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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正能量
共创新商机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0月到马来西亚访问之后，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新的里

程碑，许多中国人都希望到马来西亚开拓商机。

在习近平访马期间，他宣布，马来西亚与中国一致提议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

系发展描绘了更美好的蓝图。

随着中国的崛起，原以欧美日等国马首是瞻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打破。中国摇身一变，俨然成为全球

经济主要的支柱。为巩固马中两国这座合作的桥梁，马中经贸总商会分别于过去成功举办“东盟-中国

合作论坛”和“马中经贸投资国际大会”，盛况空前。

在这项利好因素发酵之下，我们可以开始看到中国商家越来越重视马来西亚。

主题为“激发正能量共创新商机”的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

ence 2013)于12月1日举办时，更是获得中国商家的热烈反应，许多商家皆通过商会的关系，而前来马来

西亚参与其盛会。

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为马中企业交流架起金色大桥，为两国企业相互交流及发展提供了解与合作的

广阔平台，推动马中经贸全面合作与共同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马中经贸合作的紧密。

72013/12



整理｜黄德居

“激发正能量·共创新商机”
 “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名人语录

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主席　李素桦
“我们坚信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仍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只要通过我们个人专业知识，就可以大大的提��
高我们的效益。”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　黄汉良
“我们也有马来西亚梦，希望一个马来西亚能真正落实。在2020年建成先进国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GDP将达到1万6000美元。我们有和谐、民主自由平等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强
国。”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　刘张林
“中药不仅是一种治疗手段，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正被广泛认可。”��

中国食品土畜进口商会副会长　于露
“尽管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农产品贸易近年来已经取得飞跃式的增加，然而，中国和东盟的农产品之间仍��
然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农产品贸易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和加强。”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仑
“随着人们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加上愈来愈多地方城市化发展，中国的房地产领域除了有传统住宅这��
一大块市场之外，新开发产品偏向商用不动产，尤其是包涵休闲、度假、教育、商业等的开发项目更受
到青睐。”

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长　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我国在东盟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而且经济开放、连接性与政府亲商的态度已有足够的理由吸引��
外资到我国拓展业务，如经济转型计划和经济走廊发展，都为外资提供许多投资的契机。”

马来西亚TNT快递董事经理　张翔中                                                                                 
“企业家精神加上营业环境必备的企业活力，在现今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的确扮演者举足轻重的作��
用。”

大马燕窝公会副会长　骆荣福                                                                                 
“燕窝行业应该搭上大时代列车，利用新科技发展并朝向大趋势迈进，换言之，本地燕窝市场必须走��
上产业化发展，以便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领先其他东盟国。”

柔佛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市场营销及会业通讯经理　诺哈菲桑                                                                                 
“医疗科技的发展和新发现已经出现巨大的变革，但是，柔佛医药保健仍然坚定，以关怀爱心服务患��
者，充分体现其服务宗旨�，既“呵护生命，呵护您”。”

MCT集团执行董事　苏启志                                                                                 
“盲目投资房地产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如果想在房地产中投资赚钱，投资者则必须做功课，了解什��
么地方值得投资，为什么值得投资，这样才有可能在房地产投资中赚钱。”

马中经贸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　陈友信
“事实上，中国的和平崛起，为本区域的和谐与稳定做出巨大的贡献，更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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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正能量·共创新商机

《激发正能量·共创新商机》

马中企业家大会取得盛大

的成功，吸引了超过1500名国内及

海外（中国、东盟、日本、伊拉克及

新加坡等）企业家参与。

出席开幕式的嘉宾包括国际贸

易与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中国驻马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宣

国兴、领事参赞林动、华总会长丹

斯里方天兴、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

商会副会长于露、中国医药保健进

品出口商会副会长刘张林、山东省

商务厅副厅长吕伟女士、中国国际

商会副秘书长熊训林、丹斯里拿督

斯里杨忠礼博士、丹斯里林玉唐、

丹 斯里 林伟 才、丹 斯里 拿 督吴 德

芳、丹斯里李深静、丹斯里林源德、

陈 凯 希、马 来西亚中资 企 业田 枫

林、吴立洋、丁锦清、大马温州商会

会长张小群、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

合总会署理主席邹寿汉、马来西亚

宗乡青联合总会总会长拿督林振辉

及隆雪中华商会董事拿督郑生等。

马中经贸总商会 会 长 兼 大会

主席拿督黄汉良、马中经贸总商会

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马中经贸总

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宋兆棠、工

委会主席李素桦、联办单位TNT快

递（马）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张翔中

等，亦是座上宾客。

专家学者精辟见解	
大会共邀请多名来自国内及中

国的专家学者发表本身专长深度剖

析，发表精辟见解，这多名主讲人

和以各自的讲题和参会者分享成功

经验。

其中主讲的课题就包括大马经

济特区汇报会、房地产、教育、第二

家园、医疗旅游、农业、畜牧业、保

健业及制造业等。

当中的主讲人就有万通投资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TNT

快递人力资源总监曾瑞华、东海岸

经济特区理事会高级经理徐嘉仁、

北部经济走廊发展机构制造部门主

任郑伟民、雪兰莪投资中心总裁哈

山阿新哈里、依斯干达区域发展经

济与投资部副总裁叶国槟、中国银

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王宏

伟、马中投资者控股有限公司创办

人谭天良、MCT集团执行董事拿督

苏启志、Park Global房产私人有

限公司首席执行员胡志坚、著名国

际房产投资者俱乐部的创办人郑水

兴、亚洲大趋势研究所冯久玲、马

来西亚全球畅游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张铭远、柔佛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市

场营销及会业通讯部副经理诺哈菲

桑、马来西亚燕窝商公会副会长骆

荣福及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

会长于露等。

别开生面的聚会
此外，大会更别生面，在午间

同步举办了企业对接会，也获得参

会者的热烈反应，积极探询与了解

在马来西亚各领域的投资机会。

更值得一提的事，此次大会也

特别与中国单位合作，举办了一场

中国汽车研讨会与马中女企业家交

流会，现场反应可说是拍案叫绝。

另外，在场外，也特别为参会者准

备了热带水果，特别是果王榴莲，

让参会者品尝。

马中经贸总商会代表与中方代

表也签署4项合作备忘录，涵盖领

域包括保健食品、中国食品土畜、

开设大马品牌中心及法律事务。

4项合作备忘录分别由马中经

贸总商会与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

商会、马中经贸总商会与中国食品

土畜进出口商会、李素桦律师事务

所与于春江律师事务所及马来西亚

品牌中心与广东市中泰汽车贸易中

心签订。

文｜黄德居

由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马来西亚TNT快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2013年马中企业家大会《激发正能

