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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大选

5
月5日决战开始，至6日凌晨大局已定。执政的国民

阵线保住政权，在野党的民联也取得辉煌战绩。国

阵凭靠着选举制度、选区划分的优势，虽然得票总数只

占47%，却在222个席位中斩获133席而执政。反对党民联

却在投票率赢得51%的总票数，可是只赢得89个国会议

席，望布城而兴叹。

从第13届大选的情况来分析，这次的大选两个阵营

并没有真正的赢家，真正的胜利者是马来西亚人民。人

民尝到当家作主的权利，人民实现了真正老板的滋味。

选前得到各种看得见拿得到的好处，选后两个阵营还得

继续讨好人民，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国阵取回吉打和

霹雳州的执政权，而民联攻破了国阵的定存州柔佛和东

马，可说各有斩获。

当前国家处在分水岭，人民再不看肤色投票，两线

制更加成熟和巩固。种族主义渐逐渐失去了市场。人民

往前看，一个马来西亚的内涵更加丰富。

展望未来，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新的格局下，两个阵营都在阔首步前，策划下届

的决战。人民更加关注政局的演变，关心生活的保障。

经济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经济顺利发展的国家才能

繁荣，生活才能和谐进稳定。作为马中经贸总商会，我

们希望马中经贸可以进一步发展，在现有的良好基础上

更加巩固和发展。

随着大选已尘埃落定，有争议的选区将会在选举法

庭下鉴定，最终也顶多几席可能出现变化，无法影响大

局。人民基本已接受大选成绩。认为选举不公的一方当

然可以和平抗议，这也是人民集会自由的权利。经过不

满情绪的宣泄，相信形势会逐渐平静下来。至于抗议505

选举不公的“人民之声”黑色集会，场场都出现上万人

的黑衣人潮，这是人民关心自己权力的公民举动。

民联号召的抗议大集会充其量主要也是在教育人

民，揭露选委会的不公。把矛头对准选委会身上，许多

民间组织纷纷要求选委会总辞职。这是本届大选带出了

选委会的弊端。

原来选委会操动决定性的生杀大权。选委会公正与

否决定了国家命运，主宰了谁入主布城之关键。

据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主任邱进福分析全国130个

选民人数最少的小选区，国阵赢得112个，从而以简单多

传递“正能量”

人民会更好

è 分享篇

文 /黄漢良

2013年马来西亚第13届的大选是我国独立56年以来最受瞩目的选举。因为它是朝
野两阵营——国阵与民联势均力敌的决斗。一方阵营在誓死保卫政权，另一方是势
在必得的全面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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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议席执政，而所获得票数仅220万票。所以说国阵靠

20%选民执政。这是制度问题，游戏规则使然也。现在

只有争取选委会在选区划分时尽量做到一人一票的大原

则。由于地区不同，特殊地理环境关系，选区的选民差

距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该差距太大。在保持国家独立

时规定15%差距的标准，目前1对9要比例需要改正。人

民普遍对目前选委会没有信心，认为它不够中立、不透

明，故失去公信力和可信赖度。重组选委会是当前之急

务。只有成立一个公正、民主兼受朝野和民间认可的选

委会主持全国大选。如此，大马人民的权利和幸福才能

获得保障。

人民要改变，要和平；传递正能量，明天会更好

本次大选是大马人民的海啸，是城市选民的起义。

今后，国阵把持的中央政府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继续

争取人民的支持。民联掌权有几个富裕而先进的大州，

则可以充分表现其政纲获取选民的青睐，槟城效应可以

扩大至全马。国阵、民联各有胜算，各有遗憾。国阵最

大遗憾是未获国会三分之二的席位执政。而民联最大遗

憾却是功亏一匮，入主布城不成。人民最大的遗憾便是

走了56年的“罗士莱”还再上路。

国阵和民联都是热爱和平、心地善良、友好、和谐

的阵线。加上各族人民的包容、友爱、和平共处的优良

传统。人民都深藏着充沛的正能量，大家只要传递潜在

的力量，大马人民明天会更好。

无论如何，本届大选米已煮成饭，大局已定。两大

阵营宜以和为贵，放眼第14届大选，5年后再来比拼。

现在是收拾心情，胜者勿骄，败者不馁，积极努力向

上，争取民心、囊括人才、勤政于民、讲理念、比政

策，让政绩来说话。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会评定哪个阵营可信

赖，值得支持和维护，吉打州的变天就是最好的借镜。

马来西亚人民是讲情义的，是注重现实的，也是崇尚民

主和平、友好、包容的。两阵营都是以民为本，正义之

上。大家一起传达正能量，明天会更好。

照片来源：AP Photo/
Malaysian Information Department, Wazari Wazir

▍  在国家最高元首的见证下，纳吉宣誓连任成为大马新一届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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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选后拼经济

马中商机续灿烂

è 了解篇

大马史上最激烈的第13届选举尘埃落定，利好

消息催谷大马股市应声走高、国家货币令吉大幅

升值。

富时大马综合指数在大选后的5月6日首个交易

日开锣即狂飙近3.4%，并紧扣1800点历史新高

点。令吉则在区域间纷纷斗贬值的货币战争中一

枝独秀，逆势升值至接近2.90令吉兑美元水平

线。从马股选后一周出现外资净买入证券逾30

亿零吉，到股汇应声齐涨，无不见证着外资对大

马稳定政局的信心回笼。

历史经验显示，许多国家领袖进入第二任期通

常更有建树，会浮现更多建功立业的际遇。如果

说连任首相纳吉上一任期已扎稳马步，第二任期

除了继续保持绩效，在政绩与经贸发展上还有

更大的发挥空间。当然，新政府也背负着人民、

各行业商家与外企寄予的期望，一再考验着领

导管治的魄力与新政府班底的视野。惟，只要领

导具备高瞻远瞩与开明的治理智慧，政府可化

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契机。

循此摸索，本期封面专题点出大马经济选后何

去何从。除解析纳吉上一任的发展蓝图及接下

来的演进方向，也尝试为国内的宏观经济与财政

转型路向把脉，并前瞻性探索马中未来更进一

步的经贸互惠之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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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减赤现转机

送
走不稳定的大选疑虑因素，股汇资本市场一片

欢腾荣景的背后，新政府背负的挑战与压力同

样不少。首先，政府肩上承受着高赤字与新旧国债的重

担。

本届选举竞选费之高傲视历届。据美国美林银行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估计，现任政府单

是要兑现竞选期间许下的诺言就得准备付出1000万至

2500万令吉的代价，占了国内生产总值(GDP)1至2.5%比

重。“尤其考虑到政府自年初起，即不断向公务员、军

警、贫穷人士与学生等不同阶层人士大派优惠券，国债

越滚越大。”按国阵在选前写下的竞选宣言，政府近期

内暂不会中断这些现金援助性质的惠民措施，甚至有可

能提高援助金额。基于新政府未执政已背负一笔为数不

小的“诺言兑现成本”，美林银行估计，政府今年财政

赤字依然会居高在4.5%。

无论如何，这笔赤字并非积重难返。大马去年的

财政赤字达4.5%，政府瞄准2015年可减至3%水平，希望

2020宏愿年之前赤字归零。

诚如联昌国际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兴裕表

示，2020年的目标理应是财政盈余(Fiscal Surplus)，

而不仅仅是零赤字(Zero Deficit)。

负责统筹经济转型(ETP)与政府转型计划(GTP)的表

现管理和传递单位(PEMANDU)首席执行员拿督斯里依德利

斯贾拉(Idris Jalal)曾指出，大马在举债问题上迈向“

安全区”(comfort zone)，暂无步上欧债国的破产后尘

之忧。不过，条件是国债及赤字分别控制在GDP的100%及

10%以内。目前，大马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例约达到53%，

距离100%的破产水平还有段距离。不过，我国国债已相

当接近55%的临界点，这也是政府屡繁重申不能逾越的警

戒线。

可见，政府的考验迫在眉俏，连任后不再享有蜜月

期，眼下当务之急将着力在加紧落实财政重组，减赤目

标才不会沦为空谈。

减赤乃势在必行，政府固然责无旁贷，唯有步步

为营。参考其它国家的经验显示，放宽出口管制以促外

销也能让减赤之路，收立竿见影之效。为抗衡全球经济

恶化冲击，大马近几年从促进投资与消费层面，建立起

坚韧的内需市场作为后盾。不过基于人口有限，国内的

经济蛋糕不可能无限扩大，一国经济始终不能长期过度

依赖内需，而忽视出口贡献。随着邻国经济后来追上，

大马还需设法在愈趋融合的东盟区域贸易中，巩固影响

力。

因此，中国作为大马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扮演着

出口、商业伙伴、供应商等角色，日后对马的重要性只

会愈加吃重。对中国而言，大马也被视为一个打入东盟

市场的理想立足点。

经济前景稳求胜

极具权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一份针对发

展中国家商业环境评估的报告中，给予大马高度评价，

得分超过70，傲视印尼，印度，菲律宾。报告称，大马

展现政治稳定及更理想政府行政制度的多重优势。

然而，政府的管账能力与制定怎样的优惠配套招

商，也在左右着外商的投资信心和外资去留。政府过去

16年预算案走不出“赤字预算”(Deficit Budget)的桎

梏，国库入不敷出，一直达不到最理想的财政收支平衡

状态。尽管如此，兼任国家财长的纳吉续任首份2014新

财政预算案或出现另一番新气象。

经济学家、国内外企业对即将在下半年草拟出台的

2014年预算案寄予厚望。即使难以实现零赤字预算案，

来临这份新预算案的施政方向如何，将展现政府的治理

心态与视野是否成熟及全面。

由于少了“大选派糖”（泛指为讨好选民而制定的

短期特殊惠民措施）的压力，新一份预算案将会从向“

惠民”靠拢的方向，重新回到“拼经济，促内需，引外

资、推出口”的轨道。

政府既然要在2020宏愿年达到收支平衡，此刻就该

开始着手扩大税收来源。大马政府营收主要靠个人、企

业与石油直接税这“三驾马车”组成。公司所得税的收

入最多，其次分别为石油所得税和个人税。当中，企业

与个人税收的关系又十分微妙。政府若向企业荷重税，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以及数据仅供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于任何涉及证券、基金、期货或其它投资工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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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成本考量，会发生两种后果：第一，现有外来企业

会考虑撤走，潜在外企则望之却步；第二，国内公司会

考虑削减人手或工资待遇。企业税调整乃一门牵连甚广

的治理学问。轻则影响国民总收入(GNI)及相对应的缴

税能力；重则冲击外来直接投资(FDI)进驻的意愿。

因此，为补贴政府收入以减赤，不能一味单靠荷捐

杂税。迹象显示，政府今后将务实的从多管道下手。

消费税换外企税

首先，今年内极可能落实筹划已久的实施消费税

(GST)及盛传中的博采税调涨。大选风刚平息下来，政

府即放话考虑实施比早前草拟6%还要高的7%消费税，再

次试探民众接受度。选后不久，《第13屆大选對於商界

的意义》论坛就指出，一旦效仿新加坡实施7%消费税，

政府可进账高达250亿零吉。伴随这项新税务的“回

报”，将会相应降低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足见消费税

与企业税相互牵连。政治是讲求平衡各方利益需求的艺

术。一者增加，另者则出现调低的曙光。

另一项酝酿已久的还有针对如白糖、白米、面粉、

石油和柴油等商品津贴合理化措施。大马国家银行总裁

丹斯里洁蒂在总结首季GDP的汇报会上，即扬言大马有

能力在不影响经济活动的情况下，逐步削减国内商品津

贴。

一旦落实上述可行性极高的财政紧缩政策，经济学

家普遍相信政府往后两年可灵活、伸缩及明智运用预算

案，实现包括汇聚世界一流跨国企业(MNCs)驻马的长期

目标。

再者，加上政府年内部署着分阶段落实最低薪金

制和调涨电费，而劳工、能源开销乃衡量经营成本的因

素，此举对潜在外资的印象分定大打折扣。是以，为了

抗衡区域邻国如竞相崛起中的越南、泰国与印尼，争取

外资入驻，不排除政府将重新考虑推出更优渥的企业所

得税(corporate tax)或延长免税期(tax holidays)。

大马现有外企税收优惠

新兴工业

地位者
投资赋税抵减（ITA）

一般产业 自生产日起

5年内所得

税减征70%

5年内符合条件的资本支

出给予60%的应纳税收入

抵扣优惠

高科技产业 自生产日起

5年内所得

税全数豁免

5年内符合条件的资本支

出给予60%的应纳税收入

抵扣优惠

策略性产业 自生产日起

10年内所得

税全数豁免

5至10年内符合条件的资

本支出给予100%的应纳税

收入抵扣优惠

资料来源：大马投资发展机构(MIDA)

事实上，只要成功拉拢更多外企进驻，长期可制造

就业岗位及加速人均薪资调涨，一举扩大国家的公司与

个人所得税来源。这无疑要求放长线，钓大鱼的视野。

以马中的政府对政府(G2G)、政府对企业(G2E)和企

业与企业(E2E)之间发展至今的融洽关系，这些潜在的

税收优惠甜头料惠及现代中国急盼“走出去”（向外拓

展）的企业。

区域融合百业兴

面对结构性的难题，政府得拿出结构性方案与全面

转型的决心。对此，政府已计划采取架构性财政重组，

提倡从低端制造业，走向高附加值的金融服务业。纳吉

早在2009年开始担任财长，即前瞻性的提出“知识型经

济”概念，瞄准服务业占GDP比例从一半提高到7成。

论工业发展进程，大马与中国可谓都在同一条跑

道上。尽管同样错失18至19世纪西方兴起的工业革命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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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但大马与中国后发急追，透过善用人才优势，捉紧

在更短时间内完成从劳动力密集经济，步向汇聚白领或

创意人才挂帅的高增值经济模式。

西方经济学家安东尼提出一个较为崭新的愿景——

拉拢被誉为“亚洲金融之都”的中国经济特区香港合作

或向亚洲一线金融之都取经。待纳吉以父之名盖起的敦

拉萨贸易中心(TRX)落成，该中心可跟香港中环或上海

國際金融中心进入竞合时代。大马无论在伊斯兰债券、

伊斯兰银行、清真认证、棕油期货市场、或面向中东市

场皆占尽优势；香港与上海则等同面向中国市场的窗

户，马中在全球金融服务业一旦联手更能相得益彰，互

补不足。

放眼更长远的未来，随着全球资本流通量“向东

（亚洲国家）流”，吉隆坡扮演起东南亚金融区枢纽的

地位潜力十足。安东尼建议，政府能从目前公认全球发

达金融区的“纽伦港”（Nylongkong，纽约、伦敦及香

港）共识中取得灵感，开创新格局。放诸区域经济体，

日本东京、韩国首尔、中国的香港和上海以及新加坡，

都是敦拉萨贸易中心的模范和合作对象。

截至首季，大马已执行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下342

项措施中的300项及开放80项服务业次领域，相等于

87.7%的执行率，向2015年东协经济共同体(AEC)迈前一

大步。

大马贸工部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透露，政府还会

在第九配套下逐步开放服务业次领域，年内将落实额外

开放24个涵盖物流、交通、环境、保健及专业次领域。

只是，面对国内上百个分门别类的服务次领域，如何处

理拥有权如土著股份保留权的限制问题，考验着执政者

的游说技巧与管治能力。

根据东盟与中国自2007年1月签署《东盟—中国服

务贸易协议》(ASEAN-China Services Agreement)，第

一配套于同年7月份生效。发展至今，最新的第九配套

落在2013年生效。

事实上，区域之间打开服务业迈向自由竞争，乃大

势所趋。连中国主席习近平近期前赴天津市考察期间，

也即场特别强调加快发展服务业，呼应了总理李克强屡

番提及的服务业扮演转型关键地位。领导一言既出，市

场估计政府将着手降低服务型外商的准入门槛，预示着

中国打开服务业大门已进入倒数阶段。

车业开放造商机

在大马，云云待开放领域中，汽车产业是一大亮

点。在反对党势力日隆的威胁下，执政党竞选宣言标

榜“一诺千金”。言则，现届政府一旦“允许”承诺落

空将失民心，失民心则失天下。其中，政府已承诺在任

期内，分阶段逐年降低进口税20至30%，最终在2016年

落实汽车进口税全免的诺言。

截至2012年10月为止，大马10个畅销的车款价格已

平均下降了7.3%的价格。目前，大马平均每4户家庭中3

户庭院停放着车子，拥车率极高。一旦对外全面开放，

对中国汽车厂商来说，市场潜力庞大。而且，大马拥车

族涵盖老中青阶层人士，可负担的预算广阔，吸引竞争

力和多元性与日俱增的中国汽车品牌前来抢滩。早在去

年尾，即传闻多家中国汽车产商赶在新版本的《国家汽

车政策》出炉前，抢先在大马布局。这些厂商一面向政

府部门了解详情，一边向本地业者释出合作意向。

为了响应大马政府有意自我打造成节能车(EEV)中

心，更有消息指，长城汽车计划斥资20亿令吉在吉打

设立节能车制造厂。据悉，双方目前进入最后协商阶

段。“长城汽车已草拟了建议书，更完成与有关当局的

面谈。不过，长城汽车至今仍未获得贸工部及大马投资

发展机构(MIDA)的书面批准。”

目前，仅有数家中国汽车厂商进入大马市场，当

中销售量最高为奇瑞、北奔汽車与北汽制造汽车。2012

年这三大品牌，分别在马卖出1636辆（0.3%市场份额）

、33辆与27辆.

行内人士指出，中国汽车受欢迎度不高，主要因为

品质印象、售后服务不佳及较迟扎根所致。不过，汽车

领域分析员表示，市场对中国汽车的印象正在改善。像

大马奇瑞分公司去年已决定将在未来5年内投入2.5亿零

吉，在大马设立生产右边驾驶汽车的区域厂房。

总言之，与国内每年介于60万只62万辆的汽车总销量

(TIV)相比，中国汽车市占率确实有很大的待开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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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企退场助融合

另外，政府大选后还会加快脚步落实自十年前提倡

的减持官联公司(GLC)股权理念，以根治垄断局面。

大马评估机构(RAM)首席经济学家姚金龙认为，政

府适时从自由市场退出，可一举多得。“首先，政府一

旦减持或脱售资产，首先可确保财政整顿事半功倍。”

其次，当产业从国营转为私营，有助间接开放更多领

域。“只是，过程中，必须要有周详的规划或时间表；

不然，一旦外围因素恶化，赤字将不减反升。”

随着各领域陆续自由化，为吸引跨国企业，尤其

是财雄势厚的中资来马投资留下伏笔。综观东盟各国，

各国几乎未摆脱出口拉动型经济模式(Export-led)。

之所以能在外围需求依旧疲软下取得成长，东盟之间

(intra-Asean)达成“零关税”带来的庞大贸易量功不

可没。大马乃60年代东南亚联盟的发起人之一，随着东

盟加三（中日韩）的成立，大马能否以“放开怀抱”的

自信与心态保住区域的领导地位，都在跟我国极为依赖

的外销出口量、FDI流量或国内私人投资额前景环环相

扣。

大兴土木保增长

本届大选战情激烈，朝野势均力敌，民主的种子在

大马开始茗芽。能够形成互相制衡的两线制固然理想，

但姚金龙指出，政府连任对市场与商业气氛有一定的“

正面”效应。

“一般上，这种局面至少可确保施政的连贯性

(policy continuity)，对商家与营商环境利多于弊。” 

姚氏进一步补充：“接下来可期盼政府大量公布或颁发

新合约，从而进一步提振国内外投资商的私人投资氛

围。”

踏入下半年，政府2013年能否“保五”或“保六”

（经济增长保持在5％至6％），成为验收连任政府执行

力与绩效的关键指标之一。

大马正如一般发展中国家，建筑领域是撑起国家经

济增长的支柱之一。国内去年GDP按年增6.4%，远超出

市场设下不超过6%的预期。论贡献，建筑业产值大幅增

长带动製造业，当属最大功臣。去年建筑业产值连续四

个季度保持在15%增长率；今年首季建筑产值稍逊，惟

仍能保持在14.7%，凸现“大兴土木”已成为本地经济

发展的主轴。这意味着，大马今年要“保五”，势必如

火如荼展开更多大型基建项目。

ETP乃政府最具雄心的浩大工程，并容纳了无数知

名的大型基建活动，一般施工期动辄需要耗上3至4年以

上。

要说国内的重量级工程，焦点肯定离不开捷运系统

(MRT)。捷运第一支线工程进展顺利，接下来进入第二

支线（市中心內环线）、第三支线阶段。据估计，有关

潜在工程合约足以为任何一家夺標者创造100亿令吉的

新订单。

这些新阶段工程需要技术与资金支援，当中部分工

程也会公开给国内外商家角逐。例如，中国南旗下南車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计划联合世界级知名公司，参与

捷运第2期无人驾驶技术等多项竞标项目目，让无人驾

驶技术有望出现在大马。

在不远的将来，大马首都—吉隆坡的城市面貌将

愈趋现代化、都市化，也蕴藏着更多商机。经三年前圈

定了大吉隆坡区后，各类重大建筑工程正进入活跃施

工期。首都内更多办公与商业空间将如雨后春旬般林

立，让整个庞大概念从纸上谈兵，逐渐立体起来。这

包括打造楼高100层的独立时代摩天大楼、大都会(KL 

Metropolis)综合发展计划、新街场机场重建、半山芭

旧监狱改建成商业中心以及生命河流域。

随着大吉隆坡区进一步扩大、基建进一步完善，

能吸引中资企业考虑前来设分行、置产房、设立区域总

部。对于规模较大兼寻求面向国际化的中资企业，甚至

可前来进行商务洽谈、扩大客户群、推广品牌形象、采

购战略性原料及物色跨国人才不同的商业型活动。

全国基建不停蹄

选后政府有必要贯彻在各州属均匀发展的步伐，

迎合因不同需求来马投资的外商。这包括国內5大经

济走廊--北马经济走廊(NCER)、砂劳越再生能源走廊

(SCORE)、依斯干达特区(Iskandar)、东海岸经济走廊

(ECER)以及沙巴发展走廊(S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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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政府将继

续充分发挥各州的天然地里优

势。譬如，把原本12米深的关丹码头，扩展为18米深水

码头，促使马中关丹产业园(MCKIP)与中国钦州工业城

缔造成姐妹城；改造坐拥水深24公尺深天然港口的边加

兰，成油及石油化学综合发展项目(RAPID)。RAPID项目

刚起步，负责主导的戴乐集团(Dialog)已确认拉拢多家

包括中国在内的著名石化厂商进驻。

此外，大马也在积极编制交通网，无论从竞标至

竣工后带动周边产业增值投资，商机处处。西海岸大道

(WCE)即将从北马太平贯通至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

善用受马六甲海峡这道“天然屏障”保障的西海岸路

线。

为了缩短马新两国距离，由吉隆坡至新加坡将打造

一条马新高铁(RTC)。基于这项新高铁的轨道模式还没

确定下来，中国凭着近几年突飞猛进的高铁技术经验与

相对廉价优势，加上马中深厚关系，中资企业可扮演合

作伙伴或提供指导、广泛应用材料（如稀土）供应、技

术顾问角色。

尽管新廉价航站——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KLIA2)

再次延迟启用，但该机场设施骨架已见雏形，目前只是

仍碍于进度问题而已。该机场一旦落成，不但为马中经

贸活动设立更多航线往来，还能为奔跑于两国的中小型

企业(SME)带来经商成本上的优势与便利。

马中政局新气象共创双赢

5月中旬，当大马完成新政府组阁，中国以主席习

近平与总理李克强为首的新领导恰好就职满60天，标志

着马中双方都进入了崭新的管治时代。

李克强在选后致电祝贺纳吉，表示对当前中马关系

的良好发展机遇充满信心。中方未来将朝深化双向贸易

投资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在重点领域取得新突破，打造

合作新亮点，将中马关系提升到新水平。同时，巩固和

深化中国同东盟的互利合作，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向前

发展。

究竟，习李班底与纳吉麾下新执政团队将拼出怎样

的火花？对此，各方都十分期待习李的东南亚首行，或

纳吉继2009年后首度当家后再次造访中国之旅。

对于中国，纳吉一家三代素有渊源，相信处理起

马中关系，皆会从互惠互利及和谐生财的制高点出发。

纳吉先父敦拉萨1974年比区域国家走前一步，凭着建

立马中正式邦交留下功名。及后1997年，步入壮年的纳

吉以教育部长身份访中，成为我国首位访中的教育部

长。2005年再次访中，当时已升官进爵至副首相兼国防

部长职位，再写下首位防长访中的纪录。这个独特的中

华情意结让马中关系开花结果，乃至于其下一代，儿子

季平从小接受华文教育，通晓以华语交谈。

纵览各种优势与契机，在可预见的未来内，相信只

要执政者能够因时、因地、因人，三因制宜，马中经济

贸易前景势必一片光明，携手掀开另一页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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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如常颁出任何重大的政策，从这份演说

