产业园是第一个获得国家级地位的产业园，

这意味着它将在政府的引导下，由私人领域驱动。我亲

自监督关丹产业园的发展，打从开始我就劝告大马官

员，这项发展计划必须配合钦州中马产业园的发展速

度。”

“在短短4个月內，关丹产业园区即可以推介；现

在，加速发展（计划）在大马有了一个新名词--‘关丹

速度’。”

他说，马中关丹产业园正式开园，标志着马中两国

关系掀开新的一页，两国的关系比预期中成熟。

打造高端出口枢纽

纳吉呼吁国内商会、中小型企业及企业家充分掌握

机会，在该产业园区寻找黄金机会。

他说，占地1500英亩的马中关丹产业园区位于东海

岸经济特区，它距离关丹港口5公里，凭着其优越地理

位置，将成为一个高端及出口导向工业的枢纽。

“我相信这些投资只是一个开始，产业园区不仅

对国家的经济带来正面影响，它也将改变彭亨子民的生

活；负责开发的集团承诺为各阶层员工提供培训，携手

推行技能开发计划。”

保送青年赴华受训

在其中一项实习计划下，它将遴选本地青年保送到

该集团位于中国的工厂受训，协助年轻人学习新技能和

文化。

“在双边合作精神下，马方投资者及中方投资者共

同组建关丹产业园区的总体规划发展公司。”

首相表示，关丹产业园区具有显著带动作用，尤其

是下游和加工业、运输和物流服务、培训、零售和港口

相关工业。

“关丹产业园区除了为中国投资者带来商机，也让

国内商业群体、彭亨子民及东海岸经济特区受惠。”

他说，东海岸经济特区在过去5年吸引380亿令吉

投资。产业园区的设立将促使该地区拥有更佳的未来，

因此国内商会，中小型企业和企业家应充分把握黄金良

机。

马中贸易放眼破3千亿

纳吉预测，在未来5年，马中双边贸易总值将达致

1000亿美元（约3087亿令吉）。

他说，目前马中密切联系，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

出口国，同时佔我国入口总额的六分一；预料今年中国

注入大马的外资將高达逾10亿令吉。

他认为，马中的经济关系是建立在稳固的外交关系

上，大马相信中国可在东南亚的稳定，发展和健全方面

扮演重要角色。

他说，1991年中国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出席第24届

东协外交部长会议，马来西亚也主导东盟予以中国对话

伙伴地位；在2010年，大马在带动下，成立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这项分享机会的互相信赖传统延至今天。

“在经济发展上，马中两国有良好的互信基础，在

旅游、教育、科学、科技及金融上的合作已逐渐提升，

使经济关系获得深化；更多的改革，释放更多商机。”

赞40年前果敢破冰之旅 

纳吉指出，40年前，马来西亚果敢展开破冰之旅，

在那个历史性时刻，其先父兼时任首相敦拉萨展开一项

友好亲善旅程，传播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互相了解的种

子。

他说，当时我国的情况和现在不同，独立10年后，

马来西亚努力建立新经济体系，当时国油及吉隆坡股票

交易所尚未设立，吉隆坡刚获得城市地位。

“中国的情况也跟现在不同，当时只有不到五分之

一的人民住在城市；目前则超过半数；在全球排名第6

的上海股市当时并不活跃，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几

十亿，而非以兆元计算；中国的非凡经济增长即或许是

在二十世纪后期刚刚起步。”

签5文件启动资金流入

当天，两国企业界一口气签订5份策略性文件，投

资总额从之前宣布的75亿令吉，一跃增至105亿令吉，

就业机会也从5500个增至8500个。

这5份策略性文件的签署仪式完成之后，象征着园

区也启动了资金的流入。这5份文件是：

1、 马来西亚财团和中国财团成立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合

资公司的股东协议；

2、 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ECERDC）和广西北部

湾国际港务集团在马中关丹产业园区之三个项目的

投资意愿了解备忘录，有关项目为一家现代化钢铁

厂，一家铝加工厂和一家棕油提炼厂；

3、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和常青集团在马中关丹产

业园区投资棕油提炼厂的了解备忘录；

4、 IJM机构有限公司和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开发

和扩建关丹港口的了解备忘录；

5、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区主要发展商

签署的融资合作框架协议，包括各方在项目融资，

以及为马中关丹产业园区项目提供融资咨询服务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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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IP Received RM10.5 Billion of  
New Investments, 8,500 Job Opportunities 

for the People in ECER

Prime Minister YAB Dato’ Sri Mohd Najib Tun Abdul Razak, together 

with the Chairman of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 Excellency Mr Jia Qinglin, today jointly 

launched the 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MCKIP), the first 

industrial park in Malaysia to be accorded national status.

To be developed jointly by both countrie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guided, private sector driven”, MCKIP targets investments 

in high-end industries by investors from Malaysia,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players from ASEAN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MCKIP is expected to bring 

Malaysia-China relations to greater heights, as it will play a synergistic 

role with its sister park in Qinzhou, namely the China-Malaysia Qinzhou 

Industrial Park (QIP), that will help enhanc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both 

countries. The park will also generate significant economic spin-offs that 

will benefit the Malaysian business community and the local people of the 

East Coast Economic Region (ECER), especially in Pahang.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MCKIP has attracted investment 

commitments worth RM10.5 billion, which will create some 8,500 jobs 

for the locals. Of the total committed investments, more than RM4 billion 

will be realised on the ground by 2015,” said Dato’ Sri Mohd Najib today 

at the launch, which was attended by a high-level Chinese delegation and 

other dignitaries.

The RM10.5 billion investment commitments are in addition to 

the RM38 billion investments already attracted by ECER since 2007 up 

till January this year, which have created 30,000 job opportunities for the 

residents in the Region. The investment commitments in MCKIP consist 

of RM5 billion from Guangxi Beibu Gulf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for 

three projects in MCKIP, another RM3 billion from the Guangxi Beibu 

Gulf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and IJM Corporation Berhad in the Kuantan 

Port expansion project, and RM2.5 billion from the Master Developer of 

MCKIP, which is made up of a joint venture between a Malaysia consortium 

and China consortium.

The strategic documents for the investments were signed today at 

the launch, comprising the Shareholders Agreement between the Malaysia 

Consortium and China Consortium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CKIP 

Joint Venture Company; the MOU on the Investment Intent between the 

East Coast Economic Region Development Council (ECERDC) and 

è Launching of the 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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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xi Beibu Gulf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for three projects in MCKIP, 

comprising a modern steel plant, a high-tech aluminium processing 

plant and an oil palm refinery; the MOU between Guangxi Beibu Gulf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and Rimbunan Hijau Group for the investment in 

the oil palm refinery in MCKIP; the MOU between IJM Corporation Berhad 

and Guangxi Beibu Gulf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Kuantan Port; and,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Financing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Development Bank Corporation and the 

Master Developer of MCKIP, comprising a Malaysia Consortium and a 

China Consortium, which will invol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in the areas of project financing, and financial consulting services for the 

MCKIP project.

“These new investments would mean that the people in Pahang in 

particular, and ECER in general, will have better employment prospects 

and they will also have the choice of pursuing promising careers in high-

end and technology-based industries,” Dato’ Sri Mohd Najib said.

He added that the impact of MCKIP on the local economy is already 

being felt and local chambers of commerce, SMEs and entrepreneurs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golden opportunity” created by MCKIP at 

their doorstep.

Among others, local businesses can either be involved in the fields 

of construction or investment, or engage i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activities that support the main players. MCKIP will also require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services, trading services, training professionals as well as 

retail centres and F&B outlets to cater for those who work and live here. For 

this purpose, about 30 per cent of the MCKIP site will be allocated to the 

services sector,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The multiplier effect of MCKIP will be felt across all sections of 

the community and it will bring about new economic prosperity that will 

contribute towards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for everyone here in the region,” 

YAB Dato’ Sri Najib said.

Guangxi Beibu Gulf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will invest RM5 

billion to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steel plant, an aluminum processing plant 

and a palm oil refinery here in MCKIP, all of which will utilise the latest 

eco-friendly technology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Phase 1 of the three 

projects i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2015, at a cost of RM2 billion.

The palm oil refinery will be a joint venture collaboration between 

Guangxi Beibu Gulf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and Rimbunan Hijau Group. 

In addition, the Group also plans to invest in the oil & gas and petrochemical 

industry in the near future.

The plants are expected to employ 3,000 professional, managerial 

and knowledge workers as well as skilled and unskilled workers. The 

Group has committed to provide training for all levels of its workforce, 

and will collaborate with local training institutions for skills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re will also be an internship programme for selected local 

youths at the Group’s existing plants in China. Manufactured products 

from these plants will be exported to markets in the ASEAN region, the 

Middle East,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At today’s event, Guangxi Beibu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also 

signed an MOU with IJM Corporation Berhad for their partnership in 

the expansion of Kuantan Port which will involve an investment of RM3 

billion. IJM Corporation Berhad will hold 60% equity in this partnership, 

while Guangxi Beibu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will own the remaining 40% 

equity. The partnership will leverage on the Guangxi Beibu International 

Group’s expertise in operating four ports in the Guangxi Region to help 

increase the throughput at the expanded Kuantan Port.

The Kuantan Port expansion will invol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ep water terminal that will allow vessels of up to 200,000 DWT to berth. 

When completed in 2015, Kuantan Port will have the capacity to handle 

1.5 million TEUs and 14 million tonnes of bulk cargo per annum, which 

will enhance the port’s competitiveness as a regional shipping destination 

and trans-shipment hub. This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Kuantan Port’s 

positioning as the strategic gateway to ASEAN, Far East and Asia Pacific 

markets, which have a combined population of four billion and 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US$17 trillion.

In addition to these investments, another RM2.5 billion will be 

invested by the Master Developer of MCKIP, which is made up of a joint 

venture between a Malaysian consortium and China consortium. The 

Malaysian consortium consists of a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spearheaded 

by SP Setia Berhad and Rimbunan Hijau Group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ahang State Government. Together, they hold 51 per cent equity interest 

in the joint venture entity. 

The remaining 49 per cent is held by a Chinese consortium, which 

is led by the state-owned conglomerate Guangxi Beibu Gulf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with a 95% equity interest. The remaining 5 per cent in the 

consortium is held by the Qinzhou Investment Company.

The Master Developer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constructing the major 

infrastructure within the park and providing the required amenities for 

incoming investors into MCKIP. To attract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o the park, ECERDC is collaborating with th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the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and 

the Pahang State Government to promote MCKIP to potential investors not 

only from China and Malaysia, but also from ASEAN region and beyond. 

Target industries for MCKIP include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

friendly technologies, alternative and renewable energies, high-e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nd the manufacture of advanced materials.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is set to soar when 

the sister parks of MCKIP and QIP become operational. A distinct and 

competitive supply chain will emerge between them and there will be a 

cross border movement of manufactured goods, with Kuantan Port and 

Qinzhou Port serving as trans-shipment hubs redistributing goods to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said Dato’ Sri Najib.

Kuantan Port is Iocated in the ECER Special Economic Zone 

(ECER SEZ), a concentration of high impact projects spanning from 

Kertih in Terengganu to Pekan in Pahang. MCKIP will provide synergy 

to other major industrial parks in ECER SEZ, such as Pekan Automotive 

Park, Gambang Halal Park and Kuantan Integrated Bio-Park, as well as 

to Kuantan Port C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arbour-related industries 

within the surrounding area.

ECER SEZ, which will account for about 90 per cent of the economic 

output of ECER, is well-served by modern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which 

include airports, major seaports, and a good network of roads and highways 

which provide good internal linkages. In recent years, ECER has emerged 

as an attractive destination for investors enticed by its competitiveness 

and pro-business policies. In 2012, it recorded RM12 billion in committed 

investments, surpassing its original investment target of RM10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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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双园举世无双
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中
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与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共同主

持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开园仪式时致

词表示，马中关丹产业园是由中国

与马来西亚两国领袖亲自推动、两

国相关地方政府和企业合作共建的

重要项目。

“马中关丹产业园区也是钦州

中马产业园区的姐妹园区，两国双

园，举世无双，优势互补，相得益

彰，必将掀开马中友好务实合作的

新篇章，进而巩固马中两国友好关

系。”

他指出，中国和大马是友好

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

长，建交39年来，两国关系发展迅

速。两国高层交往频密，政治互信

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日益提升，人

文交流蓬勃发展，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保持密切协调与配合，为促进

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挥了重

要作用。

“我们高兴看到，近年来马中

经贸合作成效显著，在双方共同努

力下，2012年双边贸易额接近950亿

美元（约2932亿令吉），创下历史

新高。”

马来西亚已连续5年成为中国

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截至

2012年杪，两国相互实际投资已达

70亿美元（约216亿令吉），涉及项

目超过5000个。

“中方共向马方提供12亿美

元（约37亿令吉）优惠出口买方信

贷，用于实施槟城第二大桥等大型

基础设施项目；中马经贸合作互利

互赢，也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利益。”

贾庆林也称赞纳吉发表了热情

洋溢的致词，充份体现了纳吉对马

中关丹产业园合作的关心和大力支

持。他对大马政府及有关企业为马

中关丹产业园建设所作出的努力表

示高度赞赏，並对马中关丹产业园

正式启动表示热烈祝贺。 

è 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开园仪式

贾
庆
林

▍	 纳吉（右）与贾庆林共同按下电磁球；此刻开始，马中关丹产业园正式开园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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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IP Boost to China-Malaysia  
Bilateral Trade and Friendship 

The 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MCKIP) is a milestone 

in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said th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H.E. Jia Qinglin.

Speaking at the launch of the MCKIP, which he jointly officiated 

with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YAB Dato’ Sri Najib Tun Abdul Razak on 

Feb 5, 2013, H.E. Jia Qinglin expressed confidence that the industrial park 

would boost bilateral trade and strengthe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I wish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deep appreciation for 

the efforts made by you, Mr. Prime Minister, as well as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and companies in building the MCKIP, and I extend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its official launch,” he said.

 “MCKIP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jointly built by China and 

Malaysia. Its launch is attributed to the personal commitment of the two 

prime ministers and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releva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es of our two countries.”

He said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Malaysia enjoyed a time-honoured 

friendship.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39 years ago,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grown rapidly,” he said.

There are frequent high-level 

exchanges, and increasing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both countries. People-to-peopl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have also flourished, there is clos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e said.

“China and Malaysia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region,” he added.

He also said b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between both countries 

have progressed remarkably, and noted that 

Malaysia has been China’s top trading partner 

in ASEAN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Two-way trade reached a record 

high of nearly US$95 billion in 2012. By 

the end of 2012, China-Malaysia mutual 

actual investment had reached US$7 billion, 

involving more than 5,000 projects,” he said. 

He noted that China provided Malaysia 

with US$1.2 billion of preferential export 

buyer’s credit for the Penang Second Bridge and other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business cooperation and trade have 

brought tangible benefits to our peoples,” he said.

Mr Jia Qinglin said the MCKIP is also a sister project to the China-

Malaysia Qinzhou Industrial Park. “Our joint efforts to develop a pair of 

sister industrial parks are unique and unparalleled. I’m sure the two parks’ 

development in future will be complementary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he added.

Dato’ Sri Najib had earlier announced that MCKIP had attracted 

investment commitments worth RM10.5 billion, including from Chinese 

business organisations and China-Malaysia joint-venture consortiums. 

These investments are expected to create some 8,500 jobs for the people. 

è Launching of the 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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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开园仪式

▍	 开园仪式后，纳吉（左四）与贾庆林（左三）在关丹产业园牌碑前留影；右起为艾萨约翰、刘启盛、廖中莱、贸工部长	
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张晓卿、黄家定和彭亨州务大臣拿督斯里安南耶谷；左一为柴玺大使。

▍	 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首席执行员拿督艾萨约翰（左	
	 二）讲解东海岸经济特区未来发展大蓝图；右一起为贾庆	
	 林、纳吉；左一为柴玺大使。

▍	 究竟是什么吸引着纳吉与贾庆林呢？

▍	 壮观的马中关丹产业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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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中），与（右起）孔令龙、戴振标、宋兆棠硕士、包久星太平	
	 局绅、刘俊光、林恒毅、拿督黄锡琦及吴思颖在关丹产业园区内拍照留念。 ▍	 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在现	

	 场接受记者访问。

▍	 右起为实达集团基金会主席丹斯里李霖泰、贸工部副部长	
	 拿督耶谷沙岸、卫生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及实达集团	
	 主席兼首席执行员丹斯里刘启盛。

▍	 张晓卿（左一起）与廖中莱看表对时，以隆重迎接首相	
	 纳吉和贾庆林主席到来，右一为刘启盛。

▍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左五）与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左四）联合为“马中关丹产业园”主持开园仪式后，在众嘉宾陪
同下参观产业园模型；左一起为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首席执行员拿督艾萨约翰、卫生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及中
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拿督柴玺。右一起为实达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员丹斯里刘启盛、贸工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首相
对华特使丹斯里黄家定及彭亨州务大臣拿督斯里安南耶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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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释放更大市场潜力
为周边国家带来更多机遇

中
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马中共赢、友谊长

青；欢迎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晚宴”上致

词时，高度赞扬大马华裔对中马关系所付出的贡献，因

为没有华人的努力，也就没有今日中马关系大好局面。

他说：“中马关系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马来西亚

广大华人的不懈努力及辛勤汗水。你们来华投资兴业，

捐资助学，推动两国文化交流，为中马关系发展牵线搭

桥。没有华侨华人的努力，也就没有中马关系今天的大

好局面。我谨向你们表示崇高敬意及衷心感谢！”

贾庆林强调，中马关系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希

望大马华裔可继续发挥优势，为进一步推进中马关系发

展、深化两国互利合作，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他指出，过去10年是中马关系快速发展的10年，两

国战略性合作顺利发展，双方在彼此关心的重大问题上

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政治互信显著增加。

10年间中马贸易额增10倍

“2011年中马双边贸易额超过900亿美元（约2800

亿令吉），即是10年前的10倍。中国对马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在过去10年间实现了由3470万美元（约1亿757万

令吉），增至6.3亿美元（约19.53亿令吉）的增长，马

对华的投资也翻了一番。”

双方的合作包括在马来西亚设立了两所孔子学

院，马来西亚也在中国设立了马来研究中心；两国共有

14000多名留学生在对方国家学习深造。

“目前，双方人员来往近300万人次，马来西亚是

è 欢迎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晚宴

▍	 贾庆林（左六）与马中两地政商文教领袖合照，前排右四为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张茅，左三起为中国驻马大使柴玺夫人张
茹芬、柴玺及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第二排左三为本会总会长黄漢良、会务顾问缪进新（左二）、张晓卿
（左五）、荣誉会长杨忠礼（左六）、李深静（左七）、钟廷森（右六）、林玉唐（右五）、吴德芳（右二）；第三排右一起为
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终身荣誉会长陈凯希及中央理事郑添利（右六）。

贾
庆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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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中国游客青睐的旅

游目的地之一。中马友

好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为两国人

民带来了福祉。”

贾庆林表示，他

访问马来西亚的主要目

的是，增进中马友谊、

深化互利合作、传递中

国新一届领导人继续高

度重视发展中马友好关

系的积极信息。

“ 昨 天 （ 2 月 5

日）我和纳吉首相共同

出席了马中关丹产业园

开园仪式，这是两国务

实合作又一标志性项

目。我还和纳吉首相举

行了富有成效的会晤，

就进一步深化中马战略

性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这次访马成果丰硕，取

得了成功。”

贾庆林更与大家

分享当天早上访问马六

甲，亲自感受到中马友好的悠久历史。

“马来西亚是海外华侨聚居最多的国家之一。600

多年前，中国明朝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曾多次驻

节马六甲，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几百年来，一批又一

批中国人漂洋过海，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落地生

根，艰苦奋斗，繁衍发展。”

“你们在发展自身事业的同时，与其他族群携手并

肩，创造了大马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显著成绩。陈嘉

庚先生就是大马众多优秀华人中的杰出代表。”

“正如纳吉首相所说，“没有华人，大马就不会有

今天的成就”，我对你们取得的杰出成就感到由衷的高

兴！”

中国有力带动周边国家共同发展

贾庆林表示，当前，中国举国上下都在认真贯彻落

实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中共十八大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描绘了中

国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

“我们将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

坚克难，努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

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

“我坚信，只要

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13亿中国

人民就一定能够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

未来，中国将继

续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旗帜，坚定

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中

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

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绝不会

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

“中国将始终不

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

放战略，通过深化合

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

可持续、平衡增长。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渴望发展，愿

同各国人民一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不懈努

力。”

他说，中国的发展有力带动了周边国家的共同发

展。过去10年，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额由1700多亿美元

增加到1万多亿美元，对周边国家投资以两位数快速增

长。

“中国成为众多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投资来

源地和游客来源地，给中国和周边国家都带来实实在在

的利益，有力地促进了亚洲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展望

未来，中国的发展将释放出更大的市场潜力，为周边国

家带来更多机遇。”

他举例，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将有8万亿美元

（约25亿令吉）的进口总规模，而大马也在这期间致力

实现2020宏愿。

“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实现各自国家发展战略的进

程中，将释放出更大的合作潜力和能量。我们希望和亚

洲国家人民一道，共同为实现亚洲的发展繁荣而努力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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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eason of growth in China-Malaysia ties

Th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H.E. Jia Qinglin, said his visit to Malaysia on 

the occasion of the launch of the 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on 
Feb 5, 2013, was to enhance the friendship and deepen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o demonstrate the new Chinese 
leadership’s commitment to developing amicable relations. 