量·共创新商机》于12月1日在布城万豪酒店成功举办，并邀得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主持开

幕典礼。同时，更邀得TNT快递人力资源总监曾瑞华及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发表主题演讲。

“激发正能量·共创新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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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工部长：双边贸易额达千亿美元

最大的贸易伙伴

马中双边贸易额超过940美元，使得中马成为最

大的贸易伙伴，而我国亦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

中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十

月到访我国，双方设下目标，在未来五年内双边贸易额

将达到1600亿美元，相信在全面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协定以及5年经贸合作计划后，再加上马中经贸的持

续鼎力支持，这将让大马成为第3个与中国贸易额超过

1000亿美元的亚洲国家。

这项五年经贸合作机会是由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

工业部与中国商务部达成协议，主要以马中两国之间在

未来五年的经贸合作为大纲，扩大与加强双边在农业、

制造工业、工业园、基础设施、能源和矿产资源、资讯

与工艺、旅游、工程服务、清真工业、微型与中小型企

业发展、无论与零售领域的合作，我们雄心勃勃期望在

2017年能实现与中国1600亿美元的贸易合作。

“中国未来5年将有5000亿美元的中国资金会往

海外投资。政府已经推出许多吸引中资来马投资的宣

传计划，并把目标设定在未来5年内，能从中国往海外

投资资金中吸纳5%中资金额前来我国投资。

我已告诉官员们，如果大马能吸引其中5%，相等

于每年50亿美元，这将是莫大的成功。当然，要达至这

个目标是非常艰巨的，我们目前吸引到中国投资约每年

10亿美元，这是一大挑战。中国在大马直接投资约5%

。”

我们也鼓励外来直接投资（FDI）。在2012年，马

来西亚的外来直接投资累积进入中国已达63亿美元，

两个政府致力制造各种机会，加强两国经贸关系。

我国在东盟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而且经济开

放、连接性与政府亲商的态度已有足够的理由吸引外

资到我国拓展业务，如经济转型计划和经济走廊发展，

都为外资提供许多投资的契机。

“ 我 国目前 在中国 投 资 的 投 资 约 7 0 亿 美 元，

例如百盛、丰隆 银 行、云顶集团、森那美、合顺集团

（UMW）等。”

中国企业注资我国	

有越来越多中国人到我国投资，他们当中对马来西

亚正在实施经济转型的计划了如指掌，并在接下来的

10年中陆续推出约14,000令吉的计划也非常清楚。

另外，还有一些特别关键部门的投资机会，包括先

进的电子、替代能源、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资源型

产业。除此之外，我国也开放服务部门，因为我们都知

道在制造业和商品领域，需要很多服务业填补空缺，同

时也是一个很好投资的机会，因此投资者受促善用这

些机会。

“马中两国之间的政治、文化和商业

关系，可要追溯到很久以前的历史，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第一个与中国建立

外交关系的国家，如今两国依然能拥

有强大而健康的关系。”国际贸易与

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在为第

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致开幕词时做上

述表示。

文｜渼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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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and China have a long history of close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Malaysia 

is the first country among the ASEAN nations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ountries remains strong and healthy 
until today. ”  said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nister Datuk Seri Mustapa Mohamed in his 
keynote address at the opening of the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2013 (MCEC).

Th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stood at more than US$94 billion in last year where 
China has become Malaysi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It also makes Malaysia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China among the Asean countries. 

An agreement was made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during the official visit of the China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Malaysia in October this year. Both 
countries had set a target to achieve US$160 billion in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thin the 
next five years.

Malaysia is on track to become the third Asian 
country to surpass US$100 billion in trade with China 
with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Asean-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the Malaysia-China Five Yea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Programme, as 
well as the continuous and active support of the local 
business community.

The Five yea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Programme, signed between MITI and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has outlined specific areas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such as agriculture,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parks, 
infrastructures, energy and mining resources, ICT, 
tourism, engineering services, halal industry, micro 
enterprise and SM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retail 
industry.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targeted US$160 
billion in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y 
2017 is achievable.        

“China is encouraging US$500 billion huge 
outward investment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a number of promoting 
packages to attract Chinese companies. Our target is 
to secure a share of five per cent from the total amount 
of money Chinese companies invest overseas.”

“I’ve been telling my people (at the ministry) if we 
can get five per cent of that at US$5 billion, it would 
be a big success. But it may be difficult to get this, as 
presently we only have around US$1 billion in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country. So, that is the challenge, 
and we have to work harder to try and secure a share 
of the US$100 billion.” he said.

Malaysia should do more to encourage the flow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DIs) from China. As of 
2012, Malaysia’s cumulative FDI into China stood at 
US$6.3 billion. Malaysia and China a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various opportunities to deepen the economic 
engagement between two countries.

Malaysia has played a very active role in ASEAN 
together with high degree of economic openness, 
connectivity and business friendly policy, our country 
is in a strong position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s 
to participate i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rogramme 
and corridors development projects which provide 
tremendous opportunities to the FDIs.

“Currently, Malaysia’s cumulative FDI into China 
is about US$7 billion, such as Parkson, Hong Leong 
Bank, Genting Group, Sime Darby and UMW.”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hinese investors 
come to Malaysia. They are familiar with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rogramme (ETP) and are well-
informed about the investment projects available under 
this 10-year programme.