仍可看出，现政府未有偏离利商与减赤“两步

走”的大方向。至于这次演说会否将是系列新方针的序

幕，也值得各行各业留意。

提升市场活力的计划

首先，纳吉呼吁僱员公积金局（EPF）应提升在中

型级别企业的投资。市场人士普遍对纳吉持续开放市场

和通过官联投资公司来提振市场活力的计划持正面态

度。

其次，纳吉在讲词中声明维持财务稳定的重要性。

纳吉再次强调将今年赤字减至4%，以及2015年降低至3%

的承诺。

他说，虽然国家债

务去年冲破5000亿令吉大

关，占GDP的53%，但仍处

于可应付国债范围。政府

将致力拟定一个平衡财政

的预算桉，确保2013年中

央政府债务比重绝不会超

过GDP的55%。他表示，政

府将巩固税务制度，确保各项补贴更趋合理化。

纳吉指出，政府将继续降低补贴，通过直接财务援

助方式，协助有需要国民，包括月收入少于3000令吉的

家庭。他认为，把焦点对准有需要的国民，将取得更佳

效果及更具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吸引更多外来投资，纳吉该峰

会发表致词时宣佈放宽现有签证措施。日后符合资格的

来马外国投资者及基金经理，可获得长达5年的多次入

境往返签证。

此前，移民局发出的多次往返签证多数只有一年，

除了共和联邦国和特定国家外，一些国家如中国及印度

的商人及民众前来我国经商或旅游，都需申请签证，且

每次逗留期不可超过30天。

随着这次落实放宽签证期限，预料将吸引更多外资

和白领级的专业人士前来我国投资和就业，也会惠及有

意来马的长期的投资者。

增设外籍人士服务组

此外，新任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人性化”服务的重

要性。

较早前，纳吉透露，移民局在今年4月已增设外籍

人士服务组，特别为全球顶尖人才提供相关服务，而去

年底政府也主动接触在马工作的外籍企业领袖，主动提

供长达10年的居留签证。

“在所派发的1千600

张10年居留签证中，有多

达130张透过政府积极主动

措施促成。”

纳吉至今已5度出席投

资大马峰会。他指出，在

去年大会的问答环节上，

有一名外籍长期投资者在

现场要求获得永久居留，他马上就批准。

此外，为了吸引全球顶尖能源公司如石油相关产品

公司来马，政府在2011年推出全球贸易活动奖掖计划，

让登记的公司享有3%的公司税优惠，如今此优惠也放宽

至本地及外国公司。

纳吉指出，能源领域贡献40%国家收入，这个领域

的持续增长非常重要，有助捍卫国家的中长期经济体地

位。

“如今已有15家石油贸易公司登记，我相信随着这

项新宣佈，可更加强大马要成为区域能源枢纽。

峰会派定心丸

续减赤引外资

è 展望篇

兼任财政部长的首相纳吉连任后整装待发，除了必要的
政治喊话，较少提出涉及经济和外资招商层面的施政。 
直到纳吉6月中现身《2013年投资大马峰会》或《Invest 
KL》，才再次以王者归来的姿态，作出激励民心的演讲。

纳吉强调，如今该设法让国内经济持续成长、
并寻找在亚洲及全球经济市场中的角色和回应
地缘政治的平衡性。“未来5年，我们将设下未
来10年蓝图。作为大马资金市场的领导者，我
呼吁大家密切合作，以确保符合市场、投资者
的期许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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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大选过后，你如何看待大马的房产市场发展走向？

答： 我认为，大选前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多少笼罩在本地

房市。投资者担忧政局动荡不断，将衍生出失控的

动乱。尤其是前来置业的外资都是务实派为主。即

使在大选过后的这几个月内，投资者与发展商仍会

保持谨慎观望态度。但我预料，这个情况顶多为期

半年，之后将迎来佳境。

 据我所知，中企碧桂园在依斯干达区的产业甫推出1

个月，即售出1500个单位。这显示出投资者其实没

有明显手软下来。

 原因很简单。我国实在享有数之不尽的先天（如气

候宜人、空气优质）与后天（先进城市、交通发

展）优势。同时，第二家园提供的各种优惠诱因还

在持续发酵。总结来看，各方不必太过杞人忧天。

我相信，目前过分的担忧只是过渡性的。待政局稳

定下来，本地房产将再次重拾活力。

问：	大马执政党成功保住政权连任，如何看待其对本地

房产的影响？

答： 我个人十分看好连任执政党（国阵）在发展经济方

面的清晰蓝图和脉络。例如最鲜明的经济转型计划

(ETP)，就囊括了众多大大小小兼多元的基建建设项

目。ETP之外，马新高铁(HSR)等大众交通计划同样

值得关注。一旦上述项目如期开跑，对以房产为首

的周边产业发挥着鼓舞及外溢作用，促进商业环境

和惠及平民百姓。

 其实，假设由反对党（民联）胜选执政，同样不会

让外资感到失望。不妨看看民联近几年掌权的州属

如槟城和雪兰莪，都以高效率及成功吸引高素质外

资，执政新气息让国内外投资者眼前为之一亮，另

眼相看。

 总之，无论朝野哪一党执政，似乎都有足够的说服

力，让外资对本地的投资前景信心“保温”。

问：	对于连任的执政党在房屋施政上有些什么期望？

答： 其实，政府要同时兼顾地产发展与民生问题，未必

只能一味祭出打房政策。第一，加速打造完善大众

交通网。这可减少每户家庭的拥车需要，增加人民

的可动用收入。车贷负担降，人民供屋能力自然大

增。第二，搞好居者有其屋。城市郊区还有很多空

间打造惠民的廉价屋，希望政府的一馬房屋計劃

(PR1MA)等利民措施续发挥作用。

 同时，也希望首相纳吉在即将出台的全新2014预算

案，能够保持目前的产业营利税(RPGT)。如果可行

的话，甚至可考虑降低产业营利税，以确保和刺激

外资的持续流入。

 官方机构则要精益求精，如旅游

部多派驻华语人士做导游或签

证协调工作，同时探讨简化第

二家园的申批程序。

问：	如何理解外资在大选后

大量流入的局面？尤其

对本地房市将产生何等

影响？

答： 部分大马人民的想法会

以偏概全，偏向认定引

进外资只会抬高楼价，

专访马中投资者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创办人胡志坚

大马房产市场长期看俏

è 个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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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百姓负担百上加斤。但这种思维需要改变，因

凡事应两面看。房产投资只是外资的一种。外资带

来的不单是资金，还有先进的思想、设计、品牌实

力，从而刺激本地竞争力及改善薪资结构，形成良

性竞争。举个例子，我国早年引进了知名咖啡连锁

企业星巴克(Starbucks)，随后即催生了像第一站

休闲咖啡館(Station One)、旧街场(Old Town)和

富爸爸(Papparich)等本地中级品牌，造就百花齐

放的局面。而且，随着泰国，经济开放的越南和缅

甸都张开怀抱迎接外资，大马不积极吸引外资，将

会被邻国迎头赶上。

问：	你的工作常接触中国投资者，大马房市对他们来

说，魅力何在？

答： 中国肯定是我国房产的一大外资源头。现代中国投

资者更愿意踏出国门，且尤其重视下一代的教育

问题。对于能力不足以供子女负笈欧美留的家庭，

儿女来马接受教育，普遍只需付出欧美名牌学府学

费的两成预算而已。另外是价差因素。我曾到内地

成都金沙进行实地考察，当地普通一间半独立式“

毛丕房”（初装修房）叫价从３０００万人民币起

跳。第三点，中国最近严格把关打房，促使投资者

资金外流，如果这些游资只往新加坡和美国流入，

对大马房地产市场是很可惜的而且大马不像欧美国

家般实行动辄征税3成至4成的遗产税制，这表示海

外投资者可无顾虑把产业隔代相传，享受长期升值

的甜头。

 最后，就是大马常标榜的零天灾风险优势。而且，

我国凭着丰富的油气藏量及大量油棕资源作为，即

使全球经济动荡，楼价都会受到扶持，不至于陷入

暴起暴跌。

 事实上，现在也看到台湾中上阶级踊跃来马置业的

趋势。多年来大马学生远赴台湾留学成风，成了民

间与文化交流的最佳代言人，大马品牌在台湾人圈

子中早有一定认知度。

问：	大马房价近几年持续飙升，照你看，大马房市会吹

起“泡沫”吗？

答： 只要对比一下区域的楼价市况，大马房产价格距

离“泡沫”之忧尚远。首先，我国依然维持着局限

海外人士只能购买５０万零吉以上的房地产限制。

加上去年再把５年内转手出售的产业营利税调高５

％，这大大减低了投机威胁。而且，以区域房产升

值涨幅来看，大马楼价算相对延续着“慢兼稳”的

步伐。大马房产泡沫之说，主要是心态作祟。

 严格上来说，大马房价不见饱和，因为我国房产很

特别。不像区域发达国家，置业者被迫到都会区的

第一、二圈以外郊区购房。相对下，放眼在吉隆坡

这座一线城市范围内，还有机会找到中低价位房

屋。甚至，在较边缘地带还能觅得可负担兼格局庞

大、豪华的理想家园。这再次凸现出唯有建立四通

八达的大众交通，大马房产才能均衡升值发展。

问：	请问你觉得大马未来的房产热点（hot	 spot）在哪

里？

答： 柔佛房产受到依斯干达经济特区的扶持，吉隆坡房

产则有捷运系统（MRT）和大吉隆坡区等项目加持

身价。这两个地区，对很多区域投资者而言，相信

已不感陌生。相形之下，我反而认为投资者们忽视

了另一个极具升值潜能的热点——马六甲。

 马六甲因受世界公认的历史遗产优势与靠近波德森

（Port Dickson）黄金海岸线，当地较集中在旅游

产业，绿色产业有利可图。试想象，马六甲每年吸

引1300万名来访游客，以当地现有酒店与服务公寓

等单位，肯定是供不应求，不胜负荷的。投资者可

认真考虑买下当地蓬勃发展的度假村或旅店单位当

度假屋，平时用作出租，既不会置空浪费。

 随着马六甲市中心（Melaka Raya）硬体建设趋饱

和，当地政府已选在毗邻城里桃园（Kota Laksa-

mana）进行发展规划，预料迟早成另一个焦点所

在。

 需要关注的是，配合马中建交４０周年，中国拍摄

队即将在马六甲拍摄《印象．馬六甲》。加上耗

资2亿零吉的侏罗纪公园及海底世界乐园落户马六

甲，都为马六甲起到催谷人气的作用。这座历史古

城势必再现活力，待开发潜能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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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大选过后，你如何看待大马的房产市场发展趋势？

答： 2013年，尤其是大选之后，房地产正在酝酿着一个

趋势就是，它将会面临一个大规模的重组。重组之

后，市场便会正式迈入全球化行列，可以说是一个

大跃进（Super Cycle）的时代即将来临。

 当然，这里所指的大跃进，并不表示说所有的房产

都会变得极具前瞻性。因为在市场的情势中，肯定

会有一些产业上涨、一些产业下降，即使整体市场

都处于低迷状态，依然还是会有一部分的房产，扮

演着领头羊的角色。

 其实，早在2000年的时候，大马的房产业市场就已

经开始迈向全球化的步伐，因此今年的趋势将会一

山比一山高，而且无论在欧美或东南亚都有一番新

气象。马来西亚从2010年开始，就可以明显看到许

多赫赫有名的中国投资家，来马积极拓展事业版图

并积极进行海外投资活动。

 若从大马角度来看，大选过后的投资热点，有南移

的现象。柔佛将成为今年带动全国房市的主要“动

力”。其房价主要高涨的原因，其实与依斯干达特

区计划息息相关。依斯干达特区计划的成功实

例，将会提高当地房产的需求。这里将会创

下大马房产市场的历史新高，像是地不佬、

士故来、甘拔士等热点发展区，其房价可能

再度攀升。

问：	对于连任的执政党，如何在房屋的施政上，吸

引外资？

答： 无可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不再以传

统及封闭的成长缓慢方式来发展国家。大多数的国

家都选择打开国际大门，建立经济特区，以领导房

地产蓬勃发展。 

 经济特区是一个非常诱人的计划，即使富裕强大的

中国也搭上了这班列车。如今，中国正积极开发第

三线城市，更在南宁、成都、杭州、无锡等地方建

设了多个经济特区，甚至在享有“亚洲国际走廊”

的深圳也不能豁免。

 我国的依斯干达特区就是主要吸引外商投资的一大

卖点。执政党应该投入具备世界级一流的基建来拉

拢外资。全球化是势不可挡的趋势，而房地产则是

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市场。这是执政联盟必须认清

的一个事实。

 由于现在的经济活动，特别是经济特区，都与房产

有关。以往国家的发展都是一步步建立起商业活

动，然后再慢慢的扩张发展；现在则是直

接设立一个经济特区，然后吸引世界各

地的投资者前来购买，这个大趋势，对

于马来西亚来说，更是如此。

 同属亚洲的中国，除了从各种经济活

动中向东南亚招商，也大量组织投资

军队进攻东南亚市场，甚至还在一

些重点地区强调铁路、港口等

发展，以做好迎接东盟的准

备。从以上的迹象看来，大

选后的房地产市场会再度起

飞，而促成它起飞的因素与全球化趋

势密不可分。

专访SwengTee国际房地产投资者创办人与主席郑水兴

大马房产市场调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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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请问你觉得未来的大马房产热点（hot	 spot）在哪

里？

答： 虽然今年的投资热点落在印尼、缅甸等国家，但他

们的制度和体制始终不如我国完善，假如外国散

户要进军东南亚投资产业，其实并不容易，比如在

印尼，若要购买当地的产业，就必须先成立一间公

司；在越南、寮国也只有少数的特区可以开放予外

国人购买。

 我国则不同，现在我国许多地区可以100%让外国人

拥有产业，像是马六甲的旅游产业、依斯干达特区

的各类产业等，而且后者还没有最低价的限制，再

加上“第二家园”等投资宣传，相信到最后，投资

者会发现大马是最理想的投资园地。

 在我的预测当中，依斯干达是今年的大热，特别是

新加坡和中国的投资者，将为之疯狂。同时，受益

的还有柔佛新山旧地区，但某一些房产，却会在两

三年后出现供多于求的现象。

 至于大吉隆坡计划，按常理来说，应该会崛起，而

成为新宠。但是，在大选后，大吉隆坡计划却缺少

了外来的因素刺激，以致今年的“势”和冲劲都不

在那里。

 大吉隆坡计划是属于慢热型的发展，所以我认为在

3年之后，即2016年后才会出现大热，届时所有得

基建及发展也会迈入成熟的阶段。

 赛城则会比吉隆坡计划更受益，因为赛城在一两年

前已经开始大转型，目前也在策划着一顶类似依斯

干达的概念计划，计划中有大学、ICT、娱乐等主

题产业的发展。这将是新出现的一轮投资热。

 加影将会因为捷运（MRT）的兴建，而发展成为一

个新兴城市，但是，它仍需要3至5年的时间才能真

正的成熟起来。如今，加影的土地已经开始增值，

房子的价格亦稍有增长。

问：	“依斯干达经济特区”是马来西亚政府在大选后极

力推崇的一个重点区，亦会发展为未来的强力吸金

磁铁，对于这点，你可否详细说明？

答： 根据统计，在2012年首11个月，这个旺区的吸金额

又再扬升203.6亿令吉，总共达至1051.4亿令吉，

其中房产领域贡献最多，占据当中的351亿令吉。

这笔资金中，大约64%来自本地投资，另外36%属于

外国投资者。

 休闲旅游，是依斯干达区的重点计划，除了已经开

业的乐高主题公园、Hello Kitty主题乐园及名牌

商城，这一系列的建设，都是游客们的强力磁铁，

从而能带动附近的房产，并带旺毗邻的酒店及零售

业，为美好前景铺下地基。

 另外，这里也是国际知名学府的聚集地，旗下的依

斯干达教育城不断有“名牌”学府莅临开设分校，

吸引了大批亚太区莘莘学子到此升学，继而激活附

近的住宅及商业活动，让发展脉搏快速跳动。

问：	在2013大选“糖果”的财政预算案中，将有一系

列的惠民措施，其中一项既是解决当前房产潜在问

题。目前，我国的屋价高居不下，中产无壳蜗牛苦

不堪言，那增加兴建更多的可负担房屋以稳定屋价

是否是一项明智之举，对国人利多于弊？

答：相比之下，中价房产仍会是今年房产的主旋律。无

可否认，马来西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加入劳动力

人口，而且他们大多数是由单身精英、新婚家庭、

小型家庭所组成，对房子的需求和渴望是与日俱

增。

 可负担房屋计划是2013年马来西亚房地产市场的发

展趋势。可负担房屋市场将会随着年轻人的广大需

求，而持续增长，尤其介于9万至40万令吉之间的

房子的需求更是迫切。

 为了确保更多的国民拥有自己的首间房屋，政府在

2013年财政预算案中，将“我的首间房屋”计划中

的个人借贷者的收入顶限从每月3000令吉提高至

5000令吉。同时，夫妻联名借贷的收入顶限也提高

至每月一万令吉。

 当各种金融援助相继到位之后，可负担房屋的市场

表现将会更出色，因为中低入家庭将会成为最大的

受益者，从而实现了每个人都买得起新房屋的愿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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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大选过后，你如何看待大马的房产市场发展趋势？

答：为了2014年大马观光年暖身，旅游部将例常举办“

缤纷一个大马”活动。此项活动从1999年举办迄今

已是15个年头。今年的主题为“大马旅游年2014：

欢庆一个大马亚洲魅力。”旅游部也雄心勃勃，将

旅游年到访大马的人数目标锁定在2800万人次，并

能为国家带来650亿令吉的旅游收益。

 大选落幕后，既使我国各地举办多项人民和平集

会，这些事件都不会影响旅客到访我国的决心。根

据旅游部的实际数据，旅客人数每年都在增加。我

国就只有在2003年时，旅客人数下挫，但那也不是

因为集会，而是因为严重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疫

情和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

 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马来西亚经济的蓬勃发展

也逐渐带动我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2009年，我国便

成功跻入世界最多外国游客到访的十大国家名单

中，获得第九位的排名。

 中国是马来西亚第一大旅游客源国，马来西亚十分

看好中国的旅游市场，加强和中国旅游业的合作，

促进双边旅游贸易取得更大的发展突破。

 预计今年到大马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可达到一百五

十万人次。现在每年到大马旅游的中国游客也在逐

年增加，去年到大马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已经达到

一百万人次，所以今年旅游部准备达到更高的目

标。对于旅游业未来的发展，我乐观以待。

问：	在大选过后，旅游部所推行的政策，是否让大马

2014年的旅游年更处于一个优势的状态？

答：无可否认，2014年大马旅游年成功与否，旅游业

者、导游及旅行社都同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我国

于2012年共吸引2470万名外国游客，而游客平均逗

留3至5天，这为国家进账606亿令吉。

 目前，旅游部的任务就是吸引游客能在国内逗留更

长的时间，同时，也增加消费。为确保大马持续成

为出色的旅游景点，政策中所不能忽略的，就是必

需继续投资及提升旅游设备。

 标榜着多元种族与文化为旅游特色的大马，其实为

游客提供旅客提供了多项世界级的旅游选项，其中

就包括文化与遗产、生态旅游、奖劢旅游、研讨

会、展览会、购物、国际盛事及健康旅游等。因

此，毋庸置疑的，旅游业也被大马政府视为国家主

要收入来源及有助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领域之

一。

 旅游部在关键绩效指标下，透过增强国际盛事的

宣传，其中包括第一方程式赛车、浮罗交怡脚车

赛、GP哆车大赛、季候风杯及日本澳德 巴 克

斯超级赛，并放眼取得9亿令吉的收

益。

 此外，旅游部也计划透过举办 45

场国际研讨会，以增强我国商务旅

游的发展，并放眼能为我国带

动176 亿令吉的经济效应。 

 旅游部将持续推动创意性的

旅游产品，包括一个大马国

际鞋业嘉年华、大马国际夜

间水上花卉展、一个马来西亚

当代艺术旅游、一个大马国际美

食节、脚踏车与摩哆旅游、直升

专访马来西亚海洋假期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建材

大马旅游业以创新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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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旅游及公园旅游，并透过

重点宣传与市场行销，持续

推广大马。

问：	大选过后，你认为当前旅游

业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答： 首当其冲的就是治安的问

题。近年来，马来西亚各大

媒体和社交网站上频频出现

的抢劫、攫夺案报导，很多

人本身或身边的亲友也都曾

经成为受害者。民众人人自

危，担心有一天媒体上所报

导的罪案，会发生在自己身

上，这就连到访的旅客，也

觉得自己处在危在旦夕的处

境。

 现在首要任务就是结合全国资源，万众一心打击罪

案，尤其是在一些旅游著名景点，更必须安排驻守

的巡逻部队警员，以保障旅客的安危，确保他们在

到访大马期间的人身安危。巡逻部队都必须要有纪

律，彼此团结起来，才能避免不愉快的事件发生。

 再者，无论是餐饮人员、机场服务人员或酒店的服

务生等，都必须拥有良好的态度，以让旅客们留下

难以磨灭的印象。

 服务态度就是指服务者为被服务者服务过程中，在

言行举止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神态；服务的态度

内容应该包括，热情、诚恳、礼貌、尊重、亲切、

友好、谅解、安慰等。服务态度要注意的一个问

题，就是不能把由其它因素带来的情绪表现给被服

务者。良好的服务态度，会使客人产生亲切感、热

情感、朴实感及真诚感。

 在中国很多地区商店的服务人员，都会在顾客到访

时，表现出热情及愉悦的情绪；但是，这情况，在

马来西亚往往相反，以冷漠的态度来对待顾客是常

有的事，所以，我觉得，大马的前线服务人员，有

必要再加强这方面的素质。

问：	大选过后，各行业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那你认

为，在旅游业方面，其中面对最大的波动是什么？

答： 大选过后，我觉得中国的商务客源，明显的减少了

许多。商务客，其实对旅游业而言，有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他们往往能带动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

 马来西亚政府为了吸引世界各国的人移民至马来西

亚，而投资且设立了第二家园计划。马来西亚第二

家园项目，自实施以来，以其较低的门槛、较简易

的程序和较优惠的待遇吸引了大批国外人士到马定

居，为马来西亚吸引外来投资开辟了一条蹊径，也

成为了马来西亚旅游业一道独有的风景线。

 但是，这种情况，自大选过后，有后劲不足的感

觉，部分的商务客，已经不把马来西亚置放在投资

的首选地区，而纷纷转移到其它东南亚国家。这对

马来西亚的经济成长而言，是存有弊端的。

 至于在旅客方面，则没有多大的影响。单是以去年

到访马国的中国旅客来看，我的旅行社还是蛮乐观

的，既达到接近3万人次的数额，至于在营业额方

面，也成功突破约900多万的马币。这些可观的数

据，多说明了马来西亚拥有无限的旅游开发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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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回春

大马经济平衡发展

就
在连任政府内阁成员名单出炉的同一天，大马

国家银行宣布2013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GDP)

按年增4.1%，表现明显低于市场寄望更高的5至5.5%目

标。

这份经济数据刚好落在国会于第二季（4月至6月）

解散前的经济境况，较以往更为特殊，也更值得市场深

入解读。

最新一季经济增长表现令一众经济学家大失所望，

且写下大马经济自2009年金融海啸期间至今，三年半以

来最缓慢的增长记录。（图1）

图1：2008年至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银行

随着金融海啸的巨浪袭来，大马2009年经济表现

受挫，同年首三季度都陷入负增长。当年熬到末季才以

4.5%恢复正面增长。也是自那一季度开始，政府确认催

谷国内需求（下文简称内需）稳定增长，来作为经济发

展的火车头。这3年期间，除2009年第四季的4.5%增长

率，以及2011年第二季的4.3%增长，其它11个季度，大

马GDP都保持在超过5%以上。

另一边厢，大马3月份出口按年跌2.9%以及同月份

的工业生产总值(IPI)按年跌0.2％，情况同样未如理

想。（图2）

图2：大马３月份各领域工业指数（单位：%）

3月份 首季度

按月 按年 按季 按年

工业生产

总值

-1.3 -0.2 -4.4 -0.2

矿业指数 -0.5 -1.8 -2.4 -2.2

制造指数 -1.9 -0.3 -5.5 0.1

电力指数 3.6 7.0 0.03 4.7

资料来源：大马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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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大马首季度整体经济、出口和工业产值，表现

略显乏力。不过，从理性角度出发，得综合考虑到大马

经济既承受着国内大选衍生的忧虑因素，加上欲振乏力

的外需氛围，构成双重打击。

不过，接下来，经济学家皆一致看好大马经济，从

今年下半年开始否极泰来，有了开始回升的趋势。

海内外因素夹击

其实，大马这一轮在经济、工业产值与外销增长

的表现，基本上尚属可圈可点。目前，日趋明朗的跨东

盟经贸，为大马在一片乌云笼罩的出口市场中，提供了

较稳定的避风港；只是，根据大马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MITI)的外销主要目的地分布报告指出，我国１月至３

