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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破浪在此时，直挂云帆稳远航。商会犹如一艘

船舰。各组委员会加上青年团，就像船上守望相助

的船员，彼此需要稳守岗位，各司其职，才能扬帆远

航破万浪。

这也跟新一届连任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对全体理事

寄语的“集体领导，各别负责”的精神相呼应。

马中经贸总商会成立至今迈入23周年，也迎来第十

届中央领事班底。新旧“船员”都肩负着极大的荣

耀与使命。

接下来的日子，且看各理事和领导如何运用专业知

识与前瞻视野，为马中经贸总商会这艘巨型船舰护

航，朝更远大的目的地挺进。

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如何为2014年马中建交40周年

做好准备，欢庆之余，也设法透过各种活动助马中

关系春暖花开。

另外，在这一届选举当中，本商会在副总会长这个

第二把交椅的人选上，成功引进了几位在商场上的

成功人士。他们包括中药世家海鸥集团总经理陈祈

福、绿色能源业年轻CEO林恒毅、马六甲著名华商

拿督陈天场和百货业翘楚环球集团主席丹斯里陈

炎顺。

本期杂志兼会讯，让几位新上任的副总会长现身说

法，侃侃而谈如何助商会更上一层楼，从而对商会、

对自己缔造双赢局面。

诚然，作为掌托手的黄汉良才是身负重任，任重道

远。对此，他的目标明确，即在万事俱备的基础上

乘风破浪，也踏着吸纳人才的基石上奋勇前进。这

个先见之明也让总商会未来的航道越走越明朗。

策划｜编辑部

引言篇



马中经贸总商会全国常年会员大会暨 
第十届中央理事选举

选举篇

理事改选；	

33候选人	

他说，理事会议在6月14日原本不接受有关三

份 表格，随 后收到一封有意收回第二份 选

举表格的信函，决定接纳该要求；第三份选举表格唯

一提名人，即前副会长杨天德因健康为理而推选，因

此，理事最终决定采纳第一份选举表格。

其余被提名的33人刚好填满了33个理事职位，

初选全部不战而胜。33名候选人名单包括原任总会

长拿督黄汉良、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副总会长宋兆

棠、颜登逸、秘书长林恒毅及总财政拿督黄锡琦。

其余候选人包括郭隆生、刘俊光、李志贤、陈祈

福、张联兴、戴振标、黄文华、卢国祥、罗章武、戴炳

煌、李素桦、丘洁光、林国安、吴世才、杨子威、黎德

坤、沈哲初、包久星、陈炎顺、李国源、陈云祥、林泰

顺、张志聪、谢中正、张柏垣、张民生及郑水兴。

黄汉良：	加强多元种族特色	

	 号召巫印入会	

黄汉良在复选成绩发布后发表简单的谈话。他表

示，选举顺利完成举行，展示了马中经贸总商会的团

结合作精神。他希望马中经贸总商会新旧理事共同合

作，带领总商会走上高峰。

“本会是符合国情的商业公会，是多元种族及多

元文化的群众团体，理事会将扩大阵容，融入友族同

胞，共同为促进马中经贸献身。”

他说，该会将秉持着一个马来西亚的标志，突出

其特色。“修改章程获得社团注册局的通过后，今后

中央理事会的副总会长一职，将会有友族同胞的加

入，以反映本会多元性的特质。本届中央理事的女性

文｜黄德居

黄汉良（左三）在会员大会致词：治安不靖会让外资却步。左一起为选举委员会主任缪进新、总秘书长林恒毅；右一起为总财政拿督
黄锡琦、法律顾问黄文华及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

马中经贸总商会于6月29日，宣布第10届中央理事选举，并于7月2日举行复选。新任选举委员会主席缪进新指

出，在选举前，共接获三份选举表格。第一份表格共提名33名候选人；第二份则提名17名候选人；第三份只提

名1名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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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亦不多，今后可能需要增加。”

促政党民间合作

加强招商活动

另边厢，黄汉良在出席马中经贸总商会2013年全

国常年会员大会暨第十届中央理事选举时说，今年马

来西亚外资信心排名，已经从去年的第10名跌至第

25名，显示外国投资者皆因治安不靖而却步。他促请

朝野政党与民间合作，减少内耗，加强招商引资的力

度，也分别提出“拼经济、整治安和量化宽松人才”的

三项建议。

他认为，我国目前的大环境对经贸发展不利，唯

有寻求政党和民间的合作，在“拼经济”前提下设法

提升生产力，同时亦加强招商引资的力度。

他认为，国民和解的倡议首先要有诚意，勿设先

决条件，而通过“国家团结咨询理事会”来推动国民

和解，对国家是有利的发展。他呼吁政府多用国内的

专才，以实施“量化宽松人才”措施。其中就包括当局

应不分党派的重用国内人才。

此外，在华教课题上，黄汉良促请华社以团结为

纲，求同存异。2013至2015年教育大蓝图马上就要在

7月公布和落实，而假如其政策是要从小学四年级开

始就采用国小马来文的课程，那么华小肯定会受到冲

击，华小将不能保存，独中更难以发展，这样一来，华

文教育将会面对严峻的考验。

总会长 拿督黄汉良

第一副总会长 陈友信

副总会长 宋兆棠	 刘俊光	 颜登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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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财政 拿督黄锡琦

副总财政 戴炳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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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促进委员会主席 卢国祥	 （副）	李志贤

财务策划委员会主席 拿督黄锡琦	 （副）	戴炳煌

交易考察委员会主席 张联兴	 （副）	拿督黎德坤

公共关系委员会主席 戴振标	 （副）	林泰顺

工商事务委员会主席 丁扬岗	 （副）	谢中正

财经投资委员会主席 罗章武律师	 （副）	拿督郑水兴

会讯出版委员会主席 陈云祥	 （副）	拿督沈哲初

资讯工艺委员会主席 丘洁光	 （副）	张柏垣

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 李素桦律师	 （副）	罗章武律师

会所管理委员会主席 包久星	 （副）	拿督吴世才

会员服务委员会主席 李国源	 （副）	杨子威

第十届（2013-2016）中央理事复选成绩

1. 呼吁新届政府以民为 
   本，绩效为先，塑造自由、民主、公正及平等的社会。   
2. 呼吁政府赞助民间商会到中国宣传马来西亚投资环境， 
   以吸引更多中国人来马投资，以期扭转目前两国投资与 
   贸易不平衡的现象。
3. 呼吁政府无条件承认统考。
4. 呼吁政府检讨1996年教育法令。
5. 呼请政府重视治安，加强警察巡逻，以减少罪案的发 
   生。
6. 呼请中国外交部给予马来西亚上任免签证的便利赴 
   中国经商。
7. 积极推展广招会员活动。

大会通过7项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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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庆马中经贸创会23周年晚宴 
暨第十届中央理事/
第四届青年团理事就职典礼

欢庆篇

贵宾云集的辉煌晚宴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

法和中国驻马特命全权大使拿督柴玺也应

邀出席，使得该晚宴生色辉煌。

中国驻马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宜国兴参赞、英国最

高专员H.E.Simon Featherstone、武吉免登国会议

员Y.B方贵伦、马中经贸总商会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

等各政商名流及不少友族官员，皆到场支持，令这场

盛会倍增光彩。

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及中国驻马大使馆拿督柴玺

大使与本会代表，共唱生日歌、吹蜡烛和切蛋糕，除

为本会庆生之外，也庆贺第十届中央理事及第四届青

年团理事的就职典礼。

其它商会组织代表还包括新华社吉隆坡分社社

长胡光耀、马来西亚中资企业协会秘书长李中平、马

中友好协会永久名誉会长丹斯里刘贤镇、马来西亚中

华总商会副总财政陈怀安律师、隆雪中华大会堂署理

会长翁清玉、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拿督林国璋及中国银

行（马来西亚）总裁王宏伟等。

晚宴当晚，也穿插播放介绍本会的影片以及文娱

节目，包括华乐团的乐器表演及歌唱表演。

本会成立于1990年，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商会，目

前拥有1400名公司会员，其领域涵盖贸易、制造、金

融、农业、旅游及其它服务业。

配合创会23周年喜庆，本会也同时于12月间，举

办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今年，马中企业家大会的

主题为“激发正能量，共创新商机”，并广邀1000名

来自马来西亚、中国、东盟国家、东南亚的企业家参与

其盛。

黄汉良：政府应打拼经济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在23周年庆

晚宴暨第十届中央理事/第四届青年团理事就职典礼

上，发表言词时，促进政府关注近期马币不断下滑的

颓势，因为它使商家们感到压力，若不处理，恐怕会

引起通货膨胀。

他说，“今年初，马币对人民币的兑换率是每一

令吉对2元01分左右，但如今已经下降至1元80分。另

外，美元的兑换率也从今年初的3令吉换一美元，变

成现在的3令吉30仙换一美元。我国数个季度的出口

也下降，政府应该打拼经济，挽救马币不断下跌的颓

势。”

针对国家频频发生治安问题，他提及政府应该多

加注意，并提出更好的方法解决此事。

“国内治安越来越差，枪击案不断发生，这是商

人最不想看到的局面。政府应当多关注国内治安的问

题，以减少罪案的发生，使人民安居乐业。”

黄 汉良也 表 示，就 华社的课 题 上，例如2 013 -

2025教育大蓝图，政府应当听取华社的意见，以作出

调整。他提及，为了发挥马中经贸商会的特色，该会始

终坚持多元种族化、年轻化、专业化和国际化，让马中

经贸总商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马来西亚”，因此，

这一届理事也包括了华裔、巫裔及印裔商家。

“马中经贸总商会也秉持成立宗旨，带动马中经

文｜黄德居冠盖云集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配合创会23周年晚宴暨第十届中央理事/第四届青年团理事就职典礼晚宴，于

8月24日假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是次晚宴，筵开70席，邀请上千名政商名流出席，会上觥筹交错，宾主

同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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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拿督黄汉良：政府应关注近期马币不断下滑的颓势，因为它使商家们感到压力。
v 中央理事在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及拿督柴玺大使的见证下宣誓就任。

w 青年团理事在拿督黄汉良、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及拿督柴玺大使的见证下宣誓就任。
x 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大马十分重视中国市场，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中国企业涉足大马。

y 拿督柴玺大使：马中经贸总商会在促进马中两国经贸和交流，作出很大的贡献。
z 以茶代酒！各嘉宾与新届理事举起手上的酒杯，祝愿马中经贸总商会会务更上一层楼。

u v

w x

y z

贸发展，促进双边人民友好关系。”

中国驻马特命全权大使拿督柴玺：	

两国双边贸易稳定增长	

中国驻马特命全权大使拿督柴玺赞扬马中经贸

总商会在促进马中两国经贸和交流，作出很大的贡

献。

他说，两国双边贸易正在稳定成长，今年首7个月

贸易额，比去年同个时期增长14.9%，取得597亿美元

（约1800亿令吉），全年有望突破1亿美元的目标。

他也希望，马中经贸总商会新一届中央理事和青

年团理事能够延续该商会一直的优良表现，促进马中

两国贸易的友好关系。

贸工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鼓励中国企业来马投资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说，大马

作为东盟10国成员，将秉持着开放市场政策。争取更

多经济合作和贸易机会。他说，大马十分重视中国市

场，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中国企业涉足大马。

“在全球市场上，大马不能自我隔离，我们需要

自由贸易协定来促进我国市场的成长。开放的经济不

仅让外国公司可以到大马进行经贸活动，也将使大马

经济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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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新届中央理事合影。

欢庆马中经贸创会23周年晚宴暨第十届中央理事/第四届青年团理事就职典礼冠盖
云集。

左起：柴玺大使、拿督黄汉良及林恒毅昂首阔
步，步向晚宴大厅。

沈哲初、方贵伦及黄锡琦合影。 左起：王有志、林国璋、刘国城、拿督斯里慕斯达法、柴玺大使、拿督黄汉良、陈友信及林伟才合影。

精彩绝伦的华乐团乐器及歌唱表演。

主桌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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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郑荣兴、陈友信及林初德，难得的
聚会。

左起：杨天德、方贵伦、拿督黄汉良及黄锡琦，
酒杯逢知己。

左起：陈天场、杨永凯、陈展鹏、拿督黄汉良、王宏伟及许赞军
晚宴寒暄。

新届青年团理事合影。

林国璋与青年团新届理事合影。

左起：刘俊光与英国最高专员
H.E.Simon	Featherstone开怀大笑。

郑彩凤（右）与嘉宾们相谈甚欢。左起：林玉唐、林国璋、柴
玺大使、拿督黄汉良及《东方日报》执行总编辑陈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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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中央理事对（左一）拿督斯里慕斯达法的大驾光临表示欢迎。 （左起）拿督斯里慕斯达法与拿督黄汉良握手问好；左三为陈友信。

中央理事与拿督斯里慕斯达法步临现场。

（左起）拿督黄汉良、刘俊光与英国最高专员H.E.Simon	Featherstone
谈笑风生。

（左起）英国最高专员H.E.Simon	Featherstone与拿督黄汉良英雄识英
雄，互交换名片。 （左起）拿督黄汉良与马吉德一见如故。

（左起）拿督黄汉良与中国驻马全权柴玺大使合影。 （左起）林国璋与拿督黄汉良寒暄问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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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 奋勇前进
了解篇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我认为经过3年的领导，这一届3年时间要总商

会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让马中经贸成为

在社会受上尊重和重视的商协会。我们的做法是设定

一个目标、二项坚持、三个步骤、四个活动及五项期

望。

首先马中经贸总商会是应时代的需要而成立，宗

旨是促进马中经贸的发展。所有促进马中经贸发展和

加强马中人民友好关系的商协会，我们都应给予支持

与配合。

其次为了发挥马中经贸总商会的特色，我们要坚

持多元种族化，年轻化，专业化和国际化，让马中经贸

总商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马来西亚”商会。为了做

好会务，我们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各别负责的问责制，

贯彻从会员中来到会员中去的群众路线，以包容开放，

和谐互信的领导方针，做好会务。

3步骤发展总商会	

我们将采取3种步骤来加强总会的发展和壮大。

第一步，加强对各分会的互动和领导，设立分会

事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分会的联系和指导，使会员更积

极参与总会活动；

第二步，广招各行业会员，增加永久会员人数引

进更多专业人士参与会务活动，增加各委员会的成

员，提升各委员会的活动和协调；

第三步，继续发扬马中经贸总商会 秘书处的特

色，使秘书处既是行政单位，又是生产大队，扮演有效

的经济效益角色。

4项常年活动

商会时刻在学习中前进，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活

动频繁，以下四项常年重点活动将继续主办和参与。

1．常年主办国际企业家大会，以及参与主办东盟绿色

环保奖；

2．继续参与中国各省市和地方的商务活动；

3．接待各国各地的经贸与政府访问团；

4．关注配合东盟国家与中国商会联系交流。

５项期望

为了达到总商会的先进化和展现马中商会的特

色，我们也有5项期望：

1．中央理事和青年团一齐全面精诚合作，各司其职；

2．分会会员大力支持总会的各项活动；

3．秘书处职员的尽力配合和无私奉献；

4．要求政府给予认可和支持各项商务活动，争取财政

上的支助。马中经贸总商会将全力配合政府经济转

型计划，兼不断贯彻终身学习精神，与时俱进的时

代特性；

5．宣传马来西亚的投资和旅游业，协助政府招商引资

的工作。

以上是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的战略目标 和集

体指导方向，冀望秘书处职员和全体中央理事认真看

待，并妥善执行。

7月2号，我再度受会员和中央理事的支持继续出任马中经贸总商会的总会长。这对我来

说，既是荣耀，又是挑战，可谓任重道远。我将一如既往做什么像什么。做好本份工作，以

对国家和社会略尽绵力。 文｜黄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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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篇

专注予所在职责	

林恒毅原本从事棕榈纤维的贸易业务，在本地收

购棕榈空果串纤维和卖到中国。在过程中，他

发现到，这是一个卖方市场，因为货源不足，而需求旺

盛，价格一直在上涨。有鉴于在这一行越做越起劲，再

加上他使然的专注拼搏精神，他决定在2008年自行创

业，开拓广大的市场。

迄今，他是Global Green Synergy私人有限公司

的董事经理。该公司自行研发技术，找来三组工程师，

分别来自台湾、印度和本地，研发生产纤维的机器。

“学界与业界所研发的第一代生质燃物，以粮食

作物为原料，并没有预期中环保；于是，以纤维素为原

料的第二代生物燃料因应而生。由于产品具绿色能源

和环保特点，所以在市场上的需求极高，也备受投资者

看好。”林恒毅自豪的表示。

从事绿色综油业已有多年经验，他善于附加环保的

价值概念予传统的种植行业，其中一环所不能欠缺的

就是，孜孜不倦的精神及聚精会神的专注态度。

公司成立至今，林恒毅亦同样的依样画葫芦，并学

以致用，将对待工作上的专注精神投射在马中经贸总

商会，秘书长一职上。秘书长一职让他更能深切的感受

到“专注之所在，成就之所在”的真正意义。

“这一届终能卸下担子及责任，感觉到自己如释重

负，顿时轻松下来；更重要的是在卸任之时，能物色到

更合适的人选卢国祥，接任秘书长的职位。”

晋身为副总会长后，林恒毅由衷希望能在事业与社

团岗位之间取得平衡。现阶段，他会以事业为重心。“

但我相信在这同时，我也能享受副总会长的差事，并从

中找到乐趣。从而在工事与会务上取得左右逢源的佳

绩。”

4S心得的经营模式	

在用心经营公司的业务成就上，Global Green 

Synergy在生产纤维生物燃烧棒方面，一直高居遥遥

领先的位置，并于2009年和马来西亚棕油局（MPOB）

达至联营协议，共同设立棕榈生物燃烧棒研发中心。生

物燃烧棒和一般煤的热质是一样的，但是价格却比较

便宜。值得一提的是，使用该产品的工厂，可以向世界环

保组织获取补贴。

俗语说，有麝自然香，何须迎立风；很自然的，林恒

毅也相信，只要将自己所站守的岗位做好，那铁定的，

就能吸引到更多前来洽谈的投资伙伴合作。诚如自己

所经营的公司模式一样，将所生产的产品提升到最佳

的状态，那就有许多慕名而来的投资商家。

“曾经有位前辈告诉我，别问商会给你什么，先问

自己能为商会付出些什么。只有抱着不求回报的平常

心，待时机成熟，获得的效益将会倍增而至。这句话让

新上任副总会长的林恒毅终身受用，至今仍奉为待人处

事的至理箴言，无论是在会务的执行上，抑或是在打理

自己的公司时，他都奉行着此条文。

谈到管理模式，他也不吝于分享其多年经商管理

心得。“我在营商上整理出4个S。首先是Synergize，任

“在挑起担子之前，要先懂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与此同时，更要懂得对各人生

各个阶段负起责任。”当提起座右铭时，林恒毅侃侃而谈。 文｜朱国滨

 林恒毅

恒心毅力
专注并成就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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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生意都要以创造效益为大前提，最理想是一加一大

于二的成效结果。接下来就是Synchronize，把业务

与管理无缝融合。然后就到了制定Systemize，即系

统化管理制度。有了一套完善系统，就要做到深入浅

出，实现Simplified。”

经商之道需具备变通思维，经营新兴行业的林恒

毅则提倡要务实的边做边学精神，唯有透过实践才能

为求变做好准备。

他乐观展望，趁着全球提倡绿色能源之声日益高

涨的趋势，大马今后将善用丰富资源转化成高附价值

的新生物质能资源，跟全球各国做起生意。

林恒毅指出，中国自加入世贸（WTO）的大家庭

后，节能减排更成了热门课题。“在目前马中双边关系

的基础上，相信新绿色能源将是成就经贸往来互补的

一环，也是未来引爆商机的课题之一。”林恒毅衷心期

望，马中经贸的规模能在现有的基础上至少再翻倍。

另边厢，他亦指出，该公司的理念是要成为“棕

榈废弃物处理的领导者。”目前，公司正朝着这方向前

进。由于目前的投资合作者众多，这也使得该公司有

更多的选择，但是，理所当然的，在众多的投资商家

中，他也必须谨慎挑选。

以青年团之姿出身并珍惜伯乐缘	

接近四十不惑之年，林恒毅即已走过从马中经贸

总商会青年团创办人、秘书长至副总会长的路程。对

此，他认为，这一切得归功于总商会创立青年团后一

脉传承的薪火相传精神。

他回忆道，青年团乃11年前由时任会长丹斯里颜

清文主张成立，他当时为创办一员。青年团创立后，培

育了具有促进马中经贸精神的新一代，孕育并确保母

会未来领袖的交棒衔接。

“透过善用青年团这个平台，也有赖于拿督黄汉

良十分开明的鼓励更多青年企业界人士的参与，从中

籍此汇聚老中青三代的宝贵意见，让商会再创高峰。”

在商会中一步一步从底做起至今，他不忘特别感

谢拿督黄汉良会长与往日共事的秘书处。

“秘书长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即可完成，许下工作

承诺之后，必须要有莫大的热忱来支撑。”同时，他也

不会忘记终身荣誉会长拿督杨天培的提携之恩，以及

所有理事前辈所给予的莫大支持。

商会迈向多元化	

展望未来，林恒毅希望总商会继续接纳不同种族

的建议与回响，以突出多元种族的特色。“我跟会长

的目标一致，希望对外这是一家马来西亚人的商会，

对内各委员会能百花齐放，且接纳多行业的有心人加

盟。”

循此目标，总商会正推动着各工作委员会实现以

华、英为主的双语进行会议。“在开销预算控制方面，

我们瞄准以会养会，以活动养活动，以多元经费支撑

会务。”

林恒毅从青年团出身，对后者的浓厚感情不言而

喻。他对青年团亦抱有期待，期望接手的青年才干们

能在商会一众前辈建稳的根基上，进一步发扬光大。

“在继续协助举办论坛、企业交流和商务对接的

基础上，我希望马中第二、三、四代的企业人士之间能

成为好朋友；那么，就算出现问题，朋友之间也能设法

合力解决，凡事都有商量的余地。”

最后，马中要抱有同舟之情，福祸与共的精神。大

马为中国在东南亚最大伙伴之一，两国经济发展广泛

挂钩。中国经济近年见放缓，势必打击到大马的制造

与出口业。

“但中国经济疲态不是长期性问题，一至两年后，

待这严冬一过，将进入另一轮‘超级循环’（Super 

Cycle）。这一轮繁荣周期，将直至2020年。”

届时，马中经贸将迎来另一个春天，周边产业如

双边房产投资、制造业将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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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我的期许	

站在前辈巨人般的肩膀上，他希望能借着前车

之鉴，做出一番贡献。

“我将善用这个好平台，站在前辈们辛苦建立的

基础上，以促进马中经贸往来。”谈到中选感想之时，

经过一番思索后，陈祈福寄以厚望的说道。

总所皆知，海鸥产品，正是靠着中国产品起家。

就算时至今日，中国仍有很多高品质的产品等待被发

掘。“毋庸置疑的，未来的蓝海是属于中国的世纪，这

时候，商家们搭上这艘经济列车正合时宜。”

陈祈福是 海鸥企业的总经理，社会阅历经验丰

富，对商场销售与交易往来有着深度辨析。他指出，“

当年青人选择自己合意的职业后，就要一心一意的去

工作。这是对待工作时，应该秉持的基本尊重信念。

“如今，海鸥集团经营广泛，不但品牌知名度高，

也非常具有社会影响力，举凡药品、保健品、茶叶或药

酒等产品更是家喻户晓，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该集团也是一直坚持着取诸于民，用诸于民企业的崇

高价值，无论在教育、文化，还是慈善等公益事业方

面，都能看到海鸥出钱出力的身影。如此高社会的责

任感，无疑的，皆为海鸥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尊

重。”

这些都是陈祈福对海鸥事业的期望。同样的，他

对自己也有一番的期许。

“除了延续上届理事的任务，我和一众新领事也

希望能够举办一些更大型论坛、展销会，以迎合两国

日益密切的商贸联系。当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扮演

好桥梁的角色，协助招商引资，甚至为有需要的人提

供经验，免走冤枉路。”他雄心勃勃的表示。

开辟马中友好关系的往来	

当初，成立海鸥定立的宗旨主要是建立在“促进

马中人民的相互了解、经贸合作和文化交往”的基础

上。

对此，陈祈福说，“公司各层管理人员的足迹遍布

中国的大江南北，每年两次的广州商品交易会以及华

东、华北交易会，都是海鸥必到的展销会。”

数十年来，他一直为发展马中两国的友好经贸及

文化的交流合作，辛勤耕耘及尽心竭力。看到如今马

中友好的大好局面和光明前景，他倍感欣慰。

“马中两国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

段。这将进一步提升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交往与全方位

的密切合作。更重要的一点，是马来西亚华人都可以

借此寻回他们的根。

虽然迄今，无论在商会或目前所参与的马中经贸

商会，我个人都身兼要职，且任道重远，但是，我承诺，

 陈祈福

敬业乐业
迈成功窍门
向来，敬业乐业是陈祈福在对待事业职责时，所坚持保持的精神。能在这一次马中经贸商

会中被推选为副总会长，他深感荣幸，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所有支持他的人。对于这次的中

选，他亦承诺，将承当起应尽的职责，把角色扮演好，全心全力为总商会服务。同样的，也是

敬业乐业的一种态度。 文｜黄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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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日子里，将善于分配时间，甚至让商会与海

鸥能有更好的互动，让许多活动都能同时进行，以达

到互补互惠的利益。”

海鸥与中资企业合作	

海鸥公司代理的中药酒，从开始年销售一种，几

百箱，逐步增长到年销售100多种、数万箱，海鸥公司

销售的中药酒几乎占据了马来西亚中药酒市场的一半

以上。

1993年，海鸥集团进军直销业，两年后荣登马来

西亚十大直销企业排行榜，盈利占该企业利润的半壁

江山。1996年，海鸥集团正式挂牌上市，成为吉隆坡第

一家中药酒保健品上市公司。

 现今，“海鸥”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

拥有20多家子公司、70多家门市店和连锁店，并与北

京同仁堂合资，成立了北京同仁堂（马）有限公司，在

吉隆坡和槟城设立门市营业，并聘用名中医开设门诊

及名医配名药，赢得良好口碑。

谈起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海鸥集团与北京同仁

堂合作非常成功。这种双赢式的合作方式，将作为海

鸥集团与中国企业继续合作的模式，也将是中国投资

合作者的最好参照。

 “企业的利润固然来之不易，是辛苦耕耘赚回来

的，但每一分钱都来自社会。把取之社会的利润再回

馈给社会的文化、教育及福利事业，让大家共同来分

享，这是合情合理的。出钱的商家不应居功自傲，而要

源源不断地把好事做下去。只要企业有所发展，就应

永不停歇地回报社会。身为马中经贸总商会新届的副

总会长，我希望能看到两国双边的贸易额屡创新高，

两国的人民交流也越来越频密。在这任期三年的时限

内，我将竭尽所能，帮助我国吸引更多中资企业到来投

资，同时也提供更对的资讯，给想到中国发展的朋友，

并负肩促进两国经贸往来的重任。”他如是表示。

“海鸥”振翅高飞	

海鸥集团创办人陈凯希曾提出，“我们要与众不

同，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像海鸥一样拥有毅力、勇

气，确定人生志向，并努力展开双翼高飞。”

为进一步打开市场，当年初成立之时，陈凯希另

辟蹊径，以不同于其他商家的方式，将中药酒介绍给各

中药材商店销售。马来西亚的中药材商店比比皆是，甚

至在公路边也随处可见。数量大大超过了酒庄、饭店。

将中药酒放在中药材商店销售，等于为海鸥公司开辟

了千百个零售点，也从此打开海鸥广泛的业务。

敬业乐业
迈成功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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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甲与中国的渊源	