Beside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re also 
found in certain key economic areas such as 
E&E, alternative energy, education, healthcare, 
infrastructure and resource-based industry. Moreover, 
Malaysia is gradually opening up its services sector 
as 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e sectors require more 
services. This represents a goo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to foreign investor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nister: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to reach Hundred Billion Dollars    

Translator: Neo Chee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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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汉良：“大马梦”打造高收入国
 商会为国招商引资

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纳吉政府的经济转型、自由开放政策将持续

发展；马中经贸将更上一层楼。”马中经贸总

商会为了尽商会责任，三年来以不同的主题连续举办三

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为马中企业提供了经贸大平台，为

我国招商引资，为马中两国的经贸发展做出了重要和显

著的贡献。

这项活动得到社会人士、商家、政府部门与中国

大使馆的认可和支持，使马中企业家大会越办越好，今

年的《激发正能量·共创新商机》为主题，再加上著名

主讲人和行业对接会，吸引了近1500人参加，其中来自

中国的商家就超过500人，反应热烈，他们都是商务旅

游，对我国进行实际考察。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会希望透过民间商会为我

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最稳健的国家，是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经济的按年增长在7%以上，在十八大精神

领导下，三中全会已经作出全方位的深化改革方针策

略。”

他说，在习李体制的领导下，逐步实现2021年扩

建的全面小康社会，以及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这些都为全球提供了大好商机，我们也要

搭上往中国前进的大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两国教育领域的进一步 合

作，年轻人是两国的未来，希望将来有更多马来西亚华

裔学生到中国留学，也希望中国政府能给予他们更多

照顾。等这些年轻学子从中国学成归来，就会成为中马

交往的新纽带，更进一步地密切两国关系。”

“马来西亚梦”	

我们也有马来西亚梦，希望一个马来西亚能真正落

实。在2020年建成先进国及高收入国家的同时，我们

的GDP势必要达到1万6000美元。

常言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马中总商会

与会员为企业提供最好的信息平台，精心策划本届马中

企业家大会。为了方便更多中国商家更了解马来西亚，

方便出席马中企业家大会，为我国招商引资，尽国民一

份绵力，因此马中企业家大会将在明年跨出国门走向

海外，移师到中国北京举行。我们将与中国贸促会合作

会，于12月6日在中国首都北京城登场。2014北京见。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指

出，虽然大马是“汪洋中的一条船”，

但我国也有“马来西亚梦”，以便在

2020年时，成为高收入的先进发展

国家。“我国有和谐、民主自由平等

的多元种族、文化和宗教。在505大选

后，国家政治生态趋向两线制民主进

程。”

文｜渼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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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of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MCCC) Dato’ Bong Hon Liong pointed 

out that while Malaysia is just “a ship in the ocean”, 
but our country has its own “dream of Malaysia” as to 
become a high income developed nation in 2020.   

“Our country is a multi-racial, cultural and 
religious nation with people traditionally lives in a 
harmony, democratic and free society. After general 
election May, 5th our political landscape have gradually 
shifting towards two-coalition or -party democracy 
system.”  

Riding on the Opportunities    
Najib administration will continues to promote it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liberalisation policy that 
bring the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to a new height.    

The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s Conferences 
with different themes organized by MCCC in past 
two years and this year has provided a platform to 
Malaysian and Chinese entrepreneurs to interact 
and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MCCC is responsible to 
promote trade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between two 
countries. 

This conference is well received and supported 
by our society, businesse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China Embassy. The conference’s theme for this 
year is “Positive Energy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The renowned speakers and networking sessions 
have successfully attracting approximately 1500 
participants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with more than 
500 participants from China. They are very exciting 
about the event. The overseas delegates are also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to conduct a field visit and study about 
Malaysia.

MCCC is aimed to promote trade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between two countries through private 
sector initiative which is expected to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our society and nation.

“China has a highly stable economy and also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with a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of more than 7%. Under the new 
leadership, the China government has come out with a 
comprehensive reform policy.” 

He mentioned tha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mier Li Keqiang, China 
has moving toward a well-developed society by 2021 
and to realis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y 2049. This provides a greater business opportunity 
to the Malaysian business community. We should 
riding on this great opportunity.     

“My greatest hope is to see a further collaboration 
in the area of educ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As 
young generation is the future of Malaysia and China, 
we hope that more Malaysian Chinese students to 
further their study in China. We are hoping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give a helping hand to them. 
When these young graduates back to Malaysia, they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o strengthen the ties 
between two countries.”

“Malaysian Dream”
We also have our own “Malaysian Dream” that is 

1 Malaysia. We have a vision to achieve advanced and 
high income nation by 2020 with a GDP per capita of 
US$16,000.     

As expressed in the Chinese famous motto “A 
Higher Level, for a Grander Sight”, the MCCC and its 
members have through this conference, provides a best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flows. 

The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s Conference 
will extend its foot print to overseas and make its first 
presence in Beijing, China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Chinese entrepreneurs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an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Malaysia.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TNT for sponsoring this event. I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all the sponsors, 
committee members and secretariat as well as 
members of media.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here and wish this conference to have 
a successful ending.”

President of MCCC: 

Promote FDIs through private sector initiative   
Translator: Neo Chee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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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桦：拉近马中企业家关系
“透过这项传统且定期的会晤，不但能分享想法，也能找到更有效的方式来评估结果以及

所带来的影响。本届大会主题为《激发正能量·创造新商机》，我们坚信马来西亚和中国之

间仍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只要通过我们个人专业知识就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效益。”

中国与大马的友好关系

此届海内外报名参与者十分热烈，令人感到鼓舞。

今年，有超过500名来海外的参赛者报名，当中

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而国内参与者约有1,000人，这是

马来西亚与中国及国际社会友好关系的好现象。

随着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马，鼓励中国企业家到我国

各经济走廊特区投资，因此大会邀请了国内经济走廊特

区发展局讲解投资特点。

除了邀请来自中国房地产界著名的特别嘉宾，“商

业思想家”与“学者型发展商”冯仑到现场演说分享宝

贵的经验和创业的思想，大会也安排了不同的研讨会让

参与者参加，透过不同的演说者分享相关话题的看法。

这些研讨会涵盖了地产、教育、旅游、食品、农业、医疗

保健产品，以及制造业。

值得一提，透过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保护伞下，

中马汽车产业高层研讨会与马中女企业家交流会为参

与者提供商务对接会，以努力拉近马中企业家之间的距

离，并进一步协助他们开拓新商机，体现大会积极促进

马中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

“我感激所有赞助商的支持，才能让大会能如此

大规模的举行，也感谢参与者的支持，经验与专业知识

的分享，是非常宝贵与必要的，冀望大家都能透过这项

会议而各有所获。”

文｜渼棻

张翔中：为企业营造机会
 助马中经贸更上一层楼

企业的社会责任

马来西亚TNT快递再次成为此盛会的联办单位。

张翔中认为，参与本届大会旨在抛砖引玉，激发

商界的企业社会责任精神。

他说，“我们真心相信，一旦企业家联手为改善社

会而努力，即能释放正能量，也能实现更宏大的目标。”