Speaking at a dinner held in his honour at the Shangri-La Hotel on 
Feb 6, 2013, Mr Jia Qinglin said the 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which he jointly launched with Prime Minister Dato’ Seri Najib Razak, was 
yet another landmark project i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He described his visit as fruitful and successful, and said he held a 
productive meeting Dato’ Seri Najib and they reached important agreements 
on furthering bilateral strategic cooperation.  

He said the last decade witnessed fast growth in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The two countries made smooth progress in strategic cooperation, 
understood and supported each other on major issues of respective concern 
and thus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ed political mutual trust.”

In terms of bilateral trade, Mr Jia Qinglin said it exceeded US$90 
billion in 2011, ten times that of the previous decade. In the same decade, 
China’s non-financial direct investment in Malaysia increased from US$34.7 
million to US$630 million and Malaysia’s investment in China doubled. 

He also said joint efforts resul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wo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Malaysia and a Malay Research Center in China.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in Malaysia and Malaysian students in China has 
reached 14,000. There are also nearly 3,000,000 mutual visi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very year. 

Noting that Malaysia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destinations for Chinese 
tourists, Mr Jia Qinglin said:  “Friendship serves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two peoples and has benefited our peoples.”

He also remarked that Malaysia has one of the largest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spoke of his visit to Malacca earlier that day.

“I saw the evidence of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a-Malaysia friendship 
in Malacca. Over 600 years ago, the well-known Chinese navigator Zheng 
He of the Ming Dynasty docked his ships in Malacca several times on his 
seven voyages to the western seas. Today, there are still many stories about 
him there. 

“In the past several hundred years, Chinese people have sailed across 
the sea to this beautiful and rich land. They have settled, worked hard and 
thrived. While striving for a better life for themselves, they worked side by 
side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and created the remarkable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social progress of Malaysia,” he said, citing Mr. Tan Kah Kee a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the many successful Chinese in Malaysia. 

“Prime Minister Najib once said to the effect that, without the 
Chinese, Malaysia would not have achieved so much success,” he added, 
acknowledg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Mr Jia Qinglin said the fast growth of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hard work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He 
said they have invested in China, donated to education and promote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ddress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he said: “You are a bridge for 
the growth of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out your efforts, China-Malaysia 
relationship would not have been where it is today. I salute you and thank 
you. 

“Now,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face new opportunities of 
development. I hope you will leverage your advantage and make new and 
even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deepen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r Jia Qinglin also touch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nation’s aspirations, saying people in the republic are earnestly implementing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e said the Party Congress made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laid out 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of China’s development. 

“We will keep our minds open, stick to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ork together and overcome difficulties to turn China into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when the Party celebrates its centenary and 
make China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at is prosperous, strong, democratic, 
culturally advanced and harmonious. 

“I am convinced that as long as we follow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1.3 billion Chinese people, 
the great renew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ll come true,” he said.

He also said China would continue to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and strive to uphold world 
peace and common development. 

“China will unswervingly follow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firmly pursue an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of peace. We are firm in our 
resolve to uphold China’s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and 
will never yield to any outside pressure. 

“China will unwaveringly follow a win-win strategy of opening up 
and promote robust, sustainable and balanced growth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rough increased cooperation. The Chinese people love peace and yearn 
for development. We are ready to work with the people of other countries 
to unremittingly promote the noble cause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for 
mankind” he said.

Mr Jia Qinglin pointed out that China’s development has given a strong 
boost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He sai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urs has grown from US$170 billion to US$1 trillion 
over the past 10 years, while China’s investment in these countries has also 
seen double-digit growth annually. 

“China has become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source of investment 
and tourists for many of its neighbors. This has benefitted both China and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 and contributed enormously to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Asia,” he added.

He went on to say that, moving forward, China will prove a bigger 
market and present more opportunities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China’s imports are expected to reach US$8 trillion during its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he added, noting that Malaysia is working to realize 
Vision 2020. 

“As China and its neighbours work hard to meet thei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goals, greater potential and energy of cooperation will be 
unleashed. We hope to work with other people in the region for a more 
prosperous Asia,” he said.

Mr Jia Qinglin said this visit allowed him the pleasure of meeting old 
and new friends from different sectors in Kuala Lumpur, and remarked that 
the air of Chinese New Year festivity made him feel very much at home.

He said the Year of the Snake will bring a new season, and extended 
New Year greetings to those present and to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t this auspicious moment when all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be 
celebrat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I wish you good health, thriving business, 
family happiness and good luck,” he said, and thanked the hosts of the dinner 
for the warm hospitality shown to him and his delegation. 

è H. E. Jia Qing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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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共赢  友谊长青

马
来西亚首相对华特使兼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丹

斯里黄家定，在欢迎宴上致词表示，我们感到

非常荣幸，这次马中关丹产业园区盛大开园，能够得到

贾主席代表中国政府与我国首相联合主持这一场历史性

的开园仪式。

贾庆林主席是马来西亚华社非常熟悉及尊敬的中国

领导人。贾主席多年来对马来西亚，特别是民间团体，

无论是在商贸往来、文化发展，或是教育交流，都很重

视并给予大力支持。

“我们深感庆幸，不但能够与贾主席共进晚餐，共

同庆祝马中关丹产业园区成功举行开园仪式，同时也庆

祝马中两国的友谊更上一层楼！”

他说，联办晚宴的马中商务理事会、中华总商会、

华总、马中经贸总商会、马中友好协会、支持一中协会

和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都是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的华

团或马中相关团体，我们一致通过这个大宴会来表达马

来西亚人民对贾庆林主席的崇高敬意。

多年来，我国华社组织对马中关系默默耕耘，付出

很大的努力，为马中双边的亲善与友好做出了很大的贡

献。

“今晚在座的嘉宾，绝大多数就是华团和马中相关

团体的领导们，他们数十年来为马中两国的友谊铺设了

非常稳固的基础，为两国栽培了和谐的友谊之花。”

马中两国正式建立邦交以来，经历了无数的时局变

迁，我们看见中国成功的和平崛起，除了解决及照顾好

超过13亿人口的温饱，中国更为世界经济做出了杰出贡

献。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世局如何变化，马中的友谊

长青，数十年来都是毫无保留的互信、互助、互惠、互

利。无论是政府高层，还是民间百姓，都为马中友谊付

è 欢迎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晚宴

▍	 与本地政商文教领袖合照前，贾主席和本会总会长黄漢良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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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最真诚的努力。

他 指 ， 这 一 份 真

诚的信任，特别表现在

两国现任领导人的频密

互动中。纳吉首相与温

家宝总理在一年的时间

内三度互访会面，促成

马中“两国双园”的落

实，已成为外交佳话，

将永远镌刻在史册之

中。

“我曾亲耳听闻温

家宝总理恳切地对纳吉

首相说：“中马钦州产

业园区是两代人的合作

成果，也是新的合作的

开始。”这说明了从敦

拉萨到纳吉首相，马来西亚政府领导人诚恳、忠实及持

续不断地为马中两国的长久友好关系付出心力。”

他接着说，随着两国领导人积极互动与大力支持，

马中关系无论是高度还是深度都与日俱增；一年间，两

国双园在广西钦州和彭亨州关丹两地巍然矗立；接着，

厦门大学顺应大势将飘洋过海来到南洋，选择了马来西

亚建立中国重点大学在海外的第一所分校。这不但将提

升双边高等教育与研究的交流与合作，也将带动其他高

知识、高技术领域的发展。这些显著的例子，清楚说明

马中关系在这几年间取得了多大的飞跃。2013年开年以

来，更让我们感受到令人鼓舞的腾跃气息。

“马中两国这些年来所取得的进展得来不易，感谢

中国现任领导人在过去这10年间所给予的大力支持，特

别是温家宝总理及贾庆林主席，与马来西亚有特别深厚

的渊源，对马来西亚华社有特殊的爱戴。”

纳吉：马中精诚合作  共创双赢格局

我国首相拿督斯里纳吉非常重视当晚的盛会，他嘱

托黄家定向贾庆林主席及全体出席嘉宾传达以下讯息：

“马中两国特别友好的关系早在600年前开始，著

名外交家及航海家郑和五度停留在马六甲，只带来友谊

与亲善，从未带来战争与紧张。

随后，国际情势变化无常，然而先父敦拉萨率先使

马来西亚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邦交的东南亚国家，两

国间的关系全面正常化，而且日益融洽。

经过历任首相的持续努力，今天我很庆幸看到，马

中两的双边关系越来越紧密，合作的范围越来越宽广，

成果也越来越具体。

我和温家宝总理在一年的时间内三次互访会面，每

次会面都提出惠及两国人民的具体合作计划；钦州产业

园区的倡议到落实，接着关丹产业园区计划的提出，以

及正式开园对两国的长远发展都非常重要。

两国文凭互认、青年交流计划、大熊猫保护合作等

项目的落实，都是两国双边合作上新的里程碑。现在，

中国政府又历史性地首次批准厦门大学到马来西亚设立

分校。作为中国政府所信任及看好设立分校的第一个国

家，马来西亚政府正全力支持厦大分校计划。昨天（2

月5日）晚上，我与贾庆林主席共同见证了厦门大学与

马来西亚新阳光集团的签约仪式。我衷心预祝厦大分校

成功。

2009年以来，马中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已

经成为马来西亚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而马来西亚目前

也是中国在东盟区域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我深信，这种

令人鼓舞的发展势头和冲劲，将会持续下去，使两国在

经贸、教育、文化和民间交流方面取得更多突破性的进

展。我有无比的信心，马中两国精诚合作，必定能共创

双赢格局。”

黄家定：“以上是我国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对马中两

国友好发展的愿望。我相信借着我国首相的这番勉励，

马中心连心，众志成城，必定能共创双赢。”

“让我们在此共同祝愿马中两国友好关系，在康庄

大道上继续迈进，马中友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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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venture projects to benefit people  
of Malaysia and China

Prime Minister Dato’ Sri Najib Tun Razak’s Special Envoy to China, Tan 
Sri Ong Ka Ting, has hailed the launch of the 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as a historic event in Malaysia-China cooperation.
In his welcoming speech at a dinner held at the Shangri-La Hotel on Feb 

6, 2013 in honour of H.E. Mr Jia Qinglin,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Tan Sri Ong said the 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which was jointly officiated by Prime Minister Dato’ 
Sri Najib Tun Razak and Mr Jia Qinglin, commemorated a new dimension i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There have been many global chang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We have also witnessed 
the peaceful rise and success of China, being able not only to feed its huge 
population of over 1.3 billion, but also in making immense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world economy,” he said. 

Tan Sri Ong said that despite global changes, the Malaysia-China 
friendship remains strong and steadfast. “During all these years, we have 
offered each other trust and assistance, benefitting and complementing one 
another. We have offered our utmost, whether at governmental or grass-roots 
level, towards building this strong relationship,” he said.

He said the mutual trust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is evidenced in 
the frequent exchange of visits between the premiers of both countries. Dato’ 
Sri Najib Tun Razak and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met thrice in 2012 to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Qinzhou Industrial Park and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Describing the “twin industrial parks” as a happy episode in the 
diplomatic annals of both Malaysia and China, Tan Sri Ong said he has 
personally heard Premier Wen say in all sincerity to Dato’ Sri Najib that the 
‘Qinzhou Industrial Park is the fruit of co-operation of two generations of 
people and the beginning of our new co-operation’.

He said this was testimony that Malaysian leaders — from the late Tun 
Abdul Razak to Dato’ Sri Najib — have sincerely and conscientiously given 
their utmost effort to the long-term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ies.

“There have been leaps and bounds in our relationship, growing in 
breadth and depth by the day. Within a year, the “twin industrial parks” are 
fast taking shape in Qinzhou and Kuantan respectively, and now Xiamen 
University, one of the top 20 universities in China, is about to set up the first 
Chinese overseas campus in Malaysia,” he said.

He said the new campus would not only enhance greater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research and higher education but will also spearhead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These are some of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our fast growing 
relationship in recent years. They are most encouraging as we usher in 2013.

“These are not easy achievements and we have to be grateful to 
the current Chinese leadership for its strong support in the past 10 years, 
especially His Excellencies Premier Wen and Mr Jia Qinglin. They have a 
special connection with Malaysia, rendering their special care and attention to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he added, expressing gratitude to Mr Jia 
Qinglin on behalf of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and people.

Tan Sri Ong also said Prime Minister Dato’ Sri Najib had asked him 
to convey his message to Mr Jia Qinglin and the Chinese delegation present 
at the dinner.

Dato’ Sri Najib’s message read:
‘The special friendly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started 

some 600 years ago when the Chinese navigator Admiral Zheng He made five 
stops in Malacca during his great voyage to the South Seas, bearing friendship 
and goodwill, never war or tensions. There had been political upheavals and 
global changes subsequently. It was my beloved father, the second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Tun Abdul Razak, who led the way in making Malaysia 
the first Southeast Asian country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 
thus normalizing our relationship and paving th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close and warm friendship. I am grateful to note that with the continued 
efforts made by our past Prime Ministers, we are now seeing an ever closer 
and friendlier relationship; not only that the scope of our co-operation has 
broadened and deepened, we are also seeing more and more tangible results.

‘I have thrice met Premier Wen Jiabao within the last one year and 
every time we met, we raised and discussed proposals of joint-venture 
projects which could bring benefits to the peoples of both our countries. The 
Qinzhou Industrial Park, from its conception to implementation, and the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from a mere proposal to its launching yesterday, had 
been very significant to us and they are of critical importance to our long-term 
development. The follow-up mutual recognition of university qualification, 
youth exchange programme and the panda project are testimony of the two 
countries’ cooperation new milestone.  

‘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a historical decision in 
approv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verseas campus by Xiamen University, 
a top 20 Chinese university, and we are indeed honoured to host the campus 
in Malaysia. H.E. Jia Qinglin and I witnessed the MOA signing ceremony 
between Xiamen University and Sunsuria Development of Malaysia last 
night. We will give it our full support and render our full assis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mpus.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has grown by leaps and 
bounds since 2009 and China has become Malaysia’s largest trade partner 
globally while Malaysia has also become China’s largest trade partner 
among ASEAN countries. I believe that such an encouraging uptrend can be 
sustained so that there will be even more breakthroughs in our economic, 
trade,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also at the people’s level. I am 
more than convinced that our sincere co-operation will lead to even more win-
win situations in the future.’

Tan Sri Ong said Dato’ Sri Najib’s message contained his wishes 
for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friendship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adding that he too, was convinced that as long as the two nations were united 
in purpose, many more win-win situations would be achieved.

Tan Sri Ong also paid tribute to local Chinese organisations and 
Malaysia-China organisations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efforts over the past 
decades in developing and strengthening Malaysia-China ties.

“Over the years, the local Chinese organisations have been work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close rapport and friendship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The majority of the guests at this function are leaders of local Chinese 
organisations and related Malaysia-China organisations,” he said.

The dinner at Shangrila Hotel was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Malays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Associated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Malaysia, Huazong, Malaysia-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Malaysia-China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Malaysia 
Association Supporting One-China Policy, and th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the Seven Chinese Clans Associations. 

Ong Ka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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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晚宴

共享马中友谊长青之夜
由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催，马来西亚中华总商

会、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马中经贸
总商会、马中友好协会、大马支持一中协会、七
大乡团协调委员会联办的“欢迎中国全国政协主
席贾庆林晚宴”，于2月6日晚在吉隆坡香格里拉
酒店宴会厅筵开93席。

这项晚宴主要是配合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
庆林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我国。贾庆林为中国第
十、十一届全国政协主席兼全国政协党组书记，
曾于2006年3月杪访马。这次贾庆林再次莅临我
国，上述团体获中国驻马大使馆属意联办欢迎晚
宴款待贾庆林，深感荣幸。

出席嘉宾除中国代表团成员及上述各团体
代表外，也包括国内企业界领袖、各主要华团领
导及中资企业代表。 ▍	 欢迎宴开始前，贾庆林为陈嘉庚铜像主持揭幕仪式，左一	

	 起为陈友信及陈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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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国璋（左3）代表七大华团赠送纪念品予贾庆林（右5）。左起：钟廷森及马吉德，右起：繆进新、黄漢良、钟来福及	
	 黄家定。

▍	 丹斯里林玉唐（右）与丹斯里李深静。 ▍	 杨天德博士恭敬地与贾主席握手，后左一起为黄漢良、宋兆棠。

▍	 干一杯，干一杯，恭祝友谊！ ▍	 酒逢知己千杯少。左起为林动参赞、钟廷森、张晓卿、林国璋及	
	 吴德芳。

▍	 干一杯，干一杯，恭祝友谊！

▍	 难得有机会近距离接近贾庆林，当然要合照留念。右起为黄锡琦、	
	 宋兆棠、陈祈福、黄漢良；左一起为刘俊光、杨天德及陈金锭。▍	 身穿华丽马来服的专业舞蹈员呈现优雅的传	

	 统马来舞，为欢迎宴添加马来西亚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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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漢良：去年马中经教旅游大丰收

马中经贸今年会更好

大
年初八（2月17日），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

商会在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癸巳年

新春联欢会，迎来500多名各界人士共聚一堂，旅游部

长拿督斯里黄燕燕医生更与商会全体理事齐唱两首贺岁

新年歌，让现场气氛喜上加喜。

出席这项新春联欢会者包括中国驻马大使馆领事参

赞林动、澳洲驻马最高专员署副最高专员Jane Duke、财 

政部副部长拿督林祥才、雪州高级行政议员郭素沁、武

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顾

问拿督王赛芝、大马会议及展览局首席执行员祖基菲里

沙里夫、中国银行副执行总裁许赞军、马来西亚对外贸

易促进局中港澳区主任温有志、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

局长王成福、马中友好协会会长拿督马吉德及该会永久

名誉会长丹斯里刘贤镇、马中经贸总商会终身荣誉会长

陈凯希、丹斯里林源德、拿督杨天培、荣誉会长丹斯里

吴德芳、丹斯里林玉唐，以及丹斯里曾永森、万达城商

行集团执行董事主席丹斯里张泗清等。

由旅游部属下的马来西亚会议与展览局（ＭyCEB)

所呈献的精彩舞蹈表演，以及梳邦福州会馆的醒狮团

的舞狮表演，为新春联欢会增添不少喜气洋洋的节庆氛

围。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在新春联欢会上

致词称，农历新年是我们华族的传统节日，也叫春节。

春节的起源据说是西汉天文学家、历算学家四川阆

中人落下闳编制《太初历》，把正月定为岁首，确定正

月初一为新年的第一天，从此有了现在的“春节”。

“过去的一年，我们取得累累丰收，值得大家庆

贺。商会举办新春联欢会之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会员在这

▍ 捞生，捞生，越捞越生！右起为郑添利、陈友信、祖基菲里沙里夫、马吉德、黄燕燕、黄漢良、Jane Duke、林玉唐、吴德 
 芳、林动及陈凯希。

è 马中经贸总商会2013癸巳年新春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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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喜庆节日有机会相互联谊交流，以及跟各界

拜年，促进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

他说，春节犹如丰收节。马中经贸去年有两大丰

收，即双边贸易额达948亿美元（约3000亿令吉），以

及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和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诞生。

“马中两国互设产业园，可谓是史无前例的破天荒

创举，更是马中关系更上一层楼的铁证；我相信，在各

方继续努力下，今年马中两国的经贸将会交出更亮丽的

成绩。”

“马中经贸总商会向来扮演促进马中经贸发展之工

作，近年来也落力配合大马旅游部推广大马的旅游业，

尽力把中国游客引进大马旅游，并协助宣传大马第二家

园计划等。”

他指，马中两国的“丰收”则是马中双方人民互

访达300万人次，马来西亚是最受中国游客青睐的旅游

目的地之一；而中国也是大马华裔最常去旅游的国家之

一。

“未来，马中经贸总商会将继续支持旅游部推广我

国旅游业。”

至于马中在教育方面的“丰收”则是两国互认学

位文凭。诚如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赛夫丁所说：为何我们

不能去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呢？一旦独中统考文凭获得承

认，许多独中毕业生就有更好的前景，包括选择在本地

大学深造，而无需到外国，否则马来西亚会继续面对专

才流失的问题。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出席由董总主办的新春大团拜

活动，也显示首相愿意和华教领袖作进一步的交流和接

触。”