他认为，由于马六甲与中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所以身为马六甲分会会长，他将会为尽量为

会员提供马六甲的商机讯息。

他表示，例如他最近接待中国陕西宝鸡市商务国

际交流协会代表团时，便特别安排马六甲的州政府官

员前来讲解州的发展计划，以让会员以及中国代表团

了解州内的商机。

他说，他也安排专人汇报了马六甲州将会发展“印

象•马六甲”的最新消息，这是商会会员以及宝鸡市商

务代表团会员感到兴奋的讯息。

“印象•马六甲”大型实景演出项目签约仪式是在

今年2月２４日在马六甲举行。这也将是印象系列实景

演出首次在国外进行。

主办当局希望《印象•马六甲》能向游客更好地展

示马六甲的历史和文化。这一大型实景演出除了能为

马六甲吸引更多游客之外，其演员及衍生产业可以创

造众多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此外，陈天场表示，每一次接待代表团，他都会简

单介绍马六甲的历史、人口及经济等情况。他表示，除

了旅游业，马六甲也是制造业中心，包括食品、家具手

套、汽车零件、电子和电脑零件等。

他指出，甲州也拥有23个工业园区，容纳50 0家

来自美国、德国、日本、台湾及新加坡的工厂。因此，

他说，由于马六甲有亲商的优越条件，稳定的政治及

完善的设施，他希望他所接待中国代表团在实地考察

后，可以考虑在马六甲投资设厂，为马中两国带来双赢

的局面。

做生意诚信最重要	

另一方面，谈及做生意之道时，陈天场认为，做生

意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诚信，一家没有诚信的企业是不

能长久的，没有诚信的企业短期内可能会获得厚利，

但是一旦被客户发现它是一家没有诚信的企业的话，

那么它的生意将无法再做下去。

由于了解到诚信的重要性，所以，陈天场自从进

入商场以来便一直贯彻这个信念，从来不会生产任何

偷功减料的产品，这使得客户对他及他的公司非常信

任，合约订单也越接越多。

他表示，国际客户是非常重视诚信的，他们不会一

下子提供庞大的订单给一家公司，他们是通过渐进式

的方式与厂家厂商合作，只有在对厂家厂商全面信任

 陈天场

以诚信配合
争取胜利  
陈天场在接受《马中经贸》杂志访问时表示：“对于这次能够被推选

为副总会长，我也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担任这个职

位。因此，为了感激马中经贸总商会的厚爱，我会倾全力与给于配合，

以让会员以及商会所接待的中国代表团从中受惠。” 文｜林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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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们才会放心提供庞大的订单给有关的厂商。

陈 天 场 所 领 导 的 友 利 工 业 刷 有 限 公司（ Ye w 

Lee Industrial Brush SdnBhd）是一家原件生产商

（OEM），主要的客户为日本商家，所生产的刷子产品

主要是出口到日本市场。

陈天场表示：“我们的公司是引进欧洲最先进的

机械以及采用日本的研究与开发的技术，生产出高品

质的刷子，以供应给各领域使用，包括电子、餐饮业、

胶手套业、汽车业、工业、家庭用以及纺织业等等。”

此外，他说：“我们的产品也出口到中国市场，尽

管有人认为马来西亚产品很难与中国竞争，但是，我并

不这么认为，因为只要有是品质的产品，都有可能攻下

中国市场。”

有品质就能进军中国	

他表示，最近中国发生奶粉受污染的事件之后，

他的产品销量突然取得大幅增长，令到他本身也感到

惊讶，后来他了解到随着中国接二连三的黑心产品事

件发生之后，使得中国消费人更倾向于购买进口的产

品，尽管价格贵一些，他们还是愿意选择进口产品。

所以，他觉得目前是本地商家进军中国的良机，因

为只有将产品打进13亿人口市场才拥有更大的前途。

他觉得非常惋惜的是，我国的商家还是倾向从中国进

口商品到本地销售，这不是不好，只是马来西亚只有2

千700万人口，市场非常小，如果很多人这样做的话，

势必造成市场非常竞争。

“反之，中国市场拥有13亿人口，所以只要有10%

人口购买你的产品，你的销量就会非常之高。”

他也一再强调，中小企业佔了国家企业的比率高

达99%，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32%，所以当局应专注

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协助它们进军及扩大国际市

场，这样将有助国家经济永续发展。

此外，他也表示，马中经贸总商会作为促进马中

两国经商活动的民间组织，希望在配合政府转型计划

下，能助国家一把力，为更多本地中小企业开拓中国13

亿人口的庞大市场。

根据资料显示，1974年马中建交初期，双边贸易

额只不过两亿美元，但2011年增至537亿美元，翻了

200多倍；此外，马中两国双边贸易额的增长率更高达

20%，所以这显示双方的贸易成长潜力还很巨大。

马中经贸总商会马六甲分会会长拿督陈天场呼吁

大马企业与商界掌握先机，从中国开始着手进行的城

乡一体化演变过程中，汲取对大马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的经济动力。

他认为，中国推动新型城市的发展，呈现大量的

商机，诸如重视德国及法国及其他国家城市发展的研

究，大马企业都应善以利用，转变为对自己及大马经济

有利的因素。

以诚信配合
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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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10+1 > 11魅力的南宁

文｜曾伟雄

触动上亿市场的博览会
中国重点商业博览会之一——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CAEXPO）和中国-东盟商务与

投资峰会（CABIS）于2013年9月3日至6日在广西南宁举行。

长期合作的支持商协会；

友谊长青的老朋友相聚

九月金秋的绿城，怒放着随和融洽的朱槿花；玉

带般穿境而过的邕江，与林立高楼交相辉映。

马中经贸总商会代表团一行人在总会长拿督黄汉良的

率领下，依时赴约今年广西南宁的“两会一节”，为马

中两国的经贸、友谊继续耕耘，迈向前进。实际上，自

中国-东盟博览会首届主办以来，马中经贸总商会历届

皆派团参与盛会，风雨不改、促进发展、提升合作、深

化友谊。

9月2日晚上，就在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及永久

荣誉会长拿 督杨天培受邀参加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

出席的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欢迎国宴的同时，另

一边厢，副总会长林恒毅也受邀在“中国-东盟博览会

10+6企业家交流会”晚宴上致词。期间，林副总会长

对于中国-东盟概况的分享、分析得到在场嘉宾包括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副副主席陈刚的认同与激赏。

“十载合作，再创辉煌”

中国—东盟博览会；

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仪式

首次合并举办的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

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大会在9月3日上午的南宁国际

会展中心朱槿花厅举行。

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在会场上致辞，并宣布“两

会”正式开幕。泰国首相英叻、缅甸总统吴登盛、柬埔

寨首相洪森、寮国总理通邢、越南总理阮晋勇等13位

领导人共同出席并一起为本届“两会”进行了简洁而震

撼的启幕仪式，寓意中国与东盟各国继续携手同心，在

合作的平台上不断收获丰硕的果实。

会场上，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受邀代表马来西

亚连同中国和东盟其他的商协会代表一起为成立“中

国-东盟企业家联合会”主持启动仪式。仪式上，他们用

金钥匙为11国的企业商家们打开通向中国-东盟市场的

财富之门。

本会永久荣誉会长拿督杨天培、副总会长林恒毅、

中央理事包久星局绅也应邀出席观礼。

此外，晚上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暨第十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开幕晚会《大地飞歌.2013》也在强调节俭

办会、突出实效的情况下，呈献了美丽、独有的本土民

歌特色，取得了精彩而务实的效果。

携手共进十年风雨同舟；

收获累累果实挂满枝头

9月4日的上午，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

主席兼马中钦州产业园区工委副书记张晓钦一起出席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商务早餐会后，总会长马

不停蹄地就率领代表团来到了第十届峰会所举办的中

国-东盟商会领袖论坛。出席论坛者包括中国-东盟政

界及工商界人士、商协会领袖、专家学者等。马来西亚

26 2013/09

点活动焦



姓名/商协会/公司 证书及奖座

拿督黄汉良（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 特别顾问证书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 中国-东盟博览会支持商协会杰出贡献奖证书及奖座
华丰行纺织品集团 中国-东盟博览会优秀采购商荣誉证书及奖座
中化有限公司 中国-东盟博览会优秀采购商荣誉证书及奖座
Global Green Synergy SdnBhd 中国-东盟博览会优秀采购商荣誉证书及奖座
永生电器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东盟博览会优秀采购商荣誉证书及奖座
三江贸易公司 中国-东盟博览会优秀采购商荣誉证书及奖座
广源机械五金（1976）有限公司 中国-东盟博览会优秀采购商荣誉证书及奖座
广汇丰茶行有限公司 中国-东盟博览会优秀采购商荣誉证书及奖座
颜与颜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东盟博览会优秀采购商荣誉证书及奖座
海鸥企业有限公司 中国-东盟博览会优秀采购商荣誉证书及奖座
三江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东盟博览会优秀采购商荣誉证书及奖座
华贸有限公司 中国-东盟博览会优秀采购商荣誉证书及奖座
永新药行有限公司 中国-东盟博览会优秀采购商荣誉证书及奖座
万茂有限公司 中国-东盟博览会优秀采购商荣誉证书及奖座
东升贸易公司 中国-东盟博览会优秀采购商荣誉证书及奖座
友兴文房用品有限公司 中国-东盟博览会优秀采购商荣誉证书及奖座

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获颁的证书及奖状

首相纳吉、缅甸总统吴登盛、印尼副总统布迪约诺也

向论坛发来贺信，祝贺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办

十周年。首相纳吉的贺信由马来西亚贸工部副秘书长

代表宣读。

在论坛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组委会为了

表扬总会长多年来对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做出的

突出贡献，精心授予拿督黄汉良“中国-东盟商务与投

资峰会特别顾问”证书。总会长在领取证书时，除了感

激峰会在提升中国-东盟经贸的水平所扮演的关键作用

外，也感恩峰会对于他及马中经贸总商会为马中两国关

系作出努力的认同。

同一时间，配合中国-东盟博览会迈入第10个年

头，主办单位特别在南宁电视台举行了中国-东盟博览

会10周年回顾纪念活动。马中经贸总商会获得颁发支

持商协会奖，由马中经贸总商会永久荣誉会长代领。不

仅如此，马中经贸总商会有多达15个会员获得有关活

动颁发优秀采购商荣誉证书及奖座。

总括而论，马中经贸总商会代表团在2013年第十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盛会

期间，不论是开幕仪式、论坛、交流会（《梧州•新加

坡、马来西亚》东盟工商企业交流会）、主持开幕礼（

南宁华南城马来西亚品牌中心（MBC）开幕礼）、专访

活动等，都受到有关单位的高规格礼待，实属收获蛮

丰，见证了南宁这十年中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灌溉下的

变化与成长。

凝聚共赢铸就未来；

从“黄金十年”迈向“钻石十年”

本届博览会共 有13位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出

席，与会领导人规格高、活动多，各国领导人高度地评

价了双边十年来的合作成就，提出了未来的发展目标，

实现了提高经贸成效、提高办会水平、扩展合作领域、

扩展带动功能等多重目标。再来，本届博览会在做好贸

易投资和服务等方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各领域合

作机制，促进双方友好关系全面持续稳定发展作出了

贡献。

有鉴于此，我们大家有理由相信，往后每年的博览

会肯定能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说，从凝聚过往的“黄金

十年”，迈向更好的“钻石十年”。我们寄望明年将从

2014年9月19日至22日同期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东盟

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越办越好，永

续辉煌，再创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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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拿督黄汉良连同中国和东盟其它商协会代表一起为成立“中国-东盟企业联合会”主持启动仪式。
w 拿督黄汉良授予“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特别顾问”证书。

e （左三起）华南城执行董事许杨、拿督黄汉良、彭彦彰、林恒毅、包久星。
r （左起）包久星、飞鹰塔标德安药厂有限公司温志隆董事及拿督黄汉良在马来西亚展馆巧遇知己。

t 拿督黄汉良接受中国-东盟博览会宣传推介部的特别专访。
y 拿督黄汉良在《梧州•新加坡、马来西亚》东盟工商企业交流会发表精彩的演说。

u 林恒毅受邀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企业家交流会晚宴上致词。
i 广西农垦明阳生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瑞坚、包久星、前任中国驻马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高文宽、拿督黄汉良。

q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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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邀马中商家共襄盛举

推介会当天，李素桦律师指出，除马中企业家外，少数的东盟企

业家也会报名参与这场连续三年举办的马中企业家大会。

她说，“为了有所突破，这届大会将各别举办包括旅游、教育、农

业、清真产业和第二家园计划的5大领域的洽淡会。”

由于这5大领域都是海内外人士广泛关注的热门产业，作为大会主

要赞助商的TNT董事经理张翔中表示，如果能够籍此平台让中国商人深

入了解大马的强项，将有助吸引他们注入资金。

中国是大马主要贸易国	

同时，本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在推介会致词时指出，大马今年

首5个月的对外贸易额开始滑落，跟泰国、印度等国的贸易下滑；但和中

国的贸易额却有所提升。

他补充，“中国占我国对外贸易中的40.5%，继续成为我国主要贸

易市场；加上中国-东盟自贸区自2010年成立以来，也展示出对大马的

外汇和出口皆有利的局面。”

另边厢，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表示，

尽管马中贸易额续增长，但中国在大马的投资依然落在后头。

慕斯达法举例，中国企业来马参与双轨火车及槟城第二大桥的工

程计划，却鲜少投资在其它领域上。“无疑的，马中企业家大会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活动，因为我国正需要更多的投资资金，以带动商业活动。”

七月下旬，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推介会在吉隆坡布城万豪（JW Marriot Hotel） 

五星级酒店举行，率先为年终举行的重头戏揭开面纱。

第3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推介会
广邀马中商家共襄盛举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中）为“第
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鸣锣。左起为中国驻马大使馆
一等秘书杨岩希、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
良、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主席李素桦及TNT快递
董事经理张翔中。

日程表 
2013年11月30日（六）
全天报到

1900 - 2200 欢迎晚宴
2013年12月1日（日）
开幕式

0800 - 0900 来宾登记
0900 - 0910 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主席 

李素桦律师致词
0910 - 0915 TNT快递董事经理

张翔中先生致词
0915 - 0930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 

总会长拿督黄漢良致词
0930 - 0945 中方代表致词
0945 - 1000 马方代表致开幕词
1000 - 1030 茶歇

第一阶段会议
1030 - 1130 主讲人（一）
1130 - 1230 主讲人（二）
1230 - 1400 午餐

第二阶段会议
1400 - 1630 洽谈会/工作坊及对接会

（农业*、教育、清真产业、 
制造业、房地产业、医药保健
品与燕窝业、旅游业）

1900 - 2200 联欢晚宴

*农业（热带水果、畜牧业、橡胶、棕榈业）

第3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定于12月1日

吉隆坡隆重举行。大会当日预料吸引约

1000名来自大马和中国企业家的参与，

拉近商机关系。欲知详情，可联系秘书

处 +603.9223.1188/info@mcec.my

30 2013/09

点活动焦



q 工委会向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推广本届大会。左四为投资管理高级经理徐嘉仁。
w 投资槟城机构吕丽莲总经理（左四）和工委会成员就大会筹备工作展开交流。
e 工委会主席李素桦律师赠送纪念品给清真产业发展机构产业发展部副总裁Mohamed Khairi（右）
r 清真产业发展机构受邀在大会上主讲大马清真产业。
t 北部经济走廊特区也是北上宣传行程的其中一站。右起槟城分会郑荣兴会长，工委会副主席黎德坤。
y 北部经济走廊特区代表向本会领导介绍当地特色产业。
u 雪兰莪州投资中心代表Roslina Chiew（左二）接待工委会到访，并探讨合作事项。
i 中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中平（左四）大力支持此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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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企业家交流对接会

交流经商经验以求互利共赢

对接会由陈云祥（前左二）与刘俊光（前左三）主持。前排
左起刘能胜（前左起）和李俊。其它分享嘉宾（后左起）还
包括孔坚、杨志军、黄伟龙、罗章武、徐嘉仁、谭天良以及
胡志坚。

“大马需要中资帮助，以实现经济转型及

高收入国家的目标；中国银行亦对此作

出战略调整，以迎接挑战。”中国银行从

北马至南马均设有分行，加上新开张的

东马古晋分行，网点涵盖全马。中国银

行对内部科技系统进行了革新，有助

统一与提升海内外整体运营能力。大

马国家银行指定中国银行为唯一的人民币清算银行，目前

23家企业已在该行开设账户，有利马中贸易往来。”

中国银行副执行总裁刘能胜

“中国电信对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南亚

市场的商机、发展潜能越来越给予重视。

向海外拓展营运覆盖网络，不但有助

建立企业形象和品牌，还能为客户提

供更优质服务。为了掌握大马的规管

制度细节，中国电信走出国门后实行

本土化，聘请了本地的法律公司担任顾问。”

中国电信（马）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

“对于物流业，如何做到最短时间兼

运用最 经济方 式送货，是制胜 关

键。TNT快递近几年为铺好畅行全亚

洲的（陆运为主）网络路线花了很多

心思。现代客户，除了追求快速交货，

还会顾及预算，就是省成本。海运成本较低，但运输过程

颇耗时；空运虽快速，商家却要顾忌成本代价。因此，除了

在海、空运之间取舍，客户还能考虑比空运节省30%，运输

时间仅比空运多数天的陆运。”

TNT快递销售总监黄伟龙

“ECER占了大马51%国土面积，大片

的可开发土地正是商机所在。ECER

海岸线面对南中国海，加上完善港口

设施，利于为中国与全球商船提供

各层面服务。ECER为符合资格的外资提供财政上优惠如

十年免税期；非财政上的支持则包括与本地人才培训机

构配合，为外资栽培技工，好在设厂初期即能部署人才就

位。”

东海岸经济区(ECER)
发展理事会高级经理徐嘉仁

正当大马浮现外资撤出的迹象，对中资企业家与投资者而言，却是一个后来补上的契机。顺应“中国崛起”时

代的需求，本商会号召马中企业代表，于9月中旬举办了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对接会。

“中国银行采取蓝海策略，在提供中小

型企业融资方面提供不一样的援助，希

望在特定的领域成为数一数二的金

融机构。我们会致力协助马商到中

国经商及协助搭建彼此之间的桥

梁。”

中国银行执行总裁王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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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副 总会 长 刘 俊 光 在 致 词 时表

示，透过经验分享，让在马中资企

业代表更了解本地营商环境，提出实践中

碰到的问题，共同“激发正能量”，寻求互

利共赢的解决方案。

受邀的重量级嘉宾 — 中国银 行副执

行总裁刘能胜指出，中国过去在马投资额

偏低，主要因为对我国环境不熟悉。加上

大马商业环境相对饱和，对比把钱投放在

中国国内或其他待发展国家的回报率来得

低。

惟，随着人民币升值，且中国国内也面

对激烈竞争，促使中国资金走出来的机率

提高。“马中两国关系愈加改善，大马政治

与社会稳定、法律健全、人才与语言上极

具优势，可吸引中资。”

目前，大马投资在中国约60亿美元，

中国在大马的投资额仅区区13亿美元。

无论如何，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对

接会主任陈云祥指出，大马除了吸引中资

大企业，也无 任 欢 迎中小型企业 来马投

资。

这场对接会，也是旨在为12月1日在布

城万豪酒店（Putrajaya JW Marriott）盛

大举办的“激发正能量•共创新商机”第三

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3）造势的

热身活动之一。

对接会上，来自各行各业（包括金融

服务、电讯、资讯科技、房地产、物流、展

销和法律界）的主讲嘉宾侃侃而谈，分享

心得。

“一般上，前来找我的有两种客

户，一种是有合约，另一种非合

约。有合同者，不是代表不能；

没有合同者则万万不能。在商场

上，诚信很重要。因此建议来马中企，凡是经过商议后，必

须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留证，以保障合作双方。”

罗章武律师事务所 
罗章武律师

激
发
正
能
量

“我来马经商接近9个月，十分看好大马的

高效率性，商机极大。用友软件成立至今25

年，市占率可与国际级企业软件公司—

甲骨文（Oracle）分庭抗礼，只是目

前东南亚的知名度依然很低。因

此，用友软件未来10年展望在马设

立第5座研发中心。”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孔坚

“2005年，我带着2万块人民币来马发展。

创业初期，我住在富都广场，摆地摊卖首

饰，接着在商场租了一间小摊位做展销。

赚到钱后再开小店，后来根据本地

情况调整经营手法，转做马来服

装批发，适应本地市场需求。”

珠港工业有限公司董事经理谭天良

“展望未来，企业可继续培养中国人才。

中国体系比较特别，有一套成

文的劳动法律、最低工资、工

作时间、乃至于福利社保的制

度。”

中国投资观察员萧立忠

“对比区域邻国如泰国、新加坡与日

韩等地，大马房产价格偏低，犹如十

年前蓄势待发的深圳。这意味着，只

要大马房产投资者有持久力，即能稳

赚不赔。”

马中投资者控股有限公司
联合创办人胡志坚

“透过展销途径，可帮助企业推广自

成一格的产品与服务文化。不过，

到中国做展销推广期间，必须留

意公司商标与标志的注册事宜，

以免让有心人抢先占用。”

世汇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董事经理彭彦彰

“我97年来马留学，亲自感受到大马

拥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毕业后决定

在此经商。踏在马中政治互信基础

上，相信将有助促进更多中国人来

马经商。对商人而言，大马转口销

售可当作进军东盟、穆斯林国家的桥头堡，可谓遍地是黄

金。”

吉隆科技有限公司杨志军

332013/09



华团宴请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交流晚宴

裘援平

在出席“华团联合宴请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访问团”的交流晚宴上，中国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兼海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裘援平指出，马来西亚

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可说是超越其它东协国家，而走在前方。“迄今，无

论是在在政经文教抑或在贸易伙伴上的关系上，两国都有显著的突破及发

展。”

同时，她亦胸有成竹的表示，“在未来十年内，中国、马来西亚及东协

区域的经贸关系，将再次展现商机勃勃的气势。目前，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

济贸易总额，已经接近1万亿美元，而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对海外投资要以

年均百分之1千亿美元的增长，投资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国家。今年，马中两

国的双边贸易额预料可突破1000亿美元（约3000亿令吉）。”

这是裘援平在出任新职务的3个月内，第一次到访马来西亚。

另边厢，她也指出，“未来有着许多充满令企业家眼睛发亮的商机以及

美好的前景。再加上，中国日前极为推崇的走出去政策，可说是为中国及亚

太地区，甚至马中两国未来美好的前景打开先列，并打下稳固的根基。”

她补充，“马中目前正积极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再加上两园模式，因

此未来可说是商机无限。”

文／摄影｜黄德居

裘援平（前排左八）与我国华团各领导人合影留念。前排左起为陈炎顺、林家仪、杨天培、王超群、林锦胜、林玉唐和林国
璋。前排右起为邱财加、黄汉良、戴良业、戴小华、吴德芳、李深静、杨忠礼和方天兴。

中国“走出去”政策
冀望未来10年经济贸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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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在“华团联合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访问

团”晚宴上致词时，亦提到马中关丹产业园的计划。他指出，除了衔

接现有的东海岸大道之外，中央政府已经准备提升关丹港口的水平，

其中一项既是深海床计划。

他信誓旦旦的说道，“随着两国双园的落实，即中马钦州产业园

和马中关丹产业园计划的开跑，双边的经济成长肯定会受到刺激。

马中两国的贸易额在今年内预料可以突破1千亿美元（约3千011亿令

吉）的新记录。”

另外，他也透露，为了方便前来投资的厂商，彭亨州政府已经决

定耗资兴建一条大道，从马中关丹产业园直透关丹港口，以方便厂商

在海运方面的安排。

“马中关丹产业园目前进展良好，由于反应热烈，现在更供不应

求，园区面积也从之前的1500英亩扩大至2300英亩，但其反应还是

很踊跃。

他建议，大马政府可按情况需要，考虑在关丹设立一所“中国国

际学校”，以应付前来产业园区的中国投资家或员工家属及子女的

求学需要，另外，他也指出，马中两国不断致力维持政治上的友好关

系，肯定将直接带动经贸、文化、旅游、学术和军事等领域的配合及

合作关系。

方天兴

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拿督林国璋致词时说，大马是一个美丽及可

爱的国家，因此希望中国海交会能协助宣传大马旅游业。

他说，中国在2011年的出国人次（包括旅游、求学及投资等）为

7000万人次，2012年则是8000万人次。“2012年来马的旅游人次为

2500万人次，其中来自中国旅游人次占了150万人次，排在新加坡及

印尼之后，因此马中旅游业可说是具备了巨大的成长潜力。

林国璋指出，一旦中国来马旅游人次达至1000万人次，本地商

家届时可说具备许多做生意的机会。 林国璋

两国双园促经济增
马中贸易料破3千亿

呼吁海交会宣传大马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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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请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裘援平

马中贸易机遇；搭建两国经济关系

裘援平率领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与马中经贸总商会来张大合照。

拿督黄汉良与裘援平碰杯：醇酒，情意浓。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裘援莅临，马中经贸总商会
热烈欢迎。 裘援平与新上任副总会长林恒毅相见欢。

裘援平与马中经贸总商会代表演谈甚欢。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文教部部长雷振刚（左一）透过林动（左二）介绍，跟拿
督黄汉良交换名片。

拿督黄汉良与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联络部部长王晓
萍祝酒：酒逢知己。 裘援平与杨天培握手：马中精英。 裘援平远道而来，拿督黄汉良尽地主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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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品牌中心

打造100%名优产品
由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与世汇国际商务有限公司联手呈现的马来西亚品牌中心，是一个坐落

于南宁华南城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占地3500平方米的一站式马来西亚产品零售及采购中心。这

是一个专属于马来西亚产品在中国的品牌中心，也是一个能让大马企业家在中国大展宏图的好机会。

另类的招商模式及交易中心

在2013年9月4日的开幕仪式上，马来西亚

品牌中心创办人兼CEO彭彦彰致辞中介

绍，作为马来西亚产品在中国的最大的品牌中心，

我们将打破传统的招商及展览交易中心的模式，

以一个专业市场的营运模式，针对市场所需，汇

集产品展示、零售、团购、网购、批发和贸易的综

合销售渠道，成为一个多功能商品交易中心。

在这蕴藏着无限商机的马来西亚品牌中心

内，商家们有机会向世界呈现富有马来西亚特色

的各种领域产品。无论是调味料、香料，还是咖啡

厅菜单内所提供的饮料，都可以在马来西亚品牌

中心内可购买到。

100%的名优产品

据了解，馆内经营的主要商品有休闲食品及

饮料、白咖啡、榴莲、燕窝、护肤品及化妆品、绿

色产品、手工艺品、服装及时尚配件等。除了零售

商品，马来西亚品牌中心包括马来西亚品牌采购

中心、清真产业及服务中心、旅游推广中心、房

地产项目推介中心、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中心

等，同时馆内也经营马来西亚特色美食广场，让

（左起）林恒毅、拿督黄汉良、彭彦彰、包久星一起出席马来西亚品牌中心的开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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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民众有机会一尝马来西亚地道的美食。

“我们的商品直接从原产地进口，保证100%正

品，因此，中国消费者可安心采购。”