月共出口的1695亿令吉贸易量当中，对东盟国家出口达

498亿令吉，只占约3成比重。这意味着，东盟出口市场

仍起不到太显著的缓冲作用。

因而，归根究底，大马首季GDP表现未如理想乃有

迹可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围市场萎靡不振，导致

外需疲软所致。这可从大马国家银行（下文简称国行）

报告中总结得出净外需(Net External Demand)大幅加

速萎缩36.4%，相等于去年末季负增长9.3%的近四倍额

数，得到印证。

正如国内财经评论员杨名万所言，大选逼近导致众

多工商业者暂缓重大的商业决定，以免承担不必要的风

险。这造成大马本季度私人界投资从去年末季的两成增

长率，大幅度减半至10.9%而已。这意味着，企业家为

免蒙亏或误踩地雷，宁愿在大选前按兵不动，成为阻碍

经济持续蓬勃发展的绊脚石。

“大选可从两方面左右经济：一方面公私领域决

策会遇阻或放缓而拖慢内需，对经济增长不利；但是，

另边厢政府为讨好选民频推惠民政策，设法加强国内消

费，却有助刺激内需。”最终，在这两股正、负面因素

互相抵消与制衡下，经济仅取得4.1%增长，就不难理解

了。

大选派糖振消费

杨名万不畏言，大马正置经济高度依赖内需时刻，

内需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的地位始终屹立不倒。任何足以

影响内需规模发展和进一步壮大的事件，都会左右经济

增长。且从最新的这一份国家经济报告深入剖析，究竟

选前派糖如何带动内需与国内消费氛围，从而发挥惠及

各行各业的正面效益。

首先，在国行报告中的内需(Domestic Demand)一

览中显示，内需表现比上一季7.8%增长率更出色，超过

8%水平线，达到8.2%。至于撑起内需的两大支柱，分别

是增长6.1%的国内消费和增长13.2%的投资额。大马评

估机构(RAM)首席经济学家姚金龙博士认为，只要内需

表现未有开倒车，即说明国内经济依旧稳扎。

据国行报告资料显示，私人界消费增长率从去年末

季的6.2%提速至7.5%，反映政府主要以分派现金券为主

的惠民政奏效，起码对国内一般民众的消费氛围起到短

期的刺激效用。

对此，国际调查机构尼尔森(Nielsen)一项消费者

消费信心指数报告也值得参考。大马2013年首季消费者

信心指数(CCI)报告显示，大马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4个

点，至110点的水平。调查的58个国家中，大马的消费

者信心指数维持排名第9位。

马来西亚尼尔森董事经理理查德哈尔(Richard 

▍  马来西亚尼尔森董事经理理查德
哈尔。

▍  大马评估机构(RAM)首席经济学
家姚金龙博士。

▍  联昌国际投行经济学家李兴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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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表示，今年首季外围经济情绪反而略微出现改善

迹象。“外围需求的回升、加上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

低通胀率，都是激励国人对消费的乐观情绪上升的推动

力。”国人普遍对大马踏入次季（4月至6月）后的经济

稳定和持续增长感到踏实，也使得未来就业前景与个人

财务的指数强劲增长4点。

资深经济学家白文春认为，大马第二季的经济成长

始终由内需来主导。最理想的状况是，大马对外出口表

现有望在下半年反弹及转为正面，保障国内经济成长达

标。

同样的，姚金龙对此也感到乐观。他指出，大马经

济不受欧债困扰，全球经济亦将步入复苏状态，美国的

失业人数增长稳定，中国首季GDP虽低於预期，但整体

表现尚能接受。

出口惨淡渐改善

大马本季度出口数据已成定局，但好消息是，我国

对外出口不景气的氛围，可能已经到了否极泰来的关键

时刻。从出口市场看，大马主要出口国的贸易量进一步

萎缩。（图3）

图3：3月主要出口市场表现

外销市场 出口值（百万零吉） 按年变化（％）

外销市场 出口值（百万零吉） 按年变化（％）

新加坡 7,970.7 1.1

中国 7,930.0 3.3

日本 7,359.7 -3.2

美国 4,912.3 -5.8

泰国 3,787.5 2.9

印尼 2,720.4 16.7

香港 2,494.4 -8.8

韩国 2,331.1 -1.3

澳洲 1,994.2 -21.6

印度 1,963.3 -8.3
资料来源：大马贸工部

无论如何，出口低潮期很快就走到尽头，国内政局

渐转稳定，让商界安心拓展产能，并扩展外销市场。我

国下半年将展现更强稳的出口增长。

姚金龙指出，3月份出口下滑幅度比2月份记录显著

收窄，大马出口半年至今演进表，相对理想得多，也意

味着出口低潮期有可能已在首季触底，次季有望渐入佳

境，相信下半年见到更強稳的反弹。（图4）

图4：大马出口半年至今演进表（单位：%）

资料来源：大马统计局

首季投资报喜讯

尽管出口环境及外围经济体深陷低迷，但大马投资

发展局（简称MIDA）却适时公布了另一组正面的首季度

经济数据——成功吸引493亿零吉（年增长44%）获批准

总投资额。

当中，国内投资占310亿零吉或62.9%，海外直接投

资(FDI)占183亿零吉或37.1%，与经济转型计划定下的

73%对27%比例相符。首季FDI按年大幅升90.6%，来马投

资者主要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及荷兰。

MIDA首席执行员拿督诺哈鲁丁(Noharuddin)指出，

这反映出大马强大的竞争能力，力争成为区域中的首选

投资地。他补充，总投资额的8成比重尽是优质投资，

未来还会专注于招揽新兴科技的优质投资。

另外，还有总值421亿零吉的潜在投资正处于商谈

阶段，最快今年内实现。“今年获批准总投资额可突破

2012年的1620亿零吉。”

服务建筑业促增长

无论如何，展望下半年国家经济增长前景，在服务

业与建筑业强劲增长带动下，大马经济增长可望后来追

上再冲刺。（图5）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驻马董事经理兼股市主

管史提芬哈格(Stephen Hagger)看好大马下半年GDP有望 

反弹，放眼全年可达超过5%成长。史提芬极为看好ETP

计划对经济增长的助益，若取得比预期中更标青表现，

该计划可至少为GDP带来1%贡献。

同时，各研究所对建筑业前景持乐观的态度尤其一

致，至少看好建筑业可保持双位数增长的正面势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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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建筑领域首季度年增双位数的亮眼表现，主要由土木

工程及住宅建筑贡献撑起，特别是巴生谷(Klang Val-

ley)和槟城房屋工程更呈蓬勃发展之势。当季开始动工

的大型建设与油气工程种类繁多，包括捷运和轻快铁扩

展工程、丹绒宾(Tanjung Bin)和曼绒(Janamanjung)发

电厂、哥巴邦岸(Kebabangan)天然气田。

联昌国际投行经济学家李兴裕指出，服务和建筑领

域將维持亮眼成长，从而起到减缓製造与矿业领域成长

长期放缓影响的效果。

政府连任后政策重心以“稳定发展”为主，遂需要

以更实际的绩效来巩固人民对其政权的授权性。这将推

动过去一年因大选而暂缓的建筑热潮卷土重来。这意味

着，建筑业者将不断填补订单合约，并实施大型公共交

通工程，从而还能为建筑相关的建材制造领域带来周边

效益。

宽松货币，进退皆宜

面对外围包括由日本近期宣布降息开打的货币战

压力的同时，大马不随波逐流，毅然拒绝跟随区域与全

球“竞争性”降息潮，证明大马营商环境与竞争力优

越，暂不会随意亮出贬值促进出口的底牌。

目前，大马内持坚韧的贷款成长，并没有促使国

行通过隔夜政策利率(OPR)调动汇率和资本流动的迫切

感。大马今年首4个月的消费人物价指数(CPI)仅按年上

扬1.5%，成功保住低通胀优势，有利国内货币政策更易

受控。不过，随着政府选后可能再度实施另一波津贴合

理化措施，势会造成程度不一的百货腾胀，对国内通货

膨胀施加压力。

然而，大马一旦选择在全球游资充裕的环境下上调

利率，可助吸引更多资本流入，惟对金融系统稳定性则

必然受到影响。

无论如何，大马国行总裁丹斯里洁蒂(Zeti)派定心

丸，尽管中国2013年首季GDP放缓及日本发展经济面对

挑战，国行已把这些比较负面的因素纳入大马GDP的预

测考量内，大马2013年经济增长至少可顺利保五。

姚金龙和白文春均不认为国行会在近期内调整利率

来提振经济。白文春重申“首季GDP大幅减速的原因在

於出口表现，与内需车撤不上任何关系，显示国行不会

因此调整利率。”

图5：各研究所预测大马各领域成长表现（单位：％）	

五大领域 丰隆投行 达证券 安联研究 肯南嘉研究 2012年纪录 2011年纪录

农业 5.0 4.5 5.2 3.8 1.0 5.8
矿业 0.0 0.8 2.2 1.5 1.4 -5.5
制造业 2.0 3.8 2.9 4.3 4.8 4.7
建筑 15.0 10.4 18.8 11.3 18.5 4.6
服务 5.6 6.0 6.2 5.9 6.4 7.0
私人开销 6.5 7.2 7.9 6.0 8.2 7.1
公共开销 2.0 2.3 4.2 0.3 6.4 16.1
私人投资 15.0 - 12.8 8.3 24.4 12.2
公共投资 15.0 - 12.8 8.3 15.9 -0.3
出口商品与服务 1.0 3.0 0.7 2.3 0.7 4.2
进口商品与服务 4.0 5.9 3.9 3.4 6.8 6.2
国内生产总值 4.5 5.0 5.5 5.3 5.6 5.1

资料来源：综合各研究所评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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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斯干达经济特区

赋予中国特色及商机

大马南部柔佛依斯干达经济特区(Iskandar，下文简称依区)近几年大热兴起，被各界誉为“大马的深
圳特区”。甚至乎，连作风极为低调的大马首富——郭鹤年也罕见的大手笔掷1.8亿令吉，收购依区土
地来打造海滨综合发展计划。

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当年南巡深圳时，曾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这番话传颂至今，具体的概括了
深圳之所以成功，从政府的适度扶持、外资的慧眼、商家的奋斗与地理环境的发挥，缺一不可。循此
思路，依区基本上也在落实着同一套成功经验。

接受《马中经贸》专访的马中投资者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创办人谭天良表示，依区近几年在中国投资者
圈子中，已建立起知名度。“最主要还是(大马)政府较以往落力在海外推广及对外勾勒依区美好的一
面，包括我在内的中国投资者都相信依区未来将会改造成另一个深圳。”

无论从商家与投资者的资金流入、投资意愿或参与度来看，依区的意义贵在展示出活跃的“区域性”
一面。

譬如，来自中东、新加坡、日本和中国等地的发展商竞相前来圈地设厂或盖房产；待楼盘推出市场之
际，更多的国外中外阶级人士则纷纷尾随前来置业。

在不远的未来，依区肯定还会推出更多主题式产业为主的惊喜。这当中，中国商城或许不比其它高人
气的主题乐园(如乐高乐园或赛车城)更具噱头。惟，正如邓小平南巡强调“干实事”的务实精神，中国
商城一旦落成，势将刺激马中各类型经贸活动，大力推动双边关系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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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城(China Mall)：现代唐人街；马中经商城

在
依区坐拥大块地库的本地上市公司——马友乃

置地(UEMLAND)与中国商城控股有限公司选在

依区努沙再也门户(Gerbang Nusajaya)建立中国商城。

双方去年签署了一份意义深远的备忘录(MOU)，着手探

讨兴建一座贸易与展览广场，以在该门户区安置和行销

来自中国种类繁多的商品。该商城预料在亚洲贸易中心

的首阶段推出。

中国商城控股早年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主要提供的

投资合作活动服务十分多元，涵盖举办大型国际会展，

建设和运营专业商品批发市场等其他实业投资项目。

这次透过诚意引进中国商品，足见大马政府极为

重视从中国制造品(Made in China)转型至中国创造

(Created in China)的长远价值。

如果把中国商城比喻为现代“唐人街”，再贴切

不过。房产界人士形容该商城对马中而言，可达一举多

得。对依区而言，透过引进高素质中国产品，营造亲切

感，有助吸引更多中国侨民来马。

中国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副处长徐洁拜访本会时即指

出，单是天津就有不少中国企业(简称中企)跃跃欲试。

她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一个历史的机遇，中企积

极摸索东南亚各国的政策与准入门槛。”

谭天良透露，这座中国商城预计将耗资１０亿零

吉，足见该商城规模之大。他认为，大马成为中国商城

首个落户的东南亚国家，显示出中国政府与企业界的重

视程度。他举例，迪拜(Dubai)与沙特(Saudi Arab)早

年搭建起的中国商城，取得亮眼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商

城进驻其它地域打下一剂强心针。

大马著名产业领域讲师胡志坚表示，中国政府为进

驻依区中国商城的中企提供补贴奖掖，将鼓励更多企业

前来先抢头啖汤。他指出，中国商城基本上是一座汇聚

中国货品的批发中心。中国商城还能充分善用大马在清

真产业如食品业认证建立起的口碑地位，抢滩全球总人

数逾１５亿人口的穆斯林市场。“一旦更多中国商人前

来创业与经商，相信他们在见识到大马美好的一面后，

都会认真考虑是否定居或携家人移民过来。”

中国充满极欲“走出去”的高质量企业，尤其是琳

琅满目的食品产业领域，只是苦无渗透全球市场的有效

途径。是以，依区的中国商城将成为中国品牌实力面对

大马、东南亚与穆斯林市场最直接的展销平台。

3港口＋1机场：搭通天地线创商机

自汉朝起，中国开启了古代海上贸易的路线，史称

海上丝绸之路。自此有了“海水漂到哪里，华人就漂到

哪里”这段美丽史记。说明了华夏民族自古掌握先进的

航海技术，以便出海经商与移民。

随着现代中国走向复兴，迎来崭新的海洋强国时

代，跟海岸线延绵兼不受季候风影响的大马将出现更多

经贸来往的商机。从地形来看，大马海岸线延绵数万公

里，柔佛依区宛如南马边陲鑲嵌的一颗待发亮的珍珠。

至于依区要打造成一个跨区域性的经济特区中心，畅通

的交通网必不可少。

参考中国未落实改革开放前，香港作为神州最璀

璨的东方之珠，蓬勃发展的港口货柜业功不可没。鉴于

此，以南马为主的各地区港口都在善用现代技术，扩大

成深海码头。

这里探讨的依区三大港口——丹绒浪塞(Tanjung 

Langsat)、柔佛港(Johor Port)以及丹绒柏勒巴(Tan-

jung Pelepas)地点十分适中，既连接马六甲与马新海

峡，也面向南中国海。此外，加上依区士乃国际机场

(Senai Airport)一旦落成，势必也能打通天地线。

踏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马中政府都显示出跃跃

欲试的心态，预料将从海、空的横纵面，开创现代马中

经贸的新时代。

丹绒浪塞：油汽贸易潜能无限

纵观丹绒浪塞港口周围，尽是投资规模庞大、充满

可开发潜能的油气发展项目。至今，已有近50家投资商

在丹绒浪塞设立生产设施工业园区(TLIC)，总投资额达

到150亿零吉。当中包括國際知名商品貿易商托克(Tra-

figura)、法国Technip集团、德国钢铁制造厂(EEW)以

及班牙阿赛里诺克斯集团(Acerinox)等著名外资，都成

了该工业园区的稳定投资户与营运商。

为了实现南柔转型成区域油气工业首选枢纽的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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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丹绒浪塞港口总公司——柔佛机构(JCORP)正在

积极落实扩建。政府则透过近年新成立的首相署表现管

理及传递单位(PEMANDU)拨出1.56亿零吉，把港口航道

及前沿水域从原本的12.8米加深至15米。目前，随着有

关疏浚工程经已完工，该码头水域有能力容纳超大型货

运油轮，从而为当地石油交易商提供更具经济效益的服

务。

由于大马产出的油气产品多以液状形式进行贸易买

卖，丹绒浪塞码头拥有全马最先进和设备完善的液体货

物码头(liquid jetty)。考虑到该液体货物码头使用率

饱和，政府已拨出1.108亿零吉，赶在2013年9月新增两

座新泊位。届时将能处理11万載重吨(DWT)船只，并创

造出额外700万立方米的存储容量。

同时，柔佛机构也将双倍拓展港口岸上面积至1000

英亩，以迎合更多油气活动带来对无水港(dry port)设

施的递增需求。

随着柔佛机构投入了7亿零吉改善港口基建，该港

口具备了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ISPS)，且通过严格

世界级石油公司如贝壳(Shell)的严格要求。

展望今年杪，丹绒浪塞港口的液体货物码头将具备

7座泊位，可处理2400万吨容量；无水港则能容纳1000

万吃水量(draught)的散装货轮，存储容量则扩大至112

万工吨。

柔佛港：多用途港口

位于南柔东部巴西古当(Pasir Gudang)，为依区３

大港口中，最为毗邻南中国海。

柔佛港口是首个座落于自由贸易区的马来西亚港

口，拥有5500个陆地开槽，目前每年的货运容量可达

100万个标准集装箱(TEU)。它被设计成多用途港口，可

伸缩应付各类货运，包括液状散装货物、干货散装以及

普通货运。

柔佛港公司同样充满雄心壮志，打算在2016年之

前，在处理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简称伦金交所)多种

大宗商品货物的全球35个受认证港口当中，从第七位上

升至前三大。该港口每年为伦金交所处理43万公吨所货

物。该公司目前将斥资4亿至5亿令吉资本预算，扩大容

量。

柔佛港公司首席执行员沙鲁亚南(Allam Shah)指

出，该港口必须每年扩大容量100万公吨。“若善用低

廉成本的策略奏效，柔佛港大可追赶上鹿特丹和休斯

顿，成伦金交所另一个重要交割地点。”

沙鲁亚南坦言，单是柔佛港现有客户对于处理伦金

交所各类商品的需求长期居高不下，只是一直碰到容纳

量不胜负荷的问题而已。“当务之急是，落实港口内的

空间优化方案，如把现有仓储设施整合在多楼层建筑物

内；同时，拓展现有营运范围。”

▍	 柔佛港▍	 士乃机场▍	 丹绒柏勒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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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绒柏勒巴斯(简称PTP港口)：砸14亿扩建

PTP港口背后的营运者来头不小，该码头7成股权由

大马上司公司——MMC机构持有，另3成股权由丹麥航运

界巨擎—马士基集团(AP Moller Maersk)旗下APM终站

(APM Terminal)持有。

目前，该港口名列全马第一大及全球第16大转运码

头，并正在落实总值14亿零吉的扩建工程。PTP港口公

司３月份刚委任的新首席执行员格伦希尔顿(Glen Hil-

ton)表示，一旦完成扩建次新的船泊位，码头整体吞

吐量规模将增加24%至1050万标准集装箱(TEU)。“最重

要是这些新增泊位已经炙手可热，尤其是我们现有客

户。”

目前，新建的第13号与14号的泊位正在施工中，初

步估计翌年5月全面投入运作。到了2015年，新泊位的

使用率将达到最理想的“全面启用”状态。“这些新增

泊位的配备足以处理新一代重达1万8000标准集装箱的

起重机的运船，今年内将开始分阶段试用。”

PTP港口公司双管齐下，除设法拓展新泊位空间，

也不忘改善现有12个泊位的营运效率。希尔顿补充，此

举能让现有吞吐量再增15%，从而建立起足够规模，应

付客户日益递增的需求。

“而且，PTP整个地区还在发展着自由贸易区，尤

其是对于从事货物集运(cargo consolidation)需要仓

库的物流公司，更是免税处理。”

目前，PTP自贸区拥有超过30个承租商户，希尔顿

看好，当中几个主要租户会在上半年增持逾百万平房公

尺的仓储用地空间。

谈到PTP港口如何在全球海运物流中立足，希尔顿

指出，该码头凭着策略性地点优势，主要为世界各地涌

来的货物提供转运服务。“作为转运站，我们还会落力

完善PTP港口的设备，让这码头成为东南亚货轮趋之若

鹜的高效率中枢。”

士乃机场：打造一流物流航运的枢纽

除了海上商道，南柔现有的士乃国际机场也会被改

造成一站式货运与物流航运枢纽。士乃国际机场有望在

2025年成为继新加坡樟宜机场之后，本区域排名第二的

机场。从新山开车前往士乃机场仅需30分钟。第一期工

程建竣后，该机场每年目前可容纳350万人客流量及处

理8万吨货物。目前进入第三期阶段工程，预料在2023

年打造士乃航空城(Airport City)。把机场附近一片

2718英亩的优质地段大造成主要商业园区，涵盖士乃自

贸区、航空园区(Aerospace Park)、国际物流与制造园

区、中小型企业村(SME Village)、高科技园区等等。

尤其一旦航空园区竣工，能保证为各航线公司提供

高质的维修服务。如符合国际标准的维护、维修或大修

▍	 柔佛港▍	 士乃机场▍	 丹绒柏勒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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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O)，固定基地运营(FBO)、轻型飞机组装、机身改装

及生产主要机身。

依斯干达区域发展局(IRDA)首席执行员拿督依斯迈

(Datuk Ismail Ibrahim)指出，一旦士乃国际机场陆续

打通区域航班，区域乘客可实现单日往返旅程，最短航

班甚至只要两小时，实现24小时生活圈目标。他透露，

国内两大航空巨擎——大马航空与亚洲航空经已察觉到

客流量的成长潜能，可能会率先在该机场设立航线。

“目前，士乃机场拥有发达的包机直航服务，优异

连接点与大片为开发的工业用地；有了畅通的进出口设

施，我们的机场将不只局限在乘客流量，还能促进物流

运输的发展。”

中国投资依区房产热潮：第二家园理想落户点

为吸引不同需求喜好的外籍人士，依区房产主打四

大元素——投资、工作、生活、娱乐。这一策略同时满

足了来马公干短住、旅游度假、买房投资，甚至长期居

留的中国人士。

根据大马旅游部数据显示，从2002年至今年3月

份，大马吸引2.1万外籍人士前来参与“第二家园”，

中国人士占了18%。单是今年首三个月，就有188名中国

人士来马参与该计划，占了3成比例。

对于发掘南柔房产的潜在升值，中国发展商也不落

人后。早在去年杪，知名的中国房地产商碧桂园(Coun-

try Garden)大手笔以9亿令吉亿令吉向依斯干达浮城控

股(Iskandar Waterfront Holdings)收购金海湾(Danga 

Bay)沿海地段。碧桂园放眼打造这片土地成总值180亿

零吉的大型滨海综合产业项目。

碧桂园为中国十大房地產发展商之一，迄今已在亚

洲开发逾110个项目，获利甚丰，对亚洲房产潜在价值

尤其独具慧眼。

胡志坚认为，只要做到满足外籍人士的不同需求，

即能立竿见影。“中国人出国买房，可以出自很多目

的。有者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而来；为了个人事业而来；

又如中国北部居民在进入冬季后，会前来大马“避寒”

度假。”

由于中国奉行“一胎制”，对关乎下一代前景的

教育素质尤其重视。因此，依区极具前瞻眼光的教育城

(Iskandar EduCity)就是一个很具渗透力的王牌。《纽

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曾经以鲜明的主题报

道描述依区教育城：“大专教育中心在大马初露峥嵘：

努沙再也(教育城所在地)凭著翠绿宜人的的绿色田野氛

围，笔直完善的平坦大道，加上两座主题乐园加持，最

终將成为超过1.6万名学生理想中的第二家园。”

胡志坚指出，对于应付不起欧美高等学府昂贵学费

的中国父母，随着大马大学机构或海外分校如雨后春笋

般林立，送孩子来马深造可一圆孩子的大学梦。

最新在依区开始动土的，是世界顶级大学之一的英

国雷丁大学(UoRM)投入9.8亿令吉，在依斯干达教育城

(EduCity @ Iskandar)设立首座海外分校，把英式卓越

教育的悠久文化，从英国带入我国及亚太区域。

另一个亮点时，中国顶尖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与

清华大学，也在计划着进驻依区教育城。依区投资有限

公司(IIB)总执行长拿督赛益依布拉欣(Datuk Syed Mo-

hamed Syed Ibrahim)说，与中国大学联络的工作在进

行中，当局须耗时进行接洽。若果成事，定必成为吸引

中国年轻一代的一大号召力。

他强调，依区投资有限公司将陆续引进更多具国际

水准的大专院校分校，并更严谨挑选具有名望的院校前

来投资，确保具高素质教育水平。

此外，纽卡斯尔医药大学(NUMED)、英国马尔波罗

学院(MCM)、南安普敦大学(USMC)、荷兰海事技术学院

(NMIT)等世界名牌大学都前来大马设分校。且部分校舍

已开始启用，并开始招收学生。依区整个教育城预计在

未来３、４年逐步建竣。诚如胡志坚所言，中国人士

会冲着廉美的屋价前来依区投资，但却会因为发现大马

的宜居魅力与可发展前景而逗留下来，跟前几代下南洋

的华人先辈一样，落叶归根后共同打造美好的“第二家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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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燕事件”