另一方面，黄漢良也高兴见到，我国政府为了迎接

第十三届大选，而推出一系列利民的举措，如给老百姓

派发一马援助金等，让人民在经济不景气及物价上涨之

际能稍喘一口气。

他说，去年也是大马非政府组织最活跃的一年，多

项空前集会活动都能以和平方式进行，例如2.26绿色盛

会、4.22黄绿大集会、3.25华教救亡运动大集会、9.26

华教救亡与抗议行动、9.30绿色永续边佳兰集会，一连

串的民间运动加速我国民主进程，尤其是2013年的1.12

人民崛起大集会，更象征民主进步的里程碑，是历史的

转折点。

每个人心中都有静待触动的心弦。这种极积向上、

乐观友爱、包容、感恩精神是我国人民的特性和优良传

统。 

▍ 红红黄黄（旺旺）拜个吉祥年！左起为陈凯希、杨天培、林动、黄漢良、张泗清、黄燕燕、刘贤镇、马吉德、温有志、王成 
 福。

▍ 哈哈！你跳你的骑马舞，我“跳”我的“政商洽洽”！瞧， 
 黄漢良与方贵伦谈得多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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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部长拿督斯里黄燕燕医生致词表示，尽管大马

旅游年落在2014年，但今年却是全民与政府全面

配合作好准备的一年，以启动旅游年的促销宣传活动。

她说，人民的醒觉并给予政府密切配合与协助非常

重要，这包括表现友善与礼貌的态度、为旅客提供一个

干净舒适的环境，而服务业者则需确保给游客提供优质

服务及合理的收费等，以让我国继续成为十名以内的全

球最友善国家。

“政府要带动国民提升卫生、服务与礼仪之水平，

人民在心态上应对这方面有所醒觉，大家应该从今天就

开始为明年的旅游年做好全面的准备。”

黄燕燕表示，旅游业的竞争越来越大，例如缅甸等

邻国也看到旅游部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因而大力发展各

自国家的旅游业。

“去年，我们共接待了155万人次的中国游客，比

前年增加24.6%，预料，来马的中国游客人数将逐年增

加，到2014年，我们希望能接待200万人次以上的中国

游客。目前，马来西亚是中国人最喜欢来旅游的国家之

一。”

她也说，去年共有逾2500万名外国人来马旅游，联

合国的旅游组织所作的报告显示，2009年至2011年，全

球接待旅客的十大国家中，大马排名第九。

“令人振奋的是，在CNN最近發佈的「全球最佳購

物城市」排行榜中，吉隆坡憑藉衆多的商場、紛繁的商

品、超值的價格、便利的交通和美妙的購物體驗，排名

榜單第4名，仅次于伦敦之后。”

前10名購物城市依次爲：紐約、東京、倫敦、吉隆

坡、巴黎、香港、布宜諾斯艾利斯、維也納、迪拜、馬

德里。

“我想，中国游客喜欢来马购物的主要原因是，不

但可以购买到货品真实、价格廉宜的燕窝，还有免税名

表等，再加上马中航班频密，机票价格实惠，无形中造

就了吉隆坡的购物魅力，吸引中国等国家的游客前来旅

游购物。”

马中经贸总商会贡献大

黄燕燕说，中国人是继新加坡及印尼之后，来马旅

游人数第三多的国家，去年，马中两国往来游客达300

万人次；中国游客认为专程来马旅游享受人生是很值得

的。

“预料，再过5年，每年来马的中国人可能达到400

万人次。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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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部的政策也很鲜明，为他们提供贸易旅游、

购物旅游、会议旅游及豪华旅游等；旅游部也给予中国

游客全力协助，例如确保他们入境顺利，获赠购物礼券

等。”

“2012年，来马参加会议旅游的中国游客，达1万

1千500人次，所塑造的现金回酬达14亿令吉，而2011

年，其会议旅游回酬则只有5千800万令吉。”

“我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中国人“走出去”。

当全部中国人动起来的时候，必会有更多人出国观光，

因此，我们应该做好迎接这批游客的准备。”

她也赞许马中经贸总商会在招徕中国游客及协助国

家赚取外汇方面作了不少贡献，例如每年接待不下100

个来自中国各省市的政府与经贸代表团，而且经常率团

参加中国交易会，以及在国内举办商品博览会、经贸与

投资洽谈会及论坛等活动。

她说，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于1974年日率领一支

40人代表团访华，并与中国时任总理周恩来签署建交协

定，让马来西亚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马

中两国关系自此即掀开历史性一页。

“今年，马中建交踏入了第39个年头，马中不论是

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一直在不断发展。非常感谢马中

经贸总商会在成立22年以来，不但在经贸与投资方面牵

线搭桥，积极关心及竭尽所能地协助推动马中经贸的发

展，也在招徕中国游客方面，作出不少贡献。” 

黄燕燕：「全球最佳購物城市」吉隆坡排第四

全民配合  启动2014旅游年

è 马中经贸总商会2013癸巳年新春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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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斯达法：

2012年外来直接投资达360亿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于2月21日举行新春团

拜，广邀国内外企业界、私人机构及媒体聚集庆

祝农历新年。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率领第

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副总会长郭隆生、秘书长林恒毅；

中央理事戴振标、罗章武律师、杨子威；青年团理事彭

彦彰及执行秘书周美馨一同岀席该部新春团拜会。

其他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顾问拿督蔡

国治，大马中小企业协会会长郑己胜，驻马台北经济文

化办事处副代表林明礼，大马五金建材机械总商会总会

长拿督林权兴，大马钢材五金商会会长林生相，韩国商

业协会主席（大马）金五荣，Dialog集团执行主席饶文

杰，Infovalley集团总执行长马特占德南等人。

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说，他对众

多的各行业代表岀席新春团拜感到高兴，希望来年大家

将一样踊跃岀席。

他说，大马去年的外来直接投资表现良好，高达

360亿令吉，协助大马成为本区域的主要投资中心。他

对今年外来直接投资采乐观态度，预料可持续增长，该

部门会努力达致目标。

他说，投资及内需强劲，已对大马去年第四季经济

增长6.4%，进而带动全年经济增长5.6%。 

▍ 本会领导与慕斯达法（左四）合照，左起为杨子威、罗章武、黄漢良；右起为彭彦彰、林恒毅、陈友信。

▍ 本会总会 长 拿 督 黄 漢 良于2 月2 6日率 团 向 本会 荣 誉 会 长 丹 斯里李 深 静 拜 年及 
 推广马中企业家大会；图为黄漢良（左三）赠送水果礼篮予李深静（右四），右起为 
 黄锡琦、刘俊光、林恒毅；左起为郭隆生与李素桦。

本
会
拜
会
丹
斯
里
李
深
静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新春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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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总商会2013癸巳年新春联欢会筹委会主席戴振标致词时

表示，今年到场祝贺联谊的嘉宾比去年踊跃，同时，本会中央

理事及青年团理事们更上台与旅游部部长拿督斯里黄燕燕医生一起合

唱两首贺年歌，增添了不少欢愉的新春气息。

“我们要特别感谢我国旅游部属下的马来西亚会议与展览局（

ＭyCEB)的民族歌舞团所呈现的精彩的我国各族舞蹈，助兴的同时也让

国外嘉宾透过舞蹈而更进一步了解我国的多元文化。”

他透露，当天有百多位中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及感受马来西亚华

裔庆祝农历新年的方式与特殊的捞生文化。其他嘉宾包括马来西亚政

府部门部长与高官、中国大使馆驻马官员、美国、澳洲、寮国、巴基

斯坦、印度、越南、印尼等国之外交使节、各界工商团体领导、企业

与媒体代表。

“马中经贸总商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组织，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工

商界的友族同胞一起到来同欢共庆。希望会员利用这个平台与各界加

深了解，增进友谊，加强合作，更希望今年“蛇年”能为大家散发出

更多正面能量，带来更多商机与财富。” 

▍ 旅游部长拿督斯里黄燕燕医生把嘉宾们逗 
 乐了！左为黄漢良；右为马吉德。

è 马中经贸总商会2013癸巳年新春联欢会

▍ “同台吃饭，乐融融！左起为陈友信、林玉唐、林动、 
 吴德芳及陈凯希。

▍ 左起为王赛枝、黄漢良、黄燕燕、林祥才及马吉德。

▍ Jane Duke（左五）与丈夫及孩子一同出席新春联欢会，右起为温有志、彭忠义、杨天培、黄漢良；左起为黄文华、王成 
 福、林动和马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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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恭喜你……”大家齐唱新年歌，喜气洋洋！右起 
 为李志贤、黄漢良、黄燕燕、李素桦、陈友信、陈凯希、吴德芳 
 及宋兆棠。

▍ 由旅游部属下的马来西亚会议与展览局（ＭyCEB) 
 所呈献的精彩民族舞蹈表演。

▍ 恭喜发财！右起为彭忠义、黄漢良、林源德、马吉德、温有志、 
 宋兆棠和丁锦清。

▍ 赴一场红色喜宴。左起为林恒毅、黄锡琦和包久星。

▍ 捞生姿态各自精彩！右起为黄锡琦、戴振标、宋兆 
 棠、林恒毅。 ▍ 蛇手一出，东成西就！右起为林文强、丁扬岗、赖胜耀、丘洁 

 光、林恒毅、陈祈福、宋兆棠、包久星及丁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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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举和平发展旗帜
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一
年容易又新年。

中国驻马大使馆于1月31日在吉隆坡万豪酒店举

办“2013年春节招待会”，邀请数百名大马政商界名

人、各国驻马大使、商家及华团等贵宾齐聚一堂，共同

欢庆及迎接癸巳蛇年的到来。

出席当晚盛会的贵宾包括财政部副部长拿督林祥

才、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魏家祥博士、青年及体育部副部

长颜炳寿；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终身荣

誉会长陈凯希、拿督杨天培，荣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

丹斯里钟廷森、丹斯里拿督李深静、丹斯里拿督斯里杨

忠礼、丹斯里拿督李金友；以及马中友好协会会长拿督

马吉德、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大马中华总商会署理

总会长拿督戴良业、中资机构代表等贵宾。

春节招待会是以鸡尾酒会进行，特邀请来自新疆的

歌舞杂技团，为贵宾呈献精彩的表演，添加浓郁又亲切

的中国文化特色。

中国驻马特命大使拿督柴玺致词时表示，在新的一

年，中国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包括

马来西亚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华人华侨的关心，中马

关系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华人华侨的支持，华人华侨既是

中马关系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传播中马友谊的亲善使

者。”

“在马中资企业和留马学生积极开拓进取，互帮互

助，热心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活动，展现出可贵的爱国热

è 中国驻马大使馆“2013年春节招待会”

柴
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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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为马中友好关系的发展贡献出自身的力量。我愿借

此机会，对大家取得的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对各位长

期以来对使馆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真诚的谢意。”

他说，一个强大的中国是海外中华儿女可靠的依托

和坚强的后盾，祖国母亲时刻挂念和关心着她每位海外

子女的生存和发展。

“我们希望广大华人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中国发

展，为中马关系的发展，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他同时也呼吁中资企业和旅马侨胞自觉遵守马来西

亚法律，尊重马来西亚社会风俗和民族习惯，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注重回馈社会，为两国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多做贡献。

“我们也希望在马留学生团结互助，早日学有所

成，为中马友好事业添砖加瓦。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将

继续秉承“外交为民、以人为本”的宗旨，竭诚为大家

提供热情和优质的服务。”

他指，2012年可谓是振奋全球华人之心的一年。

龙年的中国，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再创辉煌的华夏神州，大事多多、喜事连连。

“我们成功发射了神舟九号飞船，首位女航天员

进入太空；载人深潜器“蛟龙号”下潜到7062米深的海

底，创造了载人深潜新记录；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正

式服役，中国国防建设进入新阶段。伦敦奥运，中国体

育健儿摘金夺银，金牌榜和奖牌榜均位列第二位，创下

了中国境外参赛以来最好的成绩。”

“2012年，我们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不断加强和

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全面深化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

合作关系，大力推动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和全

球治理，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稳定地区局势、应对全

球重大挑战作出了重要贡献，树立了中国负责任、可信

赖的大国形象。”

他说，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马关系实现跨越式发

展，两国战略性合作不断深化，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

“吴邦国委员长、贾庆林主席、贺国强书记和孟建

柱国务委员等多位中方领导人访问或过境马来西亚，纳

吉首相专程赴华和温家宝总理共同出席中马钦州产业园

开园仪式，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特密切沟通和协调。”

马中经贸合作持续扩大，双边贸易额达到948亿美

元，再创历史新高。年内两国还签署了建立马中关丹产

业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和打击跨国犯罪等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合作文件。

两国人文和青年等领域交流活跃，青年百人团实现

互访，双边人员往来超过300万人次，互派留学生达1.5

万人；这些都未两国关系的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在

两国领导人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在各领域合

作富有成果，中马友好深入人心。

“两个多月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会议确立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宏伟目标。”

“展望未来，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都将比2010年翻一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周年时，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

一百周年时，我们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他相信，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定将对中国和世界的未

来产生深远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实现。 

▍ 中国驻马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及家属向大家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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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新疆的歌舞杂技团，为贵宾呈献精彩的表演，添加 
 浓郁又亲切的中国多元文化特色。

▍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黄漢良（右三）赠送纪念品给柴玺大使（左四），左一起为包久星、丁锦清、大使夫人张茹芬； 
 右起为杨天培及宋兆棠。

马中政商界代表欢聚一堂

▍ 柴 玺（左 三）与华 团 及 政 商界 代 表向大 家 拜 年，右起 为林 祥 才、 
 方天兴、杨忠礼、李深静；左起为杨天培、陈耀星。 ▍ 陈凯希（右）、柴玺大使两手紧握，象征 

 马中关系密不可分。

▍ 众 人向柴 玺 大使（左）说：恭 喜发财，红包拿 来吗？ 
 右起为马吉德、杨天培、宋兆棠、黄漢良。

è 中国驻马大使馆“2013年春节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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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金友（右）与宣国兴参赞握手相互贺年。 ▍ 柴玺大使与副教育部长魏家祥谈笑甚欢。

▍ 柴玺夫妇接待外宾。 ▍ 方天兴（右）与柴玺大使在讨论大马华教课题吗？

▍ 罗章武律师夫妇与柴玺大使夫人（中）一起欣赏美丽的 
 油纸扇。▍ 马中经贸总商会青年团团长林恒毅与马中友好协会会 

 长拿督马吉德齐向对方伸出友谊之手。

▍ 各国驻马使节、大马政商界名人、商家及华团等贵宾聚精会神地聆听柴玺大使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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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会 
为全球贸易提供支撑力

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如此高度评价广交会：“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中国对外开

放的缩影，广交会已成为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

国际贸易盛会。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王志平于1月15日率团来马，以向我国企业推介第113届广交会。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漢

良、荣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等亲到机场迎接，以示隆重；随后于马中经贸总商会礼堂举行第113届广交会推介暨记者

招待会，财政部副部长拿督林祥才上议员及中国驻马大使馆商务参赞宣国兴等也列席。

▍ 王志平（左二）赠送纪念品给林祥才（右二），左为黄漢良，右为宣国兴。

黄漢良表示，王志平主任一行人在最契合时机，也

就是中国十八大召开不久的这个时候访马，给大家带来

各种新讯息与新商机，可谓是对大马商界起了很大的鼓

舞作用，这犹如是给了我们一个新年大红包。

他代表马中经贸总商会热烈欢迎王志平主任、中国

对外贸易中心企业管理部总经理毕任重及国际联络部总

经理刘铨东等的到来；同时也非常感谢拿督林祥才、宜

国兴参赞等拨冗出席第113届广交会推介会。

他说，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被誉

为中国第一展，是由中国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承办；广交会在推动中国外贸

发展和中外经贸交流合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马中经贸总商会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关系渊源流

长，本会除了每年都率团出席广交会外，也鼎力支持每

年在吉隆坡举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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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俨如小型广交会的马交会，是本会于2002年向中

国对外贸易中心前主任胡楚生邀请引进马来西亚的大型

商业活动，自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第一次把这品

牌活动引进大马后，接下来每一年都如期在大马举办，

至今连续办了9年，无疑是给本地企业界带来许多方

便，也提供了一个大好商机与发展平台。”

过去9年来，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领导与支持，

以及在中国驻马大使馆方面的指导及配合下，马交会一

年比一年办得出色。

此外，马交会也得到我国政府的赞赏与支持，尤其是

得到财政部副部长拿督林祥才的重视及给予实质支持；

间接协助马交会在大马深根发展，而马中经贸总商会也

将继续努力，在来年将继续支持这项展览，以扩大马中两

国人民的商业机会。

黄漢良：广交会推动中外经贸交流合作

文/何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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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副部长拿督林祥才上议员代表

我国政府热烈欢迎王志平主任一行人来马

推介第113届广交会。

他说，至今已有56年历史的广交会，

也是大马商家所熟悉的商品展销会。

马中最早期的交往是在600多年前郑

和首访马六甲开始，正式的官方邦交则是

从1974年我国前任首相敦拉萨访华期间，

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使马

来西亚成为东盟中第一个与中国邦交的国

家。

去年马中经贸交易额已超过900亿美

元，希望来年将继续增长。大马与中国不

但在经贸合作上关系密切，且在文化与旅

游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两国都达到超过

100万人次互访。

此外，大马政府非常关注马中经贸合

作与未来展望，大马央行于前年与中国央

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双方商家都可

以用马币或人民币作为结算貨幣。

可惜，以人民幣或馬幣作為馬中貿

易結算貨幣的政策進展并不理想，主要原

因是兩國的銀行較熟悉以美元作為結算貨

幣。

“目前，全球以美元作為貿易結算貨

幣的交易達52%，而我國截至去年以美元進

行總貿易的結算則高達近90%。”

“另，对于美国大量印钞票，我们

虽然不认同，但没人可阻止，而欧元又面

对问题；在这情况下，全球经贸可谓是

期望着人民币开放，因为，未来经贸若弃

用美元，就会考虑用欧元；不用欧元，就

得另寻一个能得到大家认同的货币代替，

因此，希望中国能加快开放人民币之步

伐。”

“至今，大马政府已批准两家中国

银行在我国开业，及11间中国公司来马上

市，希望未来3年能达到50家中国公司来马

上市。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的中心点，大马

人除了能说华语及其他方言外，也通晓英

文和马来文等，与东盟国家人民维系着良

好的沟通与情谊。”

林部长呼吁中国企业充分利用大马的

多元文化、消费合理、免税港口等各方面

的优势来马设厂投资。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王

志平说，今年以来，世界经济

形势萎缩，复苏势头放缓，国

际市场需求萎缩，第113届广

交会在全球经济放缓情况下召

开，对中国非常重要，也更受

世人关注。

“为了应对经济不景气，

我们做了许多，其中，商务部

要求扩大招商范围，我们亲自

到多个国家诚意邀请更多的商

家到广交会采购，以给中国境

内中小型企业提供一个平台；

我们期待第113届广交会能对中

国外贸带来美好的发展。”

他表示，尽管欧美经济问

题持续发酵，2012年第112届广

交会仍然吸引了来自211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19万名客商到会，

老客户的比例上升了8%以上，

突显出广交会巨大的商业价

值，为全球贸易提供支撑力的

重要性。

第113届广交会将于今年4

月15日至5月5日分三期在广州

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举行，届时将有2万5千家优秀

的中国境内企业参展，以及800

多家中国境外企业参与国际展

区。

“为扩大进口，广交会从

2007年第101届起设立国际展

区，邀请境外企业参展，为其

拓展中国13亿人口市场和广交

会21万的采购商市场提供贸易

平台。”

他说，广交会是采购中

国产品最好的贸易平台，产品

选择多，每届广交会皆荟萃超

过15万种中国优质商品，包括

电子家电、机械建材、五金工

具、日用消费品、礼品、纺织

服装、医药保健和食品等。

王志平引述中国总理温

家宝在第100届广交会庆祝大

会上高度评价称：“广交会是

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中国对

外开放的窗口、中国对外开放

的缩影，广交会已成为中国历

史最长、规模最大、商品种类

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

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

会。”

广交会现设50个专业展

区，实际上每个展区就是一个

专业性的展览；展览总面积116

平方米，展位总数5.95万个，

在世界单年展规模上独占鳌

头。

“广交会对中国境内参展

企业有严格的准入标准要求，

积极倡导并鼓励低碳环保、绿

色节能产品及创新产品参展，

每年广交会所展销的产品中，

约有60%以上是属环保或富创意

又迎合潮流的新产品且物美价

廉。”

“参展企业都经过资质认

证和严格帅选，其展品需遵守

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这项

措施使中国更多的企业愿意到

广交会去参展。”

另，他说，马中两国建

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

速，大马已成为中国在东盟地

区中最大的贸易伙伴。能取得

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大家的共

同努力。

“马来西亚财政部在推动

马来西亚企业赴华参展，及推

动双边经贸交流方面给予了大

力支持。而马中经贸总商会则

是广交会最早的合作伙伴，也

可说是最铁的朋友。我们这趟

来马，希望与马中经贸总商会

等共同努力争取更多大马商家

到广交会去采购或参展。”