彭彦彰说，马来西亚品牌中心，将吸引许多为了

高品质马来西亚产品慕名而来的专业采购商。这也是

目前在中国唯一一个提供一站式采购马来西亚产品

的平台，这势必会把马来西亚品牌中心推向中国这个

重要的东盟商品进口国。

我 国贸易 及 工 业部 副 秘 书 长  Mohd Ridzal 

Sheriff在致词中，亦大力推荐及建议中国采购商通

过马来西亚品牌中心采购商品，并鼓励马来西亚商家

应该充分利用马来西亚品牌中心的战略优势，将产品

打入中国市场。他同时还强调，贸工部将在各个方面

协助马来西亚品牌中心以及国内商家积极拓展在中

国的业务，希望借此提升我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

位于南宁华南城的东盟国家产品体验馆目前成

功打造了8个国家馆（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缅甸、

柬埔寨、老挝、印尼、菲律宾），每座场馆根据各国不

同建筑特色进行装修，宛如一座小型博物馆；同时还

引进了各国名优产品，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购买地道东

盟产品的绝佳场所。不仅如此，在不久的将来，将把

它打造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为南宁市一个独特

的东南亚风情景点，让市民不出国门体验到地道东

南亚风。

贸工部副秘书长 Mohd Ridzal 
Sheriff：马来西亚商家应该充分利
用马来西亚品牌中心的战略优势，
将产品打入中国市场。

彭彦彰：马来西亚品牌中心是一个
多功能商品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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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洽会成绩比上届亮眼

为期五天的第二十四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

谈会圆满落幕。共有22个交易团组与46个国

家和地区签订各类涉外合同139.9亿美元，签订国内经

济技术合作项目总额2509亿元人民币。

本届哈洽 会共吸引世界各地75个国家和地区的

1.26万名国外客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0万名

国内客商参会参展。在12个专业展区上共展出42大类

商品29700余种商品，参展中外企业1900户，参观人数

达36万人次。

本届哈洽会俄罗斯商务日活动由原来省州间沟通

对接平台提升到研讨中俄两国全方位经贸合作层面。

在哈洽会期间，黑龙江省共与俄罗斯签订进出口合同

86.9亿美元，占签约总额的79%，其中绥芬河、哈尔滨

和牡丹江在对外贸易签约额方面排名靠前。

另外，在招商引资方面，黑龙江省与国外客商共签

订外商投资项目17项，合同利用外资8.2亿美元，比上

届增长17%。黑龙江省与省外客商共签订国内经济技

术合作项目 587项，引资额达到2491亿元，比上届增

长6%。

秉承“突出俄罗斯、面向东北亚、辐射全世界、服

务全中国”的办会宗旨，哈洽会在俄罗斯、独联体及东

欧、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是

惟一被写入中俄两国元首会晤联合公告的展会。

以大马产品唱响中国市场

第24 届哈洽会重点聚焦于在创新和实效上。在总

体策划、展览展示、投资洽谈、会议活动安排等各个环

节均有所突破，与往届相比，此次哈洽会更突现出国际

化水平的水准。

本会此次与哈洽会主委会合作组织马来西亚商家

参展，并由本会官方展览会策划及招展合作方－世汇国

际商务有限公司（One World Treasure SdnBhd)，组

织了20家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商家共襄盛举。以 “马

来西亚品牌中心” 为主题的马来西亚馆在哈洽会上带

来了富有本土特色的白咖啡、水果酒、休闲食品等，让

我国的产品再度唱响哈洽会。

哈洽会的品牌效应已逐渐受到企业认可，引入大

批国内外信誉度高的战略合作伙伴企业，从而彰显出

哈洽会的市场潜力和对企业的巨大吸引力。

第二十四届哈洽会圆满落幕：

签约总额达2509亿元
哈洽会是经中国政府批准举办的国家级及国际性大型的经贸展览会，在俄罗斯、独联体及东欧、东北亚国家

和地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哈洽会已经成功连续举办了23届，共累计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80

万中外客商参会参展，总成交额逾千亿美元。

（左一至左四）张振扬、彭彦彰、拿督杨天培、陈振发出席第二十四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

40 2013/09

点活动焦



广博会走简约风格

为期4天的2013年广州博览会26日闭幕，今年的

展会共吸引18.5万多名中外来宾进馆参观。广

州博览会是广州市政府和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联合主办

的中外经贸结合的大型博览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了20

届；无论在政务往来、经贸合作抑或文化交流皆取得了

显著的效果。

展会内容除了往年“例牌”的各地名优产品和旅

游项目推介以外，今年还新增轨道交通专业展和电子

游戏产业展。期间，将举办综合展开幕式、经贸合作项

目签约仪式、GTI（电玩产业）广州展开幕式等多项活

动。

本届广博会取消了大型的开幕仪式，选择以简约

风格，吸引参观者的眼球。广东省常委、广州市委书记

万庆良与到场的40多个省市、12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

参展会代表的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展馆。

他说，“广州将继续以完善配套设施、强化保障机

制，将广州博览会打造成区域合作交流展示的重要平

台。我希望海内外的朋友广泛参与，并深入交流及密切

合作，以实现成果共享。”

据组委会提供的资料显示，广博会期间召开各类

合作项目推介会共3场，共签订贸易合同金额达5120万

元，意向金额9300万元，零售金额508.32万元。另外，

意向经贸合作项目175项，总金额为1614.4亿元。

广州将一如既往与国内外各地区、各省市一起，继

续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并尽心尽力提供各方面的良好

服务，为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各地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

献。

搭建商业平台

经过20年的发展完善，广州博览会的国际化程度

获得提升。市场化专业化程度也有提高，区域合作平台

效应更得到加强，使之日益成为国内及国际城市，开展

多边交往合作的重要平台。

作为广州重要品牌展会的广州博览会，一直秉承“

立足珠三角、面向海内外、服务全中国”的宗旨，不断

扩大展会规模，以其创新办展方式，提升展会质量，为

广州、更为全国各省市和国内外客商搭建了一个交流合

作的平台。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指定的官方展览

会策划及招展合作方－世汇国际商务有限公司（One 

World Treasure Sdn. Bhd.)，组织了16家马来西亚企

业前往参展，并以统一的形象“马来西亚品牌中心”向

民众介绍并推广我国的名优特产，希望能借助广州博览

会平台的影响力将马来西亚品牌推广到全中国。

第21届广州博览会 ：

藉“马来西亚品牌中心”
推荐我国名优特产

没有鲜花和舞台、没有仪式和贺辞，但却丝毫没有影响来自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参展商的热情。第21届广州

博览会以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巡馆的形式，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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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奖将健康环境传给下一代

巴拉尼威主持这项环保奖的推介会活动并且指

出，透过在年轻企业家方面推广绿色科技的运

用，有助将我国转型为更绿化和健康的环境给下一代。

“绿色科技可成为国家发展的先锋，透过类似的发

展，可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该奖项旨在褒扬杰出的年轻绿色科技企业家或对

绿色成长与发展有所贡献的年轻人，放眼东盟国家遴

选提倡环保的年轻佼佼者，并进一步向东协成员推广绿

色发展理念。

“迄今我国绿色产品也逐渐增加，这对我国而言是

好消息，因为这能使大马转型为更绿化和健康环境。”

本商会副总会长兼筹委会主席的郭隆生说明，环

保奖旨在关注日益严重的全球环保问题。他补充，过去

一年內全球共发生905宗大自然的灾害，其中有93%是

与气候有关。气候性灾难所造成损失高达1700亿美元

（5200亿令吉）。

环保趋向年轻化

这突显出该环保奖项活动意义非凡。除了认可年轻

人在推动绿色发展的努力外，也希望能为对抗大自然灾

害献上一分力。

“若我们再不立即设法解决或预防，环境问题將

会继续恶化；庆幸的是全球政府都非常注重该问题，並

採取有效行动保护环境。”

东协工程科技学院院长洪礼壁说，该院与马中经贸

总商会合作推动绿色倡议，代表着工商界与科技界的共

同努力，以为全球关注的环保课题，达到包容性与持续

性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项 环保奖的倡议符 合联 合国大力倡议 的后

2015年千禧年持续发展目标’的主题。”

环保奖促进绿色产业

洪礼壁认为，透过环保奖促进绿色产业乃一项可行

性的解决方案。这能同时展现科技领域与工商界的合

作潜力，以推动与支持大马及其他东协成员国的包容性

持续发展。他说，东协工程科技学院院长也将会委任今

年的环保大奖得主，作为新一任的东协环保大使。

《第3届MCCC-AAET环保奖》將于10月29日在

皇家湖滨俱乐部举行，公开给东协成员国和年龄不超过

40岁的个人提名参加。提名者需在环保领域或推动持

续性发展方面，作出杰出的贡献。

文／摄影|朱国滨

《第3届MCCC-AAET环保奖》

推动绿色发展产业
大马天然资源及环境部长拿督斯里巴拉尼威（Datuk Seri G. Palanivel）看好，由本商会与东协工程科技院

(AAET)联办的《第3届MCCC-AAET环保奖》，将能促进本地的色科技创意产业发展，助人们迈向“永续”的

生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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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内外竞争	

中央及州政府主要是扮演催化角色。在第九大马

计划时期，政府扮演较重要的角色，推行各项

重大的基建工程。在随后的第十个大马计划至第十二个

大马计划时期，私人界要扮演更吃重的角色，亦是主帅

的角色。

关於吸引发展所需的资金，这个北部特区面对着艰

巨的竞争，是个挑战。因此，北部走廊经济特区必须提升

本身的竞争力，以便吸引到国内外的资金。

国内外市场的走势将影响北部特区的资金来源。在

国内方面，北部特区面对着吉隆坡、巴生谷、依斯干达特

区、东部走廊经济区的竞争。同时，东南亚其他大城市也

与北部走廊特区竞争。

要使北部走廊特区具有吸引力，必须确保特区大蓝

图计划的每项重大工程能按照既定的时间和既定的目

标执行。这特区涵盖四个州、各个政府机构、官联企业和

私人企业的紧密合作和互相配合。

北马经济走廊的首相特别顾问，拿督斯里莫哈末安

努亚再尼指出，如果联邦政府、州政府和私人界三造能

携手合作，经济特区将能呈现更美好和专业的机制来吸

引更多投资者。

为了实现目标，当局将成立了一个单位来负责推动

和协调北部走廊发展计划的推行。这个北部走廊执行委

员会（NCIA）将由首相本身领导、副首相为副主席，成

员包括北部四州首长及数个相关部门的部长。

获得中央政府指定为北部走廊经济特区主帅的森

那美（SIME DARBY），正与中央及州政府机构，筹划大

蓝图中，以更详细的规划发展活动项目。

平衡发展与消除贫穷	

首相所推介的北部走 廊经济特区计划，乃第九大

马计划（2006-2010）下的五个《走廊经济特区》计划

之一。它将是政府为刺激经济蓬勃成长，确保各州之间

平衡发展及消除贫穷，让人民生活更富裕、舒适及高素

整理|黄德居

北部经济走廊
放眼招资百亿

北部走廊经济特区的投资发展，将由私人界领航。三份之二发展所

需资金将由私人企业界注入。这为期18年的整个北部走廊经济特区

的粗略预算费用为1,770亿令吉。政府的拨款投资仅占其中的三份之

一，其馀的三份之二资金需由私人界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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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采取的步骤。

北部走 廊经济特区涵盖了半岛北部的玻璃市、吉

打、槟城及北霹雳（包括上霹雳、吉辇、拉律马当-司南马

及瓜拉江沙）方圆240万公顷的土地面积，430万人口。

这项计划将从2007年至2025年分阶段进行。换言之，北

部走廊经济特区计划将从第九大马计划延伸至第十二大

马计划。

该项计划的主要使命是加速本区域的发展，以开发

具竞争力的商机及落实政府所通过的各项工程。整个北

部走廊经济特区的主题为，“为现有的工业增值”。该计

划着重於三大经济领域，即农业、制造业及旅游和物流

的服务业的转型和扩大。

上述三大领域将获得硬体建设和软体建设的配合

和支持。硬体建设方面是提升物流的基建工程，软体建

设是提升人力资源及政府行政传递系统。与此同时，为

了下一代，此计划重视继续保护自然环境的永续性。

提供各项奖掖

为了鼓励私人界在北部走廊经济特区的上述领域

进行投资，有关当局已考虑多项实质及非实质的奖掖，

以缔造有利的经商环境，协助企业界和投资家克服当前

与未来所面对的各项挑战。

有关当局正在考虑多项财物奖掖，其中有为鼓励农

耕地合并管理所提供的补助金、为支持发展人力资源所

提供的补助金及为研究与开发新产品设立风险的基金。

至於建议中的北部走廊经济特区非财务奖掖，其中有准

许在特定领域引进外国知识工人。

政府估计，推动北部走廊经济特区计划，将增加北

马区域的就业机会，於2012年增加50万个就业机会，至

2018年，增加100万个就业机会。

政府也预计，在此计划下，农产品的出口在2012年

将增至480亿令吉，稻田产量每公顷增至8吨，制造业出

口也将增至243亿令吉。

总的来说，北部走廊经济特区是由中央政府所领导

及协调，是一项综合性策略，能更具体及有效地落实《

精明伙伴关系》概念。在落实北部走廊计划时，中央政

府必须负责引导多项计划及发展本区域，尤其是推动发

展槟城成为北部的物流枢杻和门槛。

刺激经济贸易活动

于北部经济走廊涵盖北马玻璃市、吉打、槟城和北

霹雳，也就包括了马来西亚“米仓”及浮罗交怡等旅游胜

地，有别于柔南在科技工业上的着重，北部走廊将会把

重点放在食品加工业以及旅游业。

同样地，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北部经济走廊则藉

此发展衔接泰国以及印尼苏门答腊的物流系统，以促进

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成长三角洲的贸易活动。

政府欲将北部走廊打造成马来西亚现代化食品区；

政府除了会鼓励具商业规模的种植活动，也会积极发展

食品下游工业。政府也为此订下目标，要在2012年时，

把农产品出口额从马币320亿元，提升到480亿元、稻米

的产量回酬也将会从每公顷四公吨增至每公顷八公吨。

在发展旅游业的环节里，政府除了要将北部走廊发

展成拥有世界水平的度假中心，也摆出区域医药旅游的

名堂，吸引来马寻求医疗服务的外国人。政府希望每名

游客在马的消费，将会从现有的1890令吉，提升至每名

3034令吉。

北部经济走廊4项投资计划
公司 项目

UNIFORTUNE控股有限公司 在太平兴建广场兼四星级度假村

浮罗交怡Seri Chenang有限公司 在浮罗交怡兴建豪华度假村

UWC工业有限公司 在槟城兴建精密金属与仪器生产线

JPB亚太平洋有限公司 在吉打州兴建温室，采用国内外科技培植价值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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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斯达法（左二）从藤田正孝接过世界投资报告，左及右
为大马联合国临时驻地协调员贝尔蒙特和大马工业发展局
（MIDA）主席丹斯里阿米尔山。

大马海外直接投资前景乐观	

转眼半年过去，正当全球经济的发展步履蹒跚之

际，处于后大选时代的大马，却展现了极富韧

力的一面。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部长（MITI）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在出席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2013年世界

投资报告》（《WIR》）的推介礼时，为大马投资环境打

下一剂强心剂。

籍此平台，慕 斯 达 法 联 同 联 合 国贸易发 展会 议

（UNCTAD）投资趋势与统计处主任藤田正孝率先勾勒

出大马充满韧性的海外直接投资（FDI）前景。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计，今年的全球外来直接

投资将会接近2012年1.45兆美元（4.63兆令吉）的上限

水平而我国也分得一杯羹，今年春季（1月至3月）的海

外直接投资额达91亿令吉，相比去年同期的86亿令吉，

按年成长5.8%。

长期来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计，全球外来

直接投资将呈微升之势，从2014年的1.6兆美元（5.11兆

令吉）增至2015年的1.8兆美元（5.75兆令吉）。

焦点看回大马。总结我国2012年的私人投资更是

写下双位数成长，即按年成长24.3%，即1402亿令吉。

外资信心退步

不过，大马在招商引资的路上，并非一帆 风顺。

《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在东盟国家的外资流入

排名中，大马虽排名第三，但2012年总值100亿7400万

美元（319亿8500万令吉）的外资流入，仍低于2011年

的121亿9800万美元（383亿8200万令吉）。

经济学家认为，外资减弱并不是我国的经济基础不

稳，而是面对其他新兴国家更激烈的竞争所致。

丰隆银行债券与经济研究经理锺艳屏未对FDI走

弱的现象过分担忧。锺艳屏认为，大马的经济基本面貌

并无重大改变。从根本上来看，这还未至于撼动大马经

济根基且会持续增长。

至于FDI信心滑落，更主要的原因是，其他新兴国

家的竞争力不断走强，导致我国陷入了四面环敌的角逐

战。锺氏认为，“除了早成为我国竞敌的泰国和印尼，其

他如越南和柬埔寨凭着低生产成本优势，吸引更多外资

流入。大马与中国面对相同的挑战。”

尽管如此，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全球经济依然

外资续增
前景充满韧力

文／摄影|朱国滨

在第10大马计划（RMK10，从2011年至

2015年）实行后的首2年期间，私人投资领

域持续取得双位数成长，这反映了私人领

域这架货车头正在经济转型计划（ETP）正

轨上全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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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首5个外来直接投资接受者

2012年全球外来直接投资入下滑18%，从2011年的
1.6兆美元，降至2012年的1.35兆美元

2012年首5个外来直接投资接受者

国家 美元 (10亿) 增长率 (%)
2011 2012

美国 226.9 167.6 -26.10%
中国 123.9 121.1 -2.30%
香港 96.1 74.6 -22.40%
巴西 66.6 65.3 -1.90%
英属维尔京群岛 62.7 64.9 3.50%

   
区域的外来直接投资流入

区域/经济 美元 (10亿) 增长率 (%)
2011 2012

全球 1,651.5 1,350.9 -18.20%
发展经济 820.0 560.7 -31.60%
发展中经济 735.2 702.8 -4.40%
东南部和东南亚 387.1 359.6 -7.10%

十亿美元

来源：UNC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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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蓬勃，外资短期内仍维持谨慎，我国的FDI情况不

会有大转变。大马研究经济学家胡瑞玲预期，持续让内

需走稳，有助于在长期内吸引更多资金流入我国。“我

们正面看待潜在的长期投资流入，因而预见国内生产总

值（GDP）会在今年下半年重拾增长动力。”

我国朝高素质投资户下手

从全球最大海外直接投资接收国的排名显示，不

难发现，2012年在吸引外资取得领导地位的是发展中

国家，共占全球海外直接投资流入的52%。惟相较于

2011年的56%比例，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流入下

挫了4%。

总结2012年，流入到东亚及东南亚的海外直接投

资已从2011年的3430亿美元，萎缩至3260亿美元，主

要是因全球经济呆滯、欧洲財务受限、全球併购活动降

温以及跨国公司投资风气转谨慎所致。

大马的凈海外直接投资流入按年减 少17.4%，至

101亿美元。尽管出现滑落，惟在东盟区內，大马依旧维

持海外直接投资接收国的季军位置。

与其他东盟国家有异的是，大马的海外直接投资流

入，大部份皆与制造领域有关，而非基建、服务及初级

领域。

高端工业成王道

值得注意的是，大马的海外直接投资流入减少，乃

符合全球制造业下跌的趋势。对此，联合国贸易发展会

议认为，主要归咎于新建项目价值的滑落。

大马制造业正经历转型的必要阶段，各领域业者也

估计会减少在低价值领域的投资；反之，未来將增加在

研发部门、高知识、高附加值及高科技领域的活动。

经济学家也认为，我国各行业当务之急乃专注于开

发更多新的高增值领域，替代相对的低生产成本领域，

以便吸引更多外资流入。

长期看来，全球投资氛围其实没有想象中逊色。联

合国贸易发展会议预计，2013年全球海外直接投资的

流入料与2012年的水平相近，预料为1.45兆美元。而

2014及2015年的海外直接投资流入料逐步上扬，分別

达1.6兆美元及1.8兆美元。

无论如何，在展望未来的视野中，不能少了居安思

危的警觉性。纵观全球金融系统的结构性疲弱、宏观经

济环境潜在恶化局面及各国政策不稳定性，都在左右着

投资者信心的关键因素。而大马新一届政府能否在逆境

中拿出亮眼的成绩单，也成了一大悬念，国内外各界皆

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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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是竞争关键	

世界经济论坛（WFF）公布《2013至2014年度

全球竞争力报告》，马来西亚在148个经济体

中的排名，从去年的第25名，稍微提升一名，至今年

的第24名。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今日发表文告指出，大马依然

是东盟中，第二具竞争力的国家，在25个亚太区域的

经济体方面，则排在第7名。

前10名依序为瑞士、新加坡、芬兰、德国、美国、

瑞典、香港、荷兰、日本及英国。

全 球竞争力报告的排 名依 据 是 全 球竞争力指

数，即70%的私人领域高级执行人员的印象调查以及

30%的数据作为标准。

《2013至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通过对宏观

经济环境、创新、医疗卫生、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

培训、商品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等12个衡量

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后，对148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

进行排名。

瑞士凭借着高效的公共机构、便利基础设施和

杰出的创新能力，连续第五年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国家。纵观排名前十名，特别是前三位的国家，即瑞

士、新加坡及芬兰，就会发现创新和公共机构是竞争

全球竞争力报告
大马排名微升
惟须注重女性劳动

尽管大马今年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排名上升，但是政府必须更加

努力，这包括合理化津贴、建议落实消费税以及改善教育及训练素

质等。与此同时，政府在落实经济转型计划时，也必须着重于增加女

性在劳动力的参与。

2013/14年
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名

2013 2012

瑞士 1 1

新加坡 2 2

芬兰 3 3

德国 4 6

美国 5 7

瑞典 6 4

香港 7 9

荷兰 8 5

日本 9 10

英国 10 8

台湾 12 13

马来西亚 24 25

韩国 25 19

中国 29 29

泰国 37 38

印尼 38 50

文｜黄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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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关键。这些国家和地区拥有出色的创新能力和

强而有力的公共机构。

大马正面对转型

贸工部指出，大马被列为正从效率驱动经济体

转型为创新驱动经济体的国家。

世界经济论坛指出，大马不但在货品及服务市

场上拥有很大的竞争市场（排名第10），就连在金

融市场也取得良好及健全的发展（排名第6），甚至

在大马的商业机制构架也相当友善（排名第29）。

另边厢，贸工部也指出，大马在“新创事业行政

程序”方面则排名第10，总积率指标提升30点，排

在第20名。

文告表示，大马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持续取得

良好的表现，主要是因为我国在“贷款简易度”方

面排在第5位；在“创投资金之取得”则是排名第7

位。

至于在制度方面的表现，我国在“财务稽核与

财报标准的强度”及“公司之道德行为”方面，分别

进步3和5个名次，排在第27以及第29名。

不过，贸工部指出，世界经济论坛提醒大马必

须面对更严峻的挑战，包括政府的财政赤字、女性

占劳动力比率偏低以及技术准备度等。

中国是“世界工厂”

在《2013至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排名

中，中国与2012年持平，继续保持在第29位。尽管

排名没有上升，但中国仍领先于南非（第53位）、巴

西（第56位）、印度（第60位）和俄罗斯（第64位）

等其它四个金砖国家。

报告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环境良好，公共债务

占GDP的比例为22.9%，为全球最低。中国未来的

发展不再依靠廉价的劳动力。

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长时间来，中国

被称为“世界工厂”，而现在的中国多依靠服务业及

高附加值产业的创新，以提高竞争力。对于创新关

键的说法，中国应在腐败、财务统计、市场效率等方

面加以改善，以增强竞争力。

3家国际企业注资马国
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宣布，3家大

型的外资跨国企业有意来马投资，总投资额

料可达至55亿令吉。这3家企业包括日本伊藤

忠钢铁业、韩国韩华集团及德国赢创工业集

团。纳吉是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在场外会

见这些巨擘管理层后，成功说服他们来大马

投资。

纳吉表示，伊藤忠钢铁业有意与国油发

展在柔佛边加兰的提炼与石化整合发展计划

（Rapid）。这个投资的成真，肯定会对提炼

与石化整合发展计划带来正面的影响。

目前，伊藤忠钢铁业有意在边加兰建立一

家生产提供给油气业的无缝管综合工厂；韩华

集团则有意在马投资于资产管理、建筑及寿

险领域。

发展石化工业
纳吉表示，这家拥有德国生产太阳能板

的龙头Q-Cells公司的集团，也会扩大其在马

投资14亿令吉。据了解，有关集团在未来8年

会在马投资近30亿令吉。

他续称，德国赢创工业集团则会与国有成

立联营公司，发展石化工业。原则上，这个工

程已经获得同意，他们会在未来1年内进行研

究，工程明年才开始。

大马目前的经济成长虽放缓，这情况与其

它亚洲和东亚国家类似，但是不至于像其它

欧洲国家面对经济萎缩。纳吉认为，我国必须

拓展教育系统，培育出符合市场需求的精英，

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先决条件。

“我们必须持续改进现有的教育系统，

因为相关人才的数量经常与市场需求相去甚

远，而学生才能的提升，则需要通过大学去进

行。因为这令大马继续成为首选的投资目的地

以及更具商业吸引力的聚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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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新政 　  
提供更多便利

中国签证调整为21类
中国计划从2014年起在出入境管理方面，引进人体生物识

别技术，从而简化申请手续；另边厢，在中国申请出入境方

面，准证方面则也有全新的规格必须要遵守。

文｜黄德居

提供生物识别信号	

根据中国的《外国人入境管理条例》，中国政

府计划从明年开始在出入境管理方面引入“

人体生物识别技术”，因此，外国人申请入境签证时

须提出指纹和照片。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官领事参赞林动指出，这

项措施一旦落实，申请者须要本人提供生物特征（指

纹），惟提取指纹的地方除了在中国大使馆签证中心

外，也或可通过旅行社办理。

他说，采用人体生物识别技术的用途，是让有关

部门能采集、识别及留存出入境中国人员指纹等生

物识别信息。

申请签证须亲自办理

从9月1日起，外国人前往中国所申请的普通签证

将增加人才签证、家庭团聚签证、商贸签证和私人事

务类签证的类别。

访问签证将一分为二，分成访问签证和商贸签

证。新措施也规定非工作类居留证件有效期最短是

180天，工作类居留证有效期最短为90天，有效期最

长为5年。

新条例也规定外国人在申请签证时，须附上中国

境内邀请单位的邀请函件。当局也稍微放宽申请旅

游签证方面所需要的材料，即无需一同交上机票和

酒店住宿的证明，而只需提交机票或酒店住宿的任

何一项，以示证明。

中国政府所制定的新条例并非要限制外国人入

境中国，相反是为了更有效的管理出入境外国人，同

时也提供更友好的申请签证服务。

无论如何，申办签证时，只需要明确填写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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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9月1日起落实《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新规定

 ● 新增人才、家庭团聚、商贸和私人事务类签证。
 ● 申请签证时，需附上中国境内邀请单位发出的邀请函件。
 ● 申请旅游签证者，只需展示机票或酒店订票或者旅行社证明，其中一项即可；但需

要提呈旅行计划和行程安排。
 ● 大马人申请前往中国的签证流程和提取签证时间没有改变。
 ● 现有的访问签证一分为二，分成访问签证（非营利）和商贸签证。
 ● 外国人最长停留不得超过180天，工作类居留证件有效期最短为90天，非工作类

最短180天，两项证件有效最长都为5年。

的目的即可，并附上相关的申请材料，因为最后仍由

大使馆方面决定发出哪种类型的签证。

紧急状况可申请落地签证

根据中国政府新订立的条例，有关“口岸签证”