然
而，两年前引发的“血燕事件”，加上禽流感的

恐惧阴影，给大马燕窝行业造成沉重的双重打

击，影响燕窝滞销拖累价格大跌，本来蓬勃发展的养燕

业叫苦连天。

大马燕窝商联会的数据显示，国内每年燕窝产量达

到60吨，其中9成外销至中国。当中国于2011年全面禁

止含亚硝酸盐的燕窝入口，造成大马业者约200亿令吉

的损失。受到中国禁止入口的冲击，大马估计约达55吨

的燕窝滞销，价格更下挫60%。

今年3月，大马首相对华特使丹斯里黄家定受委重

任，负责与中方协商寻求解决。他于3月下旬率领团队

赴华谈判，双方同意解决燕窝出口问题，并拟出方案

及评估。大马燕窝出口商公会会长何其琛对此充满期

待。“黄家定所带领谈判团队取得突破性进展，让纠结

了两年多的燕窝出口中国的问题看到曙光；此前，中国

相关单位根本没有给予我们商讨机会，以致不少燕业者

心灰意冷，有者更承受不了亏损，干脆放弃等待。”

加速本地原燕出口中国的进展

然而，在两国积极协作处理之下，将困扰燕窝业的

问题逐个解决，包括出口燕窝材料（原燕）的进展。中

方已制定了食用燕窝亚硝酸盐的管理限量，让原燕在加

工过程中，执行标准操作程序(SOP)需符合要求。“虽

然原燕无需设置亚硝酸盐的限量规定，但需标明仅用于

加工厂使用，禁止直接零售。”

他说，中方已经就我国原燕出口条件向农业部与

卫生部发出相关问卷，中方将按照此报告作风险评估来

拟定出口原燕的方案。双方将协议另外制定原燕的出口

协议书，以允许我国未加工的原燕，同样可出口至中

国。“本会呼吁农业部与卫生部，紧密与中国有关审查

单位配合，尽快完成相关报告书，以便中国方面可尽快

进行风险评估，加速本地原燕出口中国的进展。”

而且，随着中国国家认证监督管理委员会4月20日

受遣来马，目前已完成审查本地15家燕窝清洗工厂，并

将在60天内公布净燕审核结果。

有关净燕审核程序兼顾透明化与标准化，审核结果

也对外开放，能重新赢得燕窝消费者的信心，有望扫清

大马困扰着燕业的阴霾，恢复对中国出口的经贸来往。

中国也已在5月中在北京召开燕窝进口与市场发展

的圆桌会议，并针对各国燕窝贸易进展汇报。在会议

上，中方与大马签订燕窝原产地证书和卫生证书。

何其琛看好，中国质检局表明当局各部门都在积极

配合，没有刻意延缓燕窝进口的进展。反而只是部分原

产国的部门配合速度，相对缓慢而影响了进度。

无线射频识别引混淆

另外，燕窝出口商公会建议，以二维条码(QR)取代

先前的无线射频识别系统(RFID)，更有效追踪原燕的来

源，并在包装上详尽记录燕窝的分类与资料。

配合农业部与中方所签署的协议中第六条规定，出

口中国的燕窝必须建立追踪系统，旨在追踪原燕的来源，

详记燕窝分类与相关资料。

何其琛指出，先前采用的无线射频识别引起部

分燕业者的误解，许多业者亦将之与广泛的“电子标

签”(Electronic tag)混淆。

因此，公会建议农业部能采纳符合双方要求的二

维条码系统，以解决纷扰已久的燕窝资料追踪问题。此

系统除具备追踪功能，价格也比无线射频识别系统的低

廉。

何其琛也说，该公会6月中再度率领全国公会约10名

代表，亲赴中国与当地燕窝商对话交流，考察当地的燕窝

市场，进行一系列的讲解工作，让中国燕窝消费者恢复购

买大马燕窝的信心。

何其琛也对新上任的农业及农基工业部部长拿督

依斯迈沙比里（Ismail Sabri）表示赞赏。他认为，有关

部门委派官员积极跟进燕窝出口中国课题，显示该部门

积极解决问题的诚意十足。

随着马中官方级别一致给予高度重视，大马燕窝出

口障碍将逐一扫除，让这桩纠缠已久的棘手课题步上健

康发展的正轨，对本地燕窝业和中国燕窝捧场客都是好

消息。

这一次中马双方完成评估工作后，重点归纳出6个重点：

1）只允许进口屋燕来源的原燕。

2）进口原燕没有亚硝酸盐限量规定。

3）只允许正规燕窝加工厂出口屋燕来源的原燕。

4）未经过燕窝加工厂加工的原燕，不允许直接销售。

5）中国国内原燕生产加工应当严格执行标准操作程序。

6）中国国内进口原燕必须符合检验检疫相关规定。

自盛唐起，产自婆罗洲的燕窝已名列宫廷御膳珍品。时至今日，食用燕窝补品已相当平
民化，中国则始终稳坐燕窝最大的消费市场。自此，燕窝为产出国创造的可观商机。大
马每年透过燕窝出口，平均赚取超过20亿令吉的外汇收入（Forex income）。

燕子归来重筑巢

马中经贸迎暖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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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日渐融合，不仅是大马商家纷纷前往中国投资，也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落户大马，参与我国
各行各业的建设。本期《马中经贸》走访了南车吉隆坡维保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王璐科，看看这
家中资企业为何相中大马，并畅谈中资企业所关心的种种课题。他也是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
公司东盟区总经理兼中国南车（马来西亚）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吉隆坡改善公共交通

中国南车助一臂之力

问：	请问贵公司为何会选中马来西亚，以扩充海外业务

版图？

答：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中文简称“中国南车”，

英文简称缩写“CSR”）是中国大型轨道交通装备

制造企业，主要从事铁路机车、客车、货车、动车

组、城轨地铁车辆及重要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

售、修理、租赁，和轨道交通装备专有技术延伸产

业，以及相关技术服务，信息咨询，实业投资与管

理，进出口等业务。中国南车总部设在北京，于

2008年8月实现A+H股上市。

 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文简称“中国

南车株机公司”，英文简称缩写“CSR ZELC”）是

中国南车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和核心企业，也是中国

电力机车主要研制生产基地及国家城轨车辆国产化

定点企业，企业理念为：“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方

位系统解决方案”。

 近年来，中国南车株机公司致力于推动轨道交通装

备产业从高速、重载向绿色、智能的转型升级，研

制成功世界首台储能式电力牵引轻轨车辆，推出中

国首款可投入运营的中低速磁悬浮列车，使中国成

为世界能研制同类的产品四个国家之一。

 南车吉隆坡维保有限公司（英文全称“CSR Kuala 

Lumpur Maintenance Sdn Bhd”，简称缩写“CKM”

）是2011年8月依照马来西亚法律注册成立的本地

公司，是中国南车株机公司在海外成立的第一家子

（全资）子公司。

 中国南车株机公司在实现海外战略道路上极其慎

重，之所以在本地组建CKM，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点：

(1) 中国南车株机公司与马来西亚政府此前签订协

议，向马来西亚出口38列具有先进水平的6节

编组电动车组车辆。成立CKM的直接目的，就

是为了做好电动车组车辆的维修保养，助力吉

隆坡公共交通的改善。

(2) 经过充分调研，我们认为马来西亚政治昌明，

与中国历来友好，有适合投资的大环境；法制

健全，公司经营有制度保障；社会和谐，各种

族、民族相处和睦，有天然的人力资源优势；

而且贵国作为东盟的倡议国之一，在这里的业

务拓展，也有利于扩大我们在整个ASEAN地区

的影响力。

(3) 在轨道交通行业，马来西亚拥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这就意味着良好的市场机遇与前景。与此

同时，马来西亚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公共交通尤

文 /张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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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轨道交通的发展。

 “天时”、“地利”和“人和”都已具备，因此将

这里作为我们国际化战略的起点站，可以说是顺理

成章的抉择。

问：	请问自成立以来这一年多，业务进展是否符合原本

的预期？有何心得可分享？或者任何心声想传达给

大马政府？

答： CKM自2011年8月成立至今，屈指算来，已有1年半

光阴。电动车组车辆顺利上线运营，高峰时段车辆

运营间隔已从30分钟缩短到15分钟，改善了吉隆

坡公共交通出行状况。作为本地公司，CKM良好运

作，一切符合甚至优于预期。

 我想，如果说我们取得初步成功，那么最关键的

是：立足国际化，落实本地化。马来西亚是东西方

文化的交融地，包容性很强，跨种族、跨民族、跨

信仰、跨国别的交流，在这里再为平常不过。那

么，一个优秀的公司，甚至说可以传世的企业，一

方面需要有与时俱进的国际化视野和管理理念，去

作为公司经营治理的方法和手段；另一方面，我们

所有的成就也好，业绩也罢，都是需要扎根当地，

融入实际，这样才能将本地的各种资源优势发挥到

极致，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总体来看，维保项目执行顺利。应该说，在整个

过程中，马来西亚交通部和马来西亚铁道公司

（KTMB）给予我们大量不可或缺的支持，我们在此

深表谢意。

问：	在拓展业务的过程，是否面对任何困难与挑战，可

与大家分享？

答： 作为外来投资者，要想在当地取得成功，在适应当

地环境方面无疑要比本地公司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1) 一是培育当地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人才队伍。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要成为马来西亚的优势产

业，关键在人才队伍的培养。一方面，我们从

中国本部向当地派出了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

将国内的相关维保技术向当地平移。另一方

面，我们也在寻求与当地的相关高校开展合

作，挑选具有相关专业基础的人员加以一定时

期的培训，同时在工作中逐步培养其技能。多

种措施和渠道逐步建立起当地化的轨道交通装

备人才队伍。

(2) 相比语言交流的障碍，文化理念的不同更是另

一不容忽视的方面。比如，我们的车辆每天都

要运营，维护工作分为白班和夜班，全年如

此。为了充分尊重斋月期间穆斯林员工的信仰

习惯，公司在不影响运营的前提下，适当变更

维护工作计划，将部分维护任务从白班调整到

夜班，达成了两者的有效兼顾。

问：	贵公司未来有什么发展大计与成长的空间？

答： 2012年9月24日，中国南车株机公司与马来西亚交

通部在吉隆坡签署战略投资备忘录。马来西亚政府

支持由中国南车株机公司牵头在马来西亚霹雳州建

立南车东盟制造中心，从事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及相

关服务等业务。届时，随着中国南车株机公司在当

地建厂、输出相关技术以及实现本地化生产、招收

当地员工，马来西亚将成功迈入具备轨道交通装备

制造与维护技术的国家行列。鉴于马来西亚的特殊

地理位置，该制造中心将有效地辐射到东盟的相关

地区，为其提供相关产品与服务。

问：	您如何看待未来的马中两国的经贸关系，包括发展

潜能与潜在挑战。

答： 基于历代双方领导人为两国奠定的良好局面，我们

完全有理由相信，两国的经贸往来只会规模更大、

水平更好、前景更广。中国有制造优势，也有人口

规模第一的消费市场，而马来西亚有丰富的自然资

源和相对发达的服务业，只要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必然会取得“双赢”。

问：	对于有意前往中国投资的大马企业，您有何忠告相

赠？

答： 众所周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着持续健康的

发展势头，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从中央到地

方都对外商投资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具备良好

的投资环境。那么，作为投资者，一是要顺应中国

发展的潮流和大局。比如，现在去投资水泥等高污

染、高能耗的产业肯定是不适合的，像海洋、生物

及环保、服务、金融、信息技术等行业受欢迎程度

较高。目前，中国对中西部开发的支持力度逐渐加

大，可以考虑到中西部寻求更多的投资机会。

问：同样的，对于有意来马投资的中资企业，您又有何

金玉良言相赠？

答： 我想简单地分享下我们的心得，与大家共勉：一是

前期调研要充足，对环境要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

知；二是尊重文化及宗教信仰，对待在本地出现的

暂时问题或困难，不能以固有理念去理解和处理，

而是要融入本地，做到入乡随俗。三是要切实履行

企业的社会责任。除了追求经济利益，还要做到依

法诚信纳税，注重员工正当合理的权益，做遵纪守

法的企业公民，维护中资企业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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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东盟产业园”：

广东进军东盟“桥头堡”

打造成广东首个东盟产业园

广
东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且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

零关税甜头驱使下，与东盟的经贸来往前景亦

将迈向光明。广东与东盟的贸易量，占中国与东盟贸易

总额约四分之一。

今年4月中旬，在湛江举办首届东盟华商交流会

上，当局透露，将把坐落于湛江奋勇高新区内的华侨农

场打造成广东首个东盟产业园，抢滩中国-东盟自贸区

开通后的庞大商机。

此举意味着广东与东盟的合作有了更为实质性的进

展。至于湛江（广东省西南部海港城）能否抓住这次机

遇，继广西之后，发挥好后发优势，利用东盟产业园的

平台，探索出与东协产业合作的新模式，亦值得期待。

去年3月，国务院侨办与广东省人民政府签订《关

于发挥侨务优势，促进广东加快转型升级合作备忘录》

，确定在奋勇高新区兴办“东盟产业园”。4个月后，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文件要求落实备忘录内容，

抓紧完成奋勇华侨农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工作，推

动落实工业用地指标并广泛开展面向东盟华商的招商引

资工作。

此前，广西已在积极建设着东盟产业园，马不停蹄

的招商引资。奋勇的东盟产业园如何能从众多起步较早

的园中分得一杯羹，除了在硬件上致力抗衡，还致力于

在与东盟的合作机制上有所创新。

领域多元，均衡发展

翻开中国地图，探入环绕着湛江的南海雷州半岛，

可谓是广东乃至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的天然桥头堡。

然而，这些年来，特别是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成立之后，相较环北部湾经济圈的其他地区卷起

的“东盟热”，湛江反而稍微显得有些冷清。

直到去年，湛江首次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活动，将四大合作机制落户在湛

江，即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秘书处湛江代表处、

中国-东盟现代农业合作示范区、中国-东盟港口物流行

业合作对接基地以及中国-东盟经济开发区。

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自2010年全面启动至今，发展神速，发展潜能无限，是一块
不可或缺及难以取代的市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ACFTA）拥有20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贸易总额达到4.5万亿
美元，综合GDP（国内生产总值）为6万亿美元。加上东盟经济与年轻人口的蓬勃发
展潜能，对商家来说，这块大蛋糕的甜头无比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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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广东省首次华商交流会也成功争取在湛江举

办。参加交流会的东南亚研究专家曹云华指出，在北部

湾发展战略中，虽然湛江起步晚，但也有相应的后发优

势。

“例如背靠珠三角，一方面交通便利，也可承接珠

三角的产业转移；而且，广东目前着力加大粤西经济起

飞力度，对该地区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很大。”

中国东盟贸易额；广东独占四分一

作为广东进军东盟的“桥头堡”，湛江市借钢铁、

石化、纸浆三大产品及其上下游配套项目陆续兴建的契

机，正迎来深化与东盟互利合作的好时机。

湛江市在建设廉江“中国—东盟家具产业合作示范

园”和遂溪“中国—泰国现代农业合作示范园”之际，

还坚持每年举办中国—东盟企业合作交流年会，并争取

在湛江设立更多的贸易合作总部或机构，同时全力推动

湛江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市场经商，推进与东盟的多

领域合作。

广企进军东盟；湛江誓当桥头堡

湛江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表示，继去年6月湛江

举办“中国—东协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广东-东盟产

业园将成为广东进军东盟的“桥头堡”。湛江推进与东

盟双方合作互通的经贸关系正日趋紧密。

据悉，湛江市与东盟成员国2012年进出口贸易额

为6.4亿美元，按年增长49%。贸易往来的主要国家包括

大马、印尼、越南、新加坡等。截至去年底，印尼、泰

国、新加坡、大马等东盟国家企业在湛江直接或间接投

资总额为1.5亿美元。

而湛江市到越南、印尼、大马、泰国等东盟投资的

企业有近10家，直接或间接投资总额约为2500万美元。

发展远洋渔业；打造海洋龙头

21世纪踏入了海洋经济的时代。

早在一年多前，广东就把发展海洋经济视之为加快

转型的强力引擎，并提出要在全国率先建成海洋经济强

省。湛江盘踞广东海洋资源半壁江山被寄予厚望，被认

定为粤西海洋经济的龙头和粤桂琼海洋经济合作圈的领

头羊。

湛江在全球化姻缘际会的大背景下，依靠海洋经

济的优势和难得的历史机遇。以“远洋门户”战略为目

标，利用东连港澳、珠三角，西接北部湾，依托雷州半

岛，毗邻海南，背靠大西南以及南海大通道等优势，大

力发展远洋运输业、临港工业、临海海洋经济带以及发

展国际性物流平台，形成广泛覆盖作用。

近年来，湛江“蓝色产业”（blue industry）经

济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已经初步形成海洋渔业、临海工

业、港口运输、滨海旅游等产业相互促进、产业链条不

断延伸的发展格局。

打“归侨”牌招商引资

湛江已经提出，要将奋勇高新区打造成当地继东海

岛之后的第二大经济增长地区。据了解，奋勇高新区前

身是奋勇华侨农场，始建于1952年，是广东省安置归侨

的重要基地。

在湛江政府看来，东盟产业园有两张重要的“牌”

可打，一张是“东盟”，另一张是“归侨”。

在十九世纪，广东人于大举下南洋谋生，足迹遍布

马来西亚各地。广东人当时在大马主要从事建筑业，经

营金铺和酒楼等。

之后断断续续经历过几段移民潮，一众广东父老们

始在此安顿下来。而且，不同于接受同化政策的东南亚

国家华裔，本地华人艰辛保住民族之根，中华情结源远

流长。固然，老一辈劳碌半生过后，踏入花甲或耳顺之

年后，泛起思乡心切之感乃人之常情。

同时，大马留有不少广西或广东籍贯华侨后裔。本

地年轻一代对祖籍地区尽管没有直接的情感联系，但在

接受香港为主输出的软文化熏陶下，能口操基本粤语及

容易接受有关生活习俗。加上广东粤西区迅速发展与开

放的经济创造出个人事业发展与经商机会，对大马年轻

一辈也成了一大诱因。无论哪个年龄层的华侨，中国都

在换发着一股宜居的新气息。这些大马华裔一旦接受归

侨，即可成大马与湛江不可多得的交流桥梁。

湛江的华侨农场有来自13个国家或地区的归侨，农

场与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商界联系密切，从而享有侨界资

源催化商务之间“塔桥”的优势。

湛江农场有来自13个国家或地区的归侨，与海外尤

其是东南亚商界联系密切，有侨界资源优势。在这种逻

辑的支撑下，首届华商交流会的口号也被定为“亲情、

合作、共赢”，意义深远。

湛江市市长王中丙透露：“湛江市民盼望多年的粤西高铁项目经已获批，预料到
2016年，湛江通往广州只需2小时。”这意味着，粤西高铁一旦通车，无论在货运、
商家与客户往来上，都助了湛江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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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川和马来西亚经贸交流会

创大商机

为
促进中国四川省和马来西

亚企业间的经贸合作与交

流，中国四川省贸促会副会长朱晓

锦率领四川省多达50多家大型企业

主要负责人首次赴马考察，并于5月

21日在吉隆坡时代广场酒店内，举

办“2013年中国四川-马来西亚经贸

合作洽谈会。”

本次参加洽谈会的企业主要涉

及的行业，包括五金机电、工程机

械、工程设备、电子信息、新能源

技术、汽车配件、家用电器、医药

化工、纺织服装及农业食品等。

毋庸置疑的，四川省是中国著

名的天府之国，无论是在物产抑或

产业方面，其基础都非常雄厚。自

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四

川的经济就快速发展，成为西部举

足轻重的经济、金融、科技、商贸

和交通的枢纽。

中国四川省贸促会副会长朱

晓锦在致词时表示，“单是在2012

年，四川省的生产总值增长为12.6%

；在货物贸易进出口方面，也较去

年提升，达至23.9%，总共吸引了

105亿美元的外资。迄今，四川已经

成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最大的平台

和窗口，目前，它已有10个国家的

领事馆在当地设立办事处，并同时

拥有191家境外世界500强企业的落

户。”

他表示，“依目前的局势，机

械、电子、钢铁及医药，仍是四川

主要的优势产品；而航空航天、汽

车制造及现代生物则是未来新型及

具有开发潜力的产品，势必也能带

动经济成长。”

他继而说道，“众所皆知，

今年适逢中国与马来西亚邦交40周

年，经贸往来关系已日益密切。鉴

于此，这次的洽谈会，正好就是为

了配合两国之间，友好关系不断深

化，所举办的经贸盛会。对四川来

说，这次的经贸洽谈会实属难得，

所以在筛选本次洽谈会的企业时，

也是经过反复挑选，而最终敲定参

与洽淡会的企业实力雄厚，总计有

45家。

这些企业，无论是在中国国

内，抑或是在国际的市场上，都拥

有强劲的竞争力，在品牌质量、信

▍ 马来西亚外贸促进中心中国处处长温有志（左3）、马中经济贸易总商会会长拿督黄漢良（左4）及四川省贸促会副会长
朱晓锦（左5）共同出席此次交流会，见证历史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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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度、实用性及产品技术方面，皆

位于前线的位置。”

对于中马两国双边贸易交往日

益频繁的论点，中国驻马来西亚大

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宣国兴亦不约而

同的表示赞同。他在发表当天的演

说时，就举了个实际的例子。

“去年4月，温家宝总理与马

来西亚首相纳吉共同出席了‘中马

钦州产业园区’的开园仪式；而今

年2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访问马

来西亚，并专程前往‘马中关丹产

业园’（MCKIP）现场，与首相纳吉

共同出席园区启动仪式。作为中马

两国经贸合作的标志性项目，这‘

姐妹园’开创了‘两国双园’的国

际园区合作新模式，并进一步深化

中马两国战略伙伴的关系，并实实

在在的推动了双边各领域的全方位

合作。”

他指出，“根据中方的统计数

据显示，2012年中马两国的双边贸

易额达至948亿美元，占中国与东盟

总贸易额的1/4。另外，今年1至4

月，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也有非

常杰出的表现，即达至338亿美元，

同比增长23.9%。中国已经连续4年

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而

马来西亚也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

贸易伙伴。截至2012年底，双向投

资总额更是有极大的突破，达至70

亿美元。”

他直言表示，“近年来，四川

经济保持快速的增长，越来越多的

四川企业将眼光投射在马来西亚这

片领土上。这里优越的自然资源、

地理位置与经商环境，不仅能够进

一步提升马来西亚作为东盟贸易中

心区域地位，也能促进地区经济整

体的快速发展。”

马来西亚外贸促进中心中国处

处长温有志也颇为认同这项论点。

在致词时，他亦表示，“此次的洽

淡会，确实有助于两国贸易的经济

成长。迄今，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

的进口来源之一。四川省与马来西

亚的经贸来往在近几年，也得到了

快速的增长。2011年，四川对马来

西亚的出口额为5.87亿美元，进口

额为3.55亿美元；到了2012年1月至

7月，四川对马来西亚的出口额增

至11.2亿美元，进口额为3.38亿美

元。

很显然的，马来西亚的经济

情况并遭受欧洲经济风暴的影响，

反之，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持续

保持增长的势头。就目前的情况而

言，化工、棕油、海鲜食品、冷藏

食物及旅游业都是中国的强势产

品，也是作为建立马来西亚经济主

要来源的一个出口。”

另一边厢，在谈及对未来马中

双边贸易的前景时，马来西亚中国

经济贸易总商会主席拿督黄漢良表

示乐观。

他说，“随着马中两国在过去

的双边贸易额皆取得按年25%的成

长，他期待，今年将会维持相同的

涨幅。大马与中国的双边贸易策略

属持续性，加上双方在过去都持续

取得25%成长的强劲记录，相信迈入

2013年，也会取得相同的表现。在

今年首4个月内，马中双边贸易总额

为338亿美元，按年成长23.9%。”

黄漢良在洽淡会上同时也指

出，“大马具有5个经济特区，分别

是依斯干达特区、北部经济特区、

东海岸经济走廊、沙巴经济走廊及

砂劳越再生能源走廊。以上所提及

的5个发展特区，有助于吸引更多

的外来投资者，其中就包括中国的

投资商家，前来大马扩展业务。中

国人民在2020年希望能建立一个民

主、进步、文明、富强，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马来西亚

则冀望在2020年年达成高收入的先

进国目标，届时，人民的平均收入

可以达到16,000美元，无独有偶，

两国都各自怀抱着不同梦想，但却

是朝着同一方向前进。

马中两国关系现正处于新的历

史高峰。政治上的互信及经济上的

互助，使人民交往密切及人民旅游

频繁。

▍ 马中经济贸易总商会会长黄漢良（左3）出席中国四川和马来西亚经贸交流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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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广东）东盟合作