他说多年来，大马客商在

广交会全球访客中都名列前十

名。

王志平：广交会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林祥才：全球经贸期望人民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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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2012年投资表现年报

总额增长5.1%
去年吸资1624亿创新高

马
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日前在大马投资发展机构(MIDA)所举办的《马

来西亚2012年投资表现年报》新闻汇报会上说，受经济

转型计划(ETP)所驱动，公私两大领域投注很大心力，

促成大马投资创下亮丽表现，其中国内直接投资增长达

370%，不仅吸引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额（1624亿令吉）

，也吸引新的工艺，创造的18万2千841个就业机会比任

何年度更高。2011年的投资总额为1546亿令吉。

他披露，大马2012年落实的私人投资按年增长

24.8%至1千395亿令吉，且超越预定的1千118亿令吉

9.1%。

获批准的投资计划也增长5.1%至1千624亿令吉，他

说，我国取得超越5%的经济成长，加上约七成以上外资

是来自亚洲如中国、日本、新加坡及沙地阿拉伯等，因

此预测成长动力将持续。

他说，中国继续会投资于马中关丹产业园区的铝及

钢铁等工业，而新加坡则会继续投资依斯干达特区製造

业、产业与供应链。

获批准6千442项投资中，78%或1千276亿令吉来自

国内投资，22%或348亿令吉来自外来直接投资。

72.4%投资服务业

慕斯达法指，按领域区域，获批准投资项目

72.4%来自服务业，投资额达1176亿令吉；25.3%

製造业，投资额为410亿；而矿业与原产品领域则

占2.3%，总额为38亿令吉。服务业预计製造最大

就业机会，达56.4%；製造业製造41.9%就业，原

产业创造3.1%就业。

他说，服务业投资90%来自国内，10%来自外

来直接投资，其中产业发展佔很大比重。

他也强调，製造业创造的就业也已转型，

很多为熟练、管理层或高薪工作，不过他笑言

在马的高薪工作只保守界定在3千令吉以上，儘

管在发达国这只是低薪。製造业的65.4%为新投

资，34.65%为扩展投资。

“外围经济环境低迷，2012年总共批准804

项製造业投资，投资额410亿令吉，而2011年则是

846项，总值561亿令吉。”

区域走廊吸引制造业投资

他说，去年很多投资涉新兴科技，包括宇航、半导

体、太阳、机械配备、生物科技、石化产品及医药器材

等。

“电子电器领域去年的投资告减，其一是受週期

性趋势冲击，二是我国并不接受劳力导向的此领域投

资。”

“在电子电器业方面，大马准备提昇价值链，很多

跨国公司准备在马投资研发活动，有关人才库正在成型

中。”

他披露，大马在製造业与服务业也吸引外资成立全

球或区域枢纽，这有助大马转型至高价值、高科技、知

识导向与创新。

正在马设立全球与区域枢纽的公司包括Freuden-

berg-NOKST公司、Spansion公司、Frost & Sullivan公

司、Darden餐饮集团与国际商业机器（IBM）。

他说，区域走廊吸引51.7%製造业投资，其中沙巴

▍  慕斯达法（右）与大马投资发展机构(MIDA)丹斯里阿米尔山，
向媒体展示新出炉的《马来西亚2012年投资表现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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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最高，达50亿令吉，其次为东海岸经济走廊46亿

令吉、砂州再生能源走廊43亿令吉、依斯干达发展走

廊42亿令吉及北部走廊31亿令吉。

本地投资占78%

“与前年相比，已实现投资增长了24.8%，超越了

预设的关键绩效指标(KPI)9.1%。”

在经济转型执行方桉(ETP)推动下，2012年的投资

主要源自本地投资，达78%，国外投资为22%。

就制造领域而言，本地投资占50.7%，外国投资为

49.3%。前年的本地投资占41.6%，外国投资为58.4%。

在制造领域，主要投资源自交通、化学和石油工

业。

64%外资来自亚洲

另一方面，高达64%的国外投资是来自亚洲国家，

以日本最多，投资额达27亿9300万令吉。

其次是沙地阿拉伯（26亿4800万令吉）、新加坡

（22亿1500万令吉）、中国（19亿7800万令吉）和韩

国（16亿3700万令吉）。

今年外来投资目标372亿

提及今年外来直接投资（FDI）所设的目标，慕

斯达法希望今年的FDI总额能达120亿美元（约372亿令

吉）。

“去年因为全球经济不景气，部分亚洲国家经济

增长放缓，所以大马FDI总额下滑，从2011年的120亿

美元（约372亿令吉），下滑至100亿美元（约310亿美

元）。”

他说，而今年欧美的经济情况好转，加上大马经

济增长有望达5%，所以，FDI有望回到2011年的水平，

至少达120亿美元。

“经济转型执行方桉设下的目标，我们希望本地

投资和外国投资的比重会是72：28。”

大选年外来投资未放缓

针对今年是大选年，不稳定的政局会否影响外来

投资放缓之问题，慕斯达法说，据他所知，并没有投

资者暂缓在大马的投资计划；实际上，近来的投资不

减反增，尤其是不少新加坡人涌入依斯干达区投资。

“依斯干达区的投资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像

是Medini的项目和依斯干达海滨(Waterfront)等项

目。”

慕斯达法表示，将在近期到新加坡参与研讨会，

希望能吸引更多新加坡投资者到大马投资。他认为，

新加坡投资者较有兴趣的领域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和

产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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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清真产业正在与世界接轨

	 向西开放”是中国的大战略，宁夏在向西开放过

程中已经先行一步。去年，中国国务院批准在宁夏建立

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及批准建立银川综合保税区。

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是围绕着“打造中国

向西开放的战略高地、（中国）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

地、（中国）国家重要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产业集聚

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四大战略定位。

中国宁夏自治区目前正快马加鞭地建设国家级清

真产业园，并已基本建立清真产业优势，可以说，这是

中国国家清真产业最集中、潜力最大的地方。甚至，未

来，宁夏将首先建立穆斯林发展基金及回教银行。

当前，世界各国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形势，出现

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向东看”的局面。中国政府

高度重视全球阿拉伯国家和地区“阿拉伯版块”的战略

价值，已经确立了“向西开放”的对外开放合作战略。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清真产业正

在与世界接轨。

安茂连：银川综合保税区优惠政策多

一月三日，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局局长王静率

领7人代表团与马中经贸总商会领导进行交流与对接，

给大马企业带来了最新信息----宁夏清真产业投资商

机。

银川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安茂连透露，银川

综合保税区是于2012年9月10日经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复

设立，这是该区唯一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同时也是中国

目前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

最便捷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集保税加工、保税物流、

金融服务、进出口贸易、国际中转等功能于一体，让企

业享受更多优惠，相信将为宁夏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

济开启又一重要平台。

他说，保税区的优惠政策涵盖了税收、贸易管制、

保税监管和外汇管理等四大方面。

“综保区的税收政策是进口货物保税(特定进口

货物免税)、出口货物入区退税、区内货物流转免税(

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货物内销征税、进口设备不征

税。”

所谓特定进口货物免税，意指在综合保税区内生

产型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机器、设备、基建物资免税；

区内企业生产所需进口的机器、设备、模具、零配件免

税；区内企业和行政管理机构自用合理数量的办公用品

免税。

除了综保区具有的“免税保税退税”政策外，在物

流仓储和进出口贸易方面，其优惠政策也非常多，为企

业通关提供诸多便利。

保税物流监管政策的特点就是“三不”，即：保税

银川综合保税区卡口效果图                              方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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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货物不设存储期限，区内

企业之间货物可以自由流转；

海关对区内加工企业不实行银

行保证金台账管理和合同核销

制度；对区内加工贸易货物不

实行单耗标准管理。

他进一步解释，企业可以

根据市场波动随时调整交易，

如价格高时可以售出，价格低

时可以吃进，大大降低企业经

营风险。

“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最

便利的就是多种商品分批入区

即可获得退税，然后再根据客

户的指令集运出口，采取集中

报关方式，通关退税手续简化

了很多。”

外贸管制政策则是，除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另有规

定的外，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

物，不实行进出口配额、许可

证件管理。

而综保区的外汇管理政

策也有诸多利好消息，包括进

出境货物不用办理外汇核销手

续，进出区(境内区外)货物可

用外币或人民币结算，在很大

程度上方便了企业。尤其给外

资提供了诸多优惠政策，外资

还可以把他们所得的股息及红

利等，直接汇到国外。

吴保才：

寻求大马企业合作三大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局局

长助理吴保才表示，宁夏将立

足推进经济贸易、能源开发、

科技教育、文化旅游和投资金融等“五大开放合作领

域”，为实现合作共赢，加快推进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

区及银川综合保税区建设，着力推动重点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项目包括：一、新型能源化工产业领域的合作；

二、新型材料产业领域的合作；三、先进装备制造业领

域的合作；四、轻工及农副产品加工业领域的合作；

五、清真产业及穆斯林用品领域的合作；六、现代服务

业领域的合作；七、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合作；八、共

建产业园区。

他积极向大马企业推荐其中三项需与大马企业相互

加强合作的产业：

清真牛羊肉业----宁夏是

中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当地回

族与大马的穆斯林风俗习惯相

近，宗教信仰相同，有较强的民

族认同感；宁夏具有独特的气候

条件优势，所生产的牛羊肉质量

好，且符合大马穆斯林的要求标

准；而大马清真食品认证获得世

界共认，因此，若马中两国企业

联合生产清真牛羊肉，是极其适

合和具有优势的。

“除了清真食品之外，宁

夏也在煤矿业以及物流产业等方

面，也呈现大量的商机。”

煤矿业----宁夏煤炭资源

储量大、品种全、质量优、开发

条件好，已被列为中国国家13个

重点发展的亿吨矿区之一，是中

国重要的煤电化基地和新能源开

发示范区。黄河在宁夏中部穿流

而过，绵延390公里；煤田分布

与黄河水能资源在地域上的有机

结合，使宁夏具备了建设国家大

型电力基地和“西电东送”电源

基地的优越条件。

吴保才说：“能源条件方

面，在可预见的未来，宁夏电力

供应充足，电价相应较低，有利

于铝及铝材深加工、金属镍、镁

等冶炼的发展；举例，目前印尼

和菲律宾所生产的镍，水含量较

高，马中企业可合作加工，运往

中国冶炼，这行业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

物流业----宁夏地处中国

东西轴线的中心，不沿边不靠

海，以往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掣肘颇多，但，近年来，

宁夏口岸和物流园区建设发展迅速，目前已建成三大港

口和八大物流园区，交通十分便捷。已建成10多条国

道、省道干线和100多条县乡公路，高速公路连接各市

县（区），通车里程达1000多公里。

航空客运方面则开通了银川至北京、上海、广州、

成都、乌鲁木齐等十几个大中城市的航线，并实现了银

川至香港、迪拜、首尔直飞；银川到中东货运航线也开

通了。宁夏作为中东航线的中转口，是中国国内清真食

品走出去的必然途径。初步形成了以银川为中心，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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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省区的高速运输网络。

“以往，宁夏牛羊肉、长枣等产品出口到中东市

场需要通过天津周转港，要30天左右才能运抵中东，既

制约了宁夏优势产品的出口，也增加了生产运营成本，

影响了宁夏清真食品企业的发展。银川至迪拜市的空中

航线开通后，使宁夏成为中东航线的中转口，使中国国

内的清真食品打入中东市场，加强宁夏与中东地区的合

作。”

吴保才表示，未来，中国将大事开发中东与中国

西北航线，且将集中在宁夏，这肯定带来很大的发展空

间；一旦开通这些航线，不但中国企业受惠，相信大马

企业也能从中寻找到很大的合作空间。

马立廷：提升清真产业发展层次

宁夏回族自治区轻纺工业局副局长马力廷透露，宁

夏目前正积极推展“向西开放”的对外开放合作战略。

“宁夏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内陆开放型的经济试验

区，与当年中国最先开放的深圳类似；宁夏目前需要引

进外资、技术及产品合作项目，特别是共同投资的清真

食品项目。”

“宁夏的企业希望能够来大马投资，并与大马企业

合作，以加强双方的经贸与投资。”

他说，有数个平台建设相当适合大马企业参与的，

如生态纺织产业、清真产业及穆斯林用品领域的合作。

宁夏生态纺织产业示范园区是银川市2012年第一

批100个建设项目，已于去年5月奠基，建成后的示范园

将以多色环保纺织新材料为突破口，构建环保化纤纺织

产业中心，打造从纺织新材料到色纺、色织、服装、家

纺等生态纺织产业体系，逐步形成示范区独具特色的竞

争优势。由于此项目计划投资大，各项前期工作比较繁

杂，为加快纺织园区的建设速度，银川市财政局积极筹

措资金3000万元，用于支持生态纺织园区的建设，促使

此项工程能早日开工。

而清真产业及穆斯林用品领域的合作则充分发挥了

宁夏的独特优势，突出“清真”和“绿色”两大品牌，

加快推进清真食品认证，加快培育大型骨干龙头企业，

特别加大承接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产业力度，引进阿

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企业，发展清真食品产业，扩大

清真食品出口规模。主动承接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产

业，创立清真食品交易所。推进穆斯林国家青年创业

园、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产业国际工业园建设。通过

向西开放，把宁夏打造成世界重要的清真食品及穆斯林

用品生产服务基地。

“我们现在需要寻求资金、技术和产品等方面的

合作，尤其在清真产品的研发与技术建设方面最需要合

作。这次来马，经过几个方面介绍，我们已和大马一些

有意合作的企业进行初步洽谈合作的细节。”

他说，宁夏的清真产业已具备了成熟条件，有望进

一步打造成全中国有影响力、有知名度的国际清真产业

园，发展空间非常大，处处是商机，希望大马企业勿错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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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马中经贸环保奖

2
012马中经贸环保奖是由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

商会(MCCC)与东盟工程科技院(AAET)联合主办，并

于2012年11月28日在吉隆坡阳城宴会厅成功举办颁奖典

礼。

2012马中经贸环保奖是MCCC与AAET的第二次携手合

作。首届环保奖是在2011年举行，其目的是为了推动东

盟区域均衡与永续的经济成长。MCCC与AAET的合作，代

表工商界与科技专才的跨界合作，以开发创新的产品或

解决方案，让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取得平衡。

环保奖的宗旨是为了表扬杰出的绿色科技企业家或

对促进环保作出贡献的年青人。这项环保奖公开给来自

东盟成员国，年龄不超过40岁的国民报名参加，报名者

必须通过以下任何一项（或多项）领域，为环保或环境

持续性发展作出贡献：

减低溫室气体排放/提升水质	·

保护陆地／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

减低废物排放	·

绿色科技创业家/经理人	·

通过媒体推广绿色概念和环境可持续性	·

自愿者或参与非盈利机构，极积推动社区环保	·

2012马中经贸环保奖共选出８位国家奖得主，以及

一位安慰奖得主，资料如下：

国家奖得主

国家 姓名 领域
柬埔寨 Eng Rinbo 自愿者或参与非盈利机

构，极积推动社区环保

印尼 Eni Hidayati 保护陆地／水资源和生物

多样性

寮国 Liengsone Somphathay 保护陆地／水资源和生物

多样性

马来西亚 Mohd Farriz Bin Hj Md Basar 绿色科技创业家

缅甸 Saw Thar Zin Oo 自愿者或参与非盈利机

构，极积推动社区环保

菲律宾 Allan Nana Soriano 减低溫室气体排放/提升

水质

新加坡 Tay Tse Chuan Eugene 绿色科技创业家

越南 Nguyen Huynh Thuat 自愿者或参与非盈利机

构，极积推动社区环保

安慰奖
国家 姓名 领域

泰国 Sorapop Kooncumchoo 通过媒体推广绿色概念和

环境可持性

评委从以上八位国家奖得主中，遴选出四位优秀奖

得主，以褒扬他们在环保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四位

优秀奖得主资料如下：

优秀奖:
国家 姓名 领域

寮国 Liengsone Somphathay 保护陆地／水资源和生物

多样性

马来西亚 Mohd Farriz Bin Hj Md Basar 绿色科技创业家

缅甸 Saw Thar Zin Oo 自愿者或参与非盈利机

构，极积推动社区环保

新加坡 Tay Tse Chuan Eugene 绿色科技创业家

来自寮国的Liengsone目前任职于该国的农业与森

林部，他通过本身的职务，在保护和恢复森林、维护森

林生物多样性以及保护水资源方面作出显著的贡献。

马来西亚区得主Mohd	 Farriz则是一位绿色科技研

发人员和企业家，他认为人类即使在家也一样可以推

行环保。为此，他研发了一部家用轻型水力发电系统

（Smart	Pico	Hydro	Generation	System	for	Domestic	

Building,	 SPico）这部系统能够利用自来水管发电，

它不但可减少碳排放，也能节省电费。他这项发明巳获

得专利权。

来自缅甸的Thar	 Zin	 Oo则活跃于青年环保团体，

他致力于扩大年轻环保组织网络，并推动仰光和周边地

区的废物循环、减低塑料使用和植林运动，从而引领缅

甸青年关怀家园。

新加坡的Eugene	 Tay	 Tse	 Chuan是一位关心人类

生活环境的工程师和青年企业家。他成立一家环保咨询

公司，为企业客戶提供环境管理、废物减量化(Waste	

Minimization)、再循环项目和节能咨询服务，通过经

营绿色产业来落实环保理念。

主办当局希望所有奖项得主，特别是四位优秀奖

得主，能够继续提升东盟国家的环保意识和推广环保工

作，为创造一个绿色的东盟区域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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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漢良、刘俊光、朱国明。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冀开拓马来西亚合作机会

由中国总理温

家宝宣布成

立的中国-东盟投

资合作基金（Chi-

na-ASEAN	 Invest-

ment	 Cooperation	

Fund）已经正式投

入运作。目前这基

金已经是活跃在国

际市场上一个准主

权国家基金。

这 个 基 金 的

任务就是在海外投

资，所以，马来西

亚企业应该把握此

机会，争取参与这

项基金，以便可以

一起携手共创美好

的将来。

根据中国-东盟

投资合作基金首席

执行官（CEO）李耀

博士表示，这个基

金积极投资于基础

设施、能源和自然

资源行业。

他 表 示 ， 属

于此类行业的资产

密集型项目可以提

供长期稳定的现金

流，且往往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根据他透露，这个基金的投资领域包括交通运输、

电力、可再生能源、公用事业、电信基础设施、管道及

储运、公益设施、矿产及采矿、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林木

等。

他是在2012年12月11日出席由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

工业部举办的中国-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汇报会上，发表这

项谈话。出席者包

括马来西亚国际贸

工部官员以及马来

西亚中国经济贸易

总商会的代表等。

李耀透露，中

国-东盟投资合作基

金是由温家宝总理

于2009年在博鳌亚

洲论坛上宣布成立

的离岸私募股权基

金。

这基金已经获

得中国政府国务院

批准，并于2010年

初开始运作。这基

金的目标是100亿美

元（306亿令吉）的

募集规模，目前已

经到位的基金为10

亿美元（30亿6千万

令吉）。

他表示，这基

金的专业团队成员

来自于不同国家，

在 项 目 开 发 与 谈

判、资本运作、推

动企业发展上市及金融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

验，在东盟地区有着多年成功的投资业绩。	

他说：“中国-东盟基金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强大的

投资实力、丰富的行业经验，及对东盟地区和目标投资

领域的深刻理解，并且获得背景雄厚的基金投资股东鼎

力支持。中国-东盟基金参与投资可为合作企业及项目

文/林杰森

▍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准备投资的部份行业，包括电信业、交通运
输业以及矿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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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不可比拟的、持续的价值提升和协同效应。	”

根据李耀提供的资料显示，这基金虽然只运作约3

年时间，但是它已经在多个东盟国家投资，包括投资于

寮国最大的钾肥生产企业--亚洲钾肥集团有限公司。这

项目建成后会成为亚洲最大的钾肥生产企业。

这基金也投资于泰国最大港口--林查班港（Laem-

chabang	 Port）。该港为泰国最主要港口,并临近工业

与制造业的领先发展区域，在地域上具战略意义。作为

该国最大的深水港口，林查班港正迅速发展成为区域性

枢纽港。

它也投资于柬埔寨光纤通信网络--国际通信控股有

限公司（ITHL）。ITHL持有柬埔寨光纤通信网络有限公

司（CFOCN）100%的股权。

李耀表示，ITHL此次成功引进中国-东盟基金后，

除建设光纤网络外，还将积极发展通讯网络综合通信运

营业务。

此外，这基金也收购菲律宾国内船运及物流公司

Negros	 Navigation(NN)的股权，资金被用以全面收购

同行业另一家公司--Aboitiz	Transport	System	(ATS)