或所谓落地签证，必须在基于人道主义的紧急情况

下，方可申请，比如有亲属在中国发生不幸意外，需

要紧急去中国办理相关后事，应邀去中国处理紧急的

人道主义事项。

以前在中国大城市或大机场，外国人可选择来

华后，才办理口岸签证，但现在只有在特定的紧急状

况下，才会接受相关签证申请。

口岸签证的有效日期以不超过30天为限，同时

必须具有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主管的同意和批准，且只

能在经过授权的口岸或机场才可以办理该签证。

外交护照可免签证

至于中国与大马之间早前达成的互免签证协议，

目前只限 在两国持 有外交护照和公 务护照的人士

可免签证，而持有普通护照的一般公民并不能免签

证。

在中国长期工作或学习的外国人持有效居留证

件者可免签证，他们只有在首次入境中国时，需要签

证，一旦申请到居留证或工作证后，只要在证件还生

效期的时限内，他们就无需再次办理签证手续，并可

选择多次出入境中国。

另外，还有一种属于过境免签证的情况。外国人

只是在中国机场逗留不超过24小时，就准备转机，就

可以免办签证，又或者是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境

内逗留不超过72小时，也同样无需签证。

普通签证分12类

新实施的体例，把外籍人士普通签证由8种类别

调整为12种类别，其中新增的4种类别为M字签证（

商贸签证）、Q字签证（探亲签证）、S字签证（因私

签证）和R字签证（人才签证）。

在这之前，外国人申请中国普通签证共有8种类

别，包括D字签证（定居签证）、Z字签证（工作签证）

、X字签证（学习签证）、F字签证（访问签证）、L字

签证（旅游签证）、G字签证（过境签证）、C字签证

（乘务签证）、J字签证（记者签证）。

与时俱进的措施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认为中国大

使馆这次对签证手续的调整是应时代的改变，作即

时的改变，这完全是为了大众方便快捷着想。这将是

种高效有序的举措，只要会员细读细节，按条例申

请，很快就能适应，并取得事半功陪的效果。

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将于9月18日搬迁至新址。 

新址如下：Level 5 & 6, Hampshire Place  

Office, No. 157, Jalan Mayang Sari, 50450 

Kuala Lumpur。若想更进一步了解详情，可联络中

国签证中心办事处03-2175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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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日起中国大陆申请普通签证种类及具体内容

种类 颁发人群 所需附上的证明材料

F 从事交流、访问、考察等活动的人员 应当提交中国境内的邀请方出具的邀请函

件（非营利性质）

M 发给入境进行商业贸易活动的人员 应当提交中国境内商务贸易合作方出具的邀

请函

L 发给入境旅游的人员 应当按照要求提交旅行计划行程安排等材

料

Q1 发给因家庭团聚申请入境居留的中国公民家

庭成员和具有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家庭

成员以及寄留等原因申请入境居留的人员

因家庭团聚申请入境居留的，应当提交居住

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具有永久居留资格

的外国人出具的邀请函件及家庭成员关系证

明；因寄养等原因申请入境的，应当提交委

托书等证明材料

S1 发给申请入境长期探亲，因工作及学习等事

由在中国境内居留的外国人配偶、父母、未

满18周岁的子女、配偶的父母以及因其它私

人事务，需要在中国境内居留的人员

应当按照要求提交因工作及学习等事由，在

中国境内停留居留的外国人出具的邀请函、

家庭成员关系证明或者入境处理私人事务所

需要的证明材料

S2 发给申请入境短期探亲因工作及学习等事由

在中国境内停留或拘留的外国人的家庭成员

应当提交因工作及学习等事由在中国境内停

留或居留的中国人出具的邀请函件、家庭成

员关系证明或者入境处理私人事务所需要的

证明材料

C 发给执行乘务、航空、航运任务的国际列车

乘务员、国际航空器机组人员、国际航行船

舶的船员及船员随行家属和从事国际道路运

输的汽车行驶员

应当提交为过运输公司出具的担保函件或者

中国境内有关单位出具的邀请函件

D 发给入境永久居留的人员 应当提交公安部签发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

确认表

G 发给经中国过境的人员 应当提交前往国家（地区）的已确定日期、座

位的联程机票（车、船票）

J1 发给外国常驻中国新闻机构的外国常驻记者 应当按照中国中国有关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

外国记者采访的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提交相

应的申请材料

J2 发给入境进行短期采访报道的外国记者 应当按照中国中国有关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

外国记者采访的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提交相

应的申请材料

R 发给国家需要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

专门人才

应当符合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的外国

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业人士的引进条件

和要求，并按照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X1 发给申请在中国境内长期学习的人员 应当按照规定提交招收单位出具的录取通知

书和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X2 发给申请在中国境内短期学习的人员 应当按照规定提交招收单位出具的录取通知

书等证明材料

Z 发给申请在中国境内的工作人员 应当按照规定提交工作许可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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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耀光：节省1-3%成本	

中国工商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贸易融资

部总经理叶耀光接受《马中经贸》访问

时表示，以人民币结算，比用美元结算可节省成

本的说法，是根据该银行客户的回馈而得出。

该银行的客户回馈显示，他们在实际交易中

要求中国供应商提供美元与人民币作为结算单

位的两种报价，结果那些商家发现用人民币结

算，比用美元结算可节省1-3%的成本。若以一个

月100万令吉交易计算，这将节省1万至3万令吉，

将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为何会如此呢？对中国供应商来说，他们在

国内采购原料的结算货币是人民币，若他们要

以美元结算以供应制成品给大马商家，他们须有

1-3%的缓冲，以弥补美元潜在波动引起的汇率

风险。

若制成品直接以人民币结算卖给大马商家，

中国供应商就不用顾虑到美元汇率波动的问题，

这样的做法令马中商家“皆大欢喜”。

再举个 例子，大马商家要 把榴梿出口到中

国，大马商家种植榴梿购买肥料是用马币，若出

口到中国时，用美元结算，要面对汇率波动的潜

在风险。比如说，美元汇令吉汇价从3.28令吉挺

升到3.25令吉，大马商家卖榴梿到中国取回的马

币，就可能从原本的32.8万令吉减少到32.5万令

吉。

在商言商，商家自然会把美元汇率波动的风

险纳入考量，而反映在最终售价上。若能以汇率

相对稳定的人民币结算，则会形成双赢，一方可

在较稳定的汇率下结算，另一方则可节省交易成

本。

“在2 0 0 9年7月之前，是不能以 人民币结

帐，那么中国的供应商就会將帐单转为兌美元的

人民币。”

美元波动大

他解释，这是因为美元的波动很大，不是一

個很稳定的货币；而人民币在这方面还不是一个

政策放宽 　  
吹起东风

人民币结算趋势增
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的经贸活动日渐繁密，然而，大部分商家仍主

要以美元为双边贸易的结算单位。随着中国放宽人民币作为结

算货币的政策，再加上直接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可助马

中商家节省约1-3%的成本，因此逐渐有更多商家意识到

用人民币结算的好处，而“舍美元取人民币”，相

信这股趋势会日益普及。

文|张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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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自由的货币，中国人民銀行（央行）会设下每一

天的货币兑换率，而且波动不可超过1%。

“作为贸易的結算货币來說是蛮稳的。商家的

反馈说，以人民币计算长远来说，能够省1%。”

他说，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也可提高效率

及收益，因為不会涉及太多的技术问题，也可減少行

政和管理工作。“一般上，中国出口商肯定欢迎这项

人民币结算制度，因为可规避汇率风险。”

大马向中国出口商购货时，直接以人民币结算，

则将不必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不会涉及太多技术环

节，将可降低和减少行政与管理工作，并省下一些不

必要的麻烦，从而提高效率、效益及收益。

若用美元结算，开发票两三个星期后才付款，一

旦届时美元汇率下跌，中国出口商将催促外国商家

增加额外付款，这可能导致外国商家前后缴付两三

次的款项，而且当中还涉及电话往来，使到过程复

杂，也引起诸多不便。

从2009年7月6日开始，在中国的试点企业可与

海外贸易伙伴以人民币结算或支付‘进出口贸易’

或‘服务项目’，比较于之前“人民币是非国际化货

币”，是无法进行跨境贸易结算或支付，换言之，在

此之前,我们不能用人民币结算跨境贸易。

人民币的国际演变

在人民币国际演变过程中，首先是在上海，接下

来试点地区是在珠江三角洲（广东省）的四个城市：

深圳、广州、东莞与珠海。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大的

制造业地区。

然而，在2009年7月到2012年3月期间，马中商

家少用人民币结算，因为中国刚推出以人民币作为

结算货币的政策时，只限于6万7359家企业。然而，

在2012年3月2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取消有关名

单，只要有关企业有涉足进出口贸易，或是从事服务

贸易者，都可使用人民币结算。

因此，所有具有进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均可以

开展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将不再限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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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企业试点名单”。

中国从最大的制造业地区”珠江三角州”的

4个城市，即深圳、广州、东莞和珠海开始该措

施，之后再衍生到中国的20个省/治区/直辖市，

最后才在今年3月2日开始，正式宣布取消“出口

企业试点名单”，意指所有具有进出口经营资格

的企业，均可以开展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

“在中国从事进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企业

均可以选择以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和收付。

他说，所有海外公司与中国的交易对手从事

进出口贸易时，都可以在他们各自的海外人民币

参与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从事人民币结算。

这项措施提供了“额外的货币选择”让企业

进行跨境贸易，让企业拥有更大的经营弹性，同

时还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及收益。

叶耀光之前在怡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

务讲解会”详细解释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作为结算

货币的背景介绍，以及须留意事项。

他提醒说，为了确保在处理贸易结算交易的

顺畅，马来西亚的商家如想要与其中国的交易对

手以人民币交易，则应向其“确认”其“是否具有

进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和“同意”以人民币作

为结算货币”。

人民币30年内取代美元？

另一方面，中国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中国

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今年5月份在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发布《走向核心国家中国的“大

金融”战略与发展路径》大型研究报告。报告指

出，人民币将在30年内替代美元，成为最重要的

国际储备货币。陈雨露说：“英镑和美元成为国

际主要储备货币分别用了55年和50年，人民币国

际化也将是一个长远的过程，最终将于2040年

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在陈雨露看来，

人民币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需要三个十

年。

马来西亚陈氏书院社经主任陈耀星博士相

信，未来的国际货币领域将不会出现“一枝独

秀”的局面，人民币在2019年前成为主要的国际

货币之一，与美元和欧元成为3个全世界主要的

国际货币。

陈耀星：国际货币三足鼎立

“ 未 来 会 有 三个 货 币 在 带 动 市 场，既 人

民币、美元 和欧 元，不可能会有一枝独秀的局

面。”

他指出，要成为国际货币需符合3个条件，包

括该货币需作为贸易结算货币、该货币一定要成

为可投资的货币（债券）和该货币需要储备金。

他说，中国在这方面有先决的条件，该国的

储备金是全世界最多的，目前也透过香港将债券

卖到世界各地去；该国开始与周边国家使用人民

币结算，并将逐渐扩展至亚洲、欧洲、南美洲和

北美洲，将人民币推倒世界各国去。

“中国面对人民币不流通的问题，需逐步开

放人民币的市场。”

自2009年开始，中国已成为马来西亚的最大

贸易伙伴。继2010年，中国和马来西亚进出口商

品总值达742.15亿美元。随后在2011年，贸易总

额是901亿美元。

中国的市场规模非常庞大，巨大的潜力可以

让马来西亚从中受益。其带来一个非常明确的信

息，就是说马中双边贸易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无论人民币未来30年会否取代美元成为国

际货币，可以预见的是，只要更多大马商家了解

到用人民币作为马中经贸结算货币的益处后，会

越来越多商家选择用人民币结算，与马中双边贸

易成长趋势同步而行。

中国银行（马）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王宏伟表

示，中国银行在支持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方面扮

演吃重的角色，约90%的中国企业是通过中国银

行融资到海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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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滨海水城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95年8月，

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先

后被中国政府确定为“国家科技兴海示范区”

、“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和“国家生态工

业示范园区”。

文|黄德居

马来西亚展馆为	

马中友谊纪念馆	

山东 潍 坊北部沿海曾经 是

不 毛 之 地，随 着 国家 对

黄河三角洲的开发步伐以及山东

省“蓝黄”战略的深入推进，吹响

了向“蓝黄”进军的号角。时至今

天，潍坊人终于实现了亲近海水及

休闲旅游的梦想。

据了解，潍坊滨海旅游度假区

亦称“欢乐海”，规划并建设了活

力海岸、服务中心、高端商务、浪

漫海湾等特色主题项目。

2010年初，旅游度假区项目

建设进度明显加快，特别是 人工

沙滩的建成，让滨海的黄金海岸

线实至名归。自人工沙滩完工以

来，每天都有许多游客前来体验，

每天更创下近万人的记录。

拥抱大海
安居梦想照进

●先进制造业产业园

先进制造业产业园规划面积160平方公里。主要发展汽车、装备

制造、电子、新型材料等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产业。目前，已有

潍柴动力、新和成药业等7家上市公司入园建设。

●生态化工产业园

生态化工产业园规划面积70平方公里，主要发展循环经济型海洋

化工和石油化工产业。目前，已有日本伊藤忠株式会社、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等6家世界 500强企业，韩国东洋化学、以色列化工集

团、加拿大瀛洋香精香料公司等28家知名外资企业，山东海化集

团等300多家中国企业入驻。

●绿色能源产业园

绿色能源产业园规划面积50平方公里，主要发展地热、风能、太

阳能等再生能源产业。目前，中国大型能源企业华能集团的风力

发电项目已建成投产，投资120亿元的国电集团海基风力发电项目

已全面启动建设。

●海港物流园

海港物流园规划面积80平方公里，主要依托潍坊森达美港发展仓

储物流、加工配送、修造船、配套服务等项目。港口正以吞吐量每

年增长50％的速度发展，已成为环渤海地区经营业绩最好的港口

之一。

58 2013/09

资天地投



继人工沙滩启用后，吃、住、玩等元素在旅游

度假区迅速聚集。上海世博会马来西亚馆迁建工

程进展顺利。

该馆位于旅游度假区国际风筝冲浪基地内，展

馆分上下两层，建筑面积2149平方米，由两个高高

翘起的坡状屋顶组成，线条优美而极具动感；观光

电梯被设计成吉隆坡双塔摩天楼形状；屋顶被柱

廊架起，在表现手法上模拟马来西亚传统长屋的模

式；展馆外墙则借鉴了马来西亚传统印染的纹理，

由蝴蝶、花卉、飞鸟和几何图案组成。

整个展馆犹如一艘炫丽的“木船”，面朝大海，

扬帆远航。迁建后展馆将作为马中友谊纪念馆，进

一步加强双方在经济、旅游、文化领域的合作，并

促进两国的友谊。

滨海水城

滨海水 城规划面积15 0 平方公里，包括商务

居住区、科教创新区和旅游度假区三部分，并以“

太阳城”、“幸福城”、“希望城”、“欢乐海”的理

念，全面启动和推进各片区的开发建设。

旅游度假区规划60平方公里，利用滨海湿地，

突出滨海优势，发展餐饮娱乐、休闲观光、影视基

地、海上运动等项目，打造黄河三角州地区，最具

吸引力的滨海休闲旅游目的地。

“幸福城”高档商住区规划有40平方公里，可

容纳50万人居住。迄今，正在施工开挖海道，引入

白浪河、新弥河、虞河三大水系，从而将“幸福城”

成为河海相间的水城。

“欢乐海”旅游度假区，规划面积60平方公

里，毗邻幸福城。于今年内堆填造地10平方公里，

并由澳门一开发商投资过百亿的60 0亩威尼斯水

城项目，已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潍坊滨海旅游度假区负责人说，他们首要的任

务既是要把“欢乐海”打造为山东“蓝色逍遥游”

的知名休闲品牌。

潍坊在滨海经济开发区规划了先进制造业产

业园、生态化工产业园、绿色能源产业园和海港物

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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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大马宣布与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制作公司（TCX）联手在云顶高原打造耗资

4亿令吉，打造全球首个20世纪福克斯主题乐园（20th Century Fox Theme 

Park），预计2016年开幕。二十世纪福克斯主题乐园的建设工程，将有助

于吸引更多的游客，间接的提升博彩营业额，进而推动盈利的成长。

云顶
大马与二十世纪福克斯

斥4亿打造主题乐园
文|黄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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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云顶大马将从9月1日起，关闭户外主题乐园长达2年。分析员基于非博彩盈利占集团营业额不到10%，相

信此事不至于显著影响云顶大马的盈利。

Ü	根据大马研究，云顶大部分盈利来自博彩业，估计非博彩活动仅占该公司大马休闲和酒店部营业额的

20%。若包括英国和纽约的贡献，大马非博彩活动或占集团营业不到10%，大马休闲和酒店部，占云顶

大马2012财政年营运盈利的89%。

Ü	大马研究正面看待户外主题乐园的关闭，相信此事对云顶大马盈利的影响不大，而翻新还有望吸引更

多访客，提振访客的消费，并加强营收回酬。

Ü	大马研究相信，该户外主题乐园的资本开销已包括在云顶大马早前宣布的30亿令吉资本开销中。大马研

究已预期该公司2013财政年的资本开销为11亿令吉。

Ü	云顶大马上个月宣布，将耗资多达30亿令吉翻新云顶高原赌场度假村，以让度假村的盈利倍增。大马研

究对云顶大马保持“买进”评级，目标价为4令吉30仙，主要是该股的估值低廉，仅反映2014财政年本

益比13.1倍

提升云顶地位	

这将是云顶大马翻新主题公园的5年大计之一，

整个发展计划耗资30亿令吉。由于博彩业在

大马是个政治敏感的领域，这项合作有助于云顶大马

未来更新赌场执照。

云顶大马的非博彩业务只占该集团休闲及娱乐营

业额的10%比重，即使目前与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合

作，亦不会大幅增加该集团的整体净利。

翻新计划被视为是吸引更多游客的策略，以间接

带动博彩业务收入。同时，这项合作也可提高云顶大

马赌场度假村的市场地位，符合其强攻贵宾博彩业的

策略。

肯纳格（KENANGA，6483，主要板金融）研究

分析师预测，新主题公园预计将为该集团带来额外2%

至3%的营业额。目前，云顶大马户外游乐场每张门票

仅售54令吉，且每年都迎来300万名游客。假设2016

年的每张成人入门票收费为100令吉及每年以600万

人次计算，云顶大马的营业额料翻涨四倍。

截 止今年 3月杪，云顶 大马手 持净 现金为2 0 亿

6000万令吉，这除意味着还有很大的举债空间外，也

拥有足够能力融资未来5年高达3 0 亿令吉的翻新 计

划。

随着这项翻新计划，预计该公司的赌场客户群也

将有所改变，特别是高档客户群会比目前的35至40%

来得高。

不同主题的游乐设施

二十世纪福克斯主题乐园范围占地25英亩，共设

有25项游乐乘骑、零售商店及主题饮点，而它也是首

个以电影世界为主题的户外游乐场，预计将前来游玩

的旅客仿佛置身于电影中。

届时，福克斯的著名电影如冰河世纪（Ice Age）

、里约大冒险（Rio）、博物馆惊魂夜（Night at the 

Museum）、异性（Aliens）、少年Pi的奇幻漂流等主

题的娱乐设施皆会出现在这个全新的主题乐园内，提

供旅客独特的玩乐体验。

配合 这个 新主 题 乐园的开建，第一 世界（F i r s t 

World  Hotel）也将增建1300个客房，料耗资5亿至

6亿令吉，以应付日后游客增加的需求。根据一项全球

市场调查研究指出，主题乐园的全球值到了2017年将

高达318亿美元，这显示相关市场有庞大的需求。

二十世纪福克斯是全球著名的电影制作及发行公

司，其企业品牌良好，因此云顶希望透过双方的合作，

实现成为世界级综合性度假胜地的目标。

建立于海拔1772公尺高原上的云顶娱乐和休闲公

园，在1978年成立，35年后，它已成为亚洲首个户外游

乐园，也是著名的旅游避暑胜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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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国滨

中国—东盟博览会
加强马中商贸纽带

主题为“新机遇、新动力、	

新阶段”	

这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主题

定为“区域合作发展——新机

遇、新动力、新阶段”，恰好反映了中国

与东盟踏入十周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

当中，马来西亚馆坐落在南宁国际

会议展览中心（NICEC）第5号展厅。

马来西亚馆目前确定有147个展位，占

了2900平方米的展出空间。

大马的产品与服务将划分成7大产

业面貌展出，即饮食业、健康疗养、绿

色科技、生活方式、教育、特许经营和

服务业。同时，大马外贸发展机构也预

先安排大马参展商和中国企业700个商

务会议。

中国是大马最大的贸易伙伴

除了大马 外贸发 展 机 构，还 有大

马 投 资 发 展 局（M I D A ）、大马 棕 油

局（M P O B）、大马 旅 游 局、大马 木

材 理 事会（MTC）、依 斯 干达特区发

展局（IRDA）和东海岸经济区发展局

（ECERDC）等政府机构也会参与是

次博览会。同时大马旅游局还会特别推

介国内今年的“魅力之城”—怡保。

回首过去5年，大马作为中国在东

盟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始终屹立不倒。

这期间，马中贸易额从1301亿零吉，持

续增长至1806.1亿零吉。来到2013年，

大马对中国总出口额 达 到416 . 6 亿零

吉，从中国的进口额则达到505.6亿零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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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亚洲的影响超越美国

大马受中国经济影响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对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超越美

国，尤其以东北亚地区最为显著。目前，大马也是被

中国影响很重要的一个国家之一，在亚洲的排名上，位居第6

位。

这项调查结果还发现，香港是受中国影响最多的经济体，

紧随其后的，分别为新加坡、台湾、韩国、澳洲及马来西亚。

其项分析也发现，新加坡、香港、台湾及韩国近两年，与

中国经济增长的关联愈来愈高，而印度、菲律宾、印尼、及泰

国情况有异，它们则深受美国影响。

渣打银行亚洲区研究主管马德威指出，以总体经济方面

而言，2003年至2013年间，第一季度的10年间，美国经济增

长率每增减1%；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约改变35%；而中国经

济每增减1%；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则约改变20%。

渣打银行针对过去10年美国及中国的经济数据，进行回归分析（Regress 

Analysia），对香港、台湾、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

泰国及澳洲等亚洲10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整理|黄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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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亚洲的影响超越美国

另外，再分析2008年至2013年第

一季度数据，美国经济每增减1%，对台

湾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变幅度扩大至近

50%，而中国经济每增减1%，对台湾经

济增长改变幅度增加约80%。

调查指出，台湾地区对美国及中国

的出口，在2005年占总出口的比重分别

约为15%及22%；但2012年对美国的出

口比重已降至12%左右，但对中国出口

却增至约27%。

再分析2012年10个亚洲国家及地

区，有8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的贸易额

超过美国，其中东北亚及澳大利亚对大

陆的贸易额远超美国，只有菲律宾和印

度出口至美国的数字较大陆高。

中国经济预测超越美国

中国经济何时能够超越美国除了

取决于经济发展增长本身之外，还取决

于人民币的汇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

放缓及美国经济的复苏，中国超越美国

的几率并不会有所减少。

美国的经 济增长也在 放 缓。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

展望》预测，如果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

计算相对价格，中国经济会在2017或

2018年将超越美国经济。IMF同时预测

中国的经济将以8.4%的速度增长，而美

国的增速则维持在3%。

从目前来看，中国二季度经济增速

下降为7.5%，但美国的情况也不乐观。

按照这个趋势，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很

难高于IMF预测的3%。

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超越美

国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7月份公

布的二季度经济数据中，美国经济增长

率预测会在2%左右，而中国则为 7.5%

，二者之差为5.5%，比IMF之前公布的

5.4%还要稍微高一些。所以中国经济增

速的放缓，并没有对中国追赶美国造成

太大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毋

庸置疑，每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都是由投

资拉动。从世界范围来看，投资是拉动

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

在1990年至2010年的世界G DP

增 长 中，其 中 5 3 % 是 由 于 投 资 的 拉

动；18 %源自资本 和劳动生 产率的增

加；30%来自劳动力的增长。这一数据

可见于姜武(音译：Khuong Vu)的新

书“The Dynamics of Economic 

Growth: Policy Insights from Com-

parativeAnalyses in Asia”《音译：

经济增长动力：亚洲比较分析的政策解

读》中。

亚洲对中国影响最
大的6个国家和地区

排名 国家/地区

1. 香港

2. 新加坡

3. 台湾

4. 韩国

5. 澳洲

6. 马来西亚

调查机构：渣打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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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出去” 
大马列重点目标国

马中推动双边贸易

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丹斯里黄家定说，“

马来西亚正朝向全方位转型与发展，这

项目标必须有赖于企业界不懈的努力，并与政府

的的计划相辅相成。”他也希望借助马中合作的

良好势头，中国企业能抓紧机遇，来马投资，多

方面进一步实现经济转型。

黄家定在马中商务理事与中国贸促会举行

的联合年度会议上，呼吁中国贸促会携手在未

来的工作事项中，并希望通过双边联合商务理

事会的机制，提升工作联系。

他说，“马中商务理事会作为沟通两国、推

进双边商务合作的机构，除了尽力在于协调两国

国家级产业园区的工作外，也希望在高端工业、

服务业、农产品、清真产品及旅游业方面，加强

两国在商务的合作关系。

中国“走出去”政策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王锦珍率领24人代表团

到大马参与一年一度的联合理事会会议。马中

商务理事会的全体董事、国际贸工部及马来西

亚三大经济特区代表皆出席会议。

王锦珍除了分析中国当前的经济表现和政

策调整，也积极响应黄家定的呼吁，认为双边联

合理事会能够就中马商贸的交流与合作进行更

多更好的配合，同时也保证马来西亚在中国企

业“走出去”的政策下，必定是中国企业往外投

资的重点。

配合联合理事会会议的召开，马中商务理

事会邀请了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秘书长里扎尔

马来西亚与中国商务理事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贸促会）议决，明年中国企

业“走出去”的重量级考察团将把马来西亚列为其中一个重点目标国。马中商务

理事会将会负责策划及主办此项招引中资的重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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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马来西亚经济概况，同时由投资吉隆坡推

广机构、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以及依斯

干达区域发展局的代表向与会嘉宾简介各别区

域投资的最新情况。

与会代表均认为，这样的解说能安排并加

深出席者对我国重点投资项目及其优惠政策的

认识及了解，对马中商务合作的永续发展带来巨

大好处。

双边贸易所带来的益处

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

确实是给投资东道国，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地方。

中国通过资源能源合作，帮助东道国提高

资源附加价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例

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与马来西亚、加拿大等

国企业合作开发苏丹的石油资源，建成了年产

2700万吨的油田生产能力，3000多公里的输油

管道以及年加工能力500万吨的炼油厂，帮助苏

丹建立了上下游一体化的现代石油工业体系，促

使苏丹经济发展获得巨大动力。

除外，中国亦通过提供金融信贷支持，很大

程度上弥补了东道国资金缺口，为当地提供了重

要的发展机遇。例如，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

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非融资支持，相继宣布了

112亿美元的信贷支持。在这些资金支持下，非

洲国家建设了像赤道几内亚马拉博住宅、刚果（

金）宗果水电站二期、埃塞俄比亚高速公路、加

蓬布巴哈水电站等一大批项目，为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后续动力。

实践证明，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给双方人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促进了各自的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对外投资合作

的深入发展，中国投资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

景，也将更多地造福当地社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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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从企业发展层面来看，大东方的表现已是不俗，而最大的成就，则是推动了