华裔交流会

为
促进广东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广东

省人民政府定于2013年4月10至12日在中国广东

省湛江市举办首届中国（广东）-东盟合作华裔交流会

（以下简称“首届东盟华裔交流会”）。

首届东盟华裔交流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广东

省侨务办公室、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湛江市人

民政府承办。当局特别安排马中经济贸易总商会会长拿

督黄漢良，在大会的开幕典礼上献词。其演讲稿如下。

《大马乐园》

一、五彩缤纷的马来西亚社会

马来西亚，简称大马，是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

文化的国家，面积3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三千万人，以

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本地土人组成和谐友好的社

会。

二、丰富广阔的天然资源

大马有石油、天然气，广阔的森林，也有锡矿、金矿、

煤矿、铁砂等天然资源。

三、优越独特的地理环境

大马蓝天白云，绿色覆盖近50%，没有风灾、没有海啸

和地震。长年是夏，一雨变成秋。

四、含苞待放的经济开发特区

大马有指定的五个经济特区，吸引投资约264.5亿令

吉，创造了13.2万个工作机会：

1. 南部的伊斯干达经济特区吸引大量的新加坡和中东

人投资达83.4亿令吉；

2. 北部经济走廊已有68.9亿令吉的投资；

3. 东海岸经济特区也有51.4亿令吉投资；

4. 沙巴发展走廊吸引54.2亿令吉投资；

5. 砂拉越再生能源走廊吸引8.3亿令吉投资。

这些经济特区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和优惠政策，如公司

股份可以独资经营、人员可以带入、获利年开始有10年

免税期等等。

五、出色先进的投资环境世界排名

大马目前是迈入高投资的周期，如2012年的国内外投资

占了GDP的15.5%，这是联昌银行首席经济师李兴裕的

评论。根据全球经商环境报告，马来西亚在最具竞争

力排行榜中排名第12名。世界银行在去年10月23日公布

的2013年全球经商环境报告中指出，马来西亚的排名从

2012年的第18位，上升至第12位。

六、不断增加的人均收入

马来西亚是世界贸易第24大的国家，三千万人口的国内

生产总值(GDP)达9368亿美元。尽管2012年世界处于经

济不景，马来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依然取得5.6%的增

长，同时，今年预测会达到5.8%至6%的增长。根据首相

纳吉披露，马来西亚人均收入在2012年创下9970美元的

纪录，国民人均收入在50年来增进了4000%，而政府的

目标是到了2020年，实现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1万6千美

元的目标。

七、持续发展的马中战略伴伙关系

今年由贾庆林和纳吉主持开园的马中关丹产业园，是中

马钦州产业园区的姐妹园区，两国双园，举世无双，优

势互补。马中关丹产业园获得两国政府认可，有助于促

进马中贸易活动。园区有各种特别的优惠，中资已大量

涌入。今年也在推动和落实马中经贸五年规划。

八、美丽双赢的马粤经贸合作前景

马中两国政治互信、经贸相辅相成，目前马中贸易额已

达近千亿美元，我认为马粤之间的合作空间更大，我们

可以做到：

1. 多参与商协会和侨办主催的经贸活动，两地商人多

联系交流，了解经商环境，掌握商机；

2. 两地企业可开设联营公司，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如

清真食品的合作，共创商机，打入中东市场，充份

发挥两国商人的正能量；

3. 响应参加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这个简易轻便的

变象移民计划，有利于两地人民的经商、上学和居

留。马来西亚承认中国820所大专院校文凭资格，而

中国亦承认马来西亚71间大专院校的学历资格，对

两国学生的交流学习非常有利；

4. 共同落实中国梦。中国梦是海外华人华侨的梦，也

是世界人民的梦。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

国，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事业，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圆

中国梦而努力。

文 /黄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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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外贸发展机构

促大马饮食品牌
深入渗透神州市场

随
着大马外贸发展机构(MATRADE)与百盛北京

(Parkson Beijing)在过去6年积极的穿针引线，

本地众多饮食品牌陆续外销至中国首都北京。

资料显示，中国去年进口价值6千238万令吉的本地饮

食产品，对比去年纪录取得20%年增长率。

大马外贸发展机构中指出，“目前，我国约360种食品

的总库存单位(SKUs)在北京百盛购物中心销售，由19家供

应商提供，其中以本地华裔进口商和分销商居多。

透过彼此的合作关系，过去6年中，大部分大马的大

马饮食产品出现在北京市场。大马外贸发展机构说，“北京

办事处目前也给予支持，部分百盛供应商分销大马饮食产

品于当地和外地超市和便利店，比如7-11便利店、莲花超

市(Lotus)、牛街清真超市(Niujie Muslim)和Jia Hue超

市。

大马外贸发展机构表示，该机构也会通过一系列推广

和宣传活动，以协助进口商和分销商打入中国北方迅速扩

张的消费市场。

该机构补充说，“我们鼓励本地制造商和出口商打入

中国这迅速增长的消费市场。”中国从大马进口的饮食产

品包括饼干、零食、糖果、布丁、果冻、冷冻海产、咖啡和

茶、汽水、果汁、现成与罐头食品、调味料、快熟面以及谷

类食品。

自2006年起，大马外贸发展机构跟百盛北京开始联

手推广大马食品业。到了2011年，双方透过充满创意的大

马美廚計劃(MKP)再进一步，加强推广力度。

至今，百盛的供应商每一年都会受邀参与由大马外

贸发展机构举办的大马国际清真展(MIHAS)和国际贸易展

(INTRADE)的采购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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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马来西亚

湖南魅力食品推介会

中
国湖南省政府藉着“马来

西亚国际饮食品展”举行

之际，特别在太子世界贸易中心

（PWTC），举办“走进马来西亚-魅

力湖南”推介会，旨在马来西亚拓

展食品商机，让湖南食品在东南亚

白热化一片市场竞争中，也分得一

杯羹。

湖南省政府此行共组织25人代

表团来马参展及主办推介会。团员

之中除了政府领导，还有商务局、

食品行业联合会、贸促会及企业的

代表。

“湖南是一片充满生机的热

土，除了拥有悠久的历史外，其资

源也非常丰富，素有‘鱼米之乡’

、‘有色金属之乡’、‘非金属矿

产之乡’的美誉。2012年全省经济

总量迈入万亿发展新阶段，地区生

产总值跨过两万亿台阶，年均增长

13.3%，达到2.2万亿元，连续5年

内，都保持全国前十位的排名。”

湖南省贸促会会长李沛在致词时，

自豪的说道。

他继续表示，“目前，湖南已

与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

贸合作关系，出口商品多达3000多

种，境外来湘投资的企业更是多达

3000多家，其中来湘开办公司或设

立分支机构的世界500强企业就达至

70多家。对湖南来说，这是多么可

观的一个数据。”

李沛同时也指出，湖南和马

来西亚在经贸、文化、科技、旅游

及其他领域方面，其实还拥有很大

的合作空间。他建议，双方的政府

相关机构，应该在沟通上，进行协

调，从而建立更有效的机制。“除

外，两国政府应该根据各自的特点

和优势，努力开创生产和联合研发

的新途径。”

他举例说明，“马来西亚盛产

许多热带水，其多元化的种族使这

个国家拥有许多特殊美食，湖南长

沙的企业非常欢迎马来西西亚企业

能将美食带过来，与我们分享，从

而让这些大马美食亦能成为湖南消

费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另一边厢，湖南省食品联合

会长刘送保亦在献词上不讳言的指

出，近年来，湖南食品产业发展已

▍（左起）郭隆生与李沛互相交换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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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迈上一个新台阶。

“湖南的食品生产持续快速

发展。2012年，全省规模以上食品

企业（不含烟草）完成工业总产值

3316.3亿元，居全国第9位，既是全

省的第2位。全省食品产业已拥有中

国驰名商标100件，占全省中国驰名

商标总数的38.4%；近三年获评湖南

省著名商标695件，占全省著名商标

的36.27%。同时，产品的质量水平

也得到稳步的提升。”

他指出，“湖南省的食品产

业，以技术研发、检验及物流三大

主轴为主要建构基础，从而构建了

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展望湖南

食品产业的发展，我们对此充满信

心。我们愿通过这次展览会，积极

寻求海内外投资者的投资合作。”

身为主要宾客，马来西亚中国

经济贸易总商会副总会长郭隆生在

致词时，也表示对马中两国关系的

前景感到乐观。

“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商贸往

来，可说是一日千里，特别是在

过去的二十年，彼此之间的贸易

额突飞猛进。今天，马国不只是中

国在东盟10国当中的最大贸易伙伴

国，而且还继续保持着很高的增长

率。”

对于远道而来的湖南省朋友，

他表示高兴。他说道，“马来西亚

是中国农副产品的第四大出口市

场。所以来马来西亚推销湖南的食

品是走对了路，因为我们需要大量

的食品。”

对于健康的食品的安全，郭隆

生表示关注。

他说，“最近，我国媒体天天

都以显著篇幅报导来自台湾的毒淀

粉食品。近年来，中国也发现许多

黑心食品，这对一个国家的形象有

很大的破坏，对食品的销量更是有

深远的影响。湖南省作为中国的主

要食品生产地，应当作出最大的努

力，以确保输出的食品都是健康的

食品。”

他继续说道，“来马来西亚投

资食品产业，还有一项好处，那既

是可以申请清真食品的认证。这里

的清真食品认证是最受全球伊斯兰

国家认可的，凭着这张认证，食品

便可以通销全世界十八亿人口的伊

斯兰市场。”

湖南长沙县榔梨街道办事处处

党工委副书记唐利坤亦代表湖南企

业发言，介绍国家级长沙经济技术

开发区榔梨产业基地及基地食品行

业情况。

“这里的产业基地主要以先进

制造业和食品产业为主导产业，兼

有电子、医药生物和水暖器材等其

他产业作为辅助行业。目前，食品

企业共计有17家。其中主要的食品

企业就有湖南长沙口口香实业有限

公司、湖南亚林食品有限公司、长

沙金果罐头食品有限公司、长沙县

东兴食品有限公司、长沙好韻味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等，2012年共计实

现总产值过10亿元。”

她以实际的例子举证，“湖南

长沙口口香实业有限公司主要产品

有酱辣鸭、卤香豆干、香辣鱼等传

统湖南酱卤熟食，在2012年，实现

了销售收入38061万元；湖南亚林

食品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有亚林牌瓜

子、花生、熟制豆及高档坚果，在

2012年，也实现了销售收入27332万

元；长沙金果罐头食品有限公司公

司主要生产蘑菇罐头、桔子罐头、

藠头罐头等10多种果蔬罐头食品，

在2012年则实现了销售收入5000余

万元；长沙县东兴食品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瓜子、花生炒货企业，同样的，在

2012年，实现销售收入6000万余

元。榔梨产业基地食品企业今天

在这里展销，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

台，将我们的产品推出国门。”

▍ 中国企业代表与马来西亚企业代表合影。（左四）唐利坤、（左五）刘送保、
（左七）郭隆生、（左八）李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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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新华网

服务业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他
指出，大力发展服务业，既是当前稳既是当前

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调整优化结

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现在，中国许多

工业产品供过于求，服务业的增加值虽已经超过工业，

就业人数已经超过农业，但仍有许多领域供不应求。

增加服务业有效供给，提高服务业水平，可以释放

巨大的内需潜力，形成稳定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也会

对经济结构优化和质量价值提升产生放大效应。同时，

服务业还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农业要现代化、工业要

信息化、新增就业，主要都是依靠服务来吸收。大力发

展服务业，有利于实现有就业及可持续的增长。

李克强说，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就需要特别提

升服务行业及促进工业化及信息化的深度融合。这样一

来，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才能相辅相成。通过税

收、股权激励等多种措施，来促进研发、设计、营销等

服务环节，同时也推动工业向中高端迈进；开发新一代

信息产品。

他指出，服务贸易是跨境的服务业，在经济全球

化日益深入的大背景下，服务贸易实际上，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中国将着力扩大服务贸易规模、拓展服务业外

包、促进进出口均衡发展及促进服务领域的相互投资。

“各国应秉承合作共赢的原则；消除贸易壁垒、加

强在人员流动及资格的互认、行业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协

调，以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

李克强也介绍了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他说，中国作

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

段，如何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

“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打造中

国经济升级版。在世界市场持续低迷及经济复苏艰难曲

折的背景下，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带来巨大需

求，中国有潜力、有条件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李克强勉励在座企业家需要抓住中国发展带来的

巨大机遇，乘势而上，扩大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拓展合

作共赢的新途径，特别是加强科技研发等领域的交流合

作，使跨国公司的经验、技术、创意同中国的实际更好

结合起来，在中国落地生根、萌芽发展。

李克强：

中国有潜力实现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条件

“当今世界，不断成长的服务业越来越成为各国的重点和彼此合
作的热点。发达经济体系，在寻求再工业化及再制造化的同时，也
着力保持服务业领先优势。这就连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过程
中，也在着力弥补服务业发展的短板。服务业已经日益成为促进世
界经济复苏、引领转型发展的新引擎、新方向。”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出席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发表“把
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时的演说上如此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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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梦及对亚洲的影响”

傅
莹在吉隆坡出席第27届亚太圆桌会议，发表“

解读中国梦及对亚洲的影响”的专题演讲时

说，实现“中国梦”，亚洲各国要携手共进，唯有同步

经济发展、彼此关系和谐稳定，中国才能有望实现中国

人民的期盼。

她列举去年中国对亚洲的各种经贸表现，包括中

国去年为亚洲发展贡献58%，中国与亚洲经贸往来达1兆

3000亿美元（约3兆9000亿令吉），超越了中国对欧盟

及美国的经贸往来。

她续称，“中国770亿美元（约2310亿令吉）的海

外投资都在亚洲。中国已成为马来西亚、越南、日本和

韩国最大贸易伙伴，8300万名出国旅游的中国人，90%

是前往亚洲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

她指出，未来5年中国还会进口约10兆美元（约30

兆令吉）的亚洲产品，而且在亚洲的投资会高达5000亿

美元（约1万5000亿令吉）。所以，实现中国梦将为周

边国家提供更多机会也让它们实现各国的梦。

“中国梦必须要具备良好外在环境才能实现，而且

中国梦可以加强区域乃至世界和平及财富。”

傅莹认为，尽管邻国不平静，也有很多问题，但历

史上亚洲相对其他区域更加稳定及和平。“中国区域和

平、稳定及富裕的政策对当地有重要贡献。”

她表示，中国梦与亚洲其他国家的梦想没有不同。

她说，大马总理纳吉布曾向她表示，“大马梦”就是要

在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中国人需要更稳定工作、

可靠的社会安全网、优质教育、优质环境、完善的法治

及活得有尊严。”

她说，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是合时

宜的，因为它反映了中国人的期盼，因此中共十八大设

定了两个目标，即在中共创党百年时必须令国内生产总

值和人均收入翻倍，而在中国解放百年纪念时，中国必

须成为强大、富裕、民主及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南中国海不是一项争议

中国与东盟国家针对南中国海争议设立的工作小组

近期将草拟南海行为为原则，傅莹认为，各方对于南海

问题的反应不应该超越《南海各国行为宣言》，否则中

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反应。

她表示，中国认为南中过海不是一项争议，从历史

观点而言，中国是拥有这个区域，只不过中国需要与周

边国家建立政治互信以加强对话，了解他们的情绪，然

而要与一些国家建立政治互信是很困难的。

另外，她也说，由于有邻国让中国人认为中国会永

远失去南海，结果中国境内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弹。她

认为，要解决南中国海的课题，首先各国不能有挑衅行

为，任何反应都需要节制，最终仍需要将问题带回谈判

桌上。

同时，她也提到，中国-东盟海事合作基金将拨出

人民币30亿元（约15亿令吉），希望能为南海争议起着

正面的影响。

傅莹出席亚太圆桌会：

　
亚洲其他国家

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表示，“中国梦”其实也惠及亚洲
及其它国家，因为彼此的关系唇亡齿寒。她称，中国已成为马来西
亚、越南、日本和韩国最大贸易伙伴，8300万名出国旅游的中国
人，90%是前往亚洲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

“中国梦”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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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eeks development 
through economic restructuring

China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sustained 

and health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vigorously optimizing its economic structure, 

Vice-Premier Zhang Gaoli said Thursday.

The futur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undoubtedly linked with that of 

the world, Zhang said while giving a keynote 

speech on the opening night of the 2013 Fortune 

Global Forum, which is being held from June 6 

to 8 in Chengdu, capital of southwest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Zhang shared China’s strategic adjustments 

and pla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face 

of a world economy that is still suffering from 

destabilizing factors and uncertainties.

“We must always adhere to the idea that 

development is of overriding importance, as 

well as endeavor to pursue sustained and healthy 

economic development,” Zhang told a group of 

business leaders, former government officials, 

heads of state and economic experts.

“We must never lay undue emphasis on the 

speed of growth,” Zhang said.

Instead, China must ensure steady 

development and work to solve problems, prevent 

inflation and keep risks under control, he said, 

stressing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development.

China will foster consumption and ensure 

sustained consumption growth while bringing into 

play the important role of rational investment, he 

said.

The country will also lend full support to 

high-tech, start-up and export-oriented companies, 

as well as medium- and small-sized companies, he 

said.

The vice-premier also stressed efforts to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country’s economic 

structure.

While speeding up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country will also promote the 

growth of high-tech companies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Zhang said.

Actions will be taken to curb excess 

capacity and contain the blind expansion of 

heavily polluting or high energy-consuming 

enterprises, as well as readjust and optimize 

inventory stocks, he said.

Zhang said the government will also boost 

the service sector, especially modern service 

businesses.

Zhang also emphasize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that is hoped to 

inject greater vitality into the Chinese economy.

“China’s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provide important strategic space for development, 

as well as new points of economic growth,” Zhang 

said, vowing to make even greater efforts to press 

ahead with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nd west 

China.

China will maintain stable and healthy 

economic growth and accelerate opening-up to 

solve problems that hinder development, Vice-

Premier Zhang Gaoli said on Thursday.

“We welcome global leading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China. We will strengthen protection 

for investors’ legal rights and improve services 

for foreign business,” the vice-premier sai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Fortune Global Forum in 

Chengdu,Sichuan province.

Zhang described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as “stable”. He pledged to keep the 

proactive fiscal policy and prudent monetary 

policy, control inflation and prevent unemployment 

from rising.

This was the fourth time that China has 

hosted the Fortune Global Forum. Executives 

from top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gathered 

in Chengdu for the three-day event that started on 

Thursday to share opinions on new trends in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ing economy.

China is determined to prevent the fast 

expansion of high-polluting and high-energy 

consuming businesses, and to focus more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ffective growth, 

Zhang said.

Alex Gorsky, CEO of Johnson & Johnson, 

the global pharmaceutical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company, said at the forum: “I am a strong believer 

in China for the long term.”

“I believe there are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here in China, not only because China drives 

toward a service or consumer-based economy, 

but also for China’s impact on other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Gorsky said.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will 

chase opportunities to export more high-quality 

and well-designed goods and services, he added. 

China’s economy might be No 1 in 2030
China’s economy will become twice as big a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rger than both the US and the EU combined within just 17 years, 
according to one of China’s leading economists.

Hu Angang, dean of th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ne 
of China’s leading think tanks, makes the prediction in his new book, China 
2030.

The book, already out in Chinese and to be published in English next 
month, is likely to attract major interest around the world.

His forecast - which also sees China becoming the biggest economy 
by 2020 - is the boldest and most optimistic prediction yet about China’s 

economic future.
It also comes at a time when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China’s short-

term prospects with GDP growth slower than expected in the first quarter at 
7.7 percent, down from 7.9 percent in the final quarter of last year.

China still has a hurdle to cross just to overtake the US, with China’s 
$8.23 trillion nominal GDP being just over half (52 percent) of the US’ $15.68 
trillion in 2012,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owever, the likelihood of matching the US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has certainly increased since Goldman Sachs made its forecast in 2006 that 
China will be the biggest economy by 2025. 

▍ Vice-Premier Zhang Gaoli: China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sustained and 
health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vig-
orously optimizing its economic struc-
ture, Vice-Premier Zhang Gaoli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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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所见略同

大马及中国
力争上游石油行业

捷足先登即为商机

2
013年5月中旬，大马宣布即将前往巴西开发油田的

振奋消息，而不约而同的，在这良好时机，中国的

重量级石油公司，亦高调传出前往巴西开发油田的好消

息。

早在2007年，巴西东南沿海相继发掘出大片油气

田。至今，巴西坐拥全球蕴藏最多碳氢化合物，蕴藏高

达1450亿桶油藏量。巴西政府雄心壮志，预计在未来20

年内晋身为世界十大石油资源国和十大生产国。

所谓捷足先登者，夺商机。大马与中国这一回，英

雄所见略同，几乎在同一起跑点上前往巴西开发油田，

谋求在日后滚滚商机中，分得一杯羹。

大马政府经营的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下文简

称国油）已同意耗资8.5亿美元（约26亿令吉），从巴

西石油生产商OGX　Petroleo公司手中收购两块油田的

40%股权。

国油在巴西抢得先机

国油通过派驻在当地的子公司国家石油巴西E&P公

司，与巴西OGX公司达成协议，收购后者两块位于巴西

坎波斯（Campos）盆地的岸外油田股权。这次，国油是

一击即中，时机正确。因为OGX创始人丶控股股东和亿

▍	 中石油集团密谋收购巴西油气公司。

过去的巴西，一直以“出口”充满动感的桑巴舞与足球技艺魅力，征服全球。不过，
未来的巴西将潜藏更庞大的商机。那就是即将喷涌而出的“黑色黄金”——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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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富翁埃克巴蒂斯塔（Eike Batista）正在出售资产，

并对其管理层进行重组。

这宗跨国收购案的后续效益，皆获得行内人士的赞

许。就资产质量和未来在巴西的战略增速而言，并购确

实是极具吸引力的选项。国油公司向外界表态，这两块

收购对象分别是BM-C-39和BM-C-40油田的4成股权。

巴西近年陆续发现深海油田，这将为巴西经济增长

带来动力。2007年末以来，巴西在被称为“盐上层”的

地层中发明了一系列大油田。所谓的“盐上层”地域，

延长数百公里，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深海石油储

蓄区域。2008年4月，巴西又在大西洋巴西海域发现了

一个宏大油田，该油田的最大埋藏量为330亿桶。近10

年来，巴西油气勘探，成功率很高，这得益于巴西拥有

先进的深海油气勘探技术。

蠢蠢欲动的中国

另一边厢，中国方面也在蠢蠢欲动。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下称“中石油集团”）正在谋划以20亿美

元收购巴西油气公司Barra Energia Petroleoe Gas（下

称Barra）。若并购成功，这将使得中石油集团获得进

入全球最大海上油田之一的巴西盐下油田。

Barra握有巴西BS-4特许项目3成权益，以及BM-S-8

特许项目1成权益。上述两个项目均位于巴西最大油田

所在的桑托斯盆地盐下地区，与巴西最大的海上油田相

去不远。盐下地区临近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海岸。

这片区域的海底覆盖着盐层，盐层之下，据说储藏着至

少500亿桶原油。

目前，在这个地区拥有设备运作的

主要外国石油公司也不少，包括皇家荷兰

壳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西班牙

雷普索尔公司(Repsol-YPF)和美国埃克森

美孚公司(Exxon Mobil)。

巴西对石油生产进行变革

随着巴西政府在90年代末对该国石

油生产体制进行了改革，制定和颁布了《

石油法》，为有意来巴西投资石油生产的

外资企业提供法律保障。自此，巴西的石油

业从垄断至张开双臂欢迎外资。改革至今，

巴西的石油公司重焕市场动力，国内石油产

量与储量翻了近一倍，6年前从石油净进口国

成为石油净出口国。

随着全球人口暴涨，供工业与交通工具

燃料用途的石油资源消耗量将日益增大，石

油价也会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而推升，商机

无可限量。为了抢滩遍布全球的稀贵石油资

源，从“跨国探寻，共同开发，互惠双赢”

的制高点下手，将成为各个持有开发技术与

雄心的国家物色新资产的崭新策略步伐。

▍	 国油前往巴西开发油田，以求在商机中抢得先机。

▍	 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亦是主要在巴西投资石油企业的外国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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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电海尔铸就国际品牌

勇于“与狼共舞”