。ATS和NN分别是菲律宾国内第一及第二大的龙头船运

公司，在当地历史悠久。此举将有助于推动菲律宾船运

及物流行业的整合并增进菲国群岛间人员和货物的流

通。

由于这基金已经在东盟4个成员国投资，因此李耀

表示非常希望也可以来马来西亚投资，因为马来西亚也

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以及良好的基础建设。

这一次他前来马来西亚汇报中国-东盟基金的讯

息，目的就是为了让马来西亚企业更了解这个基金的运

作模式，并且可以与这个基金合作。

李耀是一位拥有丰富国际经验的领导人，他在加入

基金顾问公司前，曾在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

工作近13年，作为东亚太平洋局首席投资官员，他领导

着一个由投资专业人士组成的多元化投资团队。之前，

李博士在中国银行总部工作近5年，主要负责AIG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基金顾问工作并负责筹建了中国银行的国内

投资银行业务。	

在学历方面，李耀分别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

学和南京大学的经济和国际金融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

学士学位。

李耀表示，这基金的投资理念是对每一个潜在投资

项目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内容包括行业吸引力及增长

潜力，企业的财务表现和竞争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企业和项目的环保贡献和社会责任等方面。

“在此基础之上，基金将与合作企业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为企业及项目实施有效的商业模式提供增值服

务。”

他表示，这基金的单笔投资额通常介于5千万至1

亿5千美元（1亿5千300万令吉至4亿5千900万令吉）之

间，并希望与其他战略投资者实现共同投资。

他说：“我们也将采用多元化的投资形式，包括股

权、准股权及其他相关形式。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会要求

企业的控制权，所以我们的持股比例都是小于50%。”

这个基金也可投资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也就是

说既可单独投资企业或项目，也可同时投资企业和项目

层面。

他说，中国东盟基金的角色是如何推动中国的企业

走出去，它会成为两个窗口，一个是南南合作的窗口，

第二个就是中国走出去的窗口。

除了发崛潜在的行业之外，李耀表示，这基金也会

肩负起社会责任，因为这基金会致力于促进投资地区的

社会和环境发展，加强社区生活质量。

“因此，在评估和选择投资机会时，基金会将目标

公司的价值取向和商业惯例对社会及环境的影响纳入研

究考虑范畴。”	

他说，除了遵守所投资区域的法律和法规外，这

基金将努力推行行业最佳社会责任实践。为实现这一夙

愿，基金将使用社会和环境管理系统中的最高标准来规

范基金的社会责任。	

他表示：“除社会和环境法规外，基金也遵循多种

反腐败和反洗钱政策。”

总的来说，中国东盟基金将会遵循良好的作业方

式，以不断寻求符合投资方向的战略投资合作机会。

所以，马来西亚大型的国际企业、集团、以及经营

良好的国内知名企业，应该与这基金保持紧密联系，以

争取彼此可以合作的机会。	

▍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首席执行官（CEO）李耀博
士，受邀于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汇报中国-东
盟投资合作基金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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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房地产发展往南移

Swhengtee国际投资者

俱乐部于1月19日及

20日，于吉隆坡太子世界

贸易中心	 (PWTC)，分别

举办《2013年房地产世界

大重组》中英讲座，主讲

者为该俱乐部创办人兼主

席郑水兴。

郑水兴说，全球化

正影响着全球房地产市

场。随着世界各国政府各

出奇招吸引外资投资于他

们的产业发展；未来几

年，我们将看到各国房地

产界的巨大变化。任何国

家都不能幸免“全球化”

的冲击。

他预测全球十大国

家投资热点为：伦敦，迪

拜，莫斯科，纽约，西班

牙马德里，迈阿米，雅

加达，中国无锡，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特区和澳洲黄金海

岸。	

“大家尤其要注意雅加达，她将可能成为一块“金

砖”，甚至是亚洲第一投资热点！”

依斯干达特区将成为世界投资焦点

郑水兴分析说，投资房产的首要任务是选择对的投

资对象，他举出四个“对的”房产投资点给大家参考：

全球化投资点、城市化(尤其旧区创建，机会最大)投资

点、旅游投资点（旅游“霸气”十足的地点必会独领风

骚），以及政府大事发展的经济特区。

“我们是庄家，因此先要有稳赚的策略掌握在

手。”

他说，与其他国家比较，大马房产价格不算高，仍

然具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大马经济会重组，房产将随之大涨；因此，在房

产投资上，今年比往年更应谈风险，包括购买力风险、

兑现风险、经营性风险和政策性风险。”

而投资比较、点对点的比较、时间性的比较，以及

地段的相对性比较，都是

投资房产前所需要做的“

功课”；任何一个国家都

会愿意开放政策，以启动

国家的发展计划，而发展

的趋势必会创造房产投资

的黄金机会。

“日本和香港投资

者鉴定东南亚是值得投资

的地点，特别是雅加达、

吉隆坡及新加坡，而中

国的南部城市，如南宁

和广东则吸引东南亚投资

者。”

“2013年房地产投

资热点，有三分之一是在

中国或讲华语的地方；谁

在3年内是投资最有利的

热点，谁就决定投资热点

以及赚最多钱。”

在讲座上，他预测

2013年度房地产走势，及明年房产投资十大预测及海内

外投资热点；他指出，依斯干达特区将是大马投资热点

的首位，当地备有数个主题乐园、商业区及其他设施，

刺激当地房产市场。

“两三年前，吉隆坡人不懂得抓住依斯干达特区的

先机，反而是外国人积极询问与研究该区的投资潜能；

今天，大家才发现自己后知后觉!还好，该区目前仍有

很多投资机会。”

他认为，依斯干达特区除了是吉隆坡人及新加坡人

的投资热点外，也将成为世界投资注目焦点。

他指，去年，大家都把投资目标集中在槟城，但

今年却纷纷把焦点转移到依斯干达特区，因为大家已“

读”懂土地有限的新加坡将会往外发展，而依斯干达特

区等如三个新加坡，且靠近新加坡，具备种种投资优

势。

尤其在大选过后，他相信依斯干达特区将可能出现

大改变，而大马房产投资也将跟随这股改变的风向走。

他所预测的其余9个大马投资热点顺序为：吉隆坡

市南、亚庇、槟城、赛城、古晋、地不佬、邦咯岛、吉

文/何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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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坡国际机场地区（如龙溪）及马六甲。

“吉隆坡的葛京路、富都监狱、燕美

路、新街场、谷中城及孟沙皆位于市中心的

南部，而龙溪与赛城也是雪州南部，可见今

年的发展往南移。”

“在旅游业影响下，马六甲、亚庇和邦

咯岛受到外资青睐，其中，香港和中国投资

者对亚庇特感兴趣。”

大吉隆坡房地产时代2015年热爆

另，他也认为“大吉隆坡房地产时代”

将随着大吉隆坡计划而降临，当这项计划成

功落实之际，不但让本地人与目前的大企业

进入吉隆坡居住与办公，更有可能吸引全球

的企业进驻吉隆坡，把吉隆坡打造为国际大

都会。

“我估计，大吉隆坡计划将在2015年热爆！”

他说，在政府的经济转型计划下，政府拟用1720亿

令吉打造“大吉隆坡计划”，展望10年后将吉隆坡建成

世界20个宜居城市之一。这将带动大马房地产全球化的

起步，房地产价格也可能会以“国际价格”上市。	

在大吉隆坡计划下，包括建100层摩天楼“独立遗

产”、兴建捷运及建有盖走道，预料将成为房产业的投

资热点。耗资50亿令吉的100层摩天大楼计划，除了提

升吉隆坡的市貌，预料也有助改善吉隆坡的居住质量与

活力。

而新捷运计划所带来的优势，间接促进了城内外的

经济及旅游业，令吉隆坡在未来数年迈向国际级全球化

舞台。外国投资者也将正式大举进场，加速大马市区与

旅游区的房地产国际化的脚步。

他说，唯有通过重建，吉隆坡才能朝向城市化的方

向发展。大吉隆坡计划预计带来的成长包括：吉隆坡将

在2020年同时成为城市经济成长20大以及全球20大最佳

的生活城市。

马来友族举足轻重进军房产

郑水兴披露，一个地区发展胥视发展商及政府，比

如马星集团、实达集团及四海栈控股进驻各别地区后，

让有关地区成为投资热点，如今还要留意政府的决策，

因为政策及政府兴建的各种设施都可刺激该区的发展。

他预测，今年将会有更多马来人进军房产市场，越

来越多年轻马来人有兴趣在城市地区买房。

他说，马来人进军房产举足轻重，因为国内一些主

要发展项目，如赛城及依斯干达特区都是由政府和马来

商家主导，加上一些保留地及甘榜区也有望获得发展。

“虽然有些地方属马来保留地，但，任何一个地

区的发展都得靠全世界投资者，而不是靠单一种族就

能发展起来的；可见，我们还是有机会从中找到一些机

会。”

布城赛城相辅相成

郑水兴认为，布城作为政府行政中心，在产业发展

方面活性较少，不过却可以辅助赛城的产业发展。

他说，赛城可从布城的发展中受惠。赛诚是郑水兴

提到的十大产业热点之一。

二手房产市场易陷困境

另一方面，郑水兴作出房产投资十大预测时也说，

二手房产市场易陷入困境，主要是大都以现金交易，购

买者在融资或向银行借贷方面往往会面对一些困难，而

银行给予二手房产的估价也很保守。

“二手房产市场的问题不容忽视，我认为，政府

应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考虑不实施过于苛刻的融资条

件，银行在这方面需作出适当的配合，这是其中一项有

助于解决二手房产问题的直接方法。”

他说，通常，购买二手房产者多数是为了要马上

运用，并非作投资用途，可是在借贷方面却遭遇重重困

难，很可能是向银行申请100万借贷，最后批下来的只

有30万而已；在这情形下，二手房产市场就相对缩小。

大马打房政策较温和

他预测，政府今年将进一步缩紧房贷，不过应不比

其他国家严厉，因此大马仍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好地方。

“与其他国家比较，他们的打房措施更严格，比如

外国人在阿联酋买房贷款上限为屋价15%，但大马只限

制第3间房贷融资，仍有许多空间。

“若大马房市继续升温，政府将继续祭出打房措

施，但不会比其他国家严厉。”

他也说，香港虽然同样实施打房措施，但不奏效，

因许多中国人仍有能力在香港投资。	

全球十大城市投资热点

伦敦

迪拜

莫斯科

纽约

马德里

迈阿米

雅加达

中国无锡

依斯干达特区

澳洲黄金海岸

大马房产投资十大预测热点

依斯干达特区

吉隆坡市南

亚庇（哥打京那峇鲁）

槟城

赛城

古晋

地不佬

邦咯岛

吉隆坡国际机场地区

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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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中新网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接受南洋商报

记者冯运达访问时透露，预料中国新领导班子

产生后涌现的巨大商机，将有望为大马的经济带来重大

和正面的影响。以下为专访文章的内容：

续办马中企业家大会

黄漢良认为，2013年中国进入新起点，新领导班

子雄心万丈，非常有自信并发奋图强，矢言要把中国经

济继续推向前，此外，中国鼓励当地企业前来本区域投

资，而当中大马就是它们的首选，因此，大马必须加以

配合，以期从中国发展的契机中受惠。

他说，马中经贸总商会也善用这项难得机会，今年

将继续主办马中企业家大会，这非常合时宜，特别是中

国提岀马中经贸5年规划，大马更应重视及进一步了解

中国市场，以便第一时间掌握先机。

“根据中国提岀的愿景，2020年的经济建设，便

是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把城乡的人均收入增加一

倍。”

中国新领导层创大商机

黄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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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漢良现为马中经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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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漢 良 简 介

而分析员也认为，每年7至8%的经济增长，才可达

致这项目标，因此，展现在大马面前的将是无限和巨大

的商机。

他认为，在政治上大马是中国的朋友；在文化上两

国一脉相承，因此，中国特别重视大马。

介绍大马5经济特区

他举例，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在马中经贸总商会的配

合下，已连续9年在大马举办“马中进出口商品展览会

暨投资洽谈会”，今年将进入第10年。

黄漢良说，这也将是马中经贸今年举办的另一项大

型国际活动。

他说，中国经济崛起并鼓励该国企业家走岀去，大

马应该尽可能把中国企业家引进来，从而对国家的经济

发展作岀贡献。

“第一年办这项活动时就吸引逾千名企业家参与，

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大约500名企业家。”

“在大会期间，我们向中国企业介绍了大马的5大

经济特区的优势与特色。”

大马企业应掌握先机

黄漢良呼吁大马企业与商界掌握先机，从中国开始

着手进行的城乡一体化演变过程中，汲取对大马经济发

展大有裨益的养份。

他说，中国推动新型城市的发展，呈现大量的商

机，诸如重视德国及法国及其他国家城市发展的研究，

大马企业都应善以利用，转变为对自己及大马经济有利

的因素。

“所谓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因此，大马企业必须洞

察先机，先人一步。

“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大马的经济确实大有好处，

例如近年来当地需要许多大规模的污水处理，现在已有

大马的企业在中国进行这方面的投资。”

他说，中国开始进入第12个“5年计划”，将岀现

的情况便是商机、经济转型、产业升值等，而他看好的

行业也多不胜举，信手拈来便包括节能低碳行业、生态

产业、海洋产业、信息产业、绿色制造业、文化产业、

生物医疗、保健与养老养生、现代农业包括农家乐、城

镇发展与其配套服务等。

黄漢良说，他月前与大马的一些华团代表岀席中国

侨商联合会在北京举行的一项经济论坛，聆听了多位著

名的经济学家的演讲，令大家获益不浅。

他说，其中李稻葵教授表示世界经济仍存在着不确

定的因素，欧洲的债务危机还未获得彻底的解决；中国

的经济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人们须对世界经济持谨

慎乐观态度。

“从专家们的讲话中，我们可以较准确预测中国房

地产2013年仍会涨，因中国人存放着的钱太多了，何况

中国又无金融产品可供投资，老百姓在此情况下只得购

买房子。”

“中国的地方政府也是靠土地转让以赚取庞大的税

收；百姓对大地也有特别的感情。这一切造成中国房产

高居不下，人们对房地产也比较乐观。”

中国双转型有利大马

黄漢良说，另一名北大教授厉以宁主讲“中国城

镇化过程，政府要缩小城镇差距”时指岀中国的发展转

型，体制也在转型，属于双转型。

他发现在上述的发展过程中，也将一样可以为大马

经济带来好处。

年均8%成长

黄漢良说，北大教授、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义夫则

表示中国仍有20年的经济增长，而且是每年均将可以取

得8%的成长。

他说，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所长李佐军分析

中国的经济发展时形容中国的城镇一体化，是中国经济

成长中新的激励因素，并乐观看待中国城镇化的自然演

变过程。

“中国经济短期呈U型发展；长期则是乐观的。

“2015年才能走岀经济低迷，直至2030年，可达发

达国家水平。

“因此，这两年为转折而艰难的时期，必须攻坚克

难，这也是国家领导人所重视和必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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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5中国经济U型发展？

我
有幸受邀参加2013年1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

届中国桥南会。这次会议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上

任后在8项规定下举行的精短会议活动。7号报到，8号

早上开幕，下午论坛，晚上送别，过程精简有效。开幕

式是由林军主席讲话。

中国桥商会选出新主席是香港世茂集团的许荣茂，

原任主席陈友庆为副主席。

简单的午餐后，2.30分准时在北京首都大酒店紫

云厅举行侨商论坛。本届论坛围绕党的18大报告中提出

的“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

线”以“科学发展与创新转型”为主题，重点探讨侨资

企业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侨商论

坛由侨商联合会陈桦副会长主持。

著名的经济学家李稻葵教授讲中国最新金融及房地

产政策解读。厉以宁教授主讲中国经济发展与侨资企业

新机遇，而李佐军研究员则讲中国经济新阶段与侨资企

业新对策。

2013世界金融风险及不确定性

李稻葵教授分析于目前世界金融情况，首？是美国

公共财政风险，财政赤字未能解决。其次是欧债危机，

意大利大选的不确定性；德国今年的选举亦能造成执政

党下台。第三是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尤其

是房地产的走势依然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2013新的起

点，李教授认为中国的房地产还是向上的。主要原因有

3点因素：

文/黄漢良
8-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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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民货币存量太高，190%以上，而美国是

65%（广义货币除GDP）；欧洲是70-80%，中国有15万亿

美元，而美国8万亿美元。中国的资金没有出路，可投

资的金融产品不多，有钱只好买房子保值。

二、地方政府要靠房地产开发的税收，出售土地的

收入，所以低价降不下来。

三、老百姓恋土情结，人民爱买房子，居者有其屋

的心态，所以居住的房子是首选。

以上三点是中国房价高企不下的原因。

李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冷暖与房地产关系重

大。2013房地产上政府态度最重要。他认为中国经济基

本面还很好，尤其新领导上台后很多政策有利经济发

展，内需不断加强，产能升值城镇化，长期动力是国土

建设，短期靠政府财政开支，长期靠企业支持，国有资

产改革注入民营化。发国债卷，金融改革，资本市场改

革。

李教授看好2013中国股市上涨，而且是个亮点。至

于房地产也看上，但不会暴涨，只是温和上升。随着高

铁建设改变周边地产的发展，城乡一体化是个大商机。

这是又爱又怕又恨的心态。大家都等待未来收入的增

加，以便全面进入小康社会。

物资资本+人力资本+无形资本三结合

厉以宁教授讲话幽默活泼，深入浅出。他谈到生态

文明建设认为小富靠勤，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他

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是个大商机。中国廉价劳工的结束

就是技工的开始，新人口的人力资深培训，改变环境，

改革是创造红利，改革是双转型，即发展转型，体制转

型。信息是红利。GDP结构、产业结构、优化结构、调

整结构，以致结构改革的重要。

他认为缩小城乡差距是重要的，四个中国道路城镇

化是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农村）特点是园林化，环

境经济，公共服务到位，功能一体化，要做到快速、大

意、优势、互补，并以龟兔竞赛的故事说明优势互补最

后创造双赢的圆满结局。

中国推动城镇化是历史机遇

李佐军的演讲生动活泼，虽然排在最后讲话，但大

家还是振奋心情聆听。他指，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的机

遇还有10年左右，主要是城镇化带来的机遇。他认为这

是自然演变过程。是产业化，收入水平增加后的必然趋

势。

他除了谈到机遇之外也提到面对的国际经济挑战，

中国内部的经济状况，认为十二五规划中，短期乐观，

中期U型（2014）最快2015年后才走出困境。所以，现

在是攻坚克难的时期。2013比2012还难，但前景乐观。

李教授提到几个有潜能的投资企业：

一、 节能减排低碳产业；

二、 生态产业；

三、 海洋产业；

四、 信息产业（IT）；

五、 绿色制造业；

六、 文化产业；

七、 生物医疗保健中药业；

八、 民营金融业（快递业务）；

九、 现代农业（农家乐）；

十、 城镇化产业；

十一、 特色产业，品牌产业化，国际化、融合化等，

是地球的可持续发展。

三位教授的演讲都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和期

许，世人在掌握中国最新发展趋势，参与中国经济发展

从而分到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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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东盟经贸论坛

东盟一体化——
求同存异的发展途径

自从美国高调要“重返东南亚”，东盟再次成了此

区域地缘政治的焦点，东盟内部一体化的进程也

成了国际注目的课题。

其实自从东盟一体化加速进程，在2015年要达致经

贸紧密合作，东盟中国自贸区由2010年落实，其政经重

要性令美国坐立不安。在美国的直接间接怂恿下，日本

在钓鱼岛立场转硬，菲律宾以主权问题在南海纠纷上扮

演了反华急先锋，再加上越南、新加坡的貌似中立骨子

里亲美的立场，中国在东盟处境已是百上加斤，所以中

国必会力争在东盟经济发展中占一重要席位，这对促进

东盟一体化是有所裨益的。

东盟十国人口6亿，区域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万亿美

元，目前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东盟最

大的贸易国。东盟中国双边贸易于2011年已达3629美元

由泰中友好协会、泰中商务理事会、人民日报海外版泰国月刊及泰国人力资源开发基金会联办的第二

届中国-东盟经贸论坛暨东盟商企精英颁奖典礼，在2012年12月17日于曼谷香格里拉大酒店拉开序

幕，共有300多位来自中国、泰国和其他东盟国家政界、商界、文化界嘉宾及驻泰中资机构代表等出

席这项盛会，包括泰中友好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功.塔帕朗西、泰国枢密院大臣坤春鹏、泰国商业

部部长本松•德里亚披龙、中国驻泰国大使管木、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刘锦庭，泰国云南商会会长杨

源辉，泰国人力资源基金会秘书长吉拉，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一等秘书刘建国等。

该论坛围绕“东盟经济一体化形势下泰中经贸的合作与发展”，中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

的商企精英进行了热烈探讨；马中经贸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受邀于该论坛作主题演讲，以下为

其演讲内容：

▍ 左起为新加坡-泰国总商会交际总务杨天华、马中经贸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泰国中华会馆名誉理事长兼东盟
商界杂志社社长饶培中、泰中友好协会会长功.塔帕朗西及东盟传媒集团执行董事韩宗渭。

陈
友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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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前年增长24%），而根据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