整个行业的发展。可以说，由孙一翔所领导的大东方，是最早把组装五金配件、坚

固件及组合技术引进马来西亚的业者。这样的引入，使得传统家具厂可以转型做组

装家具，从而打破马来西亚家具业在运输方面的限制，将整个行业顺利推向国际。

文：黄德居
照片：大东方控股有限公司提供

大东方控股有限公司创办人兼董事经理

孙一翔
以 家具配件引导消费
引领行业发展

转折成了事业的跨越点	

以家具五金闻名企业界成就的孙一翔，最初踏足的领域，其实并不是家具五金，

而是家具业。早在14岁那年，他就辍学，而进入社会这个大学堂。在年少气盛

之时，他曾经在无线电、家具等行业当过学徒。当时，颇具慧眼的孙一翔就意识到蕴藏

在家具业背后巨大的潜力。

“我从15岁就当学徒做家具了，当时的木工厂共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手工制作家

具，另一种则是用机械化制作家具。对从业者，普遍来说，要想学到木工的真正功夫，

就应该先到手工厂当学徒，这也是当时木工师傅的一般见解。”谈起这段过往的经历，

他兴致勃勃的说道。

鉴于此，对事业存有抱负心的孙一翔，首先便选择到手工厂学习木工，两年之后，

才转入机械化工厂做家具。这样的阅历，让他在专业方面，有了更深刻的累积经验。

“我曾经在柔佛昔加末、麻坡及马六甲做过家具，直到后来听说新加坡的温州人

做柚木家具的功夫底子很好，所以在19岁之时，就到新加坡一间由温州人所开设的，专

做高柚木家具厂去深造。学完手艺之后，我也到印尼雅加达，替印尼老板设立两家家具

厂。在机缘巧合之下，我遇到高雅木业出品公司的创办人许定勋。他是新加坡做组装家

具的先驱，也是第一位将狮城家具打入国际市场的家具厂商。”

很幸运的，在接触的过程中，无论是在人品、专业和管理方面，孙一翔卓越的表

现，皆获得许定勋的赏识，并成功当上他的助理。因为这难得的机会，他学习到许多家

具组装设计技术及各种五金配件运用的知识。

“这个机遇，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发现原来外国已经在研究可以让家具化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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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一翔，以白手兴家形式，在

短时间内，就成立了大东方控

股有限公司，目前坐拥公司总

裁的职位。公司的五金业务更

是遍及全球，其中以中国为首，

在该地通过了注册程序，是个

具前瞻性、突破及变革的成功

现时代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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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的组装技术。”

家具行业的转型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验累积后，1976年，孙一翔与

许定勋在吉隆坡旧吧生路设立家具厂，主要以生产电

视柜、喇叭箱及大木椅为主。

“70年代初期，我从事家具制造行业。那时，我

还是日本知名品牌SHARP、德国TELEFUKUN及美国

SINGER电视柜的主要供应商。鉴于当时，马来西亚

的家具厂，都以制造传统固定家具为主，这除了不适

宜外销外，无论是在搬运及库存上都面对极大的问

题。因为普遍上，一辆罗里就只能载送约20件的家

具，这简接的造成家具行业营运成本的提高。”

在行业内拥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孙一翔，当下灵机

一动，在对行业进行充分的研究后，便敏捷的察觉到

组装五金配件及坚固附件在马来西亚会将会有很广

阔的市场发展空间。毋庸置疑的，各样式的五金配件

的确是解决了家具运送方面的问题，还可以让家具组

装过程变得易于操作及简单。

自立门户成立家具五金行

1977年，对孙一翔而言，似乎是人生一次的转

折。这次的转变，无疑的，可说是为整个马来西亚整

个家具行业，完成了一次意义重大的跨越。于同一

年，他自立门户，成立了家具五金行。

在五金配件不通行的时代，要把两件木工嵌合

起来变成一件制成品，木匠得手刨木荀。然而，制作

木荀既耗费时间，也考究功夫，其过程更不能稍有差

池，若计算不当，就会功亏一篑。即便有了木旬，也不

是每个人都懂得组装，少了木匠跟班，家具便很有可

能无法组装成型，这些因素，在一定的基础上，都局

限了马来西亚家具出口行业的发展。

当下，孙一翔就及时察觉到五金配件在马来西

亚发展的可能性，并赋予家具出口行业一线生机。

“因为货物必须先拆开后组装，所以以前以一

个40尺货柜，传统家具只能运送50件。可是只要有

五金配件，现在我们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才配装，且没

有维持产品原状上的局限，每个货柜的运送量达到了

500件。”

除了很好的解决家具在运送和装配方面的问题

之外，五金配件活灵活现家具生产过程，并使得家具

产品的美观及实用度，巧妙的接连起来。家具设计师

在设计出图纸之后，家具五金商根据图纸所生产的

相应配件，不仅能够让家具嵌合得不露痕迹，也让家

具在外形上，越来越精巧细致。

“大东方可以说是第一家把组装配件、坚固件

及组合技术引入马来西亚的开山鼻祖。现在所有的家

具，都可以到了目的地，才进行配装，更有机会把家

具销售到国际市场。”孙一翔自豪的表示。

积极扩展国际事业版图

其实，对于国际市场的开发，孙一翔在很早之

前，就已经有先见之明，并著手进行过有效的探索。

早在创立大东方之前，他曾在新加坡和印尼两地，从

事家具制造业长达十年之久。在这期间，他成功协助

家具厂商，建立起先进的国际家具生产线。

随着近年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发展，孙一翔

从长远战略角度出发。迄今，他把国际化视为企业主

要的切入点，并将焦点锁定在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中

国。

结 合 中 国 改 革 后 经 济 快 速 发 展 的 良 好 契

机，2002年，他开始带领大东方正式进军中国市场，

并成功将大马家具五金行业引进这庞大的市场，在广

东省家具重镇东莞厚街镇，设立了第一家大东方在中

国的第一家分公司，成功在中国注册“E&O”品牌。

“产品在中国制造后，先在中国销售之后，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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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回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及越南等。2005年，大东

方又在上海设立另一分公司，以方便销售上海、江苏

和淅江的市场。”他接着说。

在中国成功打造“E&O”品牌，是孙一翔一直津

津乐道的成就。对大东方来说，这个品牌所代表的就

是绝对的专业、优良的品质及上乘的售后素质。为了

满足产品高品质的管理要求，在“E&O”产品的设计

和制造过程中，孙一翔广泛选择引进欧美先进技术

的工厂。

“值得提点的是，大东方从不涉及自己生产，而

是交由中国当地拥有SGS ISO9001认证的工厂进行

代工生产，既称为OEM制造。我们所选择的这些配

合工厂，往往也代工生产欧美著名品牌的家具五金，

这使得在品质上的控制，有所保证，在质量测试上，

也符合欧洲标准。

我们有一支专业的研发队伍，专门设计各种优

质，又价格廉宜的家具五金产品。再者，高效率的配

送系统及充足的货源库存，使得大东方在中国市场，

获得顾客们，良 好的口碑。”孙一翔沾沾自喜的说

道。

自“E&O”品牌登陆中国市场以来，深受客户及

同行们的认可。至今，“E&O”除了活跃于中国这个市

场之外，也回销到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及

印尼等地。

他说，“中国有80%的内销市场，这相等于1,072

亿美元的数额。无疑的，对马来西亚来说，是非常具

有吸引力的庞大市场。马来西亚厂商别只顾欧洲、美

国、澳洲、日本、印度及中东市场，而间接的忽略中国

市场。”

做生意，要懂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

这也像是求知识的过程一般，不进则退。所以，时至

今日，他还会不时定期出国参加展销会，其中就就包

括日本、台湾、韩国、德国及丹麦等地，以吸纳顶尖业

界才子的精华。

因为，他必须捷足先登，抢先在其它家具厂商之

前，获取最新的产品资讯。至今，很多新产品都是由

大东方第一家带入马来西亚市场，并推广给各家具

厂。

绿色引领行业未来发展

具体来说，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马来西亚家具

业的绿色化发展尚属于初步阶段。但是，作为马来西

亚家具五金业发展的先驱，孙一翔对于家具业和家具

五金配件的绿色发展，则有着非常渊博的认知。

他 理智的表示，“作为资源消耗型产业的五金

行业来说，既要生产五金，又要符合节能、减排、无

毒、限产等环保等政策，对于业者来说是非常艰巨的

挑战。五金行业，还是一个初步发展中的工业，要能

完全符合环保生产资格，并不容易。以我的工厂为

例，单是一个废水处理系统，就需要耗资整百万。”

但在挑战面前，孙一翔以社会健康发展为己任，

积极进行探索，在研究发出符合环保要求的绿色五

金配件的同时，也为五金行业的绿色化发展找到了一

条可行的道路。

除了积极引进先进的设备和原料外，为保证绿

色健康无污染，他还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比如大

东方的污水处理系统，有专门部门实施24小时监控；

五金产品表面的电镀线或喷粉等，也都通过了国际

SGS认证公司所做的Rosh检测。

“我坚信，多走一步就有转机。因此，无论是在

马来西亚五金行业的发展中，还是家具业绿色化进程

中，我都坚持先人一步，以引领整个行业的发展。”

孙一翔以家具这个古老产业构筑现代企业王国，

并高奏凯歌，在跨国商业版图上，增添一枚迎风飘扬

的大马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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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代，如果说中国宏观经济进入腾飞期，站在市场

前沿的中国企业便扮演着开路先锋角色。中企养精蓄

力已久，自改革开放以来，更见踊跃冲出国门之势，业

务足迹逐步渗透到世界各地。

除了业务上的扩充，在海外融资市场上市以让公司的

资本证券化，也成了企业机构另一种实力的体现。对

于现代中企，选择临近且金融服务业成熟的香港、上

海交易所作为上市首选地，并不出奇。尽管中美两大

国进入博弈时代，美国发达的金融业标志——道琼斯

（Dow Jones）或纳斯达克（Nasdaq）交易所，亦始终

是中企发股票的理想市场。

大马与同属前英殖民的香港采用类似的上市把关标准

程序。对比中企在香港或内地上市面对申请过多而需

排队，大马的批核过程相对便捷。

我国一旦对前来上市的外企放开怀抱，不但有助树造

自由开放的金融市场地位，也让投资者多认识充满潜

能的海外中型企业。

时至今日，在大马交易所上市的中企迈入第十家，且

大多来自中国的南方城市。

我们这一期找来一家在大马上市满半年的中国汽车

零件（China Automobile Parts）以及另一家正在

酝酿上市，也是预期中第十家上市的中企康尔竹业

（Kanger Bamboo）。

上市中企满十家	
立足大马展翅飞策划|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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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零件有意在吉隆坡设立投资者联络中心，康尔竹叶则计划在玻璃市州属

设厂。这都凸现了大马对中资并不仅仅是筹资的过站，而是充满多重拓展意义的理想

地。

从这两家中资所从事的业务与经验分享，也勾勒出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受访者从事

领域多元，显示出中企在不同领域各领风骚。第二层意义，两家受访中企都高度注重

在研发技术和专利的创新层面。

展望未来，当中国概念股（俗称龙筹股）趁着中国崛起的浪潮蜂拥而至之际，全球需

要深入了解在海外上市中企的处境和来意。诚然，当投机者一窝蜂闻股价起舞，真正

的投资者明白到，唯有回归到投资企业的基本面，才能稳扎稳打，成为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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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公司的基本面及整体汽

车领域的发展前景来看，我有一

个很强的信念，就是我们公司

的实力规模不仅是现阶段如此

而已。”中国汽车零件董事经理

李国清在主持大马上市首届常

年股东大会后，接受本杂志兼

会讯专访时，如是表示。 

中国汽
车零

件

以锤炼专业技术驶向成功

文｜朱国滨　照片｜中国汽车零件 提供

该公司数年前以泉州凤顺

的品牌在中国起 步，创

业至今已然成为神州市场数一数

二的汽车零件供应商。来到2012

财政年，中国汽车零件的毛利润

年增16%至2.25亿人民币（约1.1

亿令吉）及取得高达7.02亿人民

币（3.45亿令吉，15%年涨幅）的

营业额。

公 司 规 模 稳 步 壮 大，加 上

万事俱备，中国汽车零件半年前

已走经向上市征途，这似乎已成

了顺理成章之举。从上市日期来

看，中国汽车零件算是较后期来

马上市的中国企业。

到底是什么魅力让这一家品

牌 与管理 层 都焕发着年轻朝气

的中企如此青睐着大马？甚至作

为上市及未来扩展经销版图的中

枢站？在今后，它尚有何规划？经

商情况是否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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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大马为投资基地

李国清指出，大马运作着完善及成熟的开放

资本市场，让公司管理层的信心打了个底。

他说，“尤其这两年大马证券市场创造很多

纪录。如去年出现了像综合保健控股（IHH）与

FELDA环球投资（FGV）的重量级蓝筹股，马交

所跃升为亚洲最大首次公开售股（IPO）市场。另

边厢，上市后公司的品牌在行业内也将进一步树

立起正面的形象与口碑。这对我们瞄准的中端客

户市场的印象分，起到加分作用。”

中国汽车零件是大马经销产品中少有的中

企。迄今，该公司的产品不但能在首都吉隆坡买

到，还广泛销往槟城、柔佛和东马等地。

中国汽车零件透过出口商在我国获得了稳定

的客源，这足以显示出该公司在大马市场销售活

动往来的频密。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业务逐渐稳

定的模式下，该企业也同时间，获得证券经纪与

投资银行的认可及鼓励，并顺水推舟的完成了上

市的里程碑。

由于之前来马发展的中企多是服装业，而就

该行业而言，表现并不出色，这导至拖累股价的

表现；而恰好的，这情况或多少都会造成大马投

资者，对来马上市的中企有些误解。李国清中肯

的表示，服装业不景气是全球性问题，毕竟连耐

奇（Nike）、阿迪达斯（Adidas）的业绩增长也

同样表现不佳。早年在马上市的中企主要以服装

业为主，这次选择进军大马的中国汽车零件则显

得截然不同。

李国清乐观展望，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汽

车零件业在中国迅速发展，这也是大势所趋的导

向。“现在的关键点是促进更多民众，包括投资

者与非专业人士多了解汽车零件业的运作，毕竟

该行业比服装业更为复杂。”

目前，该公司三份之二的营业额订单，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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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源自于中国。另外三份之一营业额的订单，

则源自三大地区即东南亚、中东与南非所贡献。

其中，尤以菲律宾、印尼及大马市场为主。

菲律宾与印尼人口庞大，享有人口增长红利

的长期甜头。大马人民的拥车率很高，现有车主

的维修需要，是市场一大保证。大马也是销往全

球市场的理想转口据点。

中国汽车零件旗下主打的泉州凤顺汽车零件

率先在2004年打开知名度。

开业之初，公司主要由工作拍档兼公司现任

副主席王焕池出资金，李国清则主管技术与市

场营销层面。“凭着我跟王焕池的实战经验与长

远目光融合起来，这家公司理念油然创立及诞

生。”

伯乐遇健马

资料显示，王焕池在陆港有近40年的营商

经验。1999年，王氏从成衣业，后转换跑道至五

金贸易，间中也有销售组装汽车的螺 栓和螺帽

（bolts & nuts）。在机缘巧合下，王焕池看到

产销汽车零件的潜能，从而为泉州凤顺的招牌铺

路。

李国清表示，凭着本身对汽车器备有一定的

理解与技术掌握，与王氏一拍即合，联手创办中

国汽车零件。“随着中国逐步实现改革开放，当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们瞬即觉

得这是一个千年难逢的新时代契机。”

效率至上拓产能

自1月份上市以来，中国汽车零件大方向未偏

离正轨。相反，该公司的轨道越走越明确，未来

将致力于提升生产效率。

李国清重申，管理层正着手探讨在吉隆坡设

立投资者联络中心和长期设厂的可能。长期以

来，中国汽车零件跟全球经认可的出口商一直保

持着良性的互动。“在商言商，公司需要有担当的

中介出口商，因为后者能负责解决产品外销海外

的运输风险、全球销路以及资金周转问题。”

过去几年，考虑 到低生产成本及高内需潜

能的利好因素下，车商迁厂至中国的趋势有增无

减。这股风潮将带动周边的汽车零件产业。

不过，迹象已显示，中国劳工阶级的成本开

始上涨。李国清强调，“因此公司要在设备上提

升效率，减少人工消耗。”中国汽车零件其中一个

解决方案，就是尽量提前完成扩建福建晋江市生

产基地，尽可能实现节省投入预算。

奈何，汽车零件业同样面对不少的挑战。首

先，要生产汽车零件，少了原料供应不成事。“这

是全球各领域厂商面对的共同问题；譬如，若钢

铁原料短缺，包括建筑和交通的多个领域都会受

到波及。”李国清表示对此从不松懈。“其实，全

球最好的钢材与不锈钢原料供应商都集中在中

国。在议价过程中，我们将充分善用在地理上的

优势。”

壮实力以求稳中胜

另外，有商机的市场，就肯定存在着竞争。“

我们从事售后服务，如何突出产品服务多元化与

素质很重要。”中国汽车零件公司手上目前持有

约10个注册商标产品、具备行业内的高端技术与

改进设备的后天优势。其专利皆得到汽车界最高

肯定，包括AQA国际颁赠的ISO/TS16949品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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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的保证书。当中，主打的３大品牌既力顿、

索力和培力更是广受欢迎，在技术上领导市场。

李国清承 认，未 来將加强 技 术团队，著重

技 术改 进。“虽 然我们没有正式 成立研发部门

（R&D），但我们的技术团队都是专业户，精于

研制出各种实用且创新的汽车零件；接下来将研

发新产品，增加现有技术的精准度。”

凭着这一点，国外客户近年来，也正在增加

对其公司的青睐度，未来的期许既是朝着扩展海

外经销网络的发展。

艰难时期见真章

中国经济增长自去年起显出疲态，但稳扎的

企业反而能从危机中见到商机。李国清表示，对

于更细分的汽车零件市场，艰难时期反而能让实

力企业见真章。

在非常时期，通常会加速汰弱留强，被淘汰

的企业将留下真空的市场 份 额。“我们凭着实

力，足以扩大至抢滩这些新客户。”而且，该公司

主要服务对象为一级售后市场。这意味着，公司

生意量未必跟同年汽车销售量挂钩，因落地新车

的维修率普遍不高。汽车零件主要依靠过去几年

售出车辆累维修工作的累积量。打自前三年中国

汽车蓬勃产出，未来数年汽车经过磨损（wear 

and tear）的零件更换趋频密，底盘与内部零件

的需求增加，生意量已有一定保障。“目前，我们

每年拿下当中3000辆汽车住户的信赖，维修量

将是每年两次。”

 “车龄越大，维修次数将更加频密。只要赢

得回头客，意味着生意量呈衍生性增长。”

李国清预计至少未来3至5年内，汽车的维修

业前景将不成问题。“我们也针对货车交通工具

提供一站式专业维修服务。”

而且，中国汽车零件控股除了在中国17个省

份有销售业务外，亦计划將业务拓展至中国西北

地区，包括新疆、甘肃、宁夏及青海在内的二线城

市。“随着中国继续落实配合西部大开发的十二

五规划，这些西沿地区的商机将潜能无限。”

长期经营筑信心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签定，汽车业将逐

步开放，李国清也乐见关口更多税收得到减免。

“该协议对我们公司，乃至于整个汽车产业

来说，都肯定是好消息。”这更方便我们产出产

品渗透入大马市场。”宏观而言，这无疑为中国和

东盟成员国的经销商打开一道商机。

谈到未来中企在大马上市的展望，李国清嘴

角上扬，简洁说出“陆续有来”四个字。

“因为中企终会领悟到，只有当资本市场与

传统业务相结合，才会为公司与投资者带来正面

效益。

为了消除大马民众对中企的陌生感，李国清

建议，后来者不妨设立投资者联系中心。且透过

媒体报道，让民众了解背景，再不时更新公司的

最新进展消息，以建立一个良性互动管道。

就像中国汽车零件，即以透过实际动作，为

投资者注入对中企的信心。“像我们就许下20%

派息率的承诺，表示对回馈和重视股东的一个心

意。小股民本身了解不深不是问题，最重要我们

须要不断改良技术与管理效能，赢得信任。因为

企业文化以及跟投资者的联系，是需要长期经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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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尔竹业（K
ang

er	B
am

boo
）

胸有成竹兼稳步研发

文|朱国滨

趁着康尔竹业总裁兼首席

执行员 冷 醒 民 来 马 跟

进策划上市的事宜，经过特定安

排，前往该公司大股东在武吉丁

宜高原（Bukit Tinggi）一所研

制的竹房内，与冷醒民进行了一

场专访。

稳步上市，玻璃市设厂

自古以来，从挑在肩上的竹

竿，到受得住风吹雨打的住房，

竹子对人类 文明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竹也不

局限在旧时代的产物。“只要用

心研发，竹元素可用在与人息息

相关的衣、食、住、行上。竹业可

重新成为日升产业（Sunrise In-

dustry）。 ”

而且，随着全球引来世界村

和提倡环保的年代，具东方蝉味

的竹，成功俘虏了欧美、中欧俄

罗斯与中东消费者的心。

为了稳步上市，该公司以本

地公司名义注册。“我们不走一

般外资公司借用英属维尔京群岛

（British Virgin Islands）注册

上市的路，”此举正面推翻了部

分投资者误解中企常用空壳公

司的负面印象与隐忧。

而且，康尔集团的大股东也

“竹，取之于民，回报于民。”这

是康尔竹业集团从创业至今，始

终深耕一套“以人为本”的企业

文化。当康尔竹业出现在大马

交易所的创业板，并计划赴玻

璃市设厂，将这套经营理念复制

到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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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是本地知名人物。不仅包括在本地生物科技领域的

专家学者，且还成功引进玻璃市皇族，既前两任元首

注资做股东。“东方竹文化具独特韵味，文化上的共

鸣，让大马皇室十分亲睐竹地板。”

另外，在国际上具知名度的马来西亚森林研究院

（FRIM），也是康尔集团中马国际竹业研发中心的长

期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说，上市只是公司的一个新起步，康尔竹业

即将打响的首炮，即是在北马玻璃市设厂。

冷醒民表示从事竹业，除了盈利，还可从三个层面

回馈社会：第一，环保工业；第二，制造就业机会；第

三，创造经济效益。

从地理上来看，玻璃市北通泰国曼谷、缅甸和中

国；南接大马、新加坡和印尼。

“北马对外的销售与原料引进运输链上，都占尽

优势。海运上可利用槟城的深水码头，陆运则使用直

通泰国、缅甸，甚至中国西南部的内陆道路。”

对于北马经济走廊特区（NCIA），不但能为当地

人民制造多个工种机会，还能丰富北马制造业的多元

性，培训出竹业领域的本地人才。

竹雅俗共用

无论如何，如何改善人们对建房子必须要用上钢

骨水泥这个根深蒂固的既定印象，成了竹元素能否登

上大雅之堂最大的悬念。

“从初期的竹制地板开始，人们对接受竹房的思

维逐步开放。”

竹具备一般房屋建材的特质，经得住风吹雨打，

且有过优而无不及之处。竹房又比木房好，防白蚁、防

海蚀、防火以及防腐烂。同时，竹具备了加工建材的特

性，如类似云石的凉性迎风作用。

“所以，竹屋不但大气美观，质地上冬暖夏凉，非

常适合地处热带的大马及其它国家。”

在更长期的日子内，冷醒民不排除会跟房产商合

作，率先为私人会所或酒店公寓合作，引进竹制装潢

家具。

除此，竹兼备韧性与轻便性，也适合制成研发应

急品（ever ready rescue product）。“一间简单的

竹屋，可在灾后一周内建成，非常适合为无家可归的灾

黎提供避风港。”

多用途的开发

5年前，冷醒民看到竹制技术，作为善用再生资源

的一门传统技艺，有开发的潜能。“研发工程引进了组

织培养（Tissue Culture）技术，从改造种子开始，这

就是我们胸有成竹的来源。”

目前，该公司旗下三家大型加工厂年产300万平方

米的竹制品。

5年的研发过程中，为求精益求精，该集团不惜工

本，至今花了数千万人民币资金。该公司的产品测验程

序包括甲醛排放、抗磨损与吸水性膨胀测试等等。

 “秉持长远经营的理念，我们旨在多元化竹子加

工后的用途，迎合不同需要的客户。”

研发的其中一环，考虑到消费者的用后感和口碑，

研究团队也周全深入产品的保养耐度。因为家私产品

是否易于保养，将左右长期消费者的忠诚度。冷醒民

表示，基本上竹制硬件如地板或墙身装妥后，不需要

特别打理。

“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实现产品拥有50年寿命。”

在品质保证的优势下，该公司还为客户提供额外十年

期限的保险附加服务。冷醒民充满信心，公司未来3年

能转往主板（Main Board）上市。

根据大马交易所上市的指南，主板上市条件为：

一、公司在连续3至5个财年，累计税后盈利至少

2000万令吉，以及最新财年的税后盈利至少600万令

吉或者；

二、公司市值至少5亿令吉，以及至少拥有满1年

的营运收入。

发展至今，该公司集竹制品研究、设计、生产、销

售为一体。经过风格定位、工艺技术、品质精度等方面

潜心研究，康尔竹业已蓄势待发，有能力引领中国竹地

板未来发展潮流，加速中国高品质竹产品走向全球，

渗透到家家户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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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T快递（大马）私人有限公司是马来西亚其中一家举足轻重

的快递邮政服务公司之一，它除了为跨国公司服务之外，也非

常重视国内的中小型企业，并为它们提供与跨国公司同等的

物流服务。

全球领先快递服务
重视中小型企业

以中小型企业伙伴为市场定位	

TNT快递（大马）公司董事经理张翔中在接受《马

中经贸》的访问时表示，“公司非常积极地协助

中小型企业，不管中小型企业的物流开销是多少，

只要它们向公司开设户头的话，就无须符合最低的

开销额，便可以享有与跨国公司同等的待遇，例如

获得账期的期限都是一样的。

公司所提供的快递邮政服务是不分公司大小，

大家都一视同仁，而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商业对商业

(B2B)，这是因为我们的公司看准这一方面的业务。”

他继而说道，“公司也以“做为中小型企业伙

伴”为市场定位，锁定这个具有潜能的市场。”

他 进 一步解 释，“我们将中小型企业当作伙

伴，所以提供服务快递邮政服务之外，也会尽量为

中小型企业分享技术、知识等方面的经验。在技术

方面，我们会提升我们的网络服务，举个例子，客户

只要在我们的网络打进他们的客户资料之后，之后

这客户资料就会存在公司的网络当中，客户不必每

一次都要再次输入有在客户资料，节省他们运作的

时间。

至于在知识方面，客户可以谘询我们意见，以

达到最节省在成本，又不会延误时间的快递方法，

我们的专业人士会提供给他们最佳的解决方案。”

公司具良好的竞争优势

T N T 快 递（ 大 马 ）私 人有 限 公 司 是 国 际 集

团— —TNT集团的子公司，而TNT集团则是全球领

先的快递邮政服务供应商，为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

全方位的快递和邮政服务。

总部位于荷兰的TNT集团，在欧洲和亚洲提供

高效的递送网络，并且正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运

营分布来最大幅度的优化网络效能。它在全球拥有

约7万名的员工。

张翔中表示，“由于获得母公司的做为后盾，

所以，TNT快递（大马）私人有限公司拥有良好的竞

争优势，例如我们拥有良好的空中网络（Air Net-

work），也就是庞大的机队送货，任何交付给我们

的邮件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目的地。

目前我们公司在200个国家，或是地点提供定

时和定日快递服务，而马来西亚则是其中一个国家，

我们在全马设有11间分行，范围包括东马和西马地

区。

物流业是将来市场的彗星

询及物流业的前景时，张翔中表示，“其实，物

流业的前景是光明的，因为不论在任何经济情况底

下，企业都必须用到物流服务，也就是说只要有企

文|林辛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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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运作，物流业的需求就不会间断。全球运输领

域依然非常依赖欧盟国家表现，TNT集团便是一家

涉足全球的欧洲公司。

为了持续写下强劲成长，TNT快递除了要提供

具备成本效益的服务，也必须透过与中小型企业结

为伙伴关系的商业模式，以探讨更多的商机。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全球经济趋势将打击跨国