10
多年来，海尔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快速抢滩全球

市场。世界权威市场调查机构欧睿

国际的数据显示，2011年，海尔在

全球大型家用电器行业中，品牌零

售量占全球市场的份额高达7.8%。

这已经是它第3次蝉联全球第一，雄

厚实力可见一斑。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品牌评价

标准，海尔不仅在全球实现跨越式

发展，在不同国家也树立起领先品

牌形象。通过崭新行业的创新技

术，海尔每一次都向世界展现里程

碑般的巅峰力量，也从“中国第一

品牌”成长为“世界第一的品牌”

。2008年，海尔冰箱凭借6.3%的全

球市场占有率，作为中国家电制造

商，第一次成为全球第一。

自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

贸易组织成员后，国内许多企业大

量搞贴牌、做出口，海尔却毅然选

择了自主品牌出口的道路，提出“

要出口创牌，而不是出口创汇”

、“要中国创造，不能只停留在中

国制造”。

张瑞敏始终认为，中国不能没

有自主的世界级品牌。从产业链来

看，没有自主品牌很容易陷入为别

人打工，处在产业链低端的状态；

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当人均GDP达

到一定规模时，如果没有与之匹配

的世界名牌，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发

展。在两个“一体化”的赛场上，

只有世界品牌才有世界级比赛的参

赛资格。

目前，海尔在美洲、欧洲、南

亚、中东非、亚太、东盟搭建了6

个本土化海外中心，在全球拥有28

个制造基地，进入美国前10大连锁

店、进入欧洲前5大连锁店，也进入

日本前10大连锁店，实现了当地采

购、制造、配送及销售服务。

代入消费者心态：同理心

海尔网罗以“营销网、物流

网、资金网、信息网及人才网”，

这5大主要的消费理念，在全球各地

▍海尔是全球家电领域的领导者▍ “过去我们老是跟着人家往前走，现在你
要成为头雁，就要走在前面，这才是真正
的世界名牌。”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有一句格言，“当一个人登上冠军领奖台的一瞬间，他已经不
再是冠军，而是必须为下一个冠军而努力。只有抓住机遇、领先时代、不断创新，甚至不断
变革，才能成为时代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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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务求能更快及更准确的捕捉

到各地消费者的需求。

“在国际主流市场的美国，海

尔设计了500多升容积的大冰箱，一

个抽屉能放下一只完整的火鸡，方

便美国用户过感恩节；在家电竞争

最激烈的日本市场，海尔针对年轻

用户住所面积小的特征，设计了一

种体积很小的洗衣机，备受推崇；

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泰国，由于常

年高温炎热，海尔专门为其设计的

TM冰箱，其环绕立体风技术，能避

免冷风直吹，导致的食物风干，同

时达到360度保鲜。2011年，海尔冰

箱在泰国市场的增幅高达40%，在泰

国许多高端家电连锁渠道，海尔成

为惟一进入的中国家电品牌。

英国《金融时报》将海尔评

为“中国十大世界级品牌”之首；

欧睿国际连续3年将海尔评选为“

全球家电第一品牌”。明显的，这

品牌在全球消费者心中扎根越深，

海尔距离世界级品牌的梦想近在咫

尺。

颠覆传统模式：求突破

面对未来，张瑞敏有套独出心

裁的想法。他常说，“要在这个时

代生存下去，就必须跟得上用户点

鼠标的速度，所以海尔也必须跟着

转变。”

他始终认为，企业要实现可持

续发展，不仅需要在产品、技术上

实现突破外，更应在商业模式、管

理机制的创新中有所作为，打造一

个像时钟一样完整的创新体系。

从1999年启动的平台整合，

到2005年开始的流程再造，直至

近年来探索的“人单合一”管理模

式，海尔的创新基因在对传统商业

模式和管理机制的颠覆中发挥得淋

漓尽致。何谓“人单合一”？海尔

认为，“人”是员工，“单”是订

单，订单的本质是为用户创造价值

的体现。实现“人单合一”，就是

要求每个人都有自己明确的市场目

标，同时也能自主驱动、自主决策

及自主创新。给一线员工最大的自

主权，从过去员工听上级的，变为

员工听用户的，企业听员工的。

长期以来，企业习惯的节奏

总是从销售预测到固化生产，然后

产品入库，最后进行销售。这种实

现大规模制造的生产模式在以个性

化定制为特征的互联网时代受到挑

战。2005年，海尔吹响了流程再造

的号角。

伴随此变革的也有一个全新的

商业模式；零库存下的即需即供。

零库存使庞大物流网的体量变得更

有活力，占用资源更少且资源的使

用效率更高。海尔的供应链实现了

从月下单到周下单；从面向库存的

生产到按订单的生产；从大规模制

造向大规模定制的转型。目前，海

尔的库存周转天数是5天，同行业平

均是60天以上；营运资金的周转天

数是负10天，同行业则是30多天。

2008年第4季度，受国际金融

危机影响，许多家电企业为大量库

存所累，海尔却因为没有库存避免

了巨额损失。2008年12月，海尔当

月利润同比增长77%，2010年集团利

润达62.6亿元。

作为全球家电领域的领军者，

海尔在全球的跨越式发展及不断提

升的全球市场地位引起全球产业界

的高度关注，就连欧州、美国、日

本及韩国的主流媒体，更是不吝啬

重点关注海尔。据了解，目前有30%

的美国家庭拥有海尔家电；在欧

洲，人们对于海尔的品牌认知度超

过60%，众多的消费者，都将海尔作

为选购家电的首选品牌。

创新追逐梦想：续突破

创新已然成为海尔所有梦想的

内在源泉。他们平均每天开发1.7个

新产品，每天申报2.7项新专利。近

年来，在多项家电技术上，海尔都

独占鳌头。2011年，作为全球10大

创新公司中的惟一家电企业，海尔

当之无愧。

在海尔中央研究院内，一台

无线电能发射器被嵌入厨桌；电

饭煲、搅拌机等各种厨房家电只要

放在厨桌上就能使用。杂乱的插座

头、繁复的电线也都不见了，即使

碰摸台面或电器也不会触电，厨房

就此变得更整洁及更安全了。

据说，海尔团队在对6000多名

消费者调研后发现，好整理、好收

纳、方便使用安全性高及设计美观

是消费者对厨房迫切的需求。针对

这一需求，海尔整合全球技术研发

团队，首创家电无尾技术。在中国

轻工业联合组织的技术鉴定会上，

专家对这一技术，一致给予国际

领先的鉴定意见。海尔把企业自主

创新的技术转化为市场的竞争力，

从而为实现世界级品牌的梦想奠定

了坚实基础。中国品牌正突破巨大

潜力，进行突破，变革时代已经降

临。

中国的海尔正在成为世界的海尔。目前，海尔在全球拥有21个工业园，年营业额更
是高达207亿美元，很明显的，它已成功强攻为全球最大的白色家电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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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
500强中企教父
领世界 齐“联想”

来自军校的军旅生涯

回
望柳传志走过的道路，其实，他可以对自己的

人生有多个选择。他的表达能力很强，大可以

去做演讲家；甚至他文学功底好，也可以去当作家。但

是，在1964年至1966年，这整整5年间的西安军事电讯

工程学院的求学经历，却为他往后的人生奠下深厚的基

础。

这位出生于旧中国动乱年代，又饱受新中国初生期

动乱之苦的人，在当时候，却成了科学研究室的科技人

才。直到年届40岁，柳传志还和“中国企业”教父画上

等号。

打开柳传志的人生履历，那是一段极其不寻常的

经历。大学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

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他被下放到

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后才回到中科院计算所工

作。

直到1984年，他才开始了真正的创业历程。这一

年，柳传志和他的几位同事把办工作安在计算所的传达

室，他们也想赶一回热潮，走出计算所大门，办起公司

来。当时，时任中科院的副院长的周光召问柳传志的打

算，他当时候就雄心万丈的说道，“我们将来要成为年

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于是，在中科院的投资下，

他创办了现在的“联想集团”。

经一事，长一智

“中国企业教父”所走过的道路并不平顺遂，联想

的道路也同样是荆棘满地。当时的电脑7万块钱一台，

由于手头上的现有资金有限，就只能买3台。可是，很

不幸的，公司仅开张一个多月，就被人骗走14万，得不

尝失。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名又一村，挨过了困难的

首两年，中科院给他们带来了第一笔大业务。中科院买

从20万元起家，到旗下拥有5家总营业额
超过千亿元企业的控股公司；从其艰辛的
创业路程，再到投资家的完美转型，柳传
志在他的人生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和宝贵
思想。他的传奇不仅在于他是一个伟大企
业的缔造者，更重要的是，他是许多立志创
业年青人的“精神领袖”，为“联想”企业
替中国企业确立了一个标杆。柳传志，中国著名企业家、投资家，

曾任联想(Lenovo)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及董事局主席。20多年来，
他致力于高科技产业化的探索和实
践，走出了一条具中国特色的高科技
产业化道路，使联想集团的技术实
力和市场份额都跻身世界同行的前
列。2000年1月更被《财富》杂志评
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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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500台IBM电脑；验收、维修和培训工作的业务，全都

交给了柳传志他们，从而带来了70多万元的服务费。也

鉴于此，柳传志与IBM中国代表搭上了关系，这亦为20

年后的联想，以12.5亿美元收购IBM的PC事业埋下了伏

笔。

2002年之前，他曾历任联想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

等要职，并将联想公司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一步步发

展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国际性大公司。期间，军校磨砺出

来的钢铁作风，在柳传志乃至联想集团的发展中，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过往的那一段军旅生涯，他坦言，“是军营塑

造了我。企业的成功，或多或少，与这有一定的关系；

而在这“关系”中，却跟我在军队里养成的性格，又有

相当的关系。

在柳传志看来，领导企业跟带兵打仗有很多的共同

点。做企业，也要有带兵打仗般的铁记录来约束，并且

纪律一旦制定下来，就要坚决执行。“企业做什么事，

就怕含含糊糊，有了制度，却不严格执行。”

鉴于此，联想一贯纪律严明。就拿最小的事例来

说，公司规定，谁要是不请假或开会迟到，谁就要接受

罚站的惩罚，这一制度适用于所有人，无人可以豁免。

他自己也被罚过三次。有一次，柳传志被关在电梯里，

那时没有手机，可以对外联络的通讯工具，他迟到了，

最后也只好罚站。身教重于言传，他以身作则的实际行

动，让规则成为铁打的纪律，甚至比任何一句口号都行

之有效。

创业路上坚韧不拔

柳传志回忆说，创业的道路远比想象的还要艰辛，

虽然当时候已经开放改革，可是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过

程，尤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创业之初，他们就遭

到了“进口许可证”的麻烦。

这也是柳传志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因为那个时候，

商家们是不被允许随意进口微机的，首先，你必须获得

政府的“许可”方行。这本意是在保护中国工业，但

在实际操作中，“许可证”制度却逐渐发展畸形。当

时，“许可证”通常由政府中的少数人把持着，真正的

进口商往往无法获得批准，而得到“许可证”的人又常

常不是进口商。

柳传志想通过代理国外微机来为企业赢得利润，却

苦于没有“许可证”。逼于无奈之下，他开始寻觅手上

有许可证的商家。经过一番的努力，手上握有这种资质

的公司还真被他找到了，那就是当时候香港中银集团电

脑部管辖下的四维公司。中银集团买了很多IBM的大机

器，IBM就授权四维成为它的代理商；而联想则是想作

为四维的代表，负责在大陆为四维寻找客户，利润两家

对半分。

不久，公司有了第一个代理的机会。国家体委要购

买12台IBM微机，这对柳传志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

可就在他接二连三的打通一道道的关系后，才发现原来

国家体委用来买微机的钱，都放在中国仪器进出口公

司，而后者手上更是握着至关紧要的“进口许可证”。

于是，柳传志和国家体委一行人，一同来到“中仪”，

希望通过协商促成这单生意。

“我们想从他那里买电脑。”国家体委的人指指

柳传志，对“中仪”的业务员说。哪想到这个业务员非

常不客气的转向柳传志问道，“我们有自己的渠道，这

批机器凭什么给你做？”柳传志忙向他解释，可不等他

解释完毕，这个业务员却在那里，显得不耐烦，冲着柳

传志囔到，“你到底是计算所，还是四维的？”当被告

知是香港四维的代表时，那人顿时异常得意。“四维的

代表？那就是外商了，这个楼不准外商进来，你给我去

去！”众目睽睽之下，柳传志尴尬的走出门外，站在屋

檐下大口的喘气。

虽然柳传奇感到委屈，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为了

公司和自己所追求的那份理想，加上骨子里那种军人不

服输及能屈能伸的本色，他还是忍辱负重，想尽方法。

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的真诚终于使那个业务员作出了让

步，最终说出了“你们的生意还是可以考虑的”这样的

话。

联想于2008年打进世界500强

联想正式走向壮大是从创新开始的，柳传志认为，

科学技术不仅要应用于产品开发阶段和销售阶段，还要

延生到产品的生产、加工、开拓市场和售后服务的每个

环节。这就是他所提出的创新。他生动的将“技工贸”

创新为“贸工技”，反其道而行之，这使联想在上个世

纪末飞速发展，与1998年达到百万电脑产量。从这年开

始，庞大的联想专卖店体系开始建设。

在美国《财富》杂志所公布的2008年度全球企业

500强榜中，联想以167.8亿美元的销售额排名第499

位，成为第一家进入榜单中的中国民营企业。

虽然在创业的过程中发生过如此多的坎坷，但是，

柳传志表示，20多年来，联想之所以能够从一个默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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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的小企业，渐渐发展成为民族企业的排头

兵，再到打响民族品牌，甚至名扬海外的国

际化大公司，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联想没

有小富即安的思想，没有为了绳头小利而放

弃自己产业报国的理想，始终以一颗拳拳的

赤子心，为国尽忠，也为民族尽孝，不断在

国际舞台上为国家赢得荣誉。

2004年，联想在北京召开主题为“纪

念与思考”20纪念大会，在会上，柳传志再

次强调，“联想控股的最高追求，也就是愿

景，即以产业报国己任，致力成为一家值得

信赖并受人尊重，在多个行业拥有领先企

业，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化控股公司。”

大会结束，全体人员合唱《歌唱祖国》，更让人感

受到那股浓的化不开的民族情。

在联想控股有限公司主页的总裁致词中，柳传志这

样写道，“联想控股立志要做这样的企业，它将为中国

及世界贡献一批在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优秀企业，为

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一个企业应有的贡献。在柳传

志这一步一步走来的创业路上，“铁一般的纪律”及“

严格的执行力”成为联想的一种风格，更是成就联想一

个必不可缺的要素。

联想的成功要素

创业至今，联想集团成功的基因是什么，在联想转

型背后又有着哪些可资借鉴之处？

11月22日，在2011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联想

控股董事长兼总裁、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特别强调，

企业要有一套很好的产权机制和激励机制，让每个平台

的负责人成为企业的主人，这样才能够确保企业转型成

功。

2000年，联想集团市场份额逐步下降，其中最总要

的原因，就是国际PC巨头戴尔凭借直销模式进军中国。

连续3年，联想打了败仗，2004年，联想进行大规模的

商业模式突破，利用双业务模式与戴尔抗衡，最终，

联想胜出，在中国市场稳居第一，占据了30%的市场份

额。

2011年．联想修成正果，其PC出货量首次超越戴

尔，跃居全球第2名。联想PC占全球市场份额从并购前

的2.4%，上升至现在的13.7%。

虽然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打出了一片天空，但柳传志

坦言，联想在个人电脑（ＰＣ）业务方面仍面临重大挑

战。这个行业将出现巨大的震动，可能在经过很长一段

时间后，会慢慢蔓延开来。

具体来说，就是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终端越来

越‘瘦’，后台要求的功能越来越强。联想如果能很好

解决这个问题，就能向着更高的位置和更多的市场份额

挺进，从而在全球拥有更大影响力。

他表示，联想计划在未来针对苹果IPAD推出乐

PAD，在操作系统方面多下工夫，让中国客户使用起来

更便捷。“我们要让乐PAD更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在谈到企业哲学时，柳传志提到了“复盘”的概

念。

他说，“一个围棋手，无论输赢，都要把围棋重摆

一遍，我觉得这对企业家有很大启发。当我们完成一件

事时，会以为自己有这个本事，实际上未必如此。如果

你再把事情重新考虑一遍，也许会发现，这是某些特定

条件的结果，其中还夹杂着偶然因素，下次再这样操作

未必行得通。反之亦然。所以说“复盘”的作用至关重

要，由此“复盘”也成为联想方法论中的一条。

企业要有一套很好的产权机制和激励机制，让每个平台的负责人成为企业的主人，这
样才能够确保企业转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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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在马
所需缴的税务
2

010年1月1日起，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全面落实，

消除了区域的贸易壁垒后，去年东盟与中国的双边

贸易达到4千亿美元，中国因此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

伴，而东盟更因此崛起为中国的第3大贸易伙伴。

马来西亚在2012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更是超过

900亿美元。加上马来西亚与中国一向友好的双边关系，

首度合作的“两国双园”，即中马钦州产业园与马中关丹

产业园，开发了国际合作新模式，也吸引了更多中国投资

者进来我国。有鉴于此，了解大马的税务，便成为许多外

籍人士与企业当下关心的课题。

最近，因为中资企业协会的邀请，我特为其会员，即

大部分为中国来马投资者，讲解相关的课题，并为他们解

除对大马税务的疑惑。这里，借着这期会讯，我也和大家

分享当天所讲的一些重点。

其实要了解马来西亚的税务，外籍人士及企业首先

必须了解什么是“税务居民(Tax Resident)”与“非税务

居民(Non-Tax Resident)”。

一般来说，根据马来西亚所得税法令，无论是个人（

国人或外国人）或企业（本地企业或外资企业），只要在

马来西亚境内获得收入，就得缴纳所得税。当然，若您符

合一些条件，如在马来西亚工作少过60天、只在马来西亚

的船只上工作，而且已经55岁，并从大马就业的公司领取

退休金、仅领取银行利息以及豁免税务之红利或股息，

那您就可被豁免缴税。

当一名人士被界定拥有大马的“税务居民”的地位，

他便可享有一些税务豁免、个人可扣税项目、个人税务回

扣等优惠，所需缴付的税率为1%-26%；而当一名人士被

界定为“非税务居民”，该名人士在马来西亚所赚取的收

入，包括业务上的收入、工作上获得的酬劳或红利、股息

以及租金收入，都必须缴交26%的固定所得税税率，并且

不能享有任何的税务优惠。

“税务居民”的界定与国籍无关，主要是取决于其逗

留在马来西亚的天数。一名外籍人士若想要成为“税务

居民”并享有税务优惠，就必须符合以下的条件：

1. 一年中在马来西亚居住至少182天；

2. 一年中在马来西亚逗留不足182天，但是在前一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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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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年，逗留至少182

天；

3. 若某一年，在马居住不

足182天，但不少过90

天，并在该年度的前

4年中的其中3年，必

须在马逗留不少于90

天；

4. 若某一年，在马居住

不足182天，但在前3

年及下一年是“税务居

民”的身份。

在企业方面，是否也有“税务居民”与“非税务居

民”之分呢？答案是有。即是说，无论是国人或外国人，

只要在马成立有限公司及其董事会会议召开地点在马来

西亚，那该公司便是所谓的“税务居民”企业。而若该公

司是中小企业，其首50万令吉营业额，可享有较低公司所

得税率，即20%。

除了所得税，若某家公司想提升其科技与服务水平，

并从国外引进相关技术或专业人才，那该公司必须在支

付酬劳予外国企业或专才的当儿扣除“预扣税”，并在一

个月内缴付给税收局。而必须缴交预扣税的项目与税率，

包括如下：

税率%

专利权 10

流动资产的租金 10

技术或管理服务费 10

利息 15

支付承包款额予：

1.承包商

2.员工

10

3

其它收入如佣金、担保费、代理费等 

（从2010年1月1日生效）

10

呈报税务的期限与表格类型

在马来西亚，收入来源主要分3大类，即第一，从工

作中取得薪金（受雇人士）、佣金或是董事费；第二，经

营业务中获取盈利，包括独资生意（Sole-Proprietor-

ship）、与他人合伙(Partnership)等；第三，从投资活

动中获取股息、利息、租金以及专利权费用。无论是“税

务居民”仰或是“非税务居民”，皆必须根据收入类别，利

用所规定的表格，并在特定的期限内呈报税务。呈报税务

的期限与表格类型包括如下：

收入 截止日期
表格 表格

税务居民 非税务居民

01. 受薪收入 4月30日 BE M

02. 受薪收入 +  

 投资活动收入

4月30日 BE M

03. 受薪收入 +  

 业务收入

6月30日 B M

04. 业务收入 6月30日 B M

05. 业务收入 +  

 投资活动收入

6月30日 B M

06. 业务收入 +  

 受薪收入 + 

 投资活动收入

6月30日 B M

无论如何，在报税时，纳税人不需要同时呈交收据及

任何凭据文件（Supporting Document）,但必须将相关

的文件及税务报表谨慎保存，方便在税收局稽查时，出示

证明。 

最后，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外籍人士来马后，应

当边学习关注自身权益，边熟悉我国政府在税务上的提

供的各种税务优惠，争取将个人及企业应缴税款降到最

低，也避免因一些失误，面临税收局的罚款与惩处。

除了以上所谈的，另一项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外籍

人士在马买卖房地产所涉及并需要缴交的税务,就让我

们在下一期和大家一起分享与探讨吧。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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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透明——

收入腾飞

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卓越经济成就，令人鼓舞，尤

以前几年一踰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更为举世瞩目。但中国的发展道路还没走完，城乡之

间的生活水平差别甚大、贫富之间鸿沟日益扩大，也是不

争的事实。

“中等收入陷阱”是危机

近来与中国的专家学者们交流时，尤其发现彼等特

别关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虽然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仍然成

长，但人均收入长期停留在某个水平，或成长缓慢。如从

新古典主义成长经济学理论来说，一个国家持续成长靠

的是人力资本（教育）与科技创新（研发）的投资；而改

善投资环境、提高工资收入只是暂时的刺激效应，不能

从根本改善中，解决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尤其明显，如马来

西亚目前人均生产总值约1万美元，但曾长时间停留在7

千余美元大关。在马来西亚的人力资源领域里，虽然教

育普及，然而对高科技人才、研发人才、专业人才的培训

还不足。所以马来西亚政府现在推出了一系列政策，鼓励

国民修读博士研究生课程，同时也鼓励学生积极选读数

理科课程，这都一再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人力资源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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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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

就如在马来西亚由华人社会主办的独立中学里，选

读数理科课程的比例约占学生总人数的40%，这一比例与

许多先进国水平相似；然而在政府学校里，选读数理科

课程的学生只占总学生人数的20%左右，比例明显偏低。

所以在马来西亚2013年财政预算里，有个人所得税回扣

的规定，这一政策也适用于惠顾子女选读数理科课程的

家庭。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长期忽略了发展高增值领域的

重要性，比如高科技工业、专业服务等，而是长期凭借

低劳工成本优势，发展出口加工业、代工、天然资源贸易

等。此类行业并不能带动马来西亚国内其他高增值领域

的发展，也不能产生连锁经济效应，已经适应不了新时

代的发展趋势。

政府推出经济转型计划

针对此问题，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推出一套完整的

经济转型计划，就是注重金融服务领域（打造马来西亚

成为本区域金融中心）、高科技（生物科技、资讯科技研

发）与其他专业服务（如工程设计、商业服务方案、离岸

外判服务等）领域的发展，还有提升中小型企业的研发

能力与生产力也是新经济转型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改善马来西亚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并非一日之功。

从马来西亚经济成长历史看，一味依靠压低劳工与生产

成本吸引更多加工制造业方面的投资，会导致国民收入

长期滞留在中低收入的水平。这也造成马来西亚国内消

费市场持续萎缩，经济活力不足，形成恶性循环；而马来

西亚政府恰好的提升了最低工资水平，可谓势在必行。

马来西亚政府一向的惠商政策，如压低劳工与其他

生产成本（如石油津贴）。马来西亚商家长期享受高利

润，却未把利润投资放置在研发或提高生产力方面，而没

有做到真正产业增值。改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需要一个

长期的过程，马来西亚政府最近出台的上述政策对应对

此危急将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但这也需要商家的配合和

支持，这样才能真正的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利国利民。

政府应做该做的事情

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所以马来西亚尝试走出“中

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完全照搬。但

中国新届政府的施政理念是符合现代先进国家政府的运

作原则，即社会、市场能做得更好的，就多让他们去做，

政府应专注于管好它应管的事情。在政府收入越趋缓慢

的大形势下，政府须更灵活、更实际的挑最重要、最合

理、最利民的事务来管。如大多的实业、企业应本着“藏

富于民”的原则由民间来做，但如各项品质监管、防贪反

腐、社会工整等大课题，政府则应加大力度来管理。

如铁道本就应该是运输系统的一重要成员，与陆

路、航空、海运等相辅相成，便利民生、促进发展，但基于

历史因素长期以来形成一个独立体系。中国现在把铁道

的监管部分划归交通运输部属下的铁路局；而在业务部

分则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既把本来就存在内部矛盾的

监管与业务分开，也为中国的铁路事业注入新的一股活

力。

与世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关

乎民众的切身利益。统一规范、提高素质就是民心所向，

有助于安定人心，减少鼓噪。中国如能在空气质量管理

方面也有所改善，就更为理想。

另外，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在海事管理方面就必

须更为规范化及现代化。把现行的五花八门的海事部门

统辖在国家海洋局底下，短期里有助于改善海洋突发事

件的应对能力，长远上也有利于己于海疆的统一规划发

展。

李克强总理强调的在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运作必

须由“潜规则”走向“明规则”的展望。我认为这也实在

是中国要真正成为现代化的文明强国；真正实现“中国

梦”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站在海外华人的立场来看，我

们之中有许多人或要到中国去发展事业，但每每受制与

中国官方或民间里的各种各样与国际上正常通用运作相

差悬殊的“潜规则”，以至于心有余而力不足。得要痛下

决心，把决策、执行迈向透明化、制度化、法理化，中国才

能骄傲的在世界舞台上闪烁。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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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往来“八字诀” 