随着两个国家之间的商业交流次数不断增加，除

了再次扮演2013年马中企业家大会联办单位的角色之

外，也有助于扩大马来西亚与中国的经济，为企业家制

造更多机会。

在物流贸易中，TNT快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

别是在分享物流服务和快递服务的专业知识，对海内外

企业家也带来很大的帮助。

TNT快递主要是为企业商家提供应有的物流服务，

以行动体现企业责任。为配合企业的理念，与不同的组

织团体等携手合作举办活动，犹如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

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个小机中能结合更多人的

力量，将为彼此带来更多的更大的机会。

“今天，中国已经是大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对TNT

快递而言，亚洲一直以来都是主要的销售额来源，而中

国，就在这一版块占了一半以上。从2005年开始，TNT就

投资和建立了亚洲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亚洲公路网络，以

7650公里长的跨国公路，连接了马来西亚、东南亚与中

国共127个主要城市，并提供快递服务。

今天，许多企业都运用这个亚洲公路网络来输送他

们的商品。

我们感谢马中经贸总商会给TNT快递联办的机会，

也谢谢各方朋友们的推广和参与这次大会的努力。”

“企业家精神加上营业环境必备的企业活力，在现今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的确

扮演者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的主题《激发正能量.创造新

商机》十分贴切及符合现今国际的趋势。”

文｜渼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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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nventional and regular meeting provides a 
platform to share our thoughts and evaluate the 

results and impacts in a more effective way. The theme 
for this year’s MCEC is “Positive Energy Creates Better 
Opportunities”. We believe there is still a huge room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all we need 
to do is to enhance our economic benefits through ou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apacity.” said Alice Lee Sok Wah, 
organising chairman of the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2013 (MCEC).

Friendl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This year conference is encouraging and has 
received an overwhelming response from local and foreign 
participants. There are more than 500 participants from 
overseas who mostly from China, while local participants 
about 1000 people. This shows a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We have invited various economic corridor development 
authorities to share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ir 
respective corridor projects as China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encouraged the China entrepreneurs to invest and 
participate in economic corridors projects during his recent 

visit to Malaysia. 
Besides, the conference also invited the China most 

creative “business thinker” and “estate thinker” Feng 
Lun to share his rich experiences in privat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 series of panel sessions with different topics also 
made available to participants. The topics shared by 
speakers in these panel sessions include property/real 
estate, education, tourism, foods, agriculture, healthcare 
and manufacturing.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 high level discussion session 
between Malaysian and China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a 
networking session between Malaysian and Chinese women 
entrepreneurs are aimed at encouraging the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both Malaysian and Chinese 
entrepreneurs. This enables local and foreign investors to 
further explore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hile promote 
the bilateral trades between two countrie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st gratitude to our 
event sponsors as they have spared no effort to support this 
event.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everyone here who made 
this conference success. The experience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haring is important. We hope everyone will 
gain something through this meeting.”

Alice Lee: 
Strengthe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dynamic needed in 
operating environment are playing the crucial roles in 

a fast changing world. Thus, the 2013 conference themed 
“Positive Energy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is very relevant 
and fulfilled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rend.” said Mr. SC 
Chong, Managing Director of TNT Expres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Corporate Industries   

TNT Express is once again part of the joint-organising 
team for the convention this year, which will be focusing on 
attracting and stimulating the spiri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businesses, said managing director SC Chong.

 “We sincerely believe that once entrepreneurs make 
a joint effort to improve society, it will release a positive 
energy and allow us to achieve more ambitious targets.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not only will it play a role in jointly 
organising the 2013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s 
Conference, it will also help to expand the economies of 
Malaysia and China, thus creat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entrepreneurs.  

In the logistics trade, TNT Expre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especially in the sharing of i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the logistics services and express services which are 
helpful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entrepreneurs.

TNT Express mainly provides logistic services for 
businesses in order to reflect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To 
tie in with the concept of enterprise, he said, we will work 
together with different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s to hold 
activities, with the third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s 
Conference being the best example.  If associations can 
combine to produce more manpower it will bring about 
greater opportunities for each other. 

 “Today, China has already become Malaysi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For TNT Express, Asia will always be 
a major source of sales, and China will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is. Beginning from 2005, TNT will be 
investing and building Asia’s first and only Asia Road 
Network with 7650KM of cross border highway which will 
connect Malaysia, ASEAN and China over 127 main cities 
to provide express service. ”

Today, many enterprises are using the Asian Road 
Network to transport their goods. 

We thank the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giving TNT Express the opportunity to be a joint-
organizer and we thank all our friends who had put effort 
in promot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is conference. 

Chong Siang Chung: 
Create Opportunity to Promote Malaysia and China Trade Ties

Translator: Neo Chee Hua

Translator: Neo Chee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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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伦：中国房地产进入青春期
 细分用途创新发展

商用不动产大有潜能

“中国地产已度过青春期，开始迈入青年期，这

时期的地产性别显现可见，甚至出现分化和

细化。最明显的一个转变是，商用不动产将发挥很大潜

力。”

他说，“随着人们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加上愈来愈

多地方城市化发展，中国的房地产领域除了有传统住

宅这一大块市场之外，新开发产品偏向商用不动产，尤

其是包涵休闲、度假、教育、商业等的开发项目更受到

青睐。”

冯仑相信，中国的房地产今后10年的转型将以美

国模式作为学习模式，而在转型期最受欢迎的模式是

以售养租，这模式对开发商和买家而言也是最不吃力

的，它减轻了两者之间的融资压力。

“第二个模式则是直接开发直接管理，也就是比

较偏向德国和加拿大的模式，万通控股本身便使用这

个模式，因为获得的利润比较高，其中一个方法便是利

用管理费来提高资本回报，尤其是来自人力资本的回

报。”

冯仑透露，目前中国商用不动产领域中有2万亿元

支持这个模式，其中的1万亿元来自寿险机构，另外的1

万亿元来自信托、民间资金和基金投资机构。

中国商用不动产的第三个模式是将旧的商场转型

来迎合大时代的变化。冯仑说，这个模式的产生主要是

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起了巨大变化，来到互联网十分

发达的时代，尤其是近年移动互联网深入日常起居之

后，消费商品就在弹指之间。

“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神速，每一天醒来都发现周

边出现新变化，其中一个惊人的变化即是在11月11日

光棍节那天，马云的阿里巴巴在当天的交易量写下350

亿美元。这个数据证明了一点，电子商务已成为中国最

流行的消费趋势。”