公司，TNT快递的商业模式更重视中小型企业客户

的策略是正确。据悉，中小型企业客户目前共占TNT

快递（大马）私人有限公司超过50%的业务比重。”

众所周知，做生意当然不能一层不变，任何生

意都必须随着经济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因此，TNT

快递（大马）私人有限公司也不例外，为了让企业可

以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继续享有物流服

务，TNT快递（大马）私人有限公司已经开发了陆路

货运，以辅助空中货运。

张翔中指出，“陆路货运具备快速及价格廉宜

的特征，因此，这正符合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需求，

未来的发展潜力非常庞大。由于航运的价格昂贵，

海运缺点则是时间较长，因此，陆路货运具有非常

庞大的成长空间。值得一提的是，陆路货运比航运

节省30到40%的成本，所以，很多企业开始选择陆

路货运，以节省公司的运作成本。

举个简单的例子，从吉隆坡前往中国南北，陆

路所需时间为7天，海运时间则是需10天，如果再加

如果再加上海关程序，大概就要11天。”

他胸有成竹的指出，“该公司至今已经建立完

善的陆路货运系统，并放眼成为马中投资者的合作

伙伴。”

培训人才计划

询 及 公 司 的 培 训 人 才 计 划 时 ，张 翔 中 表

示，“公司采用国际认可的认证制度—Invest In 

Peopl e( I I P)为员工提供训练，通 过这个认证制

度，公司将有系统地吸引人才、培训人才及留住人

才。”

在对员工的训练方面，他说，“这主要可以分成

三个部份，即这位员工必须要拥有公司所要的技能

和可以接受公司的企业文化；在特定的部门拥有技

能，以及个人所须要的发展，也就是他自己所兴趣

的领域。

员工必须了解公司的大方向，这就是企业文化，

而我们公司的大方向，便是成为一家最受推崇的快

递公司，与此同时，让公司成为客户首选的快递公

司，以及要有出色的业绩，也都是我们的部份企业文

化，公司全体员工都必须朝这个方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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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市场策略	

1999年，牛根生创立了蒙牛，短短6年的光景，即在

2005年，就让这品牌火速走红，成为中国奶制品

营业额第二大的公司，其中液态奶和冰淇淋的产量都

居中国第一。

蒙牛由一个名不见传经的品牌，变成中国人民接受

的金字品牌，毋庸置疑的，它在善用时局，建立品牌方

面，为企业提示了一个模范的榜样。

早在蒙牛成立初期，牛根生就把其发展策略定位

为“逆其道而行之，借他力壮大自己。”虽然当时蒙牛

并没有奶源，亦没有工厂，但是就当时而言，一批顶尖

的人才，就是蒙牛最大的资产。他想到了“虚拟联合”

的发展方式，也就是说用自己优秀的人才，去管理那些

经营不善的小乳品公司。

这些发展不景气的乳品公司有自己的厂房和生产

设备，缺少的就是管理概念上的创新，而蒙牛除了人力

上的资源，恰好的，就连最基本的基础设备也没有。

通过虚拟联合的方式，蒙牛只对这些小企业的设

备及人员进行使用和支配，但不做资产转移，企业所有

的设备依然归企业所有。蒙牛只是利用这些资源，用自

己的管理及自己的品牌，实现双方互惠互利。这种“先

建市场，后建工厂”的营销策略，不能不说是牛根生的

一种创新。

通过为合作的一方出人才、出标准、出管理、出技

术、出品牌等方式，蒙牛成立当年在中国协助8家有困

难的企业度过难关，并盘活数亿资产。与此同时，第一

批蒙牛牌纯牛奶、冰淇淋、全脂甜奶粉等产品相继在

当年面市。

而在同年6月，蒙牛自建的第一个生产基地，在内

蒙古和林格尔县破土动工。

出奇制胜的品牌攻略	

向来，蒙牛集团皆被全球视为中国企业顽强崛起

的标杆，这主要是因为蒙牛产业链上联系着百万奶农、

千万奶农及数亿的消费者，甚至，它还还被评估为“首

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最具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在蒙牛的品牌宣传上，牛根生充分利用了当时企业

宣传不太重视的路牌广告的方式，既投入极少的资金

就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这使“蒙牛”这个牌子，迅速为

内蒙人所熟悉。

2005年，超女这档娱乐选秀节目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在内地走红，当时作为冠名赞助商的蒙牛知名度

和影响力也大力的提升；它打出了以“举起你的右手，

为中国喝彩”的口号，再者，其“航天员专用奶的广告”

铺天盖地的出现在中国各个城市角落，蒙牛也从此家

喻户晓。

近年来，蒙牛乳业投资数亿元资金用于奶源基地

建设和升级。如今，蒙牛乳业旗下拥有11座万头以上的

规模牧场及几千家中型和小型的牧场，正在发展中，这

些都成为蒙牛绝大部分奶源的保证。

蒙牛还将绿色循环经济融入生产过程当中。2008

中国蒙牛全方位的牛奶矩阵和多品类的明星产品，离不开其创新的理

念。2003年，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最大的盛事，莫过於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

的成功发射，载人飞船升空。蒙牛创办人牛根生，就是懂得捉紧这个机会，建立

自己的品牌，让蒙牛成为宇航员饮用牛奶的指定供应商。

　　　  品牌策略

文｜黄德居

创营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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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蒙牛以大手笔的金额，投资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

畜禽类沼气发电厂，每日可处理500吨鲜牛粪及生产沼

气12,000立平方米；每年可以向国家电网提供1000万

千瓦电力，甚至还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授予“加速中国

可再生能源商业化能力建设项目及大型沼气发电技术

推广示范工程。”

迄今，蒙牛已经成为中国奶业率先实施绿色包装计

划的乳品企业。在蒙牛，绿色俨然已成为一种注入企业

发展与山产环节之中的动力。从奶源到产品、从包装到

供应商、从企业发展战略到消费者与行业的环保倡议，

蒙牛正在演绎的是一场白色产业的绿色传奇。

牛根生于“牛”结缘	

初面世的蒙牛，一无所有，无工厂、无奶源，且无市

场。办公室在破旧的宿舍楼内，50多平方米的民宅里，

摆放着几件简单的家具，这全是从牛根生从家里搬来

的。

这个世界不是有权人的世界，也不是有钱人的世

界，而是有心人的世界。有心人擅长“三不做”，既做

事、做势和做事。牛根生认为，“做市”是目标，“做

势”和“做事”是实现该目标的左膀右臂。在他看来，蒙

牛“做事”的本领不差，“做势”的本领尤其强悍。

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牛根生找到蒙牛发起人之

一的孙先红，他首要职责在于广告宣传。当时，中国呼

和浩特市300对个路牌广告，一夜之间换成蒙牛的广

告；1999年6月，蒙牛产品下线的第二个月，其广告就登

陆中央电视台。成立之后，蒙牛首先闯入北京、深圳、

上海及香港四个相对高端的牛奶市场。

2005年，蒙牛销售收入实现首次突破百亿元大

关。比牛根生当年提出的目标提前一年完成。这期间，

蒙牛在中国共经营了22生产基地，合计产奶量达478

万吨。随着2004年12月中国规模最大的单体牧场—蒙

牛澳亚国际示范牧场的建成，蒙牛在全国（5000至

10000头规模）牧场群的计划也迈入新的里程碑，并

拉开序幕。

免费体验；小区包围超市打开市场

攻打深圳时，蒙牛没有采取线上的疯狂投放，而是利用“
来自大草原”的牛奶口号，与消费者进行沟通，免费尝
试。

借力国际事件；迅速提升品牌飞跃度

蒙牛借助神州五号提升了品牌的知名、美誉及价值度。
在消费的眼里，蒙牛是高档牛奶、纯牛奶及好牛奶的象
征，因为蒙牛成为中国航天员的专用奶。这一年，蒙牛销
售额达到40多亿人民币（约21亿令吉）。蒙牛实现名利
双收的局面，尤其在品牌传播方面，蒙牛由一个二线品
牌直接上升到一线品牌，成为了中国乳业第一军团，可以
说是真正实现了“品牌崛起”。

借力社会事件；迅速提升消费者知名度
为购买“超级女声”节目冠名权，蒙牛乳业投入了1千
400万人民币（约730万令吉）。在竞得冠名权之后，为了
投放“超级女生”标志的公交体、户外灯箱、平面媒体广
告，蒙牛又追加了将近8千万人民币（约4千160万令吉）
的投资，就连海报也印刷了1亿张。在“蒙牛酸酸乳”的
包装上，也印有“超级女声”活动的介绍。蒙牛将“超
女”的影响用到了极致。蒙牛酸酸乳通过线上的电视、
报纸、户外、车体的传播，引起关注，再通过线下的产品
的包装进行深度关联，利用大众传媒对“超女”的关注，
让企业及产品本身成为了焦点，完成营销的目的，带来的
效益是巨大品牌和经济效益。大量年轻人也因为喜欢这
个节目，而开始喝“蒙牛酸酸乳。”通过酸酸乳产品的
娱乐营销，消费者已经把蒙牛品牌看成现代化、年轻
化及时尚化。

3蒙牛的定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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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黄德居
照片｜同益船厂有限公司提供

同益船厂
5年创逾8亿订单

大马造船工业一日千里	

马来西亚是世界有名的造船厂之一；而属于马

来西亚最大的州属砂拉越，造船业就是最主

要的经济活动之一，同时也是政府高度关注的工业之

一。

拿督刘乃好，来自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的诗巫，牢

牢掌控造船业的命脉，在造船界声誉卓越。他现为马

中经贸中央委员兼砂分会副会长，积极在中国展开拳

脚，扩展事业。

长期以来，他在中国各领域的建树受到中方的肯定，

现亦是中国成都海外交流协会的副会长、中国福建省海

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吉林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

中国福州市海外联谊会理事及中国宁夏海外交流协会理

事。

拿督刘乃好对人才的珍惜与培训，让同益在造船

领域有了更卓越的条件，但源源不断的订单，也让公司

的现状很快就达到饱和的境界。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

也为了整个业务的发展与前景著想，唯有扩展订单的

范围，寻求与国际间的合作。

公司目前拥有员工700人。

市场耀眼的新慧星

1991年，拿督刘乃好赤手空拳进入造船业领域

打天下，成立了同益船厂（Tuong Aik Shipyard Sdn 

Bhd）。时至今日，总共为世界各国制造并生产了超过

310艘的各类型船只，尤其是在最近10年的业绩，更

是逐年增加，年均生产量为25艘。

拿督刘乃好当初从船业务进军造船厂，在短短18

年的时间，将同益船厂成功挂牌予马来西亚证券交易

所，并同时证明了同益船厂，在业界是首屈一指的。

2009年，同益岸外有限公司(TAS Offshore Bhd)

成功在大马上市，成为市场上，另一颗耀眼的彗星。

迄今，在拿督刘乃好的领导之下，同益船厂的业务

市场遍布世界各主要城市，其中包括中东地区的阿联酋

(UAE)、巴林、新几内亚、印尼和新加坡等国家。秉持着

企业家的精神，他以实力和势力向世界证明，成功打造本

身品牌的神话。

5年逾8亿订单

长袖善舞的拿督刘乃好，经商眼光独到，看准中

国这个世界未来经济霸主的庞大经济体，在2007年，

大马的造船业出现饱和之际，毅然将部分的订单转交

给中国商业伙伴去处理。

打从2007年的第一项合作计划，双方的合作就建

立在彼此的信誉基础上，至今几乎同益船厂的70%订

单，已经交给中方去处理。

拿督刘乃好之所以将如此庞大的生意量交给中

方，主要是他看中了其商业合作伙伴。

中国交通建设属下的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工程有限

公司和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的企业和人力资源上的配

合，让他产生巨大的信心。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成功，就先读熟自己，再来发挥，在他的人生理念里，他首先是稳固了本身的

经济基础，而后再卯足全力的做服务工作。鉴于此，在他拥有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后，拿督刘乃好就积极参与社会

服务与教育文化建设的工作。多年来的辛苦耕耘，今天的他，已经是鼎鼎大名，大家所仰慕的文化、经济和世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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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益船厂	简介
(Tuong Aik Shipyard Sdn Bhd)

由拿督刘乃好率领的同益船厂，在这

个领域上，可说是享誉全球，在过去

近20年来，一直引领着此行业的前

进。这也导致同益不断被置放在国

际业界版图上，吸引了世界各国买家

的信任。

中国交通建设属下的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工程有限公司和广

州航通传业有限公司的企业和人力资源上的配合，让他产生巨大

的信心。

有了这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的协助，同益在本国的业务将

可以专注在拖船的建设上，这是应付印尼庞大市场的需求。

合作始于2007年

同益船厂与中国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的第一项合作，建立于

2007年，当时是一份价值2亿马币的订单，建设7艘多用途海上工

作船。

2012年到2013年的8月份，是两间公司合作的高峰期。同益船

厂价值6亿令吉的订单，主要是建设岸外补给船，交给了广州航通

船业有限公司。

这些订单，将于今年11月陆续交船，而同益亦有进一步计划，

希望将会有更多的新订单，交给这个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未来还有

3亿令吉的订单在考虑当中。

同益船厂之所以看好中国交通建设公司来负责其订单，其掌舵人

拿督刘乃好所看好的是该公司的财力与设备，更重要的是信誉和质量，

促成彼此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互动。

同益船厂在马来西亚是顶尖之一的造船厂，多年来享誉海内

外。中国交通建设公司更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这两大企业机构的

合作，不只是惠益其客户的长久利益，也符合现代企业精神。

为文化教育

向来，拿督刘乃好一直在文化贡献方面亦不落人后。他目前是

砂拉越多间华文独立中学的董事，其中包括民办黄乃裳中学的副董

事长。

在推动文化事业方面，拿督刘乃好可说是身体力行，由他所领

导的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是马来西亚砂拉越州一个专司研究及

收集砂州华族文化与理事与文献的一个非盈利民办机构。

在他的领导之下，为协会成立了2项的基金，即出版基金及学术

研究基金，供学者及研究人员获得赞助，以进行学术性研究工作。

他还不只一次的带领学术人才到访中国大学进行交流和学术

探讨。

同样的，由他所领导的砂拉越留台同学会与诗巫造船公会，也

成立了一项的奖学金，赞助学生到中国台湾大学修读造船系，积极

为本国培育优秀的造船与船舶的设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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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在马
  所需缴的税务

外
籍
人
士
在
马

这一期，主要和大家谈谈

当 外 籍 人 士 在 大 马 投

资房地产时，需要缴交什么税务

呢？ 

这一期，主要和大家谈谈当

外籍人士在大马投资房地产时，

需要缴交什么税务呢？ 

在马来西亚，无论是“税务

居民”或“非税务居民”，其买卖

资产所得的盈利(Capital Gain)

，一般 无需缴付税务。然而，若

进行买卖房地产，则必须缴付产

业盈利税(Real Property Gain 

Tax)。

众所周知，本区域尤其是中

国、香港及新加坡等地，近几年

来的房地产价格及租金频频创天

价。相反马来西亚的高级住宅，

特别是位于首都吉隆坡的公寓，

除了比 起 上 述国家 及 地区低许

多，甚至也比国民平均总收入都

比马来西亚低很多的曼谷，马尼

拉、雅加达的房产价格还便宜。

加上马来西亚政府为了活跃

国内房地产巿场在20 06年放宽

了政策，降低产业盈利税，让马

来西亚房地产市场更具吸引力，

进一步促进了外国投资家对马来

西亚房地产的投资热潮的上升。

买卖房地产盈利

自我国政府于1975年推出产

业盈利税以来，无论“税务居民”

或“非税务居民”，所需缴付的盈

利税税率一致。该税率曾一度企

高至30%。然而目前，转售持有5

年以上的产业，产业盈利税税率

为0%。 

另外，投资房地产者在缴付

产业盈利税之前，也可抵消一些

关 联 费用，并 扣 除 税 务 豁 免优

惠。其中关联费用包括律师费、

佣金、给予土地测量师、估价师、

会计师、产业代理或法律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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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需
缴
的
税
务 

上一期，与大家分享了外

籍人士在马所需要缴交

的 一 些 税 务，包 括什么

是税务居民或非税务居

民，并且 两者所 需 缴 交

税务的基本分别。

以下为我国产业盈利税推出后至今发展一览表：

持有年份 之前 1.4.2007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第1至2年 30% - 5% 10% 15%
第3年 20% - 5% 5% 10%
第4年 15% - 5% 5% 10%
第5年 5% - 5% 5% 10%

5年 (企业) 5% - - - -
5年 (个人) - - - - -

外籍人士在马
  所需缴的税务

外籍人士在马
  所需缴的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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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在马
  所需缴的税务 的报酬、转名费用（如印花税）以及招徕买家的广告费

等，而税务豁免的优惠则包括： 

a. 纳税人的产业盈利税的豁免税额达RM10,000或产

业盈利所得之10%，视何者为高。换言之，若纳税人

在出售产业中仅赚取RM10,000或产业盈利所得之

10%而已，就无需缴付产业盈利税。

b. 亲属之间的产业转让，即父母与子女、夫妻、祖父祖

母与孙子之间的产业转让，都可获得税务豁免的优

惠，唯继承者日后出售该产业，则必须支付产业盈

利税。

政治稳定投资环境占优势

相较东南亚国家如泰国和印尼等，马来西亚一向

以来经济稳定发展、政治安定，是一个可以安心实行

投资的国家。 

马来西亚地处全球经济势力即中国、中东、印度、

印尼以及日本和韩国的中心点，也因是东盟成员国内

拥有最好基础设施的国家之一，一向以来是外资热衷

投资之地，更是优越的国际贸易中心。

而投资马来西亚的房地产，除了物廉价美、产业

盈利税及印花税偏低，其租金回报率也不低。许多投

资者甚至可以利用租金收入支付每个月的购置产业贷

款。

租金收入

当然，租金收入是必须缴税的。但值得一提的是，

若租金被纳为“业务收入”（Business Income），纳

税人可将所赚取的租金收入，用来抵消往年租金收入

的亏损，并获得资本津贴优惠，以降低税款。

与此同时，投资者也可扣除出租产业所涉及的费

用，进一步调低必须呈报税务的租金收入额，包括：

1. 房地产代理招徕继首个以后的租客费用

 （产业招徕第一个租客的房地产代理费是不能被

扣税的）

2. 支付可产业管理机构有关的维修服务费

3. 地税及门牌税

4. 产业的保险费

5. 产业的维修及保养

6. 付给银行贷款的利息，用作房地产融资以赚取租金

7. 支付续期租赁协议的律师费和印花税

 （第一次租赁协议的律师费是不能扣税的）

经济转型以确保投资收益最大化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増加，城市的集中化，未来几

年内，吉隆坡市内的住宅与房地产需求不断增加。政

府也预测，2020年居住在首都大吉隆坡的人口要比现

在增加65%达到约1000万。

而为了达到先进国，许多策略包括如大吉隆坡计

划，将吉隆坡市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并将之转型为

国际大都会。其建设项目包括捷运系统计划（MRT）己

开始动工，而链接马来西亚吉隆坡与新加坡的高铁，

也将在2020年投入服务。随着MRT与高铁路线建设

地沿线和地区的地价与租金市场可谓热力四射。

除了大吉隆坡计划，我国近年来相继推出的大型

发展计划如经济特区如伊斯干达特区以及敦拉萨交易

区等，相信也将吸引许多国际企业在马来西亚设立据

点，更进一步带动房地产业的发展。 

而有意到大马投资者，应抓住这项契机，为自己带

来更多财富，与此同时，也应充分了解及掌握本地的征

税条例，以及各种扣税和节税方式、税务便利与优惠，

让投资收入省下更多没有必要“缴出去”的税务。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外籍人士在马
  所需缴的税务

外籍人士在马
  所需缴的税务

外籍人士在马
  所需缴的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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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天
登尼特集团董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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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以其在吸收外国直接投

资方面具有的资源优势和地域优势，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

投资者。相应地，在中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多，规

模不断增大。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选择在中国上市，作为其

企业扩张和融资的主要手段和渠道。

何为上市？上市，即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是指企业通过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向投资者增发股

票，以期募集用于企业发展资金的过程。没有金融业的支持，没有资

本市场的介入，任何产业与企业定位都难以长治久安，而上市公司则

是资本市场顺利发展的基石。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中国证

券市场形成两个主板并存的证券市场结构。近年来，证券市场的国际

化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方向，允许外资在中国上市是中国

资本市场向国际全面开放的真正开端。

曾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资本市场基本上只允许交易所市场存

在，一切证券交易都只能集中在场内市场进行，对场外市场严格禁

止。直至2011年11月，中国政府才开始允许各地设立地方性的股权交

易市场。各地场外资本市场如雨后春笋般陆续设立，深圳前海股权

交易中心就是其中的一颗“新星”。

“十无”新型融资平台 

2013年5月30日，备受瞩目的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在中国经济特

区深圳市正式开业，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是在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建设的国有企业控股、市场化运作的区域性交易市场，公司注

册资本55500万元，共有8家股东，分别是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的股东包括中信证券、国信证券、安信证券、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
  致力于中小企业的新型市场化融资平台
中小企业的新型市场化 融资平台中小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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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深圳市远致投资、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2013年7月22日，前海股权交易中心

挂牌展示企业已有1432家，计划于年底完成

挂牌企业3000家。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力求打

造一个独立于沪深交易所、商业银行之外，致

力于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新型的市场化融资

平台，构筑一个投资人和企业开放、互动、对

等、共赢的“网上部落”，利用新的互联网技

术实现投资者与企业的直接对话、定价和交

易。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和现有交易所市场有

什么不同？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有什么特征和

优势？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董事长胡继之表示，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与交易所的本质区别在于

融资活动的公募和私募之别，在于发行对象

的大众和小众之分，在于金融工具的标准化

和非标准化之差。

在企业层面，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的特点

基本可概括为以下“十无”，即无行政审批、

无登记托管费用、无原有企业形态的改变、

无行业限制、无强制性信息披露、无一二级市

场严格划分、无批量发行限制、无交易时间限

制、无上市阻隔、无期限培训咨询。

目前，中国现有的交易所市场20年只有

25 0 0多家企业上市，前海股权 交易中心的

目标是6年达到1万家企业挂牌，将提供给投

资者更广泛更灵活的选择。深圳证券交易所

总经理宋丽萍表示，如果企业上市初期就有

成熟的投资者对他们形成制约，可引导企业

提升会计基础和治理水平。交易所市场有一

定的门槛，只有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才能在

交易所上市，深沪两个交易所目前只有250 0

多家上市公司，即便成熟市场上市公司也就

5000多家，这对庞大的中国中小企业群体来

说显然是不够的，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将是有

益补充，能够弥补交易所的不足之处。

未来，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将为中国的交易

所市场培育大量规范的上市资源。据预计，中

小企业到中心的融资成本将相当于交易所市

场的1/10。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与其他资本市场如此

不同，那么，投资者与企业想要进入前海股权

交易中心，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企业相较投资者进入门槛低 

企业到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的挂牌要求十

分简单，非上市企业只要存续期满一年并满

足四项标准之一，即可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

免费挂牌托管。这四项标准分别为：“盈利指

标”，最近12个月的净利润累计不少于300万

元；“营业收入+成长指标”，最近12个月的营

业收入累计不少于2000万元，或最近24个月

的营业收入累计不少于2000万元，且增长率

不少于30%；“净资产+营业收入指标”，净资

产不少于1000万元，且最近12个月的营业收

入不少于500万元；“金融机构增信”指标，

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
  致力于中小企业的新型市场化融资平台

深圳前海股权

交易中心融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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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12个月银行贷款达100万元以上或投资机

构股权投资达100万元以上。这四项标准也被

称为“3211标准”(300万元净利润，2000万元

营收、1000万元净资产，100万元贷款投资)。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投资者有一定门槛，要

对企业有基本分析判断能力，一旦参与进来不

能连 续交易。前海股权 交易中心对 投资者 遵

循“卖者有责、买者自负”原则。卖者有责，就

是企业在挂牌、融资之前，都必须与前海股权

交易中心签订合约，承诺违约的法律责任。为了

保证有足额的资产偿付风险，会规定一个最高

的融资比例限额。买者自负，就是前海股权交

易中心可能设置较高的投资者门槛，使真正有

风险承受能力的人进场投资。

目前，许多国外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的发

展前景，但他们难以判断企业的真实状况和投

资价值，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的建立可以为境外

投资者解决这一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前海股

权交易中心将接受境外投资者的外汇投资，在

前海外资股权投资企业开放之后，该股权交易

中心将成为中小企业与境外投资者最先对接的

平台，而且有望成为外资PE（即私募股权投资）

选择投资标的主要选择。

外资企业可考虑先改制再上市 

以上所谈到的挂牌上市属于上市方式的一

种，外资企业还能通过其他哪些方法在中国上

市？一般而言，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国内股票市

场主要有以下三种基本模式。 

第一种是外商独资企业通过IPO直接进入

A、B股市场的模式。第二种是合资企业作为发

起人参与国内企业的改制与上市的模式。即合

资企业通过改制设立或整体变更为外商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然后在境内申请上市。第三种是外

资以收购国内上市公司股份成为大股东，上市

公司变成合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模式。从以往的

案例来看，较多的外资企业选择先改制为外商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再在中国证券市场申请上

市。

相较其他成熟海外市场，大马商家对中国

新兴资本市场想必还比较陌生，为了规避可能

会出现的法律风险，笔者建议大马商家选择专

业人士或国际机构对企业进行投资与上市方面

的辅导。国际服务外包机构登尼特集团开设的

企业投融上市总裁训练营，就是一项辅助全球

企业家从企业设立的前期孵化到投资、融资、

上市的培 训与考察服务。该训练营分别在深

圳、上海、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纽约、多伦

多、伦敦、法兰克福9个海内外地区开展。培训

课程涵盖上市前置辅导、项目资本运作、上市

资源整合、优质项目考察等内容。

笔者提醒大马商家与投资者，不同的交易

所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企业在选择上市地点时，

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对不同的

交易所的比较优势进行评估。中国政府欢迎越

来越多的大马商家前往实地考察，进行投资、

融资与上市，实现互利互赢。

融资平台

中小企业交易中心

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
  致力于中小企业的新型市场化融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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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上一篇，我已谈到上市可利用资本市场可以推动企业实现规范发展， 提高国际品牌，也