优势互补
知己知彼 陈浩天

登尼特集团董事经理

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

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大幅度增加，大马与中国

贸易额激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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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其中大马与中国贸易联

系更为紧密，在贸易产品结构上互补性更强，2012年中马

双边贸易额突破94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在这期间，大量的两地商家密切的互动起来。不管

是大马商家进军中国市场，还是中国商家拓展大马市场，

商家善于发掘两国之间的互补点，利用对方的优势来拓

展市场，就可以为企业赢得先机。马中商家投资之前，首

先要了解自己内部的实力，分析自己的优势，对当地政策

环境、营商环境进行市场调研和分析，了解和熟悉当地办

事流程，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马中商家将“优势互补、知己知彼”八字诀牢记于

心，对于马中企业的合作与发展将有很大的帮助。登尼特

在处理大量马中贸易业务的案例中，发现很多商家因对

当地政策环境或办事流程了解不是很清楚，而错失投资

良机。为了使马中商家投资，更加便捷，登尼特特别针对

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解答。

中国刘先生问：我从事铝制品贸易，主要销售对象在

欧美和俄罗斯国家。想利用马来西亚作为转口贸易的跳

板。请问可行不？

登尼特答：当前国际反倾销泛滥，中国成为国际反倾

销的“重灾区”。欧美、俄罗斯等国家为了保护当地的行

业，对进口自中国的很多产品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使得

中国的产品很难打入当地市场。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

国企业可利用马来西亚作为转口贸易的跳板。很多经营

机电产品、电子类产品、纺织品、金属品、化工品的企业（

包括铝制品）利用马来西亚转口贸易，将产品销往欧美、

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马来西亚作为重要的贸易中转国之一，是中国企业

进行转口贸易的理想地。马来西亚拥有世界闻名的海

港—巴生港，位于马六甲海峡，是远东至欧洲贸易航线的

理想停靠港，可把货物迅速地运到世界各地。马来西亚

与东盟、欧美、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达成零关税进

出口贸易协议。借助马来西亚转口贸易，中国企业可享有

低或零关税，有效地规避高额的反倾销税。

利用马来西亚进行转口贸易，首先需要拥有一家马

来西亚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成立有限公司的最少注册

资本是10万马币，注册资本不要求到位，只需缴付最低马

币2元的实付注册资本金。另外，注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需提供两位或两位以上股东，股东可同时担任董事。同

时需提供董事两位或两位以上，其中至少两位董事是由

马来西亚当地居民，或是由持有马来西亚六个月以上签

证的外国人士担任。

成立马来西亚公司后，需要申请马来西亚原产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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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提供给进口国海关，凭此确定货物的生产国，从而核

定进口货物应征收的税率。第一次申请原产地证书，需要

提供马来西亚公司的Form 9 和 Form 49、供应商或厂家

的执照、董事的个人资料（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地址）

、运输资料如收货人详情、货物等。（所有证件必须翻译

英文或马来文）

贸易商可以把货物从中国运输到马来西亚，在马来

西亚境内加工生产，再出口到其他目的国。目的国清关

时，用的是马来西亚的全套文件，这样高额的关税就可以

有效规避掉了。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产品都需要做转口贸易，

也不是产品遇到反倾销就一定需要用转口运输来为国外

进口商避税。出口产品是否需要做转口贸易运输，一般综

合考虑的因素有是否需要配额、货值、反倾销税率、产品

类别及转口运输增加的成本等。

中国商家可委托登尼特制定商业调研报告，了解马

来西亚的海关关税、法律、优惠政策、自由贸易协议等，

综合以上几种情况进行分析，再确定该种产品是否适合

进行转口贸易。

另外，进行转口贸易时要注意，第三国转口方式必

须是在出口商与进口商充分沟通达成一致意见下才可适

用，绝对不可能存在其中一方隐瞒另一方而独自使用第

三国转口方式的情况。

这则案例说明，马中经贸往来商家要善于利用对方

的优势，对各项贸易政策及经济形势进行调查和分析，了

解和熟悉各项贸易流程，运筹帷幄，方能决胜千里之外。

马来西亚陈先生问：6年前，我在中国注册了一家外

资贸易公司。后来因为业务没有开展起来，当初的中国

秘书公司也没有跟进，导致该公司没有实行报税和年检

活动。现在由于时机成熟，想要投资注册另一家外资公

司，才被告知本身名字已经被中国列入黑名单。这该怎

么办？

登尼特答：在中国遇到公司法人被列入黑名单的情

况，唯一处理办法是启动原有公司的注销程序。中国公司

的后续维护很重要，新公司注册完成后，从次年起每年必

须向国税局、地税局进行年度年检，并需要在注册完毕

3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税务登记及纳税申报。很多

外国商家在中国注册了公司后，因业务没有开展起来而

将公司置之不理，也没有进行报税和年检活动。

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按年度对企业进行检

查，确认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法定制度。企业不按照规

定接受年度检验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其限期接受年

度检验，并根据情况处，以不同程度的罚款。在年检截止

日期前未申报年检的，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

条的规定，处于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企业在责令的期限内未接受年检的，由企业登记机

关给予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仍未接受年检

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公司法人也有可能被列入黑名

单，这种情况下只有把公司注销才能消除黑名单。而公司

由于被丢弃多年，堆积了一大堆问题，如多年未年检、多

年未报税、税务登记证未更换、营业执照被吊销等，处理

起来比较麻烦。

注销公司首先要注销公司国、地税登记证，然后到工

商局办理公司注销备案，再进行登报公告，接着到公安局

注销印章，到工商局办理注销申请，再注销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卡。当然，投资者也可以选择自己操作，

但可能因资料准备不齐全，而浪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重新启动注销程序，即使是专业机构，也需有经验丰

富的专业人士，方可胜任。目前中国中介机构鱼龙混杂、

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有些中介机构不负责或已不存在，若

不慎选择了这样的中介机构合作可能会带来很多不必要

的麻烦。因此，大马商家首先要选一家诚信可靠的咨询机

构来办理相关事宜，为成功拓展中国市场打下良好的基

础。

这则案例说明，大马投资者到中国投资之前，不仅

要了解自己内部的实力与优势，还要对中国政策环境、

营商环境进行市场调研和分析，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

不殆。另外，大马商家还要对相关的办事流程有一定的了

解，不能因为忽略了细节而给日后投资埋下隐患。常言

道，“细节决定成败”；细节之中蕴含的往往就是决定成

败的玄机。有些商家往往就是因为忽视了小细节，而导致

了投资失败。

在马中两国贸易往来中，学会优势互补，方能互惠互

利。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优势互补、知己知

彼”是马中经贸往来中企业致胜的必备法宝，企业将这八

字诀牢记于心，就可以先人一步赢得市场、抢占先机。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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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什么

　挂牌上市 ？
在上一篇，我已谈到上市可利用资本市场，可以筹

集巨额资金促进企业发展，也可建立资本融资筹

的长远方案。同时，还有以下好处。

利用资本市场可以推动企业实现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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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企业改制上市的过程，就是企业需拥有明确的发展

方向、完善的公司治理、夯实的基础管理及实现规范发

展的过程。在企业改制上市前，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

和律师事务所，需要对企业进行尽职调查，诊断企业在

公司设立、生产经营、财务管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

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企业进行专业化的培训和辅导，

帮助企业重组和改制，明确企业发展战略和募集资金投

向，使企业发展战略更加的清晰化。发行上市后，作为公

众公司，企业需要对公众股东负责，更需要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监管，要求规范运作。上市后，企

业可以建立以股权为核心的完善激励机制，吸引并留住

核心管理人员以及关键技术人才，这才有利于企业的长

期稳定发展。

2.  监督机制更加完善，上市后管理层不会有大的决

策失误

上市过程中，风险投资机构的介入，主要是通过监管

和服务实现价值增值的途径。“监管”主要包括参与被投

资企业董事会。在被投资企业业绩达不到预期目标时，

就更换管理团队成员，这无疑的对企业形成良好监督机

制，甚至能加强企业团队的责任感和领导力。

因此，发行上市过程实质就是要全面加强基础管

理、完善公司的治理和内部控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

过程。发行上市可以使企业步入正规化及规范化的轨

道，同时完成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

企业上市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和 

增加公司的国际影响力

传统意义上来说，企业传播品牌或形象，主要有三

个途径，口碑、广告和营销（或公共关系）；而实际上，公

开发行与上市，将具有更强的品牌传播效应。路演和招股

说明书可以公开展示企业形象；每日的交易行情、公司股

票的涨跌，成为千百万投资者必看的公司广告；媒体对上

市公司拓展新业务和资本市场运作新动向的追踪报道，

能够吸引成千上万投资者的眼球；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分

析师对企业的实时调查、行业分析，可以进一步挖掘企业

潜在价值。

公司因被批准在交易所上市而赢得声望。这意味着

公司已达到上市的最低要求，同时也要承担银行向投资

者和公众负责的义务。当一家公司获得上市地位后，就加

入了国内和国际大公司的行列。机构投资者，如保险公司

和共同基金，控制着大量的投资基金，倾向于大宗的股票

交易。对这些大机构来说，买卖上市股票是必须的，机构

投资者的介入增加了这些股票的稳定性及上市公司的声

望。同时，上市公司也获得了重要的基金来源。

当股票上市后，股票分析家总是密切的关注着上市

公司，他们检测公司的运作情况及分析公司未来成长的

前景。这样，公司就得到了更多的公众曝光率。这些详细

的调查分析报告，常常为投资者和公司管理者提供极有

意义的数据。

新闻媒体对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给予高度关注，这

种关系必然带动了公众对上市公司财务表现和股票的广

泛持久和关注。企业通过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为国外企

业了解企业提供了信息平台，也为企业走向国外资本市场

创造了良好的开端。通过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企业无形

之中，提高了自己的海外声誉，从而有利于企业开拓国际

市场以及在对外贸易中争取得到信贷和服务的优惠，为

企业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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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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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春夏之交

一．新官上任友谊第一

今
年2月，中国召开两会后，

确定了新一届的领导班

交，国务院原侨办主任李海峰已濯

升为政协副主席，新任中国国务院

侨办主任为裘援平女士。马中经贸

总商会为巩固与侨办之间的友好关

系，日前决定组团，在第一时间拜

访，前往祝贺博士新官上任。

马中经济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

督黄漢良（本文作者）、陈友信、拿

督刘国城、林恒毅、包久星、丁扬岗、

彭彦彰、张柏垣、林励肯9人小组，

在外联处刘爱民的安排下，于5月27

日早上时间9时30分，前往北京国务

侨务办公室礼貌拜会新主任。

我们向裘主任和一块接见的庄

荣文司长、王晓萍部长及朱柳副部

长道明于此行的目的后，也介绍了马

中经贸总商会的历史背景、旨宗旨、

使命及活动，同时，推介了即将于

2003年所举办的马中企业家大会。

裘主任介绍了中国最新的概

况。对于马中经贸总商会，裘主任早

已有一定的了解，经过一番介绍后，

对其更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有了充

分的了解，给予马中总商会极高的评

价。

裘援平不愧为博士，精通于各

种事务。政商十分了解，也关心马国

的大选结果。关切大马华人目前的处

境，我们说，马中的关系只有前进，

不会倒退，而且马来西亚华人在发

挥主人翁的角色，举国上下全民都当

投入政治运动，参与大选投票活动，

生活与往常一样稳定和谐。

二．马不停蹄的会谈交流

拜访活动历时1个多小时。会

后，当局还派专车送一行人前往马

来西亚大使馆会见大马驻中国大使

伊斯甘达.萨鲁丁(Datuk Iskandar 

Sarudin)。

大马驻中国大使伊斯甘达.萨鲁

丁对中国的国情作了特别的介绍。

文 /黄漢良

▍  马中经贸总商会为巩固与侨办之间的友好关系，在第一时间拜访，前往祝贺裘援平博士新官上任。（左起）黄漢良与裘援 
	 平相见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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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别提醒投资者，在中国不能拿

外国的标准来衡量问题，法律也不

一样，财富起落不定，瞬间万变。正

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起

落很快。

我们在翁忠义公使衔参赞的安

排下，充分的利用了富丽堂皇、具有

特色的大马使馆的空间。翁参赞是

司级公务员，他代表大马使馆，在当

地的上山下乡餐馆，与我们享用别具

风味的农家菜午饭。

饭后，我们又回到大使馆和北

京朝阳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服务中心

的执行主任徐旭东先生会谈。他介

绍该中心为鉴定进口产品的验证工

作，并希望我会能成为他们在马来

西亚的合作伙伴。与会者，都非常有

兴趣，冀进一步研究详情。

三．芜湖人文风景亮丽

到了下午4点，安微芜湖市人民

政府汪华东副市长在张春虎副主任

的陪同下，与我会举行了会谈，翁忠

义参赞也是主角之一，他全面的介

绍了这里的投资环境，至诚邀请贵

团组团前往参观。晚间，还特地在北

京徵商故里，享用道地的安徵人的

大餐。用餐期间，

该店的汤石男总

经理，热情接待。

汪华东副市长，原

是该地方书记，也

对员工们虚寒问

暖，满有亲民的味

道。

当晚，吃的都

是特色的安徵菜

肴，这大概是胡

锦涛、李克强，喜

欢的菜色。我们还有个意外的收获；

每个人都获赠棕子礼篮，除了棕子，

里头还有6粒咸鸭蛋。这竹篮子很别

致，我决定设法带回家。既有的吃，

又有的欣赏，何乐不为。

四．2013侨商北京洽谈会

本会与北京市桥办有着很好的

互动合作关系，尤其在李印泽主任

领导下，北京市侨办对内外展开各

项有意义的商贸活动。去年，我会已

参加过第一届的活动，收获良多。今

年，旧地曾主办的洽谈会形式有很

大的改变，活动也精简得多，这也是

习进平领导班子于上台后的廉政作

风使命。

侨商会和京洽会同时异地举行，

节省了人力和物力资源。5月27日开

始报导，28日参加第三届中国（北

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式；高

峰论坛，下午在所下榻饭店的新世

纪日航大饭店参加促进北京企业“

走出去”主题座谈会。我受邀首先发

言，当晚演说时，说话光动有力、语

惊四座，均获得出席者一致的好评。

我介绍了马来西亚投资情况，呼吁

北京走出去首选马来西亚。

28日晚上活动，由北京市侨举

办。总会长是桌上的嘉宾，坐在李印

泽主任的右边。李印泽深富内涵的

演讲，说话光动有力、语惊四座，获

得出席者一致的好评。当晚，席开10

多桌，热闹非凡。宴会7点钟就结束，

省时省事。这种宴会安排值得我们

多加学习。

接着29日，我们在连晓松先生

安排下，参加了由李长远副主任主

持的2013侨商北京会谈会。大会在

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隆重举

行。嘉宾有市侨办李印泽主任、国侨

办庄荣文科长、北京市联联长李主

席等。

临别送秋波。国外遇老老乡流

露幸福相。马中经济贸易总商会一

行于临别前夕特地拜访中华全国归

国华侨联合会。我们受到李卓彬副

主席杨晓明秘书及海外联谊部陈小

云的欢迎。李副主席原来是和我一

样祖籍，广东揭阳人。归侨侨眷是

现在身居的要职。他谈笑风声，看来

十分幸福。关系拉近来，话题也更深

入，像自己人谈家常。海外的华人对

中国的富强怎样才能感受得到？今

天中国富人应该在扶持海外华人学

生方面多下资助，建议可成立“华人

教育基金”方式协助海外学子。这总

达致了共识，还委托第一副会长陈

友信以其教育的知识做份报告，给

侨联研究参考。时至5时，我们依依

不舍离开侨联。北京的春夏之交是

温暖的及和谐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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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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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春夏之交 

加强马中两国经贸关系

▍ 拿督黄漢良（左三）率团拜访常驻北京的大马驻中国大使拿
督伊斯甘达·萨鲁丁（左二）。前排左起陈友信、拿督刘国城
和林恒毅。	

	 后排左起翁忠义，彭彦彰、张柏垣、丁扬岗、林立肯、包久星、
杨子威。

▍ （左起）拿督黄漢良与裘援平
互换纪念品。 ▍ （左起）拿督黄漢良与李作彬

互换纪念品。 ▍ （左起）芜湖市副市长汪华东
与拿督黄漢良互换纪念品。

▍ （左起）拿督黄漢良与中国侨联副主席李作彬相谈甚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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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督黄漢良（左四）众人与
北京市侨办副主任李长远
（左三）于２０１３侨商北
京洽谈会相见欢。

▍ 马中经贸总商会派出代表
团共赴第二届中国（北京）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 马中经贸总商会代表团在
大马驻中国大使馆留影。

▍ 马中经贸总商会代表团与中国国务院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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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中企业家大会将于今年12月1日在吉隆坡五星级

酒店－布城万豪酒店举行，预计约1000名来自

马来西亚、中国、东盟国家、南亚的企业家参与其盛，

让大家进行更深度的交流，开拓更广阔的网络人脉，从

而也促进马中经贸的交流与合作。

马中经贸总商会曾于往年举办“联手开拓19亿市场”

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及“成功与你有约”2012马中企业

家大会，成功迎来众多的中国及东盟国家的代表参与，盛

况空前，深获好评。

延续过往活动的成功经验，本会再接再厉，今年举

办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广邀马中企业家分享成功理

念，从宏观角度分析未来经贸趋势，开创马中两国的经贸

商机，为大家谋求更美好的未来。

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主席李素桦希望通过这样一

个互相交流的平台，从中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及讯息，让

各位得到更多正面能量，持续保持高度竞争力，创造更多

的新商机。

为了让这次大会取得更大的成效与突破，大会期间

也举行行业洽淡会和对接会。洽谈会上介绍各项马来西

亚优势的领域，例如清真食品业、农业、制造业、养燕业、

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教育、旅游等行业，同时也增设

经贸考察行程以期为参会者创造更多商机及留下美丽回

忆。

此次大会也在昆交会上举行推介会及媒体见面会，

这是大会首次走出大马，在国外办的推介会，希望借此机

会邀请更多中国企业家参与其盛。工委会之前已前往拜

会多个单位，包括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中国国务

院侨办、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等，也取得中国驻马大

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的认可与支持。至今为止，工委会的

努力都得到各界的良好反应。

这项大会以双语同步翻译进行，参会费为每人300

令吉。为鼓励有意在马中经贸领域寻找商机的各界人士

踊跃参与，凡于9月30日以前完成注册者，将享有参会

费200令吉的优惠价。有兴趣参加者，可登录大会网页 

www.mcec.my网上报名或填写报名表格传送秘书处。

联系：

电话： 00603.9223.1188 传真： 00603.9222.1548

电邮： info@mcec.my QQ  ： 287.158.5334

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激发正能量•共创新商机

秉持追求更美好未来的愿景，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将今年第三
届的马中企业家大会主题订为《激发正能量·共创新商机》，以期打造
符合时宜、切合未来经贸趋势的一次经贸交流飨宴。

马中企业家大会促进马中经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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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委会代表拜访国际贸工部副秘书长Mohd	Ridzal	Sheriff（左六）汇报大会进展。

　  激发正能量•共创新商机

è 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 中国工商银行田枫林总裁（左二）和工委会 
	 主席李素桦合照。

▍ 总会长黄漢良赠送水果花篮给荣誉会长丹斯里李深静（左四）。

▍ TNT快递张翔中董事经理（左三）答应再次成为联办单位。 ▍ 中国驻马大使馆经商处宣国兴参赞（右二）认可此次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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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委会成员合照。左起秘书处吴思颖、财政黄锡琦、大会副主席刘俊光、陈友信、大会主席总会长黄漢良、工委会主席李素桦、 
	 工委会副主席黎德坤、副秘书长李志贤、工委包久星、卢国祥、傅嫦娥。

▍ 首要媒体中文顾问吴恒灿（左二）和工委会成员商讨合作 
	 方案。▍ 总会长黄漢良在推介会上颁赠纪念品给云南省商务厅 

	 龚云尊副厅长（右二）。

▍  中国银行王宏伟执行总裁（左三）和工委会代表团晤面交流。 ▍  本会领导邀请国侨办裘主任（中）出席大会。

▍ 总会长黄漢良赠送纪念品 
	 给大马驻中国大使Datuk	 
	 Iskandar	Sarudin。

▍  中国全国侨联李卓彬副主席（左五）会后和本会领导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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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素桦工委会主席（右一）介绍大会概况。

马
中企业家大会首次于海外举行推介会及媒体见

面会并取得圆满成功。

此项活动于6月7日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第二国际会

议厅举行，由本会主办，云南省商务厅协办。本会总会长

一行8人共赴春城昆明掀开活动序幕。

云南省商务厅龚云尊副厅长致词时表示滇马贸易日

趋活跃，去年云南与马来西亚贸易达10.2亿美元，增长

11.1%。今年首4个月达3.3亿美元，同比增长1.2%，是云南

第5大贸易伙伴国。

龚副厅长补充，云南企业可视马来西亚为通往东盟

市场的门户，东盟市场约有5亿人口，云南企业可在马来

西亚建立联系，继而拓展东盟市场。

总会长黄漢良谓，滇马友谊深厚，经贸关系源远流

长，马来西亚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地理相近，合作潜力

巨大，鼓励云南企业到马考察，寻找商机。

工委会主席李素桦也在会上介绍马来西亚及大会概

况，力邀云南企业“心动不如行动，百闻不如一见，没到

过马来西亚的商人可来马看一看，来过的也可再来发掘

商机。”

现场座无虚席，出席嘉宾约120人，中方出席者包括

商务局、媒体、民企代表。本会出席者有丹斯里吴德芳荣

誉会长、副总会长刘俊光及夫人、包久星中央理事、会员

唐南松、傅嫦娥及副执行秘书吴思颖。

在云南昆明隆重推介
è 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	来自政商媒的出席者齐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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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
Malaysia-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1

2012马中企业家大会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2012

2013年11月30日（六） 30 November 2013 (Saturday)
全天报到 Full day Registration

1500 - 1700 对接会 Business Matching

1900 - 2200 欢迎晚宴 Welcome Dinner

2013年12月1日（日） 1 December 2013 (Sunday)
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0800 - 0900 来宾登记 Registration

0900 - 0910 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主席 

李素桦律师致词

Welcome Address by Mdm. Alice Lee,  

Organizing Chairman of MCEC 2013

0910 - 0915 TNT快递董事经理张翔中先生致词 Speech by Mr. S.C. Chong, Managing Director of TNT Express

0915 - 0930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总会长 

拿督黄汉良先生致词

Speech by Dato’ Bong Hon Liong,  

President of MCCC

0930 - 0945 中方代表致词 Speech by China VVIP

0945 - 1000 马方代表致开幕词 Speech by Malaysia VVIP

1000 - 1030 茶歇 Coffee Break
第一阶段会议 First Session

1030 - 1130 主讲人（一） Speaker I

1130 - 1230 主讲人（二） Speaker II

1230 - 1400 午餐 Lunch
第二阶段会议 Second Session

1400 - 1500 洽谈会（一） Breakout Workshops I

1500 - 1530 茶歇 Coffee Break

1530 - 1630 洽谈会（二） Breakout Workshops II

1900 - 2200 联欢晚宴 Gala Dinner

大会日程表（暂订） Tentative Program

2013马中企业家大会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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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会 
感受市场回暖的经济活力