旧商场须转型	

冯仑声称，B2B和B2C电子商务交易今后将有增无

减，估计中国2013年的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人民币2万

亿元，过去的按年增长率保持在20%至30%之间，这个

趋势料会维持下去。

中国创业思想家冯仑受邀为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发表精辟言论时指

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度过青春期，如今进入青年期，而市场是否出现

泡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青年期的成熟度与稳定度。冯仑披露，

中国房地产如已经来到商用不动产的大时代，上一个时代却集中在住宅

房地产，区别不大。不过，他强调，中国大城市的住宅房地产需求仍然强

劲，尤其是地点占优势的二手房，其需求有增无减。

文｜谢德金

主题：“激发正能量·共创新商机”
主持人：马中经贸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　　主讲人：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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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很多商品已不需要靠传统销售，尤其不需

要在商场展售，造成很多商家在商场内惨淡经营。因

此，商用不动产拥有人或租赁人必须寻求转型，将原来

的建筑物出租给标准化消费品或充作大众化服装衣物

等商场用途，转型后可图50%的收入。

另一方面，冯仑透露，万通股份进军商用不动产领

域的重要考量必须是能在有关地区内必须有8万人居

住，并能提供3万人的就业机会。

住宅地产仍有上涨弹性	

冯仑是中国最大民营房地产企业万通地产投资股

份的董事长，他除了享有中国创业思想家的美誉之外，

也被人们封为中国地产教父。

冯仑来到马来西亚演讲时说，中国住宅房地产经

过10年的发展周期后，近年的新楼盘已有放缓现象，二

手房比一手房明显来得多。

他透露，以前在大城市，新房子与二手房的比率是

2套新房子对1套旧房子，但现在是1套新房1套旧房。在

二、三线城市，虽然新房子如雨后春笋，但价格有缓和

的迹象。

“中国在1999年开放房地市场，在最初阶段政府

是学习美国政府，让市场自由蓬勃发展，直到2006年

后我们向新加坡政府学习，要人们拥有自己的蜗居。不

过，在3年前，中国政府却仿效德国政府，鼓励人民租

房，到了今年又回到新加坡政府的制度，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要确保20%人民是住在自己的房屋里。”

因此，冯仑认为，尽管住宅地产已度过巅峰期，这

块市场依然有上涨的弹性，但他强调制度对住宅地产

的影响非常直接。

住宅地产须产业化	

冯仑指出，中国的住宅地产发展如今以三大方向

迈进，第一是住宅产业化，这被业界人士视为最快、最

节省成本，而且达到节能目标。

“以万通控股作为例子，我们的30%工程是在工

厂完成，日本地产公司则在工厂内完成70%工程。目

前，这策略已成为同业之间的竞争焦点，产业化能有效

地缩短我们的工程3至4个月，换言之，资金的周转来得

快，成本也随之减低。”

冯仑进一步表示，除了产业化发展，住宅地产市场

也在创新，在饱和市场中寻求突破。通过市场创新改变

供求气氛。早前，中国住宅地产开发商都在打绿色环保

牌，近年则看到度假村主题的住宅地产、教育主题的住

宅地产、养生主题的住宅地产。

中国住宅地产市场的第三个发展方向则是开发商

积极往海外开拓新市场，尤其是拥有大批中国人的海

外地区，如今已成为中国地产商往外走的新目标地点。

冯仑披露，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人在海外置业达到

500亿美元，这个数目将节节上升。在这个趋势下，大

陆房地产开发商找机会往外发展，他们一般上会与当

地开发商联手合作，开放大陆人需要的地产。

在这一块发展版图中，万通控股最成功的例子便

是到台湾开发住宅地产，供应在台湾发展的同胞“中国

式”的房屋。

172013/12



The China most creative business thinker and estate 
thinker Feng Lun said, in the Malaysia-China 

Entrepreneur Conference 2013 (MCEC), that China 
real estate market has went through its “adolescence” 
stage and was moving into “young” stage. The matur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this stage, to a large extent, will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 property market bubble 
in China. 

He revealed that the era of China real estate market 
has moved from residential property to commercial 
property. However,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demand 
remains strong in major cities, especially second hand 
properties in strategic locations. 

A Huge Potential in  
Commercial Real Estate    

“China real estate market has moved from 
“adolescence” stage into “young” stage. In this stage, 
element of market segmentation begin to emerge in 
the real estate sector. One of the obvious changes is 
the commercial property will start to generate huge 
potentials.”

He said China property sector has diversified and 
expanded from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property to new 
type of properties especially in commercial property 
areas such as properties for recre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ommercial purpose, as per capita income among 
Chinese citizens continue to rise accompany by a rapid 
pac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He believe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n China real estate sector for next decade would be 
based on the U.S. model. The most popular model 
in this transition period would probably be “rent out 
commercial property with the support of sales from 
other property development in surrounding area”. This 
model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financing pressures of 
both developer and buyer.

“The second model is direct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model adopted 

by German and Canada. Vantone Holdings Co Ltd 
has adopted this model because it is more profitable. 
One of the ways is to capitalise on management fees to 
enhance the capital returns, especially in the human 
capital returns. ”

Feng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a total of RMB 2 
trillion funds in China commercial property sector 
that supporting this model. Out of this, about RMB 1 
trillion funds were from insurance companies while 
the rest were from trusts, private sector capitals and 
fund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The third model is transforming the old commercial 
buildings as China has entering into a new era of 
change. He emphasised that this model was viable 
as life styles among Chinese citizens have changed 
drastically. As we entering into an era of internet with 
mobile internet have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in recent years, consumption goods are 
accessible through a smart phone or device.

“The rapidly expanding electronic commerce 
(e-commerce) industry in China has led to new changes 
in daily life. The most remarkable change was on 
the November, 11th Singles’ Day where Alibaba has 
registered USD 35 billion sales in that particular day. 
This statistic shows that e-commerce has become a 
popular consumption trend in China.”

Transforming the old commerce building
Feng said that B2B and B2C e-commerce would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going forward. The 
e-commerce transaction value is estimated to reach 
RMB 2 trillion in 2013 with an annual growth rate 
of 20%-30%. This growth trend is expected to be 
continued in coming future.