可建立资本融资筹的长远方案。同时，还有以下好处。

上市可发现公司价值 

并实现公司股权

股票上市，相当于为公司“证券化”的

资产提供了一个交易平台，增强了公

司股票的流动性，通过公开市场交易有利于

发现公司的价值，实现公司股权的增值，为

公司股东、员工带来财富。上市后股票价格

的变动，形成对公司业绩的一种市场评价机

制，也成为公司并购的重要驱动力，对公司管

理层形成有效的鞭策作用。对于业绩优良、

成长性好、讲诚信的公司，其股价会保持在

较高的水平上，不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持续

筹集大量资本，不断扩大经营规模，而且可

以将股票作为工具进行并购重组，进一步培

育和发展公司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实力，增强

公司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后劲，进入持续快速

发展的通道。而对于管理不善的绩差公司来

说，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资本流向好公司，

逐渐淘汰差公司，股价的下跌使公司面临着

随时被收购的命运。

在任何一种公司合并中，上市公司均占

优势，如果市场交易价值超过帐面价值，上

市公司就可以卖一个高于帐面价值的价钱。

经验表明，在帐面价值接近的情况下，上市公

司的卖价常常比非上市公司的卖价高。在一

家上市公司收购一家非上市公司的情况下，

那家非上市公司的并购价更接近帐面价值，

因为没有其他确定的尺度可以满意地来衡量

非上市公司的价值。

提高公司信用并拓宽融资渠道
在一家公司的股票上市前，保护债权人

最简单的资产净 值指标反应在资产负债表

中，即公司的净资产帐面价值，而当公司的上

市市值超过其净资产的帐面价值时，贷方就

可以能会向这家公司发放更多的信贷。其他

情况相同的条件下，贷方趋向于将上市股票

看作贷款的抵押价值，而上市股票就没有这

项优势。如果借方不能履行还贷义务，那贷

方就可卖掉抵押的股票以获得有形价值。上

市股票也可以只用部分保证金来购买，国际

资本市场大多数参与证券机构都接受保证金

制度。另外，一家公司的股票上市也可以使公

司为将来发行债券时附加上认股权或其他债

转股条款。这样，公司就能降低借贷成本，建

立长期在股市上融资的条件，每年都可能融

得相当于上市资产的30%的资金。

企业上市使企业 

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首先，上市公司要规范运作，例如财务报

表要经过审计，不能偷税漏税等，要接受监

管，这些本身就有利于企业安全经营。企业

上市的过程是清洗“原罪”的过程。企业上市

前也许存在的偷税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但

是通过上市，之前的历史会被洗去。其次，企

业有了充裕的现金，若管理的当，可以帮助企

业在市场萧条情况下更容易度过困难时期， 

也可以低价收购优质资产。除此，企业上市

可以解除家族企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如：

传承问题，股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上市

公司依靠规范化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发展，企

业可以通过职业经理人专业化管理而代代相

传。因此，企业上市是企业打造成百年老店

必然之选。

实现高效率低资本融资
企业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由于程序相

对简单，准备时间较短，符合条件的拟上市

公司一般都能在1年内实现挂牌交易。这非

常有利于企业及时把握国际证券市场上的商

机，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融资计划，为企业

的进一步发展获得必要的资金。此外，上市

准备时间的缩短也有利于拟上市企业控制上

市成本。所以，企业上市前规划是非常重要

的，若能较早由专业的团队规划，将能更快

速达致上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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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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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任首相安培晋三为首的执政自由民主党与其盟党在七月份举行的

参议院选举中，赢取了大多数的席位，引起世界各地，尤其是日本周遭国家

的关注。

日本修改宪法

日本在二次大战后由美国主

导制订的＂和平宪法＂里

第96条规定，要修改该宪法，须有

参、众两院超过2/3票的同意。在日

本众议院绝大多数议员看来都对

修宪蠢蠢欲动的情况下，这次参议

院选举的结果就显得格外 举足轻

重了。 

唯最为令人担心的，可能还是

日本参、众两院超过2/3议员所通

过修改的恰恰或许就是宪法第96

条，把修宪的门槛降低为与通过一

般法律的1/2多数一样。如此一来，

以后日本政客们为了彼等自身的一

些短浅政经利益，就算对日本整体

国家未必长远有利，也许也会鼓动

再次、多次的修宪。

一些日本政客们常谓修宪是为

了摆脱二战后日本被矮化为＂次等

国家＂的不正常现象，＂正常化＂为

一个有实际主权与尊严的国家。这

项理由听来有条有理，但其真正志

在的，却应该是修改或废除宪法的

第9条，即日本无条件放弃发动战

争来解决国际纠纷的权力。

日本的邻国对如此的修宪进展

肯定是忧心仲仲的。首先，日本虽

在其现有宪法里放弃发动战争的

权力，但其在面对袭击时进行自卫

的权力也还是受到保障的。日本陆

上、海上与空中自卫队，装备的比

周遭 几乎任 何一个可以发动战争

的国家都来得精良先进，近年来也

不只在日本 本土或周遭海域 进行

巡逻，反而有参与在境外的大规模

演习，或在联合国的行动中扮演角

色。

所以日本无须重拥发动战争的

权力，即可有效保护其国家利益。

如此一来，日本一些政客鼓吹修宪

来＂正常化＂国家利益的维护，这种

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彼等的真正

意图也就昭然若揭了。

日本无反省错误之处 

日本的情况有别于二次世界大

战的另一个战 败的肇事国德国在

战后的恳切反省本身的错误之处，

並积极作出对无论是国家或个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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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瞩目的日本选项
日本选项

日本选项

全球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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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的认真补偿，进而竭力防止其国内的纳

粹极端主义的再次抬头（在德国连公开展示

纳粹宣传品即已犯法。），以免生灵的涂炭重

演。反之，起码在日本周遭的国家的眼中看

来，日本军国主义就算在日本战败后也从未

认真反省。多年来日本官方在其国内教科书

里有关侵略他国史实的呈现方法，态度扭扭

捏捏，有时甚至颠倒是非黑白，颇有企图粉刷

过去丑行的意味。而对于战时强征邻国民女

为慰安妇一事，日本方面有时敷衍了事、有时

更无情的拒绝应对。

还有，对供奉着包括二战日本皇军战犯

的靖国神 社 的参 拜，尤其是 代 表官方的参

拜，日本多届政府反复参与，是曾被日本皇军

淫威践踏的邻国人民每年几乎定时必被勾起

的心头痛。虽然首相安培今年没有参拜靖国

神社，但还是缴纳供金，而其内阁一些大臣也

大方参拜。靖国神社对日本人的宗教意义我

们也许可以理解，但为何连举世公认、罪恶满

盈的战犯们也必须被供奉、被参拜，那实在

是超乎世上其他人民的集体丰富想象力的。

试想，如德国今日还供奉着、其官方还参拜

着希特勒、戈培尔等战魔，欧洲受纳粹毒害

深远的各国人民，又会作何感想呢？

日本修宪黩武的举措 

那从区域战略角度来看，日本修宪黩武

的举措也几乎肯定会引发本区域又一轮的军

备竞赛。基于上述的历史与现实因素，日本方

面如正式修宪重捨其发动战争的权力，那本

区域各邻国，较为有势力的肯定加速其军工

业生产。近来日本与印度几乎同时推出“准航

母”与航母，就是最佳见证。而势力还不足的

周遭国家，也会到举世各军火市场增购军备，

以防万一。唯这些区域性邻国争相添枪加弹

的其中一个并发症，也极有可能是彼等之间

因此油然而生的互相猜忌疑虑。这么一来，本

区域里擦枪走火以及冲突升级的机率也就相

应大增了。

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已连续了好几年的低

潮中，而经济表现还算标清的东亚各国，本

来是应勇敢的扛起振新世界经济的重任。然

而，如日本修宪的疑虑导致大家把精力、资源

都投入到国防提升方面，而非经济上的奖掖

提拔，那受害的层面可是全球性的。

因此日本方面如一意孤行，在未来日子

里启动其修宪步骤的话，那很讽刺的是未来

的受害者除了可能是周遭的邻国外，在很大

程度下也极有可能是日本自身。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全球瞩目
全球瞩目日本选项

全球瞩目的日本选项日本选项

日本选项

全球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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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高遍：让中资首选大马

马中经贸霹雳州分会2013-2016执行理事阵容

会　　长：蔡高遍
副  会  长：林善麟、梁景华、陈世怀
秘　　书：张志聪  副：曾任良
财　　政：蔡永强  副：刘雪俪
公　　共：余玉清  副：李学理
内部查账：林镇行
理　　事：陈正中、张晋源、苏金荣、梁志宗、 
　　　　  邱盟权、黄永华

马中经贸总商会霹雳州分会会长蔡高遍说，目

前中国有不少等着“走出去”的投资者。因

此，希望大马政府除了拟定吸引外资的计划外，也细

心营造一个吸引外资的环境，以让中国投资者把大

马视为首选的投资国。

他表示，在2012年，马中两国的贸易额达到903

亿美元（约2857亿令吉），而今年则预计将会提高至

1000亿美元（约3164亿令吉）。有鉴于此，他认为，

要让外国投资者安心的来投资，政府必须维持社会

治安，并提升军警的执法能力。

蔡高遍于该会第6届（2013-2016）理事宣誓就

职典礼上，致词时，如是表示。大马中华总商会兼霹

雳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拿督林国璋以及大马中国经济

贸易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联合主持监誓仪式。

蔡高遍支持首相最近所倡议的国家团结咨询理

事会，并希望朝野双方能真诚合作，促进国民团结，

共同缔造一个稳定的社会，设法提高生产力，促进国

家经济的发展和加强招商引资的力度。

他表示，为了更好的推动马中经贸总商会的发

展，他认同总会长所提出的建议，包括招揽人才，扩

大委员会阵容以及加强马中经贸总商会多元种族的

特色。

出席仪式者有马中经贸总商会霹雳州分会荣誉

顾问林星、副会长林善麟及梁景华、秘书张志聪、前

任会长廖志明等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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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荣兴：	加强双方关系

	 促进马中贸易的发展

马中经贸槟城分会2013-2016执行理事阵容

会　　长：拿督郑荣兴
副  会  长：拿督杨慕材、YB刘亿州议员、林珠德
秘　　书：郑文胜 副：陈裕
财　　政：准拿督陈来福 副：拿督陈行庆
公　　共：陈伽铭 副：林瑞安
内部查账：郑汉俊
理　　事：林祥泰、陈铨峰、郑汉荣、黄明毅

马中经贸总商会槟 州分会 会
长 郑荣兴在日前所举 行的

槟州分会新届理事就职联欢宴时指
出，“马中关系发展神速，大马已经
连续5年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
贸易国，去年的双边贸易额更达至
950亿美元，相信今年要突破1000
亿美元大关，绝不是难题。”

他说，“马中人民来往超过300
万人次，两国领袖亲密互动，带动两
国在经贸、文化、教育、旅游和民间
的交流互访，取得更突发性的发展。
该会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也是晚
宴的嘉宾之一。他在致词时表示，“
大马与中国的经贸合作非常强劲，
包括在2012年和2013年期间，在广
西钦州设立的中马钦州产业国及在
彭亨关丹成立的马中关丹产业国，
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有关合作计划
将是东盟与自由贸易区经济枢纽的
重点合作项目，这无疑是两国在经

贸合作上的一大步。
马中经贸总商会在促成这项历

史性的合作，功不可没，尤其是近年
来，马中经贸曾多次组织代表团，到
广西钦州考察，与当地政府建立了
良好的关系，也带动了两地企业家
的经贸合作。”

他说，“马中将在明年5月杪步
入建交40周年，近年来，两国领导互
访频密，两国企业商务的考察更是
从不间断。中国银行及中国工商银
行，目前在大马各州已经设立对家
分行。”

也是槟州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
曹观友亦表示，这些年来，槟州在
政府、华团及私人界的穿针引线下，
与中国在政经文教等方面的合作更
密切，这主要是因槟城以华裔人口
居多，文化色彩浓厚及社团组织活
跃，成功吸引中国商家来投资。

“槟州数项大工程，都是由中

国公司承建，其中包括直落巴巷水
霸工程、孟光水霸工程及第二槟城
侨身工程。”

“随着中国的崛起，经贸往来
的机会也增加，马中经贸总商会槟
州分会可扮演凝聚力量和领航的角
色，如提供投资管道的咨询服务、
组团招商拜访、开拓合作契机、承办
博览会及促进沟通交流平台。”

马中经贸总商会第一副会长陈
友信在联欢会上亦表示，“总商会今
年设下4大目标，其中包括吸引更多
中资来马、扩大商会阵容，让友族大
马人与中国商家经商、扩大商会在
国内各州的经贸活动及广招大马各
友族人民加入商会。”

联 欢 会 的出 席 者 有该 分 会 的
名誉 顾 问 拿 督 许 廷 炎、丹 斯里 陈
坤海、会务顾问拿督吴乃贵及郑汉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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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于马六甲华美达广场大酒店内，举办了15周

年纪念暨第6届理事就职兼筹募活动基金联合

晚宴。

马中经贸马六甲分会会长拿督陈天场在晚宴的致词

上说道，“中国政府近期公布的‘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

例’包括从2014年期，落实人体生物识别新措施的做法

犹如‘开倒车’。”

相反的，他认为，凭藉着马中友好的关系，政府应该

放宽申请签证的条例。“我国每年都有上百万名的国人

前往中国旅游、探亲及经贸，如果所有人都必须亲自前

往大使馆办理手续，难免造成诸多不便。”

他举证说明马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以马来西亚为

例，中国驻马大使馆每年发放50万个签证给申请的大马

公民，其中包括经商、旅游及探亲等各种目的；所发放的

签证量，是中国设在海外230个国家的大使馆之中的第

二大，由此可见，马中两国的民间关系，非常密切。”

陈天场表示，“在地球村的时代，各国已经采取简化

的签证申请措施，就以欧盟为例，该组织将推出更灵活

及简易的签证政策，以吸引更多人到欧洲国家旅游。”

另边厢，他也指出，“马中经贸总商会在近期已经进

行了内部革新，在总会长拿督黄汉良的英明领导下，已经

在近期成立了英文组及妇女组，目的是鼓励广招不谙华

文及妇女界的精英积极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为发展及扩

大马中经贸合作及交流。

鉴于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是个不分种族的

机构，总会在扩大广招会员的版图中，也希望能吸引我国

友族商家们加入马中经贸总商会，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通过各族商家之间的互相切磋及交流，可以促

进企业间的合作，甚至结合彼此的优势，并加强企业的

发展。

出席当晚的晚宴者就包括拿督黄汉良、马六甲分会

会长拿督陈天场、拿督林国安局绅、拿督古乃光律师、叶

媒鹏律师、拿督陈展鹏、拿督刘柏鑫局绅、拿督杨建筑

局绅、准拿督陈国瑞、奚达山局绅、张民生、林乐贤、吴

德海、准拿督汪枝民、、李传财、洪清海、龚建利、周桂

生、拿督叶必健、陈美农、刘金俗及陈丽君。

拿督陈天场：	招揽友族同胞

	 扩展马中经贸版图

马中经贸马六甲分会2013-2016执行理事阵容

会　　长：拿督陈天场
副  会  长：拿督林国安局绅、准拿督陈国瑞、奚达山局绅
秘　　书：张民生 副：林乐贤
财　　政：吴德海  副：准拿督汪枝民
公　　共：洪清海  副：李传财
内部查账：龚建利
理 　 　 事：周 桂 生、拿 督 叶 必 健 、陈 美 农、刘 金 俗 、 
　　　　  拿督陈江荣局绅、陈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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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总财政、马来西亚时装界知名人士、产业

界后起之秀、青年企业家拿督黄锡琦配合彭

亨苏丹阿末沙殿下82岁华诞受封拿督勋衔（DIMP）

实至名归，可喜可贺。

拿督黄锡琦现年46岁，出生于砂劳越古晋，石角

区，祖藉广东揭西县，河婆镇坪上，黄莲村，乃黄氏18

代宗亲。其祖父为黄木生；祖母杨练妹。

他自小性格开朗、积极向上、好学不倦、胸怀大

志、力争上游。在家敬老扶幼。中学毕业后，立志闯

商界，从事服装行业，从基层往上爬，无怨无悔积极

进取。

拿督黄成长过程中，深受其三叔拿督黄汉良为

人处事的影响，并受其三叔鼓励与启发。1988年飞

象过河飘洋过海到首都创立友好企业有限公司并出

任董事经理，随后业务蒸蒸日上，扩展为友好集团。

其业务也从时装业扩展至旅店业及房地产发展。

拿督黄已婚。家庭温馨美满。妻子拿汀田爱娜既

是贤内助，也是时装界女强人，打理时装公司一枝独

秀。长女欣宜英伦法律系毕业，是名女律师，次女欣

然在本地著名大学深造，小儿乃权在吉隆坡著名国

际中学求学，一门俊杰，前程似锦。

拿督黄乃古晋甲必丹黄承光次公子。母亲蔡吉

娘育有五男一女，个个成人成才，事业有成。拿督黄

可谓青商界的翘楚，现任友好集团董事经理、特达发

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营购物广场、酒店管理、主

题水上乐园。其管辖的商业集团不断创立，与时俱

进，前景一片光明。

拿督黄除在商业活动外，也积极参与社会工作，

现任马来西亚时装批发商公会副总会长、马来西亚

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总财政、隆雪百货总商公会副财

政、隆雪河婆同乡会理事，对社会对国家出钱出力，

从善如流。

拿督黄锡琦在商场上长袖善舞，在社会上人脉

广阔，有人缘、有魄力、有诚信，以诚待人，前途无

量，这次受封彭亨苏丹赐封拿督，实至名归。本会同

仁谨此祝贺。

青年企业家拿督黄锡琦

受封拿督勋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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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至今接近68年的巴生中华总商会代表团到访

本会，由拿督黄汉良亲自接待。配合首次举办的

2013年巴生义乌友好城市国际商品展销会（KYICE），该

代表团旨在寻求本会支持，并分享过去举办马中企业家

大会的经验。 

巴生中华总商会会长梁家兴博士指出，6月至8月期

间，该商会已南下北上全马多个州属，成功召集了国内70

家企业参展。

至于KYICE展销会瞄准的参展对象，主要邀请义

乌、中国各地、巴生和东盟，总共200家制造商、批发、分

销、连锁和服务业企业。

“在获得姐妹市义乌市的支持下，这次是我们第一

年办展。由于马中经贸总商会常赴广交会，并不时举办

国际性大会，我们希望从中多多学习各种办展实践。” 

除此，该总商会还会亲赴神州大地取经，包括在10

月份组成百人考察团前往义博会进行考察。

KYICE展销会共分四大主题板块，包括商品展览

展销、高峰论坛、经贸洽谈和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

希望透过洽谈跟商业配对方式，为参展商带来长远利

益。” 

该商会副财政兼建筑地产组副主任陈杰辉解释，巴

生可凭着优越地理条件，打造成“国际商贸城”。“巴生

港乃世界第13大港，位于马六甲海峡东岸，远东至欧洲

贸易航线理想停靠港。而且，巴生港已成东南亚的进出

口东南亚的出口贸易枢纽，可打入中东、印度和东盟，乃

至世界清真产品市场。”

从地形上来看，巴生位于东南亚核心地带，可称为进

入东盟、印度、中东、澳洲及牛西兰等国家地区市场的桥

梁。“在此，商人可享有高达22亿人口的南亚洲庞大消费

市场。” 

而义乌则是国际知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汇集世界

各地采购商。巴生与义乌的结合，为两地及世界商家提供

实际开拓庞大国际商品市场的商机。

梁家兴补充，KYICE展销会也特别考虑到为极欲踏

出国门的中国商家，量身定做招商引资上的配套。如为后

者提供更多推介大马风土人情、投资、教育和第二家园

的咨询管道。 

对此，黄汉良建议善用巴生地区蓬勃物流业和地理

环境优势，打造极具魅力的自由港。“接下来可以在争取

利商政策上，如办签证的问题继续努力，让巴生与国际

接轨。”

最后，黄汉良呼吁，马中经贸跟巴生中华总商会日后

该多合作，不分彼此，以便在不同领域相辅相成。“尤其

在做好马中经贸关系这一块，各商会之间理应不存在竞

争。”

巴生中华总商会代表团：取经办展成功之道	

梁家兴（前左）与黄汉良英雄所见略同，日后有进一步合作的机会。
（后坐起）王梅君、温淑惠、戴良麟、黄玉贞、王景华、陈杰辉、陈祈福、包久星、戴振标以及戴炳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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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云南省陆良县人民政府县长朱党柱率领6人

代表团来马，旨在开拓视野及促进跨国沟通，

为大马和陆良县企业、民间日后的进一步合作铺路.

趁着出访国外考察的机会，该代表团特意造访本商

会，并由副总会长刘俊光接待。

配合即将在12月举办的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刘

俊光趁此机会诚邀陆良县官员与商人组团前来参与。“

在第一届的马中企业家大会期间，中国某招商团号召了

120多人参与大会，我们也安排了该招商团会晤我国的

贸工部长。”朱党柱回应表示，代表团会把这个重要的

信息带回，并希望穿针引线，吸引更多陆良县的企业来

马参会。  

朱党柱表示，早在中国经济落实改革开放前，许多

中国企业已开始前往泰国、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考察，以

增广见闻。此举体现了中国现代商界“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的求知探索精神。

朱党柱补充，这次来马也想尝试多建构跨国交流的

桥梁。他相信，只有企业多来往，交换信息，才能缔造更

多经贸合作的机会。“这些信息将有助我们回国后改善

工作，无论在政策、方法和服务上都有间接收获。”  

据朱党柱介绍，陆良乃云南省第一大高原平坝，因

自然风光与资源丰富而享有“彩云之南，高原明珠，丝

绸之府”之美誉。地方政府展望到了2017年末，把陆良

县打造成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县，云南省优质农产品加工

基地，曲靖市特色轻工业基地和电子、茧丝绸、轻纺服

装加工出口基地以及曲靖南部区域中心城市。

云南省陆良县人民政府代表团

行万里路拓眼界

经过改选后，马中经济贸易总商会青年团以“共

同学习及团结一致”的主题，于6月23日举办了

2013年第一次的Retreat生活营。这一次的生活营除获

得新一届理事成员们的鼎力支持，纷纷出席；前两届团

长颜登逸及林恒毅也是座上宾客。

身为前届青年团团长的林恒毅，在与新届理事分享

时，提及“在其位，谋其事”的责任要职。他呼吁，“在届

的新届理事们，应该在青年团积极扮演自己所要担纲的

职责，并全力以赴发挥专长，让不同的优势能整合在一

起，从而将其角色给扮演好，以创造一个更优越的马中

经贸总商会的青年团。

无论是在营商抑或是业务的管理上，我整理出4个

S。首先是Synergize，任何事情都要以创造效益为大

前提，最理想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成效结果。接下来就是

Synchronize，把事件与管理无缝融合。然后就到了制

定Systemize，即系统化管理制度。有了一套完善系统，

就要做到深入浅出，实现Simplified。”

另边厢，第一届青年团团长颜登逸亦在发表其言词

时，再一次向新届的理事们，发表马中经贸青年团发展

历程的演说。他说，“马中经贸总商会，于年前，首开先

河，创立了属于商团之间，第一所的青年团。青年团的成

立，旨在加强彼此间的凝聚力，也协助母会完成日常繁

重的业务。”

当天，青年团各小组，也分别讨论及规划了未来3年

内所要执行的任务。其中就包括讲座小组、商务小组及

康乐与福利小组报告。

青年团

共同学习及团结一致

朱党柱（左四）赠送纪念品予刘俊光（左五）。

青年团中央理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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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集团董事田国立相信，随着马中两国经

贸交流日益频繁，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

企业和个人走进马来西亚寻找商机。

“继香港及新加坡之后，我大胆预见吉隆坡将成为

东南亚活跃的金融中心。”他在出席马来西亚总商会及

本地华社商团所设的特别晚宴招待上，致词时如是表

示。身为银行家，他认为马来西亚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国

家。

其它共同承办这项欢迎晚宴的单位包括马来西亚中

华大会堂总会、马中经贸总商会、马中友好协会、马来西

亚中资企业协会、马中商务理事会及马来西亚七大乡团。

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

他说，“中国近3 0年来都保

持着双位数的经济成长，单

是在去年，其经济就增长了

7.5%。如果以全球经济情况

看来，中国的经济还是神速

发展。”

一直以来，中国银 行都

是 全 球 跨 境 人 民币业务 规

模最大及专业能力最强的银

行。马来西亚中国银行未来

的业务重点将集中在石油天然气、种植业、农业、矿业、

能源业以及基础施业等。他期望与国投公司、国油公司

展开更多合作的机会。由于马中关丹工业园、中马钦州

工业园目前是大马政府积极推进的项目，马中行有愿利

用中银集团的宽广平台积极参与这两个园区的建设。

中国驻马大使柴玺也说，根据一国际组织近日对世

界各国的分析报告，大马是全球第二养老退休第二佳的

国家。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认为马来西亚不

只是退休人士居住的好地方，也是投资发展的福地。

田国立

承诺致力助吉隆坡成金融中心

马中建交40周年

马中经贸和新华社携手出版画册

为隆重纪念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40周年，并回顾

两国发展的历程及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新华

社和马中经贸总商会签署了一项协议，并定于明年联合

出版《纪念马中两国建交40周年大型画册》，并同时举

办“纪念中马两国建交40周年大型画册发行仪式”和“

纪念中马建交40周年图片展”。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黄汉良在签约仪式上表示，

明年是马中建交40周年，是两国人民翘首企盼的历史性

时刻，马中经贸总商会，将竭尽所能，办好相关活动。

新华社马来西亚分社社长胡光耀表示，出版《纪念

马中两国建交40周年大型画册》以及举办“纪念中马两

国建交40周年大型画册发行仪式”和“纪念中马建交40

周年图片展”，有助于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友谊，

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纪念马中两国建交4 0周年大型画册》和“纪念

中马建交40周年图片展”所采用的图片，将能反映两国

1974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的各个历史性时刻以及

两国人民相互之间的友谊。

田国立（右四）与马中经贸总商会的中央理事举杯畅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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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business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G-Orient has achieved a very steady 

performance. Its biggest achievement is to lead the way the whole industry develops. 

G-Orient, headed by Soon Yit Siang, was the first local industry player to bring furniture 

assembly hardware and fittings as well as technology into Malaysia. This move had 

transformed the traditional furniture into assembling furniture, which enables our 

local furniture industry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expand its 

footprint into international market.

Text | Weng Teck Chung
    Translator | Neo Khee Hua

Photo | G-Orient Industries Sdn Bhd

G-Orient Holdings Bhd Founder and Managing Director 

Soon Yit Siang
Furniture hardware and fittings
Leading the way for industry development

A turning point in the career 

While Soon Yit Siang is famous in furniture hardware and fittings business, his career began in the 
furniture industry as a practitioner. At the age of fourteen, he quit school and started his career as 

an apprentice in furniture industry. At that time, he saw a huge potential in this industry.
“I was an apprentice in furniture industry. During that time, there were two types of furniture 

factory, handmade furniture and machine made furniture. For industry player, you must begin as an 
apprentice in the handmade furniture factory if you want to learn the skill of making furniture. This was 
what the master craftsman told us.” He said.

Soon chose to learn the craft in a handmade furniture factory. Two years later, he moved to a 
machine made furniture factory. He had accumulated a vast experience during this period. 

“I used to practice my skills in Segamat and Muar, Johor as well as in Melaka, until I heard Wenchou 
people in Singapore were very good in making teakwood furniture. I went to Singapore and joined a 
teakwood furniture factory to learn how to make teakwood furniture. I was 19 years old at that time. 
After mastering the skill, I went to Jakarta, Indonesia to establish two furniture factories there on behalf 
of an Indonesian businessman. In an unexpected occasion, I met Gao Ya Wood Export Company, Mr.Xu.
He was the pioneer in assembling furniture in Singapore and also the first Singaporean furniture maker 
to penetrate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Soon earned the trust of MR. Xu and became his PA due to good attitude, professionalism and 
management skills. Since then, he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furniture assembling design skills and 
furniture hardware and fittings knowledge.

“This opportunity had opened my eyes to a biggest picture. I realized that foreign countries already 
developed knock-down furnitur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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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on Yit Siang, the founder 
of G-Orient Holdings Bhd 
who started the business 
from scratch, has expanded 
his furniture hardware and 
fittings business all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China. He is well recognized 
as a successful and modern 
entrepreneur with forward 
looking and innovative 
mind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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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ansformation in furniture industry
Soon and Mr. Xu had made a decision to set up 

a furniture factory at Jalan Klang Lama, Kuala 
Lumpur in 1976, mainly focusing on TV cabinet, 
speaker box and wooden chair. 

“In 1970’s, I was involved in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business. During that time, I 
was the key supplier for TV cabinet for Japanese 
SHARP, German TELEFUKUN and American 
SINGER. The Malaysian furniture industry at that 
time focused mainly on traditional fixed furniture. 
This kind of furniture was not suitable for export 
purpose, AS IT WAS also difficult to move and 
store. Generally, a truck can only carry 20 sets of 
furniture in full capacity. This indirectly increased 
operating cost of the furniture industry. ”

Soon found out, after conducting a detailed 
research, that furniture assembly hardware and 
fittings had a huge market potential in Malaysia. In 
fact, furniture hardware resolved the transportation 
problem, while furniture assembling process became 
easy and simple.          