39大马企业参与广交会

本届广交会累计出口成交

355.4亿美元，环比增长

8.8%，按年同比下降1.4%。

对欧盟、美国、日本成交环比分

别增长6.3%、9.9%和38%，同比分别

下降4.9%、0.5%和12.6%；对金砖四

国成交环比增长6%，同比增长5.2%；

对中东成交环比增长10%，同比增长

3.8%；对东盟成交环比增长1.5%，同

比下降6.5%。

大马外贸发展机构宣布，本次

亦共有39家大马企业参与广交会的

展出，并取得1亿3200万令吉的营业

额。与此同时，在海外的参展商之

中，大马更是拥有最多的人数。其它

参与其盛的国家及地区就包括，美

国、印度、俄罗斯、印尼及韩国等。

此次广交会不仅是“促成交”的

贸易桥梁，也是企业“转方式”及“

创品牌”的重要推手。本届广交会以

创新驱动发展为抓手，并以高端资

讯、设计大赛、电子商务，这三大主

要的主轴，来为所提供的服务增值，

从而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本届广交会继续扩大产品设

计与贸易促进中心（PDC）的展示规

模。此次，更是扩展至859.5平方米，

远比上届增长66%，甚至还比刚创立

时增长了4倍。

这次，总共有10个国家及地区

的45家设计机构参与展示，同时举

办了4场设计主题论坛和16场对接活

动，影响力可说是逐届攀升。

不仅于此，本届广交会也举办

了134场次的会议论坛，其中广交会

国际市场论坛已发挥其品牌效益，

以俄罗斯为主题的国际市场论坛就

吸引了近400名听众，超过预期的效

果。

将产品运销至全球的平台

此次亦是大马外贸发展机构第4

次参加广交会。参与大马馆展出的产

品，涵盖食品与饮料、农产品及家庭

用具等。大马商家有机会与中国潜在

买家会面外，所展出的产品皆也引起

了中东、非洲及土耳其买家的浓厚

兴趣。

马中经贸总商会与中国对外

贸易中心关系渊源流长，本届一如

既往的，更是率团出席广交会进行

参观及采购。本届广交共吸引了20

万2766名来自211个国家的买家参

与。对比上的第112届记录按年增长

7.06%。

中国对外贸中心国际联络部副

总经理余意拜访本会时指出，这个

正面数据，反映全球市场有所复苏。

他表示，希望在紧接10月15日举办的

第113届秋季广交会能够继续吸引大

马知名企业家前去参与展会。对于

参展商，基本就可以面向来自200多

个国家的20万户采购商。

广交会主要是由中国商务部和

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同时由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承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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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市场需求

不断增加，同时也一直吸引着投资

者，现在针对各种项目产品的需求，

也日增。大马参展商，除了希望能将

产品销售至中国，同时，藉此平台，

亦能够达到开拓市场的新机会。

大马希望能藉着这样的一个机

会，推广我国的出口，并提供一个

开拓中国及全球市场的策略方案，

特别是在推广食品饮料以及医疗卫

生产品方面，从而进军世界市场。参

与广交会确实有助于大马提升可信

赖高品质和竞争力的入口来源国形

象。同时，也能推销大马外贸发展机

构的服务予外国及本地的出口商，以

满足各别的需求。

广交会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开展

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

甚至商检、保险、运输、广告、咨询等

业务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云

集广州，互通商情、增进友谊。本届

广交共吸引了20万2766名来自211个

国家的买家参与。

第113届春季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
广交会），在24000多家参展企业和外贸
中心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总算是顺利
运行，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为促进中国外
贸“稳增长、调结构及促平衡”皆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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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协代表团

深化两国交流关系

浙
江温州市政协主席包哲东先生于4月25日率领

代表团拜访本会，由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和马来

西亚三江总会会长的代表丁锦清联合主持接待。

黄漢良在致词时说，“马来西亚原任政府秉持着以

民为本的绩效原则，先后成立了5个经济特区，并积极

推动经贸活动，以吸引各国外来投资。其中，刚成立不

久的马中关丹产业园，就提供各项优惠政策予外资，特

别是中国的企业，所以，我非常鼓励温州的商家们组团

前来考察和参与投资。”

他指出，马中经贸总商会将于今年12月1日主办第

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大会的目的，除了制造一个让马

中企业家共聚一堂的机会，也提供一个共创商机的平

台，甚至也让大家前来考察马来西亚各个经济特区。因

为在这次的节目流程中，考察经济特区将会是其中一项

活动。

另外，包哲东主席表示，温州市每逢正月初六都会

主办世界温商大会，亦会每四年举行一次世界温州人大

会。这两项固定的大会，促进了温州市及各界的友好交

流关系，并加深友谊和深化互利合作的机会。

他也鼓励大家前往温州。他说，“在温州的众多国

家及省级的风景区域里，环境优美的景色不但能吸引游

客，同时也是一个优越的经商城市。那里是全浙江省最

多人口的城市，全市面积庞大、基础建施良好及民间资

金丰，都让经济贸易活动拥有非常大的自由空间。

他同时表示，除了对大马的发展留下深刻的印象之

外，也认识了这里的马来西亚三江总会，了解到祖籍浙

江省温州的马来西亚华人在这片土地的发展和传承。对

此，他深表敬佩。

出席这个接待会的人士也包括马来西亚三江总会的

荣誉会长丁学外、副会长宣柱宏、总务丁振民和副财政

池国华。本会的出席者有副总会长宋兆棠、刘俊光、郭

隆生、中央理事丁扬岗、包久星、执行秘书周美馨和副

执行秘书曾伟雄。

▍ 	 包哲东（左八）赠送纪念品予马中经贸总商会，由总会长拿督黄漢良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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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商务委员会代表团	

探寻企业“走出去”之路

中
国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副处长徐洁率领一众企业

家来马，促进天津的高质量食品业迈出国门，

抢滩东盟与全球市场的庞大商机。这次活动由副总会长

宋兆棠主持和接待。

宋兆棠认为，随着全球人口不断增长，加上生活

水平提升，食品业需要更严格把关卫生安全与质量的问

题，始能成功塑造品牌、得人心。他指出，近几年有机

食品深受欢迎，反映消费者重视饮食健康文化。他说“

在大马，中企一旦成功获得官方的伊斯兰清真食品认

真，尚可涉足全球超过20亿人口的穆斯林市场。”

徐洁表示，中国食品加工正转向精细化与高质量

化前进。她表示，“随着东南亚各国也启动密集劳工模

式，我们渐渐失去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徐洁指出，天津与大马双边贸易额年至今达到10亿

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两成。去年两地双边贸易

额则总共收得28亿美元，按年增长7%。

“目前，我们有16家企业在大马落足。尽管规模不

大，但日后可拓展潜能前景一片光明。”她强调，天津

市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遂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国家

的政策方针与食品准入门槛。

在大马经商逾十年的亚洲商联服务中心董事长孙鼎

锟也分享了实践经验。他建议，企业先到本地超市逛一

圈，以作实地考察。“除了需要凭实力取得认证授可，

还要根据市场需求偏好，调整口味与包装。”他举例，

多参与食品站、跟大马餐饮业合作或达成对接代理，都

有助打入大马市场。

“大马乃多文化之都。一旦在此站稳脚步，既能透

过大马衔接东、西方的转口贸易与物流优势，更大范围

的开拓国际市场。”

▍  副总会长宋兆棠（前排左五）赠送纪念品予徐洁（前排左四）。
	 前排左起为杨占山、李勇、孙金海、戴振标、陈安莉、包久星、孙鼎锟、张彬、沈哲初；后排左起为徐杏杏、魏强、石竞

宇、王成兰、冯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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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华商投资的契机

中
国厦门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黄峰日前率领

５人代表团来马，以推广将于９月８日所举办

的第17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并期盼本商会亦能

组商团，抽空造访此洽谈会。

该代表团特意登门造访本商会，并由马中经贸总

商会会长拿督黄漢良接待。此次的出席者还包括，陈友

信、戴炳煌、包久星及陈云祥。黄漢良说，从经贸至投

资的活动层面，大马华商不曾中断跟厦门官方和商家们

的互动。尤其厦门临近台湾，随着两岸关系改善，相信

未来要前往厦门经商的投资家，会日益增加。

身为座上宾客，黄峰特别提及，“接洽会从2012

年就开始开跑，致力予开辟出“引进来”主题展区，以

促进外商来华投资。本届接洽会策划的活动内容相当丰

富，旨在让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对话更加的实效。诸如为

国内外商家进行一对一洽谈牵线；与工商联合办中韩企

业论坛，让近年兴起的韩国品牌企业现身说法；举办中

国企业跨国经营分享会，促进重量级企业的交流等。当

中，不乏一些极具特色的活动内容，如本届的洽谈会，

南非将被筛选成为主宾国、海南则会被选为主宾省及一

系列的明星企业也会言传身教。”

同时是雪兰莪厦门公会会长的陈友信指出，“大

马华侨企业界不时透过侨办，与厦门来往频繁，对于此

次所举办的洽谈会，并不会感到生疏。”对于以上所提

及的事项，陈友信表示赞赏其新卖点，极具投资的吸引

力。同时，他也希望主办单位，能增设东盟论坛，让东

盟国家亦有机会成为主宾国。

陈氏相信，马来西亚可充分利用上述平台，推广并

惠及大马中小企业家（SME）的政策，以形成长期的合

作。他补充，由于大马华商拥有跨国人才、适应能力强

的优势，并拥有与中国同文同种的背景，无疑的对未来

的中经贸，将是一大助力。

▍ 黄漢良（左五）赠送纪念品予黄峰（左四）。左起为郑弈琦、成明、刘媚；右起为陈锦松、陈云祥、戴炳煌、包久星、陈友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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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贸促会

拓展食品在海外的商机

中
国湖南省贸促会会长李沛与湖南省贸促会国际

交流服务中心主任刘英怀于于6月4日来马，并

莅临本会进行交流。这次的活动由总会长拿督黄漢良亲

自主持和接待。

这次来马的目的，李沛直言，他希望通过即将于6

月6日，在马来西亚举办的食品展中，能将湖南省高质

量的食品业带出国外，同时与全球市场庞大的食品商机

接轨，从而在世界立足。

李沛认为，湖南省在生产食品方面，拥有得天独

厚的条件，且拥有便捷的地理环境。在全国的经济排位

上，更是位居第9位。“中国湖南省的经济总量迈入万

亿发展新阶段。地区生产总值跨过两万亿台阶，年均增

长13.3%，达到2.2万亿元，连续5年都保持在全国前十

名以内。”

他说：“目前的湖南食品主要供应予香港，所以，

一直以来，湖南省是供港基地的说法，一点也不为过。

就算面临全球最艰巨的时刻，诸如禽流感或沙斯病毒的

侵害，我们供应香港的食品从未中断过。”他更举例说

明，目前有超过50%的香港猪肉供应，主要都是来自于

湖南省。

黄漢良在交流会上亦对食品的安全问题感到关注。

近年来相继发生食品安全事件，黄漢良对此表示，这些

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落

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对此，他希望作为中国出产食品

主要省份的湖南，能在食品安全这方面以身作则，从而

杜绝黑心食品。

另外他也不忘在交流会中，邀请湖南省贸促会派出

代表，参与12月1日，在马来西亚所举办的马中企业家

大会。“藉着这样的企业家大会，相信湖南企业，能对

我国的投资情况更加的了解。”

出席此次接待会的还包括，马中经济贸易总商会

的副总会长兼财政投资委员会主席郭隆生、中央理事兼

公共关系委员主席戴振标及中央理事兼会所管理小组主

任。

▍	湖南省贸促会会长李沛（左一）赠送纪念品予本会总会长黄漢良（左二）。右一至右三为戴振标、包久星、郭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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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团改选：

丁扬岗当选团长

本
会青年团于5月4日举行2013常年团员大会暨第四

届理事选举，丁扬岗当选新任团长，第一副团长

则是张柏垣。

原任团长林恒毅在大会上表示，马中经贸总商会青

年团当初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协助母会推广会务以及培

养新的接班人，甚至也为马中青年商家提供沟通的桥梁

与平台。他指出，青年团自创立以来，从一开始的毫无

概念，至迄今的逐渐成熟稳定，是各届理事及团员们齐

心协力且共同付出努力的成果。

他说，青年团除了于去年9月举办了马中企业家大

会外，其间亦举办了一系列的联谊活动，如早餐讲座会

及分享晚宴。在这些活动当中，小组的负责人会邀请一

些成功人士前来演讲并分享其成功的经验，无疑的，这

能增进团员的感情交流，也从中了解到彼此的经商经

验。

林恒毅期望在接下来的日子中，大家延续着青年团

的风格，即不计较彼此的身份和地位，互相扶持，继续

造就一个充满欢乐的团体。

青年团第四届理事会初选出19名理事。经过在同一

天内的复选后，新任的理事会名单如下：

团　长：丁扬岗	 第一副团长：张柏垣

副团长：杨碧珊、林励肯

秘　书：曾庆宁	 副秘书：谢文英

财　政：王志明	 副财政：林恒谅

理　事：丘洁光、杨子威、包章华、张文杰、龙添仲、	

　　　　梁鶱宝、戴炳辉、唐素婷、林文强、刘国荣

内部查账：彭彦彰	

▍ 第4届马中经贸总商会青年团理事合影。前排坐者左起是卸任团长林恒毅、新一届领导杨碧珊、张柏垣、丁扬岗、林励肯
和顾问颜登逸。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兼青年团督导拿督黄漢良在

2013青年团常年团员大会上强调，青年团应能善

用时光、认清方向、做个堂堂正正的人，站在社会的主

流，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

三年的时间一晃而过。这三年来马中经贸青年团做

了好多好事，其中去年的企业家大会是我会历史上的一

项突破，既成功又有效力。青年团在同一个屋檐下，与

会共同成长，三年前我将大门钥匙交给你们，自由进出

马中经贸大门。他们与母会合作无间，共同促进会务发

展，可喜可贺。

青年团在林恒毅领导下，积极活泼，大局为重，

团结奋勇，是个欣欣向荣的青年组织。青年团能自我定

位、认明方向、戒骄戒躁，站在社会的主流，是未来社

会的栋梁。

本届大选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改变就趁明天，

青年人要认清事实，善用手中一票，做个堂堂正正的大

马人，为社会正义为美好明天而作历史的推手、做时代

的尖兵，千万别掉队。五月五好政府。

今天青年团改选是民主程序，胜者莫骄，败者莫

馁，母会还有很多平台供大家发挥。过去以来，马中经

贸青年团各团员合作无间，成功办了许多活动，今后预

祝大家团结好运，发挥正能量，为母会与团员作出更多

贡献使母会的明天更美好。

督导拿督黄漢良：

青年团是未来栋梁

712013/06

Chamber Activities 本会动 态



马中经贸总商会和华总移交四川雅安市地震募款

为灾区送温暖

中
国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于2013年4月20日上午

发生里氏7.0级地震，造成人员严重伤亡，财

物损失惨重，令许多人丧失家园。对此，马中经贸总商

会联同华总和华社企业家一起发起募款赈灾活动，在短

短一周内筹募了102万420零吉的款项，以作为大马对四

川雅安市灾黎的一点心意。

拿督黄漢良总会长于2013年5月2日代表马中经贸总

商会出席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地震

捐款移交仪式。该义款由大使馆政务参赞陈德海代表接

领。出席活动的其他华社领袖及企业家代表就包括华总

会长丹斯里方天兴、丹斯里杨忠礼、丹斯里郑福成、刘

子强、丹斯里梁海金的代表梁婧屹、丹斯里刘天成的代

表刘峻峨、华总副总秘书拿督陈耀星、兴革委员会主席

陈达真等人。

黄漢良指出，马中关系密切，在雅安市发生地震

后，虽然中国政府已表明不需要外国的援助，说明中国

有能力应付灾难；不过我国人民仍然秉持着助人为快乐

之本的理念，积极捐款，以表达大家对地震灾黎的关心

及支持。

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表示，虽然目前举国关注大

选选情，但华总和大马华社仍然关心海外，尤其是中国

的动态。这次华社发动筹款，为远方的灾民表达一点心

意之余，亦证明了马中关系的友好。

▍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右五）和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左五）手持中国驻马大使馆颁发的感谢状与其他
的贵宾一起合照。左七是中国驻马大使馆政务参赞陈德海。

▍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左九）和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左六）移交雅安市地震捐款给中国驻马大使馆政
务参赞陈德海（左八）。左七是丹斯里杨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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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品牌中心

体验大马美食

武汉商务考察团莅临

以了解大马经济概况为前提

马
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丁锦清于4月22日接待一

支来自武汉的商务考察团。他在致词时，除了让

考察团更加了解马中经贸总商会之外，也一并简述了马

来西亚的华人在大马的奋斗史，甚至是马来西亚湖北社

团的存在。

本会副总会长刘俊光、中央理事李素桦律师、中央

理事包久星局绅、慕年机械有限公司董事经理陈泰华、

思雅实会计事务所董事曾文翰、马来西亚艺晶坊水晶宝

石贸易有限公司主席李秀万、LandasanCahaya有限公司

的陈春寿、温馨家园(MM2H)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金龙、首

席执行官赖丰敬、总经理刘荣成、产业顾问李仲勤和奥

士卡国际金融投资顾问集团投资部商业开发经理张彬也

一同出席了此次武汉的商务考察团的见面会。

马中企业家大会筹委会主席李素桦也同时在会上介

绍了本会即将在12月举行的2013马中企业家大会，并鼓

励对方组团参会其盛。

另一边厢，湖北省楚商发展促进会外联部部长沈

丹亦表示，此次组团来马的目的，是为了了解马来西亚

的经济情况、资源、多元文化以及产业的发展。他们要

把这些讯息带回武汉，让大家对马来西亚有多一层的认

识。

武汉商务考察团的其它成员还包括，襄樊东辉实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葛发辉、武汉雄新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若兰、总经理彭莎、武汉蓓蒂艺术服饰有限公司董事

长许蓓蒂、顾问薛旭辰、汉川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副主任

童旋以及湖北省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国际部部长陈玲。

▍	 丁锦清（左九）赠送纪念品予沈丹（左七）。

坐
落在广西的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China-

ASEAN	 Plaza)	的马来西亚品牌中心	(Malaysia	

Brand	 Centre)于4月28日至5月2日期间，配合“广西春

季茶博会”及“中国－东盟特色商品体验中心”已成功

的开业！为了配合这次的开馆试业，马来西亚品牌中心

以及泰国、越南、缅甸四个东盟国家各自推出不同的促

销活动，并且成功吸引数万名群众前来体验及品尝东盟

的特色美食及商品。

马来西亚品牌中心与马来西亚美食广场的每日销

售额突破数万元人民币，一些知名品牌商品更被一扫而

空！马来西亚的美食更是引起轰动！肉骨茶、椰浆饭、

印度煎饼的摊位前更是大排长龙！此次开馆试业获得广

西人民的热烈反应成功证明了中国民众对马来西亚产品

具有很高的接受程度。同时，这也给准备进军中国市场

的我国商家打入了一剂强心针。说明了只要做好市场规

划和产品设计，我国的产品要成功打入中国市场是绝对

可行的！

马来西亚品牌中心将在今年9月中国－东盟博览会

期间正式开业！项目管理单位－世汇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One	World	Treasure	Sdn	Bhd)正在筹划一系列的推广

和促销活动。相信正式开业将会在中国掀起轰动，并进

一步提高马来西亚品牌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

▍	 彭彦彰（左一）华南城东盟美食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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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户外展

体验户外休闲活动

第６届中国（杭州）国际花园、户外家具及休闲用

品展（以下简称“杭州户外展”）以“引领中外

家具新时尚，创造户外休闲生活”的主题，日前于杭州

和平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幕。

杭州户外展在3月21至24日举行，是由杭州市人民

政府、浙江省商务厅、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共同

主办。在组委会的精心策划和积极宣传下，展会的影响

力逐年增加。除了吸引华东地区买家，也通过有效的海

外宣传策略，同时间内，招揽了欧美及亚非地区的客

商。根据统计，是次展会共吸引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

4163名专业观众亲临现场采购及洽谈。

本会一行30人在中国（广州）国际贸易学会的邀请

下组团前往参观采购，顺道出席当天的洽谈会和招待晚

宴。

团员甫到展场即为一排排缤纷夺目的帐篷所吸引，

大片的绿地毯上摆设了花园桌椅和凉亭，尽管户外气温

降至十度以下，却无阻客商驻足体验产品。场内的另一

端，则搭建起一幢幢洋溢北欧风情的小木屋，仿佛置身

童话世界。现场人群不断穿梭其中，以了解展品的设计

和特色，其中许多休闲度假业者对此表现了浓厚兴趣，

洽谈气氛浓烈。相信近距离的展示方式，已成功吸引买

家目光，有效推销产品，提高成交。

杭州户外展的展品主要分成三大类别，包括：

(一)	户外家具系列：遮阳伞、遮阳篷、花园家具、帐

篷、吊床、木屋及配套产品等；

(二)	花园系列：栅栏、花园秋千、园艺用品、园林风

景石、户外照明、水景喷泉、灌溉设备、花园雕

塑、花园装饰品及花园暖房等；

(三)	户外露营系列：登山用品、运动设施、背包、服

装、鞋、汽艇、露营装备、房车露营及装备、太

阳镜、烧烤及烧烤配件等。

此外，两场国际采购商贸易洽谈会及一场国内大买

家采购洽谈会，也为买卖双方提供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

台。买卖双方以一对一的方式分批面谈，本会团员皆肯

定此环节成功让买家更深入及具体地了解展品特色，带

来新商机。

当天晚上，全体团员受邀出席展商企业和国际客商

的交流酒会。席间团长宋兆棠上台致词并赠送纪念品给

主办方。是晚除了举行别开生面的电脑抽奖游戏，也有

歌舞表演节目助兴，宾客们都尽兴而归，为此次行程划

上美丽的句点。

▍	 本团团员和接待人员在会场前大合照。

▍		 杭州市领导巡场时聆听展商解说。 ▍  团员戴炳煌于洽谈会上和买家
交流。 ▍  抽奖游戏环节，团员刘纹安发

表中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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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广交会

两国双向经贸平台

配合即将于10月份举办的秋季广交会，中国对外

贸易中心国际联络部副总经理余意及科员朱威

拜访本会，并由总会长拿督黄漢良接待。

余意指出，过去的广交会是以岀口为导向，但近年

来已渐转为进岀口的交易品展。他看好，广交会已成为

一个重要的双向经贸平台，甚至是世界级的平台，大马

的产品可以在中国推广至世界各地。

“咱们诚意邀请大马商家踊跃岀席秋季广交会，

就如大马商家一路以来都组成很庞大的代表团赴会一

般。”

余意进一步透露，刚结束的今年春季广交会吸引

全球逾20万2766名采购商，比去年增加7.6%。虽然仍比

过去21万名国际采购商的最高纪录稍低，但足以显示全

球市场正在复苏中。其中来自大马的商家超过６０００

人，这充份说明了两国贸易交往的密切程度。他说，马

中经贸总商会长期来都是广交会的重要合作伙伴，也见

证了广交会的不断发展壮大。

对此，黄漢良认为，马中经贸开花结果，各社团与

商会的接洽努力功不可没。“自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

马中经贸被视为两国互动的首要任务。”

他建议，举凡能促进马中经贸发展的团体都应互相

配合，一起把两国经贸推向新台阶。

“商业环境不断在改变，经商就要向前发展；只要

大家抱着促进马中友好的理念，不妨以包容态度合作，

汇聚及发挥大家众志成城的力量。”

黄漢良说，马中两国去年的经贸额近1000亿美元（

约3000亿令吉），这是靠两国商家与人民共同努力结出

的甜美果实。“我会与广交会当局密切合作，一直组商

团赴广州参加交易会。”

黄漢良指出，这是中国最具品牌和知名度的交易平

台，且取得令人鼓舞的好成绩。他认同中国对外贸易中

心的承办能力与求进步的态度，“中方负责人领导可说

是精益求精，确保了交易会一届比一届办得更出色。”

余意说，广交会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

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商品种类最齐全、到会客

商最踊跃、成交效果最出色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是

中国和世界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商家开展双向交流的

重要平台。

余意补充，从2004年开始，马中更在吉隆坡举办小

型交易会，中国商家每年均在此大量展岀商品。“尽管

交易会现阶段规模不大，却不失为中马交流的缩影，彼

此友好关系来之不易。”

中国广交会创办于１９５７年，已拥有70多年的

历史，被誉为“中国第一展”。广交会每年举办两届，

至今共举办了114届。来临第１１４届秋季广交会将于

今年１０月１５日到１１月４日在广州盛大举行。这次

获广交会大马独家代理权的马讯展览（ES事件）则是广

交会大马传统的招商总代理，希望继续带动更多商家参

展。

▍  余意（左三）赠送中国水墨画纪念品予黄漢良（左四）。 
（左起）马讯展览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拿督张创迪、朱威、包久星、彭桂娟、周美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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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项目 地点 主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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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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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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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 2013中国（北京）国际乳制品及进口食品展 北京 	

9 13--15 第七届中国国际汽车零部件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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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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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广州咖啡博览会 广东广州 	

11 - 第7届亚洲制造业论坛年会 北京 亚洲制造业协会

12 1 2013马中企业家大会 吉隆坡 马中经贸总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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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广交会 2012马中企业家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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