In other word, businesses in the shopping mall or 
commercial building will be severely affected as many 
goods are no longer distribute through traditional 
distribution channels, especially shopping mall or 
commercial building. Thus, commercial building 

Feng Lun: 
China real estate market moving into “young stage”  
with segmentation and innovation takes place        

Translator: Neo Chee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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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s or tenants would have to transform their 
way of doing business by renting out the building to 
standardised consumer products or popular fashion 
retail merchandiser. The transformation is expected to 
bring in 50 percent of revenue.

On the other hand, he said that the main 
consideration of Vantone Holdings to participate in 
commercial property sector was that the said area 
must have a population of at least 80,000 and provide 
30,000 job opportunities.

Residential property still has  
room to grow

Feng who is the Chairman of Vantone Holdings, 
the China’s largest private property developer, is 
honoured as the most creative business thinker and 
real estate thinker in China.

He mentioned, during his presentation, that after 
a decade of development cycle, China’s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in recent years has showed a sign 
of slowdown particularly in primary market where 
second hand residential properties had surpassed the 
new supplies.

He revealed that the ratio between new supply and 
second hand residential property used to be two new 
houses to one existing house in major cities, but now 
the ratio came down to one on one basis. While the new 
supplies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line cities have continue to grow, but the house price 
has moderated lately.

“When China first opened up its property market 
in 1999, the government had adopted a free market 
model similar to the one in United State which allowed 
property market to develop without any interv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t the beginning stage. Since 2006 
we had learned from the Singaporean Government 
that ensuring every citizen has his or her own house. 
However, three years ag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gan to encourage people to rent a house instead of 
own it as what happened in German.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shifted back to Singapore approach where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wanted to ensure 
20% of citizen is living in his or her own house.”

Hence, he opted that while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has passed its peak period, this market still 
has room to grow. However, he admitted that the 
institutional issue would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Industrialisation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Feng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ere three directions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development in China going 
forward. First direction is to adopt the concept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residential property development. 
This approach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by the 
industry players as a faster and cheaper way to develop 
residential property at the same time achieve energy 
save purpose.

“Take Vantone Holdings as an example, we have 
about 30 percent of works done in factory. Japanese 
property companies are able to complete 70 percent of 
works at the factory level. Currently, this strategy has 
become a competitive area among property developers. 
Industrialisation for production of residential houses 
has effectively shortened our construction period by 
three to four months. In other word, the cash flow 
becomes better and cost becomes cheaper.”

He added that, besides the industrialisation for 
production of residential houses, the innovation was 
also taking place in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in order to find a way out from the current market 
saturation. Innovation is aimed to change the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Previously, property developers in China were 
focus on green or environmental friendly property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 themes have 
shifted toward resort-typed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educational theme residential property and healthcare 
related residential property.

The third direction is the Chinese property 
developers are increasingly exploring the new market 
potentials in overseas, especially those markets with 
a huge Chinese population base. These markets have 
becoming the new target of Chinese property developers 
who aggressively extending their foot prints outside 
China.

Feng revealed that a statistic showed the Chinese 
investors have invested about US$50 billion in overseas 
property market in last year. This amount is expected 
to rise further in the coming future. Riding on this 
trend, Chinese property developers are actively looking 
a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overseas market via joint 
ventures with local property developers to unlock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potential.

The most success story to tell is the property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Taiwan by Vantone Holdings 
which specifically targeted at the Chinese citizens who 
are currently working and living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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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瑞华：由四方面推敲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正能量

当回顾数年来世界 各地 发生
的自然灾害，如海啸、台风、

地震等灾害时，可以看到来自世界
各地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志愿者、
私人领域等给予他们各种援助，其
中私人领域在身体力行下，提供了
许多经济或物质上的援助。

因此，商界在企业社会责任上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能处理妥
当，可以提升社区和社会，甚至可以
拯 救许多生命。毋庸置疑的，企业
的社会责任就是一个正能量。

要企业社会责任付诸行动，并
不需要花很多金钱，像TNT快递在
过去实践企业社会责任时，从不要
求公司给予几百万或几百千款额的
资助，只要懂得如何善用现有的资
源将企业社会责任转化成行动。

从四方面着手	
·产品与服务	

这可以从考虑公司是以什么产

品和服务为社会提供需求。当提供

产品与服务时，往往需考虑会否带

来副作用、对环境的影响、对消费

者健康的影响等，透过这些考量来

应对负面的影响。

·企业价值	
然而，考虑公司的价值是必然

的，了解受惠团体或组织，通过运用

的企业价值、社会责任，只会使公

司价值得更高。

·核心责任	
接下来，需考量公司的核心责

任。公司 有 责 任 把 这 方 面 做 得更

好，加强核心能力，透过我们的力量

与运用现有的资源，促使实现公司

核心责任。

·员工参与	
而最后考虑的因素，即是参与

的员工。当公司在进行企业社会责

任时，应该让员工参与有意义的计

划，以做出贡献，使公司的企业社会

责任更有意义。

透过上述四个方面，能帮助孩

童、贫困者，改变环境和创造意识，

这也符合TNT快递专注未来主人翁

的儿童发展领域，如目前马来西亚

TNT快递已通过家庭领养计划，改

善与提高孩童生活的基本设施，而

这项计划也得到员工的定期参与及

支持。当中，他们甚至还与领养计划

中的孩子同住。

塑造积极的工作环境	
其次，在TNT快递的企业理念

中，专注协助贫困人士也是其中一

环。在 过去十年中，T NT快 递已经

开始了助贫的机会，透过马来西亚

政府援助一些不幸的家庭，提供财

务援助、识字计划和技能培训计划

等。

在于关注环 境部分，TNT快 递

身为一家物流公司，了解业务对环

境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与雪兰莪州

地方政府合作进行植树计划，在公

司附近进行定期种植和树木培植计

划，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每个员工都知道社会责任的

重要，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因此，我

们鼓励员工每年至少贡献十二个小

时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这并不

是强制，而是要求志愿者，让他们了

解参与的好处，也促进了员工对定

期参与活动的价值观。

在长期的努力下，如今大约有

75%的员工已完成了一年至少十二

个小时的企业社会责任，在这个过

程中，也为员工制造了一个积极的

环境。

根 据 对员工 所 进 行 的调 查 得

知，TNT快递的员工因公司积极的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他们因而更了

解公司的责任之余，也因此感到骄

傲。此外，也从调查中发现，参与企

业社会责任的员工不仅是享受参与

感，也为企业责任费尽心思。

配合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的主题《激发正能量·共创新商机》，TNT快递人力资源