Venture into furniture hardware 
industry

In 1977, Soon came to a turning point in his 
life. He established a furniture hardware company 
that changed the entire ecosystem of Malaysian 
furniture industry.        

Prior to the introduction of furniture hardware 
and fittings,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assemble 
furniture as the work required high level of skills 
and was time consuming. This became an obstacle 
to the local furniture industry to export overseas.

Soon saw the future potential of furniture 
hardware and fittings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that would bring some light at the end of tunnel for 
export oriented furniture industry.            

“A 40-foot container used to fill in only 50 
sets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as the goods needed to 
be stripped down and reassembled before export. 
However, we are now able to assembly the furniture 
at the export destination with furniture hardware 
and fittings. The furniture dismantled into separate 
parts for shipping purpose which enables 500 pieces 

of furniture parts per container to be loaded.”
Besides addressing transportation and 

assembly issues, furniture hardware has 
streamlined furniture making process, while 
perfectly combining the decorative and practical 
functions. Furniture hardware maker produces 
furniture hardware and fittings based on the 
design drafted by furniture designer which makes 
the assembling furniture perfectly matched with 
desirable appearance. 

“G-Orient is the first local industry player to 
bring furniture assembly hardware and fittings 
as well as technology into Malaysia. Today all 
the furniture can be assembled at the export 
destination. This has increased the possibility to 
export furniture overseas.”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footprint
Exploring international market was always 

in his mind ever since the early days of his career, 
Soon began his journey with an effective way to 
explore the market potential. He spent ten years in 
furniture industry both in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before establishing G-Orient Holdings. During 
this period, he had successfully assisted furniture 
manufacturers to set up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lines.          

As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merged, he 
took on a long-term strategic view at it. Today, 
internationalisation becomes a key strategy for the 
company to expand overseas, particularly the world 
is largest market China.

China opened up its economy together with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is has provided 
a good opportunity. In 2002, G-Orient expanded 
its footprint to China market and had successfully 
brought our local furniture hardware and fittings 
industry into China. He ventured into China 
by establishing a branch in Houjie, Dongguan, 
Guangdong and successfully registered its products 
under the brand name of “E&O”. 

“The product manufactured in China was 
primarily focused on Mainland market, then 
exported to Malaysia, Indonesia and Vietnam. In 
2005, G-Orient opened up the second branch in 
Shanghai, China in order to deal with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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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su and Zhejiang markets.”  
The establishment of “E&O” brand name has 

become a success story of Soon in China. This brand 
name represents a professional, excellent quality 
and aftersales service. To meet a high standard of 
quality, Soon prefers to engage with factories that 
apply western advanced technology in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its “E&O” product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G-Orient is never 
involved in manufacturing our own product. 
Instead, we engage with Chinese manufacturers 
with SGS ISO9001 certification.” 

“The factories that work with us are also 
supplying furniture hardware to the western 
renowned brands. Thus, the quality control is 
assured and definitely on par with European 
standards.”    

“We have a professional R&D team to design 
all kinds of good quality yet affordable furniture 
hardware products. Additionally, a highly efficient 
delivery system and sufficient stock have earned us 
a good reputation among our clients in China.” He 
said.

In other words, the “E&O” brand has received 
a high recognition among the clients, and also the 
peers in China market. Today, “E&O” products can 
be easily found in China market, but also export 
to regional markets such as Malaysia, Thailand, 
Indonesia and Vietnam.  

He said, “China has 80% domestic market 
which is equivalent to a market value of USD 
107.2 billion. Undoubtedly, this is a very huge 
and attractive market to Malaysia. Malaysian 
manufacturers should not keep their eyes merely on 
Euro, US, Australia, Japan, India and Middle East 
markets and ignore China market.”

He believed in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when doing business, just like a learning 
process, You have to keep on improving yourself or 
else you will lag behind. Thus, he is still regularly 
attending various expos overseas held in Japan, 
Taiwan, Korea, German and Denmark, in order to 
learn more from the top businessmen in the world.

He realized that he must take one step forward 
than other furniture industry players in terms 
of latest product information updates. To date, 

G-Orient is always the first to bring new products to 
the Malaysian furniture industry.          

Go gree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When we talk about green development, 
Malaysian furniture industry is still in the infanly 
stage of growth compared with western developed 
world. Having said that, Soon shared his deep 
thoughts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in furniture 
industry and furniture hardware industry.

He pointed out that, “as a resource intensive 
industry, furniture hardware sector on one hand 
needs to produce hardware product.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fulfill environmental friendly 
policies such as energy saving,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toxin-free and so forth. 

This poses a greater challenge to the industry 
players. As developing industry such as furniture 
hardware industry, to fulfill all the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 is definitely a tough job to us. Take my 
factory as an example, a water treatment system 
alone costs me one million ringgit.”

While being confronted with the challenges, 
Soon felt he had a responsibility to adopt a socially 
responsible mindset and aggressively explore and 
develop green hardware product that would meet 
environmental friendly requirements. This paves a 
way for furniture hardware industry to go green in 
future.        

Besides bringing in advanced equipment and 
raw materials to ensure zero pollution, he set up a 
very stringent waste treatment, such as wastage 
treatment system with 24-hour monitoring team 
on duty. All the products are required to pass the 
Rosh test condu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GS 
certification company.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re is always an 
opportunity when we move one step forward. 
Hence, I insist to move ahead 8 others to lead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whether in furniture 
hardware industry development or green furniture 
development.” 

1072013/09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market pioneer in shaping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Chinese companies have been 
aggressively exploring overseas market and 
expanding their footprints all around the world 
since China opened up its economy.

Besides business expansion, Chinese companies 
are also continuously looking for securitisation 
opportunity to list their entities overseas. Modern 
Chinese enterprises prefer to list on the Hong 
Kong or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which has a 
well-developed financial service sector and closer 
to the home.

While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are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world class stock exchanges in 
US namely Dow Jones and Nasdaq are always the 
ideal listing destination for Chinese corporations.

Malaysia has a similar listing requirement 
process as Hong Kong, but the approval process 
is far more convenient and it saves more time 
than the latter. This is simply because the 
Chinese companies may have to wait as there is 
an excessive demand for listing in Hong Kong or 
Shanghai.

If Malaysia can keep an open mind to treat foreign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Bursa Malaysia equally, 
a more liberalized financial market status can be 
achieved, while the investors would have a better 
knowledge on foreign midcap enterprises with 
huge potential.

10 Chinese Companies listed in 
Bursa Malaysia: 
a platform to expand their footprints

By | Editorial

Special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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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there are 10 Chinese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Bursa Malaysia, mostly come from 
south cities in China. 

In this issue, we have special reports on China 
Automobile Parts (CAP) which was listed here 
about 6 month ago and Kanger Bamboo, the 
10th Chinese company which is soon to be 
listed on the Bursa Malaysia.

CAP intends to set up an investor service 
centre here in Kuala Lumpur, while Kanger 
Bamboo has a plan to set up a plant in Perlis. 
This shows that Malaysia is not merely a place 
for Chinese companies to raise fund, but also 
serves as an ideal platform to expand their 
business.

There is a diversification in terms of business 
involved which indicates that Chinese 
companies are actually doing well in various 
industries, the two companies are highly 
focused on innovation that is related to R&D 
technology and patents development. 

Moving forward, while a wave of China 
concepts stock listing overseas has emerged,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and 
intention of these Chinese companies to list 
in overseas market. While speculators chase 
the share price, real investors know that the 
fundamental is always the key to success in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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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a strong belief that 

based on the company’s 

fundamentals and the outlook 

of automotive industry as 

a whole, the capability and 

capacity of our company could 

go further, far beyond the 

current stage.”  China Auto 

Parts Holdings Managing 

Director Terry Li said, after 

the company’s first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GM) here in 

Malaysia.

China Automobile Parts
 Holdings:

Enhancing professional skills
 th

at s
hape  

the success of to
morro

w

Text | Jackie Chee    T
ranslator | Neo Chee Hua

China Auto Parts Holdings (CAP) commenced operations under 
the name of QuanZhou FenSun Automobile Parts Co Ltd few 

years back when the company started its business in China. Since 
then, the company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top automotive 
part suppliers in China. 

For its Financial Year ended Dec 31, 2012, the company’s gross 
profit surged by 16% to RMB 225 million (RM 110 million), while 
revenue increased by 15% to RMB702 million (RM 345 million).     

CAP has experienced a solid growth in terms of business 
expansion, which paves the way for the company to make a debut 
on Bursa Malaysia 6 months ago. In terms of timing, CAP is 
considered a late comer as compared to other Chinese companies 
that have listed on the stock exchange. 

Why such a Chinese company with a relatively young and 
dynamic management like CAP prefers to choose Malaysia instead 

Special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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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ther locations as a listing destination and business 
expansion platform? What is its future plan? How i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ere?    

Malaysia as an investment destination 
CAP Managing Director Terry Li pointed out 

that the management was confident in the Malaysia’s 
comprehensive and well-established open capital 
market.

“Malaysia has achieved a number of records in 
past two years. For instance, heavyweight blue chips 
such as IHH and FGV listed last year had made 
Bursa Malaysia the top IPO market in Asian region. 
Moreover, our company brand name will be able to 
gain a positive recognition and image within the 
industry after listing. This will create a positive effect 
to our target customers in terms of their perception.”  

CAP is one of a few Chinese companies that 
distributes its products in Malaysia. The company’s 
products are available in Klang Valley but also in 
major states like Penang, Johor and East Malaysia.   

CAP has managed to build a sustainable 
customer base through exporter network as it has a 
proven record for its strong presence, via distribution 

and marketing activities, here in our local marke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CAP’s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has received high recognition and encouragement 
from stock brokers and investment bankers which 
paves the way for the company to complete its listing 
journey.

The Chinese companies that previously came and 
listed on Bursa Malaysia were mostly from apparel 
industry. The share prices of these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were dragged down by the unattra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apparel industry as a whole. This 
has inevitably created a negative perception among 
Malaysian investors towards the Chinese companies 
that listed here in Malaysia.

He admitted that the downturn in apparel 
industry was a global issue that affected even 
big players like Nike and Adidas. Those Chinese 
companies listed earlier here are mostly from the 
apparel industry, which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CAP.

Instead, he was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outlook 
of automotive part industry as China’s booming 
economy fosters a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automotive 
part industry there. This is an upward trend. “The 
key issue here is to encourage more people,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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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ors and non-professional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automotive part industry, as this industry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apparel industry.”   

Currently, about two third of its order book is 
still depending on China market, while remaining 
one third of revenue is contributed by three regional 
markets namely South East Asia, Middle East and 
South Africa.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have a big 
population that enjoy a long-term population growth. 
Malaysia meanwhile has a higher car ownership 
which creates a sustained demand for the car repair 
and maintenance market. Additionally, Malaysia is 
also an ideal distribution hub to penetrate the global 
market.

A Perfect Match
CAP commenced operations under the name 

of QuanZhou FenSun Automobile Parts Co Ltd in 
2004. At the beginning, the company was funded by 
the founder and current deputy chairman Ong Juan 
Tee, while Terry Li was in charge of technical and 
marketing areas.

“This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ombined vast experience and a long-term vision that 
we share.”

Ong Juan Tee is a businessman with 40-year 
experience who runs business in both China and Hong 
Kong. His interest in the automotive part industry 
grew when he noticed the attractive margins and 
potential the industry offered in 1999 when he was 
involved in the hardware trad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This had eventually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QuanZhou FenSun brand name.            

Li said he had the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skills 
required in automotive accessories and parts that 
perfectly matched with Ong’s vision. This is how the 
CAP was established.

“When China opened up its economy and joined 
the WTO in 2001, we foresee the opportunities arise 
from the new era.”      

Product Efficiency is Everything
Post-listing after January, CAP keeps its 

business on track with a clear direction. In future, the 
company will focus on enhancing product efficiency.

He reiterated the management was still looking 
at the possibility to establish an investor service 
centre and to invest a manufacturing plant here 
in KL. In long-term, CAP will maintain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globally well-recognised exporters. 

“Business is business. Our company needs 
intermediate exporter with high commitment 
and accountability, as the latter is responsible to 
handle overseas distribution which may involve 
transportation risk, global distributions, as well as 
cash flow issues.”                 

Past few years, global car makers had 
increasingly shifted their production plants to China 
due to cheap production cost and high domestic 
demand potential. This trend has created a positive 
external effect to the local automotive part industry.     

Nevertheless, there is a sign of rising labour cost 
in China. Li stressed that, “hence the company needs 
to enhance machine efficiency to reduce the manpower 
utilisation.” One of the solutions is to fasten its 
production base expansion plan in Jinjiang, Fujian 
Province in order to achieve a saving in the input 
budget.    

Enhance Capability to Survive
The automotive part industry is facing a number 

of challenges. Firstly, automotive parts production 
could not be done without raw material supply. 
“Every manufacturer from any field in the world 
is facing the same problem. For example, if steel 
supply shortage happens, many sectors including 
constr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will be affected.”  Li 
said. “In fact, the world best steel and stainless steel 
producers are concentrated in China. We are utilising 
our geographical advantage when we negotiate the 
pricing. ”

In addition, a business opportunity always 
comes with competition. “We are in aftermarket 
service business, thus how to market our product and 
service diversification and quality is crucial to us.” 
CAP currently has about 10 registered trademark 
products, cutting edge technologies and modified 
facilities which form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against 
others. The company is accredited with the ISO/
TS 16949 certification, an international benchmark 
for automotive products that carries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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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within the industry. Among patented 
products, Lidun, Suoli and PL are the most popular 
ones with leading technology in the market.

Li admitted that the future of the company 
relies on a strong technical team and technical 
advancement. “While we do not officially set up any 
R&D department, our technical team consists of a 
pool of experts who are capable to develop various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automotive parts. We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new product while improving on 
our manufacturing precision.”   

As a consequence, overseas clients increasingly 
prefer to engage with CAP in recent years. This 
has encouraged the company to expand its overseas 
distribution networks in coming future.   

Get through tough times
While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lost its growth 

momentum since last year, fundamentally strong 
companies would be able to see crises as opportunities. 
Li said that, for a sub-sector like automotive part 
industry, a fundamentally good company could only be 
tested through tough time.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s especially true in 
a very tough period. “We are capable of surviving 
and continuing to expand our market share through 
these new customers.” Moreover, the key market for 
the company is primary aftermarket service. This 
means that the company business volume may not 
necessarily link to new vehicle sales volume, as new 
cars generally do not require repair services.       

The automotive production in China went into 
a peak cycle in past three years. Thus, the demand 
outlook for automotive parts in next few years 
looks promising as vehicles require certain repairs 
and automotive parts replacement. “Currently, we 
have secured 3000 car owners who need repair and 
maintenance service twice a year.” 

“The frequency of repair is getting higher when 
car is getting older. All we need to do is to secure 
regular clients. This means that our business volume 
will continue to grow.”   

Li foresaw the outlook for automotive repairing 
and maintenance industry is promising at least in 
next three to five years. “We also provide one-stop 
professional maintenance service to commercial 

vehicles.”
In China, CAP covers 17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through its extensive distribution 
network. The company also intends to expand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and geographical footprint 
in secondary cities in the North West area, which 
is presently not within its coverage such as Inner 
Mongolia, Ningxia, Gansu and Xinjiang. “Follow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west coast area, these areas 
represent tremendou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Long-term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gains confidence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open up 
gradually after the China-ASEAN FTA comes into 
effect. Li is excited to see more tariffs to be reduced or 
eliminated.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is a positive move to 
our company but also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s 
a whole. This allows our products to penetrate the 
Malaysian market easily.” From macro perspective, 
this FTA has opened up a business opportunity to 
both China and ASEAN member countries.    

Li foresees more Chinese companies will come 
and list their entities in Malaysian stock exchange. 
“The Chinese companies eventually will realise that a 
positive synergy between company and investor can be 
created onl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capital 
market and traditional business.”  

Li suggested Chinese companies to establish 
investor service centre in order to let Malaysian 
investing public know more about the company. 
It is also advisable to update company’s latest 
developments from time to time, to maintain an 
interactive channel.   

CAP believes in walking the talk to gain the 
trust and confidence among the investors. “We 
promise 20% dividend payout rate as a reward to 
shareholders. Shareholders may not fully understand 
our business, but it doesn’t matter.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e need to continue to enhance and upgrade 
our technical and management efficiency to gain the 
trust (of investors). This is becau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any and investor requires a long-term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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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er Bamboo: 

Product focused R&D that brings confidence

Text：Jackie Chee    Translator | Neo Chee Hua

“Bamboo, what 

is taken from the 

people is use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This is a 

corporate culture 

based on “people 

oriented” that 

Kanger Bamboo 

strongly believes 

in since the first 

day of its inception. 

Going forward, 

Kanger Bamboo 

intends to duplicate 

this philosophy in 

Malaysia when the 

company is listed on 

the Bursa Malaysia 

ACE market and set 

up its plant in Perlis.

Listing and set up plant in 
Malaysia

MCCC is honoured to have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Kanger Bamboo President cum CEO 
Leng Xingmi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listing of Kanger Bamboo on 
Bursa Malaysia soon in future.

Since ancient time, bamboo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uman 
civilisation from building shelter 
to becoming a necesity in daily life 
of every ordinary people. Along 
the way of development, bamboo 
goes beyond its traditional role 
which “with proper R&D, bamboo 
can transform into daily necessity 
that is important in the modern 
world. This industry can revive as a 
sunrise industry.”      

Moreover, as the world moves 
towards becoming a global villag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era of 
green environment, bamboo h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consumers from Europe to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Middle East.

Kanger Bamboo made a 
decision to use a local company as 
registered legal entity for listing 
purpose. “We are not interested 
to register a company in British 
Virgin Islands for listing purpose 
as many foreign companies have 
done before.” This move gives the 
negative perception and raises 
suspicion among some investors on 
the Chinese companies.          

More importantly, the major 
shareholders of Kanger Bamboo are 
local well-known people ranging 
from bio-technologist to Perlis Royal 
family members. 

In additio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institution, FRIM is also 
plays a role as a long-term strategic 
partner to Kanger Bamboo.

If listing is a starting point of 
the company, the first significant 
move for Kanger Bamboo in 
Malaysia is to set up a plant in 
Perlis. 

Leng said the bamboo business 
was not just about profit, bu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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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ward the society through three ways. Firstly, 
it is an environmental friendly industry; secondly, 
it creates job opportunities; and thirdly to create 
economic benefits.      

From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Perlis is 
strategically connected to the northern areas like 
Thailand, Myanmar and China, while linked to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to the south.  

“The Northern part of Malaysia has an 
advantage in exporting output and importing raw 
materials through its transportation chain. Penang 
port can be used as a sea freight port, while road 
networks can connect to Thailand, Myanmar and 
even south west part of China.”

Meanwhile, the presence of Kanger Bamboo in 
the Northern Corridor Investment Area(VCIA) is 
expected to create many job opportunities to local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diversify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northern part of Malaysia while producing 
local experts or talents in bamboo industry. 

Bamboo: the value potential
Nonetheless, how to change the common 

perception that people have, in accepting bamboo, 
instead of concrete when building a house, remains 
the biggest challenge to the bamboo industry. 

“Starting from bamboo flooring, people are now 
begining to accept bamboo house.”

Bamboo has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building 
materials. A bamboo house is better than concrete 
and wood building. It is termite proof, and able 
to withstand marine environment, acid and fire. 
Moreover, bamboo also functions as processed 
building material to keep a comfor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Thus, bamboo house has a desirable appearance 
and also able to lower the room temperature. It is 
very suitable for Malaysia and other countries with 
hot weather.” 

Going forward, Leng did 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o collaborate with property developer. The 
first move would be to supply bamboo made furniture 
to private lounge, hotel or condominium. 

In addition, bamboo is a versatile material which 
can be used to produce temporary shelter for victims 
disaster. “A simple bamboo house can be built within 
a week after a disaster, thus immediately provide a 
shelter to the victims.”

Five-year Research +  
three-year listed on Main board +  
five year product life cycle target

 Five years ago, Leng saw the potential of 
bamboo technology as a traditional skill that fully 
utilises renewable energy. “R&D project brings in 
Tissue Culture technique; begining from (modified) 
seed, this is why we are so confident.” 

Currently, the company operates three large 
processing plants with annual production of 3 million 

m2. 
During the five-year R&D process, the company 

spent millions of RMB to produce a better result. The 
product testing procedures included Formaldehyde 
emission, abrasion resistance and water swelling test. 

“Our intention is to diversify the function of 
processed bamboo to meet different customer needs 
for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One of the key areas in R&D is to address 
the maintenance issue which has a direct effect 
on the consumer and company reputation. This 
is because maintenance issue might affect the 
loyalty of customer. Leng said, basically no special 
maintenance is required for bamboo floor or wall.   

“Our long term target is to achieve a 50-year life 
cycle for our product.” While the product quality is 
assured, the company will still provide additional 10 
years warranty service. He was confident to transfer 
the listing status to Main Board of Bursa Malaysia 
within three years.   

According to Bursa Malaysia listing 
requirement, a Main Board company requires:
1. Company with accumulated after tax profit of at 

least RM 20 million in three to five consecutive 
years. At least RM6 million after tax profit in the 
latest financial year.

2. Minimum RM500million of market value and at 
least one year operating revenue.       
To date, Kanger Bamboo involves in bamboo 

product R&D, design,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 good value proposition, technology and product 
qualit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nable Kanger 
Bamboo to lead the future trend of China bamboo 
industry and expand its market footprint glob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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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ong Aik Shipyard Sdn Bhd 
A Market Leader in Shipbuilding Industry 
with RM 800million order books in 5 years

Text | Weng Teck Chung
   Translator | Neo Chee Hua

Photo | Tuong Aik Shipyard Sdn Bhd

To do a good job, one must first sharpen one’s tools. To success, you must know yourself better 

before bring into full play. Datuk Lau’s philosophy is to build a solid economic foundation 

before involves in social service as well as educa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work at full 

strength. After many years of hard work, he is now earns his reputation and is well-recognised 

both in economic and cultural achievements.

A tremendous progress in  
Malaysian shipbuilding industry 

Malaysia is one of the market leaders in 
shipbuilding industry in the world.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 is one of the key economic 
activities in Sarawak, the largest state in Malaysia. 
A high-level attention to this industry is also given 
by the government.                          

Datuk Lau Nai Hoh who comes from Sibu, 
Sarawak has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our local shipbuilding industry that 
earns him a good reputation among the industry 
players. He is now a central committee as well as 
vice-president of the Sarawak branch of Malaysia-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Meanwhile, he is also 
expanding his business into China aggressively.     

All the while, his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in various areas 
in China have received a high recognition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urrently, he is playing quite number of roles 
in China, including the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Chengdu 
Overseas Exchanges Association, a board member of China 
Fujian Overseas Exchanges Association, China Jilin Overseas 
Exchanges Association, China Fuzhou Friendship Association 
as well as China Ningxia Overseas Exchanges Association.

Datuk Lau places great emphasis on training 
and retaining talents that makes Tuong Aik 
Shipyard more competitive and excellent in 
shipbuilding industry. However, the demand orders 
grow at a faster pace that outpaces the company 
full production capacity. He takes one step forward 
to seek fo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customer needs, but also for the sake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company. 
Currently, the company has a workforce of 700 
employees.

A shining star in the market
Datuk Lau was ventured into shipbuilding 

industry in 1991 under his flagship company Tuong 
Aik Shipyard Sdn Bhd. To date, the company has 
built and delivered more than 310 ships/vessels in all 
kind. The business grew dramatically especially in 
past 10 years, in which its production reached a peak 
of 25 vessels per annum.

He was initially dealing with marine paint 
and hardware but ventured into ship repairing and 
shipbuilding activities since early 1990s. It took 
merely 18 years to float the company in the local 
stock exchange. TAS Offshore Berhad was listed on 
Bursa Malaysia in 2009 and since then it becomes a 
shining star in the market.

Today, Tuong Aik Shipyar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atuk Lau, 
has expanded its business into major cities in the world such as 
UAE, Bahrain, Papua New Guinea, Indonesia, Singapore etc. 
He has proved to the world that he is capable to create his own 
brand and become a legend in the industry.   

RM 800 Million order book in five years
Datuk Lau has foreseen the greater future 

of China as the world giant economy. He took a 
firm decision to outsource a portion of his orders 
to Chinese partner in 2007 when th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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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in Malaysia has reached its maximum.
Since the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both parties 

has been built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reputation. To 
date, Tuong Aik Shipyard has outsourcing about 70% 
of its orders to the Chinese partner.

He puts a greater trust in his Chinese partner 
mainly because the latter has a strong business 
partner network in China.                       

The corporate and human resourc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CCCC Fourth Harbor Engineering Co., Ltd,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 Ltd, and 
the Guangzhou Hang Tong Shipbuilding and Shipping Co. Ltd 
has creates a greater sense of confidence.  

A greater support and assistance from its china 
counterpart allows Tuong Aik Shipyard to focus its 
local production on tug boat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meet a huge demand from Indonesian market.  

A partnership began in 2007
The first partnership project between Tuong Aik 

Shipyard and Guangzhou Hang Tong Shipbuilding 
and Shipping Co. Ltd was signed in 2007. It was a RM 
200 million order to build 7 Ocean Multi-Purpose Tug 
Vessels.

The collaboration of both companies has reached 
its peak between 2012 and August 2013. Tuong Aik 
Shipyard has handover a total of RM 600 million 
orders, mainly involved the construction of Offshore 
Support Vessel (OSV), to Guangzhou Hang Tong 
Shipbuilding and Shipping Co. Ltd. 

These orders begin to deliver to clients from this 
November onwards. Tuong Aik Shipyard is intends 
to handover more new orders to its reliable Chinese 
partner in future with another RM 300 million orders 
are now in consideration.  

Tuong Aik Shipyard believes in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 Ltd simply because it’s financial strength and 
well-equipped facilities.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e reputation 
and quality acquired by both companies will create a mutual 
benefit for each other.   

Tuong Aik Shipyard is one of the top 
shipbuilding companies in Malaysia. The company 
has earned a high reputation and is well-recognised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Meanwhile, the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 Ltd is one of the 
Fortune 500 companie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wo companies will create a long-term benefit to 
their customers, but also represent a spirit of modern 
entrepreneurship.   

A contribution i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Datuk Lau has patience in cultivat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He is currently serves as the board of 
director of a number of Chinese independent high 
schools in Sarawak, including the role as deputy 
chairman of Wong Nai Siong Secondary School.

He is also actively involves in promoting cultural 
affairs. The Sarawak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atuk Lau, is a NGO which 
focuses on research and collects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ical documentaries relating to Sarawak Chinese 
community.

He assists the association to set up two funds, 
publishing fund and academic research fund, aimed to 
provide sponsorship for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 to 
conduct their academic research works.

He also frequently brings academics delegate 
team to visit China universities for academic 
discussion and debate purposes.

Meanwhile, the Sarawak Taiwan Graduates 
Association and the Sibu Shipyards’ Association, 
under his leadership, have also set up a scholarship 
to sponsor student to study naval architecture and 
marine engineering in the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It is an effort to produce more talented 
graduates for local marine and shipbuilding industry.

Tuong Aik Shipyard Sdn Bhd

Tuong Aik Shipyard (TAS), a world-
renowned Malaysian shipbuilding 
company led by Datuk Lau Nai 
Hoh, is a leading player in this 
industry for past twenty years. 
The company has establishing its 
reputa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that earns the trust among 
buyers all 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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