常务副秘书许宁宁引述的数据。2012年中国东盟贸易额

再创历史新高，突破4000亿美元，按年增长10.2%，马

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额为948.13美元，按年增长5.3%。

东盟一体化的主要障碍

东盟经济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目前全球经济归

纳为三大块，即美洲经济、欧洲经济、东亚经济，而东

盟经济是东亚经济的一部分。东盟十国的国民生产总量

为2万亿美元是微不足道的。如今世界经济是“三国鼎

立”的时代，而东盟经济一体化确也是大势所趋。然

而，东盟的一体化面对了不少障碍与挑战。东盟各国经

济发展阶段相差不小，从新加坡的年均收入四万四千美

元，至马来西亚的八千四百美元，到缅甸、柬埔寨等国

的不足一千美元，各国年均收入差距更大，令东盟中国

自贸区也得区分为两大阶段来落实。

至于东盟诸国宗教与文化的差异，意识形态的不

一，再加上政治体制及国家发展途径的相差，更令此区

域整合工作挑战诸多。东盟十国，在语言文化上有很大

的区别，英文将是该区域的通用语言。

至于最近频频发生的领土纠纷，特别是南海课题，

更令东盟诸国凸显不同立场，特别在此课题针对中国处

理手法的分歧，更令最近的东盟峰会无法达致同一立场

而让争论公开化。

人才的培养是东盟一体化成功的关键！东盟面临

很多的挑战，有政治安全的考量、经济发展的速度差距

及文化的差异等。马来西亚把自己国内各族群的差异性

作为资产通过相互学习欣赏，存异求同，并达致优势互

补。自1999年到今天,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在东盟

各国政府与民间的协力推动下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更是本地区经济发展未来的主要

推动力。至于东盟其他领域（包括政治、文化、教育

等）的交流及整合工作则是起步艰辛，挑战诸多。

远亲不如近邻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交往数十年，但其突破性提升开

始于2004年于广西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及论坛。

至于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落实，再加上泛亚铁路的规

划及泛北部湾的建设，中国与东盟互动发展已经成为本

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区域经贸发展需要该区域的人力资源的培训及流

通。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是有非常逼切的。中国与东盟之

间的学位互认机制必须尽快设立，跨国学术合作如双联

课程、学生交换、学分转移至各类学术交流都是培训中

国东盟经贸人才的关键。

至于长期发展而言，东亚货币的促成将是划时代的

突破，以便与美元及欧元三足鼎立，确定国际经贸的多

元开放发展趋势。

总结：

中国东盟正式经贸关系全面发展始于1991年，至今

21年，其历程证明了中国将东盟视为长期合作伙伴的政

治决心。而美国重返东南亚仅是在2011年。这是美国在

决定从阿富汗撤军后全球战略的新布局，看来东盟只是

美国全球战略的一步棋子。

东盟一体化面对内、外的两大挑战，对外在与中

国继续发展的同时，也不宜忽视美国的角色，但必须有

主次之别，亲疏之分。对内则需确保东盟一体化根值于

民，以人民利益为先，各国需相互尊重与彼此支援，才

有望早日区域实现一体化的宏图大计。 

▍	 陈友信（左四）出席人民日报海外版推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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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自动自发
为马中经教搭桥

中
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与东南亚的文化交往也

源远流长。早在唐、宋年间，中国古书里就有了

有关婆罗洲（也就是今天的东马、汶莱等）的记载。近两

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迁居海外，有很多选择了东南亚为落

脚点，尤其是横跨南中国海的马来西亚。

中国情意结   激发华青中国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建设成就有目共睹，每做一个

大项目，可以举国齐心协力，万众一心，本来要用数年时

间完成的项目，一年也许就办成了。向这样“只争朝夕”

的例子太多了，比如：举办奥运会、太空舱上天、航母下

海等等，举不胜举。对于我们海外华裔青年，尤其是来自

东、西马的华青们来说，第一次踏进神州大地，热火朝天

的建设场景尤其令人震撼，好像不是在建造现实的世界，

而是在建设未来的科幻世界。这些景象完全与自己原来

心灵中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不是同一回事。

除此之外，身为多年前离乡背井到海外落地生根的

中国人后裔，我们欣见中国以人为本、秉着科学发展观

来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之中有幸在这中国蓬勃建

设里参与其盛的，不但在事业上大有作为，同时加深了中

国与马来西亚的友谊关系、建立双边与多边的全方位交

流。

马来西亚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近年

来中马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更达到每年近一千亿美元。东

马包括了在婆罗洲岛上的沙巴与砂劳越两个州，毗邻汶

莱与印度尼西亚。东马地广人稀，面积几乎有马来西亚的

三份之二。东马物产也颇丰富，有木材、棕櫚油等。与湖

南相似，东马的人口里，也有好几十种民族，大家和睦相

处。东马的自然环境保护优越，山水风光明媚，近年来也

有大批的中国旅客到东马来观光旅游。

胡逸山博士 
原任马来西亚总理政治秘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
资深研究学者

奔马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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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马的华人社会文化相近，情同手足，大家在文

化、教育以及与中国的交流等方面的努力，既齐心协力，

也各自精彩。就如在过去几年里，多位中国领导们，纷纷

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问考察东马与西马，促进马来西亚

与中国的经贸、文化交流。在东马，如沙、砂两华青团，也

很积极的面向中国，把中国的一些艺术团体，安排到东马

来与东马本地的艺术文化团体交流、同台演出等，不但在

东马民间掀起一阵旋风，也得到东马有关当局的领导们

的大力鼓舞。

我们身为海外华人的新生代，虽然不在中国出生、长

大，但因年长一辈的言行身教，再加上我们中间大多都受

过中文教育，所以对我们的祖藉国，也就是中国，普遍上

都有浓厚的感情；而个别朋友们甚至也把事业重心放在

中国。所以，一般上无须他人的叮咛，我们一般上都会自

动自发的成为中马之间经贸、文教交流的一座座无形的，

但又无所不在的桥梁。

中国东马交流合作   以三个主题为起点

坦白说，中国崛起将成为东方巨人，而我们东、西马

的青年如果将自己今后大部分人生投入建设中国与马来

西亚，并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也是无可厚非

的。尤其是华人知识分子今后除了做好桥梁工作外，更要

注重对中西方思想与制度在交流中的碰撞，引起的问题，

做好沟通与借鉴工作。例如：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

有些人不自在、有担心，华人知识分子可以展开民间外

交，解惑释疑；中国提倡科学发展观，我们要把海外可

持续发展的成功经验，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方式介绍进

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团结广大的海外华人知识分

子，一起为中国建设加油努力。

我提议，尤其在中国与东马的交流合作上可从至少

经贸提升、多元文化、教研合作这三个主题为起点。

在经贸方面，东马与中国最大的贸易项目可谓是东

马的棕榈油出口到中国，经过加工提炼后成为中国的食

用油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坦白说，如此这般的纯粹原

产品出口，对本地的经济效益还是可以加强的。中国的粮

油食品工业发展一日千里，其实在符合经济效益的大前

提下，是可以考虑把部分的原产品加工程序、技术等迁移

到原产地，如东马的沙巴、砂劳越来，创造在地的就业机

会，不但提升原产品加工的“量”，也改善其“质”。个别

中国的农业集团，也同样可考虑在土地广阔肥沃、阳光普

照的东马建立栽种、生产与加工一条龙的作业模式。这样

一来，即可协助中国保持粮油供应的稳定性，又可促进

当地的经济发展，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文化方面，东马与中国的一些省份一样，都是多元

民族、多元文化的多姿多彩社会。大家各自传统多元文化

原汁原味的传承、交流等固然很有必要、如上所述也在一

定程度上都做得很好了。但不管是在中、在马大家也应关

心到，如何把这些传统多元文化、这些民族艺术的精髓

加以现代化、大众化，却又不流于形式，说得更白点，就

是如何使到年轻人们也会对这些文化精华产生兴趣，甚

至情不自禁的爱上了这些传统文化？近代中国的演艺事

业发展，特别在过去几年，做得尤其出色。在这一点上，

尤其可以与东马的多元化社会分享，如在实地考察后，可

考虑把一些创作基地也设个点在东马，帮助提升当地的

文化创意经济，或至少在中马数百年的交往历史中寻找

灵感、题材，让世人都能通过现代艺术的赏识，来了解两

地密不可分的传统友谊。

在教育科研方面，最基本的一点，中马双方面都可开

拓更多管道让更多青年同学们到对方的学校里、企业里

去学习、实习，从而不但培养人才，也促进两国人民之间

的友谊。个别中国的大学、研究院等其实也可考虑到东马

来开分校、分院。如澳大利亚就有两间大学在东马开了分

校，学生不但来自东马，也来自西马，以及其他东南亚国

家。东马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动植物品种五花

八门，直到今天科学家们还未能将它们全都命名，更勿

论把它们的各种实用价值、医药疗效等研究出来。所以，

结合中国领先科技的研究所，如设在东马，必能生事半

功倍之效，也造福全人类。

由此看来，展望未来，东、西马的华社无论是在互相

交流里、或与中国的交流里、更尤其是与湖南的交流里，

肯定会更上一层楼。我们当然也热切希望中国的青年领

导们、企业家们也能走出去，到东马、西马来考察交流，

从而与我们达致相辅相成的双赢局面，共同推动全球华

人携手发扬中华文化、促进和谐世界的伟大理念。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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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的
契机与迷思

正
当沙巴州遭苏禄军入侵的期间，我却刚

好身在沙巴的亚庇，为当地的会员商家

演讲关于中小企业的课题。这次所讲主题，主要

针对大马中小企业面对的主要挑战、区域形势的

影响以及中小企业在这些挑战下，应该采取的策

略。

比较起来，此类课题一向较获得西马商家的

关注，然而，由于在最近频密获得东马商会或其它

组织的邀请成为主讲人下，我发现东马商家也在

渐渐地开始关心起这类课题来。

中小企业是国家经济的支柱。就拿美国来

说，在2000年，该国就共有2,300万个小企业。这

些小企业雇佣了全部私营企业50%的雇员，产生全

美一半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创造了大部分新的就

业机会，美国的出口有2/3来自小企业，小企业是

美国经济中最有活力、成长和变化最快的企业。

然而在我国，过去的一段时期，我国的小企业

没有真正获得政府的普遍认识，并且曾经受到长

期的忽略。一直到近年来，政府才意识到，要振兴

国家经济，就必须将国家焦点主力，重新放在中小

企业上，才开始展开对中小企业的政策的重大改

变。

到目前为止，在我国的中小企业就占全国97.3

％。由于拥有顽强的生命力，虽然遇上了国际金融

风暴、美国经济不景等，我国的中小企业仍然协助

国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占国内

取金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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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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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的32.5%，其雇佣人口达59%，出口量达19%。因

此可以说，中小企业是国家本土资源成长的动力、是国家

整个供应链前后连接的基础与支援。它也协助维持国家

经济成长的平衡、加强国家经济的动力。

为了发掘中小企业更大的潜能，推动大马的经济，政

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大型计划，如2010-2020年第10大马计

划，经济转型计划、2012-2020中小企业大蓝图，皆认为

中小企业可以发挥如下作用：市场竞争的先锋队，推动市

场竞争，促进经济新陈代谢；技术创新的领头人，不断创

新技术，开创新兴产业；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发挥企业家

精神，提供自我发展机会；区域经济的火车头，促进地区

经济发展，对工商业区域集聚起到核心作用。

当然，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幻莫测，中小企业在提升自

己的同时，也必须掌握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区域

势力所带来的影响。

欧盟与美国在世界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中，目前虽

然仍然名列第一及第二，但经济影响力逐渐退烧，并有

让排名第3的中国后来居上的势头。

以往大家都说“美国打喷嚏，全世界感冒”，并依赖

美国的消费。然而，现在的中国，因为国力的增强，连带

国民的购买力也大幅度提升。更有市场预测，2年后，中

国将会成为世界最大消费国，并将买下全球60%奢侈品。

可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影响力。

尤其，2010年1月1日起，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全面

落实，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让中国已成为东盟最大的

贸易伙伴，而东盟也在这两年来，成为中国第3大贸易伙

伴。在2012年前11个月中，双边贸易更已达3,600亿美元。

马来西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该乘机抓住这个结合起来

是19亿人口，整个自由贸易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值

达14兆美元的大商机，积极争取成为本区域的生产力与

服务中心。

在2012年前11个月，我国单在制造业，就获得中国投

资约15亿令吉，并预计在2013年，可获得中国10亿令吉的

投资。而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特区包括，早前的5大经

济走廊，如马来西亚伊斯干达区、东海岸经济特区、北部

经济走廊、砂拉越再生能源走廊以及沙巴发展走廊，在

吉隆坡闹市划出70英亩地打造的敦拉萨交易区，此外，尚

有马来西亚与中国合作开发的关丹产业园等，预料在未

来的日子，将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外资涌入，包括更多的中

国投资将会登录大马。

无论如何，根据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stitute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发出的2012世界竞争力年

报，马来西亚名列14；而世界银行发出的2013经商环境排

名中，马来西亚则排名12。虽然名次不算太后，但为保国

际竞争力，马来西亚仍必须不断地努力，防止其它国家的

迎头赶上，同时也要不断地超越前面的对手。

就拿一个例子说，在197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为380

美元，南韩仅有260美元，与新加坡和香港的人均收入相

比，不相上下。而根据最新调查显示，2011年的马来西亚

人均收入，仅有9千977美元，而南韩已达致22千424美

元，大大地将我国抛在后头。而新加坡与香港的人均收

入，更分别高企至46千241美元及35千156美元。

国民收入是否能获得提升，与国家经济结构紧密相

连，其中包括国内企业是否具备足够竞争力、体制完善，

能否制造更多财富。

然而，在探讨我国中小企业普遍面对的主要问题上，

仍然是围绕在老课题，包括企业的生产力不足、缺乏熟

练员工、老式经营、企业内部行政及资金管理不当、不善

于用资讯导致融资管道不正确等。

尤其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最低薪金制课题，凸显了

我国中小企业严重依赖外劳的问题。若中小企业一直无

法从中转型，将让国家资金长期外流，本地人才不断流

失，而这结果将会一直恶性循环，并导致我国逐渐落后

其它国家。

借此，希望中小企业积极配合国家进行的经济转型

计划的同时，也为自身的企业进行转型，并向打造马来西

亚成为高收入国目标迈进。也冀望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民众因薪金和消费能力的提升，将为国家经济带来良性

的连锁反应，包括收入的增多将提升消费力，也连带提

升国民对高档物品的欲求与扩大购买力。若中小企业能

生产这些产品，将协助国家加强内需市场带动经济。待实

力增强后的中小企业也可走向国际、拓展海外业务，最终

将大马制造销售至世界各国。这些将是中小企业克服面

对更大竞争，提升自己的必经之路。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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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品注册知多少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长、生活节

奏加快及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美容与保健品的消

费日趋大众化，从过去的可选消费品转为必选消费品，中

国的美容与保健品市场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

2001-2011年，中国化妆品零售规模增长了5倍，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之一。保健食品在中国的

产业规模更超过2600亿元。2011年中国保健行业总体销

售额达6500亿元。2012年上半年中国保健品行业增长同

比超过20%。

虽然美容与保健食品已经成为趋势，但是近年来中

国产品安全问题不断，使外国进口的美容品、保健品和食

品在中国市场大幅提升。进军中国市场，首先必须先认清

产品性质，分类注册。

一、什么是保健食品，如何分类？

在中国，保健食品是指：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生产和销售，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27种）或者以

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

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

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

保健食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功能性保健食品，另一

类是营养素补充剂。

(1) 功能性保健食品：指具有27种功能之一或其中几种

功能的保健食品。27种功能包括：增强免疫力、对辐

射危害有辅助保护功能、改善睡眠、增加骨密度、缓

解体力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提

高缺氧耐受力；缓解视疲劳、祛痤疮祛、祛黄褐斑、

改善皮肤水份、改善皮肤油份；辅助降血脂、辅助降

血糖、辅助降血压、对胃粘膜有辅助保护功能、抗

氧化、辅助改善记忆、促进排铅、清咽、促进泌乳、

减肥、改善生长发育、改善营养性贫血、调节肠道菌

群、促进消化、通便。

(2) 营养素补充剂：指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而不以提供

能量为目的的产品。其作用是补充膳食供给的不足，

预防营养缺乏和降低发生某些慢性退行性疾病的

危险性。

外国保健食品进口中国市场之前都必须接受国家卫

生部门的审批，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颁

发的《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简称《批文》），然后才能办

理进关等手续。未领取《批文》的产品无法入关。无批文

的产品不得在中国市场销售，否则一经查处将受到严厉

处罚。所以，申请保健食品“国食健字J********”批文

是外国保健食品进口到中国市场的第一步。

二、什么是化妆品，如何分类？

在中国，官方对于化妆品的概念是：以涂擦、喷洒或

者其他类似的方法，散布于人体表面任何部分（皮肤、毛

发、指甲、口唇）以达到清洁、消除不良气味、护肤、美容

和修饰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

品。

所有进口中国的化妆品

在销售前必须经过中国国

家卫生部备案批准。主要化

妆品分为2大类：特殊类和

非特殊类（各自又有若干各

小类）。

(1) 特殊用途化妆品分为：育发、染发、烫发、脱毛、美

乳、健美、除臭、祛斑、防晒共九类产品。

(2) 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分为：发用类、护肤类、彩妆类、

指（趾）甲类和芳香类共5类。

两大类之间的申请周期和费用是有区别的。如果其

产品是食用或者治疗的，就可以考虑保健食品或药品注

册。一般化妆品批文有效期为4年，4年后需要延续。

三、什么是进口食品、化妆品中文标签，如何申报？ 

进口食品中文标签，即为进口食品进口到中国市场

之前，在完成批件注册后，由当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审

核后贴在产品原外包装上的产品中文信息。根据中国国

家质检总局2006年第44号公告的规定，进口食品、化妆

品标签必须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中

国国家质检总局在2006年4月1日起，发布“关于调整进

出口食品、化妆品标签审核制度的公告”，进出口食品、

化妆品的标签审核与检验检疫结合进行，不实行预先审

核。由各地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出口食品、化妆

品检验合格后，在按规定出具的检验证明文件中加注“

标签经审核合格”即可进口。

四、产品的中英文名称（品牌）是否考虑到了商标

 的同期保护？

外国保健食品企业在申请《进口保健食品批准证

书》时需提交产品中文名称，按照SFDA《保健食品命名规

定》产品名称由品牌名、通用名、属性名三部分组成。其

中“品牌名”就是企业的品牌；当批件成功申请下来时，

所提交的产品名称包含的“品牌名”也会在批件上出现。

如这时这家企业的商标名还没在中国注册，就有被

别人抢注的风险，如已被别人抢注，那就得重新取名。这

样不仅产品包装、宣传材料等都需要更换，更重要的是

还得到SFDA去申请变更产品名称，这个变更时间大约需

要3个月，无疑会给企业带来麻烦增加成本。如果重新注

册商标但没有进行批件变更，那么实际销售的产品名称

就与批件上的名称不一致，这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强烈

建议外资企业在申请产品注册前最好先申请商标注册。 

一般来说，境外企业最好选择有经验的咨询公司代理

申报，因为中国的政策法规、注册程序、技术要求等与国

外差异巨大，境外企业因为不熟悉注册要求而注册失败的

大有人在，结果浪费了时间和财力，还得从头再来。 

陈浩天
登尼特集团董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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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什么挂牌上市？