总监曾瑞华以相同主题演说。她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正能量，能为受惠团体与

社会带来改变及拯救生命。”企业社会责任并不需要花钱或需要巨额投资，善用有关

四方面，将能远远超与预期的效果，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主题：“激发正能量·共创新商机”
主讲人：TNT快递人力资源总监曾瑞华

文｜渼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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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大马经济走廊的无限商机

徐嘉仁：东海岸特区拥51兆市场

徐嘉仁说，东海岸经济特区拥有理想地理位置，

坐拥涵盖约40亿总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合共

17兆美元（约51兆令吉）的庞大市场，能成为东协、亚太

地区及远东的策略性投资平台。

他说，该特区特别经济区把高效计划集中在一个综

合发展区内，它位于东海岸经济特区核心地带，即从登

嘉楼的科底延伸到彭亨州北根一块25公里乘以140公里

的地段。

他预计2020年，东海岸经济特区人口将达500万

人，劳动力达200万，经济增长率达7.2%。该特区五项

经济发展领域为旅游业、石油、天然气及石化业、制造

业、农业及教育。

“对于东海岸经济特区的财务奖掖，符合资格的

资本开销可获100%投资税务津贴长达5年、减免印花

税及减免进口税及销售税。至于非财务奖掖则是具伸

缩性雇佣外籍高级员工、人力资源培训优惠及优惠的

土地价格。”

郑伟民：北马走廊占GDP20%

郑伟民说，虽然北部发展走廊只占大马7%面积，但

它贡献大马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0%，其中超过45%为制

造业出口、超过30%为旅游花费及超过60%为农业领域

（稻谷）。

“北部发展走廊拥有40年为大型及中小型公司提

供精密支援的经验，为业者提供更多机会。” 提到农业

发展，他指北部发展走廊拥有强大的生化支援系统及

人力发展计划，让该走廊成为先进食物区（foodzone）

。

他强调，北部发展走廊是大马重要的经济中心，任

务包括透过农业、制造业、旅游及物流领域协助国家经

济发展、促使社会经济平衡、提高知识水平、改善人民

生活及加强机构及执行能力。

主题：无限商机在特区汇报会
主持人：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副主席黎德坤
主讲人：北部发展走廊发展机构制造部部门主任郑伟民	 东海岸经济特区理事会高级经理徐嘉仁
	 雪兰莪投资中心总裁哈山阿兹哈里	 依斯干达区域发展经济与投资部副总裁叶国槟
	 中国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王宏伟

众主讲者就大马特区的商机侃侃而谈。左起为哈山阿兹哈里、郑伟民、叶国槟、黎德坤、徐嘉仁及王宏伟。

文｜黄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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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国槟：依区2025年人均总产值9万	

叶国槟说，大马依斯干达特区的目标是成为稳健及

永续的国际大都会，2006年该特区人均区域内生产总

值达1万4790美元（约4万4370令吉），预计到了2025

年，该总值会增至3万1100美元（约9万3300令吉）。

他指出，2006年依斯干达特区人口为160万人，预

计2025年人口增长约一倍至300万人，其就业人数也从

62万增至146万。

“依斯干达特区拥有投资商机的领域包括旅游、

医疗保健、教育、创意工业等，竞争优势为地理位置、具

吸引力的奖励配套、有利的生活环境、获政府支持及良

好经商环境。”

他说，从2006年至2013年9月，依斯干达特区累计

承诺总投资额达1282亿1000万令吉，其中涉及制造业、

房地产、政府及其他。

哈山阿兹哈里：全球清真市价7.3兆	

雪州投资中心总执行长哈山阿兹哈里说，国际贸易

及工业部资料显示，截至今年6月，大马清真工业出口额

达157亿令吉，预计到2020年，清真出口产品额将占大马

总出口产品的8.5%，清真前景备受看好。

他提到，2012年全球清真市场价值达7.3兆令吉，

其每年增长率达29%，特别是清真食品。清真食品占全

球食品领域的17%。“大马去年清真出口额为380亿令

吉，占国内总出口额5.4%。”

针对大马政府为清真业者提供的奖掖，他指这包括

清真园营运商可在10年内获得100%税务豁免、清真物

流营运商5年内获100%税务豁免、清真园的清真公司5

年内获得100%税务豁免（出口收入）等。

“政府致力把大马打造成清真枢纽，透过经济转

型执行方案达标。大马现有7项清真领域，包括食品及

饮料、化妆品及个人护理、药物、生活及服务。”

他说，国内共有9个策略性的清真工业投资地点，

其中两个在雪州，即雪州清真枢纽及雪州自贸区。他们

提供投资清真工业机会，服务包括工业地出租或买卖、

工厂及免税奖励。

王宏伟：中国银行加码投资大马	

王宏伟说，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曾指出，中国银

行视大马为重要的海外市场，该银行将加大投入大马领

域，积极为马中贸易合作服务，提供优质及全面的金融

解决方案，让马中携手建设开放金融体系。

他说，中国银行对大马并不陌生，其实早在1939

年，该银行已在大马落地生根。大马中国银行稳健增

长，近几年先后在大马各州设立共7间相关机构。“在

2011年，国家银行指定大马中国银行为唯一人民币结算

银行，反映大马政府对中国银行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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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是房产投资天堂
近年强势崛起

谭天良：列大马投资28优势

马中投资者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创办人谭天良在马

中企业家大会的座谈会“大马房产面面观”中认

为，大马是中国投资者的房地产投资天堂，因为大马房

地产租金回报率达5至8%，中国只有2至3%；再者大马

地契年限为永久或99年，中国产权只有70年。

他建议中国投资者可来马（1）购买住宅或店铺自住

或出租、（2）经商或设厂，批发或零售本身产品、（3）购

买工业地或住宅商业地建设公寓或商场收租、（4）与本

地人联合买地，先以油棕养地，之后转成工业或住宅地

再开发。

“大马房地产每年增值率达8至15%，中国很低；大

马的贷款利率约4%，中国需要6%左右；而且大马（的房

屋）是附赠车位，中国还要另外购买。”