企业上市指的是什么？

通常说的“挂牌上市”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先公开向

公众发行股票融资，然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而优

秀的企业若能发行上市，就能更好的借助资本市场的力

量，通过股票的自由买卖，实现资本的流动和资源的优化

配置，从能迅速发展壮大。

企业上市利弊

在我接触的许多企业家中，对上市的许多利弊，实不

是很理解。大部分企业家都认为，企业若是赚钱，又不缺

钱，实不用上市。上市是那些没钱的企业，想在公众里掏

钱而已！事实又会是这样吗？且让我来谈谈。

企业上市融资的好处

1. 利用资本市场可以筹集巨额资金促进企业发展。

在向我咨询的众多企业里，大部分都跟资金有关。若

你能帮我融资某个数目，我将能为公司增加什么什么……

但大部份都无法走入资本市场融资，完全没做好准备，好

不可惜。

企业上市，能广泛吸收公众资金，迅速扩大企业规

模，提升企业知名度，增强企业竞争力。企业通过上市，

把自己的一部分股份推上市场，设置一定的价格，让这些

股份在市场上交易。股份被卖掉的钱就可以用来继续发

展。世界知名大企业，几乎都是通过上市融资，进行资本

运作，实现规模的裂变，迅速跨入大型企业的行列。企业

通过上市募集到的资金数量大，速度快。如果企业以20

倍市盈率发行股票，意味着需要用20年时间积累的资金

可以通过上市一次性募集到位。

企业有了巨额资金，就可以扩大规模，提高技术装备

水平，尤其是提高核心竞争力，使企业迅速发展。需要指

出的是,企业上市后的发展是大改变，和非上市企业拉开

了距离，才是把企业做大的开始。相信许多企业家明白，

资金是让企业扩大发展的重要环节。

2. 建立资本融资筹的长远方案。

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不是一次性的，上市后还可

以通过增发股票、发行债券等多种形式再融资，可以打

破融资瓶颈束缚，获得长期稳定的资本性资金，改善企

业的资本结构；可以借助股权融资独特的“风险共担，收

益共享”的机制实现股权资本收益最大化；还可以通过

配股、增发、可转债等多种金融工具实现低成本的持续

融资。和银行贷款相比，发行上市融资更具有优越性。银

行贷款到期要归还，如果不能借新还旧，企业生产经营

就要受到影响。而在众多融资手段中，与银行贷款等间

接融资方式不同，只有上市融入的资金具有永久性，无需

归还，不存在还本付息的压力，可以大幅度减低企业财务

成本，企业可以从容规划使用。企业将可以投入更多资

金用于研发，企业上市将有效地增强企业创业和创新的

动力和能力。

3. 为公司和股东创造财富，打开股票可流通之门

公司上市后，能为公司和股东创造非凡财富。公司价

值通过市场来确定，投资者对公司的估值通常在利润的 

5—30倍，有些甚至更高如面子书91倍，实让公司和股东

一夜之间成富豪。而私人公司一般由税务部门或投资人

的估值通常是利润的1—2倍。上市后，公司价值将得到极

大的提升。股票有一个流通的市场，股东可以自由买卖

股票，收回创业投资与回报，对不满公司的股东或急需资

金的股东，上市为公司股东的套现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也

为私募基金与风险资本的退出建立了顺畅的渠道。从而

更容易吸引私募基金与风险投资者进入。 

财富天下

李国源硕士
马中经贸总商会中央理事
马来西亚金融顾问公会副会长
多家报馆的经济财经理财专栏作家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大家都听说过面子书(Facebook)那笔堪称今年规模最大的首次
公开募股(IPO)交易，融资160亿美元。而马来西亚也随后在世界
的金融舞台里，成功把环球投资控股(Felda Global Venture)
成为今年世界第二大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交易，融资32亿美
元。接着是亚洲最大医院运营商，马来西亚综合保健控股(IHH 
Healthcare)也在马来西亚交易所挂牌上市，通过首次公开募股
(IPO)筹资约20亿美元，成为今年迄今为止全球第三大IPO，让马
来西亚成为IPO的世界焦点，戴上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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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马中合作重点商机

中国商务部代表团

中
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秘书

局局长沈丹阳率领9人代表团于2月25日与本会

领导进行交流，随团者有商务部办公厅副处长黄名海、

商务部亚洲司三秘吉晓旭，随团媒体包括新华社、中新

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网及国际商报社。

沈丹阳谦虚地表示，中国商务部办公厅官员与随团

中国媒体来马主要目的是要考察、交流与学习，以进一

步了解大马经贸方面值得探讨的内容。

“马中之间紧密合作，双边贸易发展迅速，即使在

去年全球经济发展不乐观的情况下，马中双边贸易额亦

突破948亿美元，缔造了很好的势头。”

“今年又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

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第十年，今后，我们将积极扩大与

东盟各国，尤其是要扩大与大马的合作范围。”

他说，马中之间的合作，在许多领域仍存有很大的

潜能与机会，因此，希望透过媒体来马实地考察了解及

跟大家交流后，再作详细的报导，以让一般没来马实际

了解的中国民众可从报导文章中解开心中的一些迷思。

“部分中国人所产生的迷惑包括：为何马中要发展

如此紧密的合作关系？大马棕榈油销往中国，对中国相

关的产业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大马有什么原材料可卖

去中国？透过合作对大家有什么好处？大家都说马中合

作商机多，但，重点有哪些商机？……”

以下为中国媒体向本会领导所提问的问题：

记者：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马来西亚来

说，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如何看待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的前景？

陈凯希：关于利弊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没有当初的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因

此，不论谁成功或谁失败，整体来看这是成功的。

2012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突破了

4000亿美元，增长了10.2%。中国在东盟投资较上一年

同期增长52%，达到44亿美元。中国已连续四年是东盟

的最大贸易伙伴，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如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成功的话，将有望

成为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我相信，要是东盟各国分

散发展，我们将走不出亚洲，在跟中国紧密合作之下，

东盟马上走向世界舞台，迎头赶上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

区。未来，只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持续发展，跃升

成为世界第二大自由贸易区也不无可能。

中国与东盟合作分外引人瞩目；中国与前三大贸易

伙伴中与东盟贸易增速最快。中国—东盟自贸区惠及了

中国、东盟10国的经济稳定和增长，促进了东盟国际地

位的提升和内部凝聚力的增强。

去年，马中双边贸易额突破948亿美元，更重要的

是，在948亿的数额背后，存在着大马对中国的200亿美

元顺差。但由始至终中国都未曾向大马施压要求必须从

中国进口一定的产品以使外汇平衡。

这就足以证明中国对大马甚至是整个东盟国家的关

怀与支持，中国俨如“老大哥”般给予东盟国家照顾，

让彼此建立密切的友好关系。

黄汉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2010年建成至今短短

数年所取得的成绩包括推动双边的贸易和投资，进一步

加深区域融合，促进中国省市对东盟市场的了解等，经

▍  坐者右起为林玉唐、黄漢良、沈丹阳、杨天培、刘俊光；站立者右起为盧国祥、张彬、张联兴、李国源、丁锦清、康伊明、 
李志贤、黄锡琦。

文/何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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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合作硕果累累，当中主要因素是中国作了很大贡献，

中国以身作则，开放了13亿人口的市场让东盟国家“走

进去”。

比较之下，亚太自由贸易区就显得逊色多了，原因

是日韩不开放市场，尤其在农产品方面抓得最紧，只顾

维护本身利益。

东盟国家有今天全靠中国主力推动成就。

依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至今的整个发

展来看，对马来西亚及其他东盟国家确实是利多于弊

的，东盟国家的产品能够走进中国庞大的市场销售，无

疑是给各行业打了一支兴奋剂！

我想，如果单靠东盟国家是很难能在短时间内发展

成今天的面貌，因为，东盟国家之间相互矛盾，许多产

品相同，在贸易方面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

我们真的要感谢中国给东盟带头，并带着海量风度

与诚意，凝聚了东盟10国的力量，加紧落实各项发展措

施，争取到2015年实现经济一体化目标。相信，未来，

东盟国家只要按这原定计划就可稳步前进。

记者：但，有一种说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

马来西亚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方法解决当中的挑战与困难吗？

黄汉良：有句俗语说：当我们打不过敌人时就与他配合

吧！

我以个人的行业故事跟大家分享，我曾领导大马

布匹百货制衣总商会12年，在我任期内遇中国改革开

放。1997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对香港制衣厂商甚为吸

引，生产线都蜂湧移往中国，逐渐地也影响马来西亚制

衣厂的发展。

当时，我们自知在时装生产方面，确实无法跟中

国竞争，所以我们选择跟中国厂家配合，我们提供设计

图，对方负责生产；从潮流时装到传统马来服装，中国

厂家都能达到我们的要求，结果，大马时装业者也从中

赚了不少钱，可见，合作对彼此都有利。

中国厂家所具备的优势是原料丰富、工人技术纯

熟、价格便宜，不到一个月就能交货，且灵活处理合作

条件，经常把国际生意当国内生意做，在货品卖钱后才

收账，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方便。

但，随着今天中国人生活水平提升、工资提高、通

货膨胀，未来，我们只能走高档或品牌时装路线，一般

的时装生产必需转移到缅甸、柬埔寨等地才比较划算。

这情况跟过去相似。当年，大马制衣厂共有2千多

间，后因不能与中国竞争，被迫转型做贸易生意，当中

逾90%业者与中国厂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不过，时

至今日，我们又得改变了。

中国拥有丰富资源、人才济济，再加上近年中国人

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因此，今天大马人要到中国投资可

谓是难上加难了！毕竟，资金不比中国人多，再加上中

国未全面开放金融，在这情形下我们必然会遇到一定的

困难，除非是大集团，否则，一般生意人确实不容易在

中国闯天下。

记者：目前，中马两国在哪些领域有合作？随着中国-

东盟自贸区建设的不断推进，中马在哪些方面可以有更

深入的合作？

林玉唐：目前来马投资的中资企业已越来越多，而且都

是以大企业为主，其中，来马的中资建筑企业所进行的

都属大项目，不但施工质量高，速度进展快速，且价格

具有竞争力，因此，他们很快就能在大马稳站一席位。

当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大项目计有：中国水电(马

来西亚)有限公司所承建的巴贡水电站和槟城第二大桥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马来西亚联合工程公司

(UEM)联合承建)。

今后，马中可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包括以大马的天然

资源结合中国的专业技术生产加工产品，例如，利用大

马盛产的棕榈油制备生物柴油等。

棕榈油是一种取之不尽的可再生油源，它即可提供

食用油源、工业油源，又可作为动力油源和生物柴油的

原料油。马中企业可凝聚双方的优势，携手在马设厂生

产周边产品，然后回销中国市场，甚至有望在国际舞台

上闯出一个春天。

记者：如何评价赴马投资合作的中国企业？您觉得中国

企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杨天培：我觉得，中国人并不适合来大马做小买卖。

早期，有不少中国商家以量贩式来马推动某某产品

如五金、家庭用品或服装等产品之中国城，他们以为量

大、价格低就能取胜，但，结果几乎都败兴而归，原因

是他们不了解大马市场的供与求“游戏规则”。

大马商家与中国商家的生意往来已有数十年，甚至

百年，可是，至今，他们的生意规模并不大，但却可长

期生存，因为，大马人的消费习惯是喜欢长期光顾某间

他们认为有信誉的店铺。中国城开设初期或许能吸引到

一些消费者，但，鉴于产品质量欠佳，因此，即使价格

再低也难以长期锁住顾客的心。

我认为比较适合中国人来马投资的项目，除了房地

产外，也可选择具有原料优势的行业，例如大马是橡胶

出产地，中资企业不妨考虑来马设厂生产相关的产品，

这样，在原料方面即可就地取材，降低生产成本，占尽

种种优势。

大马天然胶丰富，中国人可来马设厂生产工业轮

胎、飞机轮胎等，不但可供应中国市场，同时也可销往

世界各地；另，在马中关丹产业园区也可采用当地的石

油，结合中国的技术，生产石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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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五象新区” 七大板块商机无限

南宁市投资促进局代表团

南
宁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杨宙飞率领5人代表团，

于1月29日前来马中经贸总商会进行交流，由本

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接待。

与杨宙飞一同访马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南宁市台湾事

务办公室副主任赵昌斗、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陈春、南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吴翔、

南宁市投资促进局办公室副主任覃艺。

黄漢良致词表示，中国广西首府南宁目前正大兴土

木，在城市南部开发“五象新区”，杨副局长今次来马

主要是向大马企业汇报“五象新区”概况，让我国企业

掌握先机，以筹划参与新区的发展。

他说，南宁这10年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五象新区

的开发更是另一项新的里程碑。

“五象新区非常吸引，值得我们关注及投资，共同

打造新南宁。根据个人的经验，我认为，过去贵阳新区

推介时，很多人都不看好，但，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地

的房地产价值已翻了数倍；比较之下，南宁的环境等各

方面比原来的贵阳旧区更好，相信，五象新区真正发展

起来时将会更旺盛、更具优势。”

“五象新区具有五大特色，是一个集合商业、行

政、金融、教育和文化等为一体的新城市。在中国“农

村城市化”政策下，五象新区将建成一座拥有150万人

口的新兴城市，被誉为“新南宁”，是一个以文化体

育、行政办公为主，集居住、物流、休闲、娱乐为一

体的综合性城市新区，更是一个融入自然的生态城市典

范。”

他强调，马中经贸总商会向来都积极推动大马企业

到广西投资或广西企业到大马投资的工作，广西钦州中

马产业园更是商会推动成立起来的，而南宁华南城也是

商会关心推广的项目，华南城之马来西亚馆的独家代理

公司则是由商会推荐的。

“同样的，我们也会大力支持发展新南宁，向会员

及我国企业介绍五象新区，如南宁市投资促进局方面有

任何需要，我们乐意随时给予配合。”

杨宙飞表示，南宁最接近东盟国家，地理位置优

越，处于中国华南、西南和东南亚经济圈的结合部，是

环北部湾沿岸的重要经济中心。南宁面向东南亚，北靠

大西南，东临粤港澳，西接中南半岛，地处泛北部湾经

济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泛珠江三角合作、西南

合作等多区域合作的交会点，是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东

盟、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和前沿，是新崛起的面向东盟

的区域性国际城市。

“南宁正大兴土木，在城市南部开发“五象新

区”，大马企业可把握这个难得的契机，参与新区的发

展。”

“五象新区开发的其中一个主要项目，是配合中国

与东盟10国日益深厚的贸易关系，建立中国对东盟市场

的新基地。”

五象新区计划在10年内，重点开发建设广西文化产

业城、广西体育产业城、“三馆三街”（广西城市规划

建设展示馆、广西美术馆、广西铜鼓博物馆、金融街、

文化街、民族风情街）、总部基地、中国—东盟国际物

流基地、台湾健康产业城、龙象谷项目等七大板块。

他指出，新区开设“总部基地”，就是让进行进出

文/何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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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宙飞(左七)赠送纪念品给黄漢良(右六)，右起为周美馨、包久星、黄锡琦、刘俊光、宋兆棠，以及张彬(左四)、李素桦
（左六）。

口贸易的中国企业或东盟国家企业，在新区内开设对外

总部。

总部基地建设是今年南宁五象新区开发攻坚战的重

点项目之一，截至目前，意向选址进驻总部基地的企业

达60多家。

“目前，海尔、青岛啤酒等著名企业已计划落户总

部基地，作为到国外发展的据点，把他们在中国各地及

越南等东盟国家的工厂，通过南宁连接；有些企业也作

产业转移，例如时装业者虽将厂房移到东盟国家，但配

件仍依赖广州供应。南宁充分发挥与东盟国家互动的作

用。”

总部基地规划面积约2.6平方公里，板块涵盖商

务、商业、办公、休闲等功能，是五象新区的金融、商

务、信息中心，其中金融街规划面积约1.35平方公里。

“中国-东盟国际物流基地”(规划面积约29.11平

方公里)，将开辟为无水港，成为综合保税区和国际现

代化综合物流园。包括保税物流园区、出口产业园区、

铁路公路联运区、商贸物流区、国际物流园区、商务园

区、居住区及公园八大功能区，将建成服务于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和大西南出海通道贸易往来的综合保税区

和国际现代综合物流区。

“南宁-台湾健康产业城是一个新兴的产业，规划

面积约3.5平方公里。这些年，随着广东、北京及上海

等大城市发展起来，老龄化也伴随而来，这些地方没大

片土地，唯有往西打造健康产业园，以方便长者前往养

老。”

“南宁的空气和环境都比较好，且接近世界著名

长寿之乡巴马县（在广西），一切条件都具备，该项目

将把健康、医疗、养生、保健等整合起来，打造健康概

念，让大家关注健康产业。项目内容大致包括JCI国际

医院，专业健康服务中心等，大马企业如有好的项目，

也可在周边打造。”

而规划面积约3平方公里的广西体育产业城，则包

括广西体育中心、亚太大众体育示范和体育领袖培训基

地、广西教科训一体化基地、广西智力运动产业园四大

功能板块。将建成广西体育的经济运动、训练教学、体

育文化交流、体育产业集聚之城。2014年世界体操锦标

赛将在这里举行。

“广西体育中心建成后可容纳5万人，也可充作演

唱会场地使用，属于重大项目之一，相信一两年后体育

中心落成之际，整个区域形象即明显展现出来。”

龙象谷项目，规划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将建成一

个集生态、文化、休闲、酒店、养生等于一体的国际生

态文化旅游城。一期规划以旅游产业为核心，重点建设

风情小镇、生态文化园等19个核心项目。

 ● 新兴产业园。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新一代电子

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创意产业

（含工业设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打造广西

工业设计城、广西软件城、南宁广告产业城以及中

国-东盟科技交易中心、广西创意中心“三城两中

心”。

 ● 现代工业产业园。主要承接南宁市区工业转移和北

部湾临海工业的下游产业，重点发展钢铁、石化、

电子等产业的高附加值精深加工、研发及延伸产业

项目，积极发展和提升农产品加工、食品、建材、

纸制品等优势传统产业，形成现代工业产业集聚基

地。

另，杨宙飞相信，“新南宁”五象新区将与中马钦

州产业园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

他指，广西及南宁政府虽然积极发展五象新区，但

不会与刚开园动土不久的中马钦州产业园有任何冲突。

“五象新区是一个集合商业、行政、金融、教育、

文化等为一体的新城市，而钦州产业园则是一个着重加

工业的港口地区，是商家进出口的平台，两者定位不一

样，因此不会有冲突。”

杨宙飞也透露，钦州是个港口城市，目前人口较

少，城市规模也小，优势是地价便宜，非常适合大型工

厂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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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马经贸合作推向新的高度
云南省人民政府经贸代表团

云
南省招商合作局副局长王青梅于1月29日率领云

南省人民政府经贸代表团访问本会，由总会长拿

督黄漢良主持接待。

黄漢良致欢迎词时，呼吁及鼓励云南省人民政府

经贸代表团人员多带领中国企业来马进行招商与投资活

动。他以广西为例，多年来，广西经贸代表团来马举办

了许多招商会，几乎每一年都带领数百人来马考察及招

商，以致促成今天建立广西钦州中马产业园与关丹马中

产业园，让马中经贸关系进一步提升。

“钦州中马产业园更是马中经贸总商会推动成立

起来的。每一次广西经贸代表团访马都一定会跟我们联

系，彼此关系深化，建立了高度互信。”

“马中经贸总商会成立22年，7个分会遍布西马及

东马，会员属多元种族，商会主要宗旨与目标是促进马

中经贸发展，我们随时准备奉献。”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朝向“马中经贸发展”这个

大前提尽心尽力，务求做到最好。”

“你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你们的工作也就是

我们的工作；在共同理念及双方携手合作下，云南省经

贸代表团访马的系列活动，将会取得成功。”

王青梅副局长表示，该局作为云南省省长李纪恒于

三或四月间率领政府经贸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的牵头单

位，他们一行人先来马访问，以期能更密切地与大马各

商会及大企业家联系、交流，以展开一个美好的开端。

代表团此次来访，主要是做好云南省经贸代表团出

访马来西亚的前期筹备对接工作，及向本会介绍云南省

政府经贸代表团出访马来西亚的活动流程。

黄会长表示商会将大力支持省长访马期间的活动，

无疑是给我们派定心丸！我们长期与马中经贸总商会维

持密切联系，已取得理想的成果，及建立牢不可破的互

信。”

她分析说：“云南省区位优势独特，是中国向西南

开放大通道。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具备了加快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因

此，加快把云南省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

头堡，有利于构建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陆路国际大

通道；有利于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加强与周边国

家的互利合作；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边疆和

谐稳定。”

“对于马中经贸总商会答应将给予大力支持与协助

筹办省长访马期间的活动，我们深深感激，尤其刚刚听

黄会长说，贵会会员也包括其他种族，我们更感高兴！

因为省长及随团的云南企业家都期盼这趟来马能有机会

与大马各行业及各种族企业家一起交流。”

“省长访马期间，我们将举办一个规模约有600人

的推介会；我们考虑邀请约200位马中经贸总商会领导

及会员参与。”

王青梅副局长也透露，推介会过后将有一场企业洽

谈会，以让双方从中寻找及发掘中马两地的商机，希望

云南企业家能与大马企业家开展各层次交流与合作，也

希望云南与大马的经贸合作能推向新的高度。

此代表团随行者包括：云南省旅游局处长饶祥碧、

云南省文化产业办公室处长陈乐、云南省侨务办公室副

处长李鸿宾、云南省商务厅副处长冯震、云南省金融工

作办公室副处长郑杰、云南省招商合作局副处长喻佳

冰、云南省财政厅调研员李婉明及云南省招商合作局调

研员程郢。 

▍ 王青梅(左六)赠送纪念品予黄漢良(右五)，右起为张彬、李素桦、包久星及郭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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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澳洲驻马最高专员署来访

澳洲驻马最高专员署副最高专员Jane Duke与政务兼 

商务二等秘书Clare Derrington于2012年12月21

日莅临本会交流。

黄漢良向两位嘉宾透露，马中经贸总商会向来与中

国官方、企业、民间团体保持着良好及密切的关系，双

方频密互动交流。

Jane Duke赞叹马中经贸总商会22年来为促进马中经 

贸而努力不懈的精神。她表示，近年来，澳洲与中国的

贸易额迅速增长。2011年中澳商品贸易总额将近1140亿

澳元，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进、出口市

场。

自从澳洲和中国在1972年建交以来，中澳两国的双

边关系发展順利，互设领事馆，两国的高級官員经常互

访；此外，两地一些省份、州和城市都相繼締結為友好

城市，並展开了经济合作，促使两国关系趋向成熟，加

強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中文是澳洲的第二语言。澳洲前任总理陆克文对

中华文化深感兴趣，且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马中经贸，Jane Duke提出了一些 

相关问题如：对于促进马中经贸方面，马中经贸总商会

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中国人来马投资或参与本地较大

型的发展项目者多不多；是否大部分马中经贸总商会会

员都有在中国进行商业投资等等。本会领导皆一一给予

诚意的回答。

刘俊光简略介绍说，马中经贸总商会所扮演的主要

角色是协助推动马中经贸活动，本会除了接待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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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定期举办多项研讨会，如2011

年我们举办了“马中投资国际大会”；2012年则举办“

马中企业家大会”。

“我们积极拓展马中经贸活动，其中，2012年3

月，中国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正是我会

推动成立的，这个坐落在广西的园区将重点发展装备制

造、电子信息、食品加工、材料及新材料、生物技术、

现代服务业等六大产业。另一方面，我国政府也在关丹

设立马中关丹产业园。”

黄文华说，“中马合作建设的槟城第二跨海大桥，

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与马来西亚前首相阿都拉巴达维，在

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达成的共识，是迄今中马两

国间最大的合作项目。”

戴振标表示，大马人到中国投资的数量比中国人来

马投资较为多一些，有者在中国闯出一番亮丽的成绩；

近数年，开始陆续有中国人来马投资房地产等。

“中国人似乎对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计划比较

感兴趣。他们喜欢来马来西亚，是因为本地华裔除了通

晓华文外，也会说福建话、广东话及潮州话等方言，不

会出现沟通障碍，令他们倍感亲切。”

陈友信补充说，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计划最

吸引中国人之处是，此计划没要求申请人每年进入马来

西亚的次数与期限，申请人若想一年在大马住足365天

是不会有人阻止的，他们也可以是一年仅仅住一天。而

且，成功申请者的孩子们可以就读任何一间在马来西亚

的著名私立学校、国际学校或大学。同时，申请者和其

家人亦可投资任何等级的固定资产如房产、公司股份、

债卷、定期存款或外币帐户，或者参与任何形式的生

意，只要是符合马来西亚商业准则即可。

“教育这一块可说是充满商业潜能。马来西亚拥

有独特的联办课程，学生可把马来西亚作为一个黄金跳

板，进而去第三方国家念硕士或者发展；再加上留学费

用低廉、多元化的学习环境等，促使马来西亚成为新兴

的留学热点国。”

“相信，人民币对马币出现了1：2的有利局面，是

间接进一步刺激中国学生来马留学的其中一个原因；近

年，马来西亚学生到中国留学已形成一股新趋势。”

▍ 黄漢良(右四)赠送纪念品给Jane Duke(左四)，右起为黄锡琦、Clare Derrington、陈友信；左起为戴振标、黄文华及 
刘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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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确立“向西开放”战略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局代表团

中
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局局长王静率领7人代表

团，于一月三日前来马中经贸总商会进行交流，

由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接待。

拿督黄漢良致词时说，新年伊始，2013年第三天即

迎来宁夏朋友，感到非常荣幸，相信透过接触与交流，

不但将加强彼此间的了解与信任，马来西亚与宁夏的贸

易发展也将进一步发扬光大。

“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主要宗教，共有61.3%人

信奉伊斯兰教，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很多相似之处，都

是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及文化色彩之地；在这基础上，

马中经贸可建立互补、双赢政策，共同拓展清真食品

业。”

“马来西亚在清真食品方面拥有不少优势，包括培

训、研发和标准制订等，多年来致力发展成为全球清真

食品业的枢纽；因此，宁夏企业可考虑来马生产或加工

清真食品，然后外销到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市场。”

王静局长表示，宁夏代表团来马目的明确，团员是

来自不同单位的领导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审计局副局长

马其、宁夏回族自治区轻纺工业局副局长马立廷、宁夏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顾海燕、宁夏驻福建办主任马

桂文、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局局长助理吴保才；银川综

合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安茂连。

他说，当前，世界各国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形

势，出现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向东看”的局面。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全球阿拉伯国家和地区“阿拉伯板

块”的战略价值，已经确立了“向西开放”的对外开放

合作战略。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清真产业正

在与世界接轨。宁夏作为中国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区，

具有发展清真产业的比较优势。中国国务院已批准宁夏

建设中阿经贸论坛永久性会址，成为中阿合作交流与文

明对话的重要平台。”

此外，为了大力并顺利地推进这一全局性战略的

实施，中国政府充分利用宁夏作为全国唯一的回族自治

区，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与阿拉伯民族具有相近

性和关联性，具有与阿拉伯国家进行经贸往来的天然便

利和悠久传统的优势。

2012年9月1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2012

宁洽会暨第三届中阿经贸论坛开幕式上宣布，同意在宁

夏回族自治区设立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设立银川综

合保税区。

建立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是中国在沿海、沿

边通过建立特区趟出改革开放后，在内陆开辟“特区”

的又一重大探索，是宁夏“向西开放”的一个重要突破

口，将担负起深化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经贸交流、投资合

作和友好往来的重任。

“这是中共政府给予宁夏的一项重任。作为全中国

第一个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规划，必须在先行先试上

编制该规划的宗旨，进一步提升宁夏以及西部地区对外

开放水平。”

他透露，宁夏未来亦将成为全中国的清真食品集散

地；目前，中国正积极开启统一规范全中国的清真食品

认证标准，而这个清真食品认证中心将设立在宁夏。

“随着中国清真食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步伐越来

越快速，我们希望在清真食品认证方面能与马来西亚互

相认证、互相支持。”

他希望，未来，宁夏与大马尤其是马中经贸总商会

能建立一个密切的合作关系。 

▍  黄漢良(右六)赠送纪念品予王静(左五)，右起为安茂连、马桂文、张志聪、李国源、林恒毅；左起为马其、顾海燕、马立
廷及吴保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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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中国-南亚博览会
与马中企业家大会

马中经贸总商会将与云南签意向书

马
中经贸总商会和中国云南省商务厅代表团交流后

擦出“合作火花”！

马中经贸总商会会长拿督黄漢良及第一副会长陈友

信等，于3月4日接待中国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孙燕率领

的代表团时介绍说，本会将在今年12月1日在吉隆坡举

办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希望副厅长等能协助鼓励云

南企业家前来参与，或者推荐主讲人等，以相互交流。

随团的云南省商务厅昆交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凡即建

议：马中经贸总商会和中国云南省商务厅可考虑签署一

项“企业家合作策略联盟”意向书，以共同支援今年6

月6日在昆明举行的“第一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及12月

1日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结果，双方一拍即合，在交流会上达致这项协议。

一旦顺利签署协议书后，两方将共同参与上述活动，并

规划大会的商务“焦点”项目。

陈友信说，随着南宁博览会和广交会已建立本身品

牌后，目前正在起步的“中国-南亚博览会”，最好有

本身的新企业卖点，建立新品牌，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东

盟，特别是大马的企业家参与。

他说，签署协议书后，商会将派出一支代表团赴

会，同时要求云南省商务厅协助号召云南企业家前来大

马参加大会。

他说，目前大马仍有很多不谙华语的中小型企业家

及青年企业家有意到中国投资，不过没有适当管道，希

望可以提供新的方案带动他们。

孙燕表示，他们这次访马主要目的是推介第一届中

国-南亚博览会和第21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

称昆交会)。

她说，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的南亚国家商品展，之

前是跟昆交会同期同时同地举办；如今，它被中国国务

院批准升格为国家级博览会，并赋予一个新名称-----

中国-南亚博览会。

“南亚国家商品展升格为中国-南亚博览会，是中

国政府为进一步发挥云南与南亚国家的地缘和亲缘优

势，加强和扩大与南亚乃至泛亚印度洋国家和地区的经

贸交流、深化多领域合作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

“中国-南亚博览会的举办，将为中国与南亚国

家间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提供新的及更大的空间与平

台。”

今年6月6日至10日，第一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和第

21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昆明市国际会展

中心同期举办；展会主题为“相互开放、务实合作、互

利共赢、和谐发展”。

“希望透过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逐步把中国-南

亚博览会及昆交会打造成集商品交易、服务贸易、投资

合作和文化交流等为一体的高水平综合性展会，成为中

国和东南亚、南亚国家互利合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成

为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国家扩大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经贸

合作的有效平台。”

她说，该博览会举办期间，也同时举办南亚商品采

购大会、南亚国家投资促进会、中国-南亚商务论坛、

中国-南盟经贸高官会、中国-南亚智库论坛、东盟华商

会、GMS经济走廊活动周、东南亚-南亚电视艺术周等系

列活动，期望通过展会结合，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展会互促，为参展参会客商提供更多商机。 

▍  黄漢良(右八)赠送纪念品给孙燕(左五)。右起为张彬、李志贤、包久星、刘俊光、宋兆棠、丁锦清、陈友信；左起为杨燕、
和力川、李素桦、王凡；后为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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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外事办公室东盟处代表团

广
西外事办公室东盟处副处长梁颖及工作人员王楠

峰，于1月17日来马与本会领导交流，由总会长

拿督黄漢良接待。

黄漢良说，大马企业对广西非常熟悉，多年来双方

来往密切，尤其本会领导及会员每年都踊跃前往参与中

国-东盟博览会，同时，广西政府单位每年也来马举办

经贸洽谈会。

“广西外事办公室东盟处是个重要的单位；未来，

我会将一如既往地与你们作进一步配合。”

梁颖表示，随着中马钦州产业园项目发展顺利，以

及马中关丹产业园成功开园，希望未来双园都得到适度

的发展，马中两国对这两个姐妹产业园同样重视，以让

园区的建设能顺利推进。

“广西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关系可谓是越来越紧密。

中国-东盟博览会每年都在举办，成绩彰显，且不断在

扩大，吸引了许多东盟国家尤其是大马有实力的企业参

与。”

“另外，南宁华南城马来西亚馆是由马中经贸总商

会作为牵头单位，希望未来将有更多大马企业选择以华

南城作为经贸发展的平台。” 

▍ 左起为王楠峰、李素桦、梁颖、黄漢良、宋兆棠、刘俊光、包久星、杨子威、彭桂娟。

水
木良行（控股）集团总执行长左洪剑率领5人代

表团拜访本会时表示，该集团计划来马推动房地

产业及开发清真产业，因此，他现场决定加入成为马中

经贸总商会永久会员，以期依商会资源，把大马事业做

强做大。

郭隆生介绍说，左洪剑年轻有为，业务遍及河南开

封市与郑州，该集团主要业务包括：商业地产、文化媒

体、商贸、物流及金融业。

黄漢良表示欢迎左洪剑加入成为马中经贸总商会永

久会员，他希望未来将有更多中资企业与商会合作。

“左老板选择在这时候来马投资房地产是最适宜

的，机会也最好，毕竟，目前大马房地产价格不算贵，

升值空间颇大，而且，政府未管制房产价格；随着多项

政府大型发展计划正如火如荼地推动落实，相信，未来

数年大马房地产将会暴升。” 

水木良行(控股)集团代表团

▍ 左洪剑(左四)赠送年画予黄漢良(右五)左起为香港亚洲财富企业有限公司总裁李彬晖、岳飞直系第16代后裔岳战杰、
罗章武；右起为罗章理、涂献、刘俊光、郭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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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经济发展作交流
美国驻马大使馆代表来访

美国驻马大使馆副商务参赞Matt Ingeneri于3月6日 

拜访本会，主要目的是就马来西亚对东盟和中国

的投资，以及当前经济发展课题与本会进行交流，由总

会长拿督黄漢良主持接待，出席者包括：黄文华、林恒

毅、刘俊光、包久星及张联兴。

Matt Ingeneri表示，在全球经济低迷之际，目

前，美国人已作好精明消费的准备，以克服未来5年经

济不景气的严峻挑战。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约为2%。

他说，15年前美国商家也同样瞄准中国庞大的市场

及被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材料所吸引，而蜂湧前往

投资；但，随着今天中国的成本不断攀升、人才短缺和

日益增加的本土竞争等商业挑战，要在中国做生意已不

容易了。

“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商人也意识到，在中国经商

不仅要和政府打交道，还要加强与当地层级的沟通，熟

悉当地的“法律”。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执法和保护

依然对美国企业构成障碍。”

“有鉴于此，过去5年，美国企业宁可选择把一些

高科技产品引进大马或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生产。”

黄文华认为，大马人在中国做生意最难适应的也是

中国的政策法规。

针对劳工问题，他说，大马制造业对劳工需求量非

常大，而大马政府目前只接受印尼、泰国、菲律宾、孟

加拉的劳工。过去，我国一些油棕园丘或建筑业大都依

赖印尼外劳；但，随着印尼经济近年来突飞猛进，许多

原本在大马讨生活的印尼外劳都纷纷选择回印尼发展，

导致我国更缺乏熟练的劳工。

林恒毅表示，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就中国经济发展情

况作出警告说，未来三年可能是中国经济艰难时期。

“如果经济困难时期真的降临中国，这也意味着亚

洲国家尤其是大马将受到冲击。不过，幸好大马还有许

多原产业如棕油、橡胶等，再来，大马政府推出一系列

经济特区如伊斯干达经济特区、东海岸经济特区等，还

有吉隆坡敦拉萨交易区，相信，这都将能吸引一些外资

涌入，以支持大马未来5年的经济成长。”

“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非常巨大的

作用，全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多达数千万户，与马来西亚

有很大的差距。”

近年，美国和欧洲出现的经济危机对中国依赖出口

的经济构成一定的威胁，中国面临外需减少、企业综合

成本上升并存的问题。目前，中国正积极扩大内需，试

图避免经济出现严重下滑情况。

黄漢良则表示，大约有10%马中经贸总商会会员是

经营服装业的，90年代末，由于我们敌不过“中国制

造”的竞争，因此，大马许多制衣商都转往中国寻找代

工生产，如今，大家都闯出一片新天地，也造就了今天

何清园时装城。 

▍ 前排右起为黄漢良、Matt Ingeneri；后排右起为包久星、张联兴、林恒毅、刘俊光、黄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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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要求在亚庇设中国领事馆

马中经贸总商会沙巴分会招待总领事

马
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兼沙巴分会会长拿督刘国

城于日前在亚庇招待中国驻砂劳越总领事李树刚

伉俪时，再次向总领事提起在亚庇设立中国领事馆及中

国银行分行一事。

拿督刘国城指出，虽然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提出

相关要求，但，他认为这是有必要重提的，因为，前往

中国投资的当地商家与厂家逐年增加，无论

是在签证或汇款方面都需要中国领事馆与中

国银行提供方便。

陪同刘国城出席交流晚宴者包括马中经

贸总商会沙巴分会名誉顾问拿督叶参局绅、

拿督方友銓，副会长刘顺泰及公关主任廖志

国，同时，前往亚庇表演的新疆歌舞团团长

兼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部长李民也拨冗出

席。

在双方进行交流时段，刘国城也要求李

树刚总领事尽量鼓励及安排更多中国投资企

业到沙巴探讨旅游、农业、饮食业及酒店业

的投资发展潜能。

他说，马中经贸总商会沙巴分会欢迎及鼓励中资企

业到沙巴寻找商机，该会非常乐意也随时作好准备接待

及协助中资企业。他也希望李树刚总领事能安排更多的

中国新领导访问沙巴。 

拿督刘国城在2月20日的交流会上，欢迎福建省侨

联「亲情中华」慰侨演出团到来沙巴之馀，也希

望团员们回福建省后，能推介本州的风土人情和商业投

资潜能，以促进马中来往。

他指出，沙巴州具有投资潜能的各领域，包括：旅

游业、酒店业、棕油业、橡胶业、农业等，而目前也已

有中国企业家投资本地酒店业、饮食业、农业等。

「对这些投资行业感兴趣的福建省企

业家，可前来沙巴探查投资商机，又或可联

络马中经济贸易总商会沙巴分会，以咨询详

情。」他说。

他表示，该会亦乐于从旁给予协助，提

供相关资讯等。

他亦希望，演出团在亚庇期间，能与各

校进行舞蹈交流，协助提升沙巴州的中华舞

蹈水平。

福建省侨联「亲情中华」慰侨演出团的

29位团员，除了在马中建交39週年晚宴表演

外，也拜访亚庇建国中学，与该校学生进行

民间舞蹈交流。

随同到来的福建省侨委成员包括：福建省侨联副主

席兼秘书长翁小杰团长、中国侨联公益事业管理服务中

心副处长林涛、福建省侨联文化联络部部长张瑶、福建

省侨联文化联络部调研员黄玉琼、福建省侨联文化办公

室科长唐哲文等人。 

欢迎福建侨联慰侨演出团莅临沙巴

刘国城建议福建企业家来沙探商机

▍刘国城(左四)赠送纪念品予翁小杰团长(右五)。

▍ 前排左起为李民副部长、李树刚总领事、刘国城、李树刚总领事夫
人、方友銓、叶参；后排右二为刘顺泰及廖志国(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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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项目 地点 主办方

1 06-10 2012台港澳中原企业技术创新与特色产品博览会 河南郑州 河南省商务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3 06-09 8th Made-in-Qingdao Procurement Conference 山东青岛 香港国际采购促进协会

3 21-23 第四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览会 上海国际 

展览中心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3 21-24 第6届中国（杭州）国际花园、户外家具及休闲用品展览会 浙江杭州 浙江省商务厅

3 29-31 第二届创业中华·创新江苏 江苏扬州 中国侨联

4 10-12 首届中国（广东）-东盟合作华商交流会 广东湛江 广东省人民政府

4 13-16 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 香港 香港贸发局

4 15-19 第11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东广州 商务部、广东省人民政府

5 09-11 2013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暨展览会 广西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管理局

5 15-18 第2届中国国际进口商品博览会 江苏昆山

5 17-20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广东深圳

5 18-20 第8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 河南郑州 河南省商业厅

5 24-26 第11届中国（厦门）国际食品交易博览会 福建厦门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厦门市商务局

5 - 2013侨商北京洽谈会 北京

6 06-08 2013中国国际食品产业展览会(FADS) 北京

6 06-10 第21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 

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

云南昆明 中国国务院侨办 

云南省人民政府

6 08-11 第12届中国国际日用消费品博览会 浙江宁波 商务部、浙江省人民政府

6 15-19 第24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 黑龙江哈尔滨

6 25-27 2013镇江华创会 江苏镇江 侨办

6 27-29 第十一届广州国际酒店设备及用品展览会 广东广州

7 - 第八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 广西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人民政府

8 - 广州博览会 广东广州

8 - 2013东南亚（港澳）华商协会- 

中国吉林联席经贸洽谈会

吉林长春

9 02-06 中国-亚欧博览会 新疆乌鲁木齐

9 06-11 第9届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 吉林长春 中国商务部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吉林省人民政府　

9 08-11 第17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福建厦门 中国商务部

9 12-14 2013中国（北京）国际乳制品及进口食品展 北京

9 19-21 第12届世界华商大会 四川成都 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主办 

四川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

9 20-23 第1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广西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9 26-28 2013中国（广州）世界品牌进口博览会 广东广州

9 - 海外华侨江苏行 - 江苏省侨联

9 - 第4届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 宁夏银川

10 15-19 第114届广交会 广东广州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10 23-27 第14届西部博览会 四川成都 四川省人民政府

11 - 第7届亚洲制造业论坛年会 北京 亚洲制造业协会

12 - 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 海南海口 海南省贸促会

2013中国经贸活动表



本会与海南省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书

2012年12月12日，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率领代表团到中国海南岛，参加第15届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

交易会。期间，黄漢良会长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南省委员会会长陈忠文签署合作协议书；主要是为了加

强双方的友好往来，促进海南省与马来西亚之间的经济贸易及文化交流，双方在友好、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多项

协议，其中包括：

---保持交往，努力促进经济、贸易交流及投资与技术合作；

---开展经济、贸易及投资政策信息交流，交换资料；

---为企业和经贸界人士开展洽谈、交流等方面的活动提供便利和支持；

---促进企业间的投资贸易及经济技术交流，并在办理手续等方面积极配合；

---帮助企业通过友好磋商、调解的方式解决双方企业在经贸往来中发生的争议；

---相互协助在彼此国家举办或参加国际展览会、展销会；

---利用各自宣传平台为对方企业、产品、项目和投资环境开展宣传推介工作。 

▍ 本会领导在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之东盟展区留影，左起为王志明、彭彦彰、黄漢良；右起为谢中正、
丁扬岗及海南贸促会副会长蒋应雄。

1
月7日，开封市委书记祁金立、开封

新区管委会主任张扬与常务副主任李

尕果接见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

代表，对开封新区开发进行交流。我会鼓

励会员企业到开封新区投资置业。出席交

流的包括我商会永久会员企业卓越亚洲（

马）集团有限公司李彬晖总裁一行，该企

业计划在开封投资兴建马中商会大厦，抢

占中原经济区的巨大商机。 ▍ 郭隆生（左二）赠送纪念品予祁金立（右二）；左一为罗章武，右一为
李彬晖。

本会拜会开封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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