谭天良也列出中国人到大马房地产投资的28个优

势，包括贷款容易、利息低、亚洲文化大汇集、拥有医疗

旅游、公共设施免费、容易出租、房屋价格稳健上升、创

业天堂、距离中国很近等。

苏启志：鼓励投资依斯干达特区	
苏启志鼓励国外投资者到柔佛依斯干达特区投资，

其中首推该5个发展旗舰区中的B特区努沙再也。

他说，依斯干达特区面积是新加坡的三倍，总面积

达2200平方公里，该特区将成为强大及可持续性国际

大都会。除了依斯干达特区，吉隆坡、雪州、槟城及马六

甲也是良好房地产投资地段。他认为努沙再也最引人注

目、有潜能及具有爆发力，它属新兴市场，不像吉隆坡及

槟城般饱和。

胡志坚：马六甲房地产因旅游业而“贵”
胡志坚认为，除了吉隆坡，投资者可把房地产投资

目光放在马六甲，因为当地深得中国游客欢心，马六甲
房地产因旅游业而贵。他指另一合适的投资点是波德
申，因为当地即将建设全马首家6星级酒店，可带动周边
经济。

他说，每年来马游客一半都去了马六甲，中国人因“
郑和下西洋”而认识了马六甲，对甲州的熟悉远超其他
州属，而甲约有4000英亩填海地，很多大型计划即将引
入，发展潜能甚大。

陈云祥：碧桂园进军海外首选大马	
陈云祥向出席者分享中国碧桂园房地产公司，强调

它是中国10大最强的发展商，也是亚洲前30名的上市公
司。“拥有21年房产开发与管理经验的碧桂园，在中国
已上了轨道，是时候走向世界，接触及了解更多市场，拓
展自己的视野，更全面发展。”

他说，碧桂园选择大马作为跨步海外的首站，是希
望继续把事业版图逐步开展至世界各地，并继续秉持“
一期成型”的开发理念，把五星级家园的概念带到全
球。

郑水兴：本地房地产“黄金5年”	
郑水兴说，他曾在2010年表明东南亚即将崛起成

为全世界的投资焦点，2013年至2018年会是本地房地
产的“黄金5年”。

对于大马房地产在2018年后是否出现过剩，郑水兴
认为不会出现这问题，因为黄金地带是政府圈定大力发
展的地区，主推城市化地区、金融区、旅游区等，但这些
地方在这20年内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文｜黄德居

主题：大马房产面面观
主持人：马中经贸总商会青年团理事谢中正
主讲人：马中投资者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创办人谭天良	 MCT集团执行董事拿督苏启志
	 Park	Global房产私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胡志坚	 郑水兴国际房地产投资俱乐部创办人拿督斯里郑水兴

主讲人分享他们对房地产的知识。左起为谭天良、苏启志、胡志坚、陈云祥及郑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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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安乐窝

亚洲大趋势研究所所长冯久玲：	
双语教学大学日益受欢迎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愈来愈多父母把孩子送入
私人学校或国际学校，这个现象在亚洲尤为明

显。
亚种大趋势研究所所长冯久玲在2013年马中企业

家大会上主讲“教育、第二家园、医疗旅游”课题上指
出，国际学校是时下发展最快速度的教育模式，即使是
在人口增加中和的马来西亚，国际学校最近几年迅速增
加到90所。

“估计到了2020年，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与私人
学校将达到1万所，学生从目前少于100万人激增至250
万人。以前，国际学校的80%学生是外国人，但现在却
相反，本地学生占了80%。”

冯女士披露，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当地家长近年也
为孩子选择国际学校或私人学校，甚至把孩子送出外国
念书，其中一个数据显示，中国中学生出国到海外学习
的人数如今已达到6000人，而在中国办A Level的学校
也增加到900所。

她声称，国际学校与私人学校大受欢迎的最大原因
是家庭收入比上年代高许多，有能力的家长都舍得大方
投资在孩子的教育上。

冯女士表示，中国是世界经济强体，迎合中国的崛
起，放弃学习华文是很可惜的，实际上在中国双语教学
国际学校非常吃香，并预期以中文作为双语教学媒介之
一的学府在未来10年将取得惊人成长。

“投资一所双语学府所需的费用不菲，至少要1亿
令吉左右，单单是硬体设施就须8千万令吉，营运资金
则须2千万令吉。”

目前，在马来西亚的中国留学生达到1万5千人，虽

然不是最大群的外国留学生，但跟2000年区区的5千人
比较之下，明显增加。

全球畅游董事经理张铭远：	
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	
全球最低的侨居门槛

起源于1996年的“银发项目”，后来改名为马来西
亚第二家园项目（MM2H），顾名思义，大马政府希望通
过这样的一个计划吸引外国资金、促进旅游、发展经济
而拟定的政策。

全球畅游公司董事经理张铭远在第三届马中企业
家大会上指出，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向外国人提出的
要求可说是非常友善，既无年龄限制，也不强制申请者
必须能掌握英语，所以愈来愈多中国人向大马政府提出
申请。

全球畅游是一家提供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申请谘询
的服务公司，该公司在中国杭州、广州、中山和佛山都设
有办事处。

“凡符合资格的外国人，将获得长达10年期限的居
留权，并可多次入境。不但如此，入境后，外国人可获得
158个国家的出入境优待，如新加坡、英国、荷兰、澳洲
等地区，不须回国办理签证。”

张铭远表示，大马第二家园计划近年受到中国人的
欢迎主要是因为两国的文化差异不大，尤其是本地的华
人社会之文化对中国人而言十分亲切。再者，大马政府
允许中国人在本地的中国分支银行开存款账户，并严密
保守存款人的身份。除此以外，大马政府也允许外国人
购买本地永久地契房地产、免征收境外收入税和遗产
税，可独立创办公司并给予税收优惠等。

主题：教育、第二家园、医疗旅游
主持人：莱佛士亚教育集团市场总监陈锦松
主讲人：莱佛士亚教育集团科技资讯总监张贞明	 英迪国际教育集团高级副院长（国际事务）林伟
	 亚洲大趋势研究所所长冯久玲	 马来西亚医疗旅游产业总监（东亚区）黄伟权
	 马来西亚全球畅游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张铭远	 柔佛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市场营销及会业通讯部副经理诺哈菲桑

文｜谢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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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是一种文化；促进马中关系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会长于露：	
深化马中之间农产品的贸易关系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会长于露表示，她非

常看好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因为两

地之间的农产品拥有很大的互补性和互相协作。

所以，她这一次出席2013年马中企业家大会，目的

也是希望可以强化和深化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农产品

贸易关系。

除了在贸易洽谈会上介绍中国农产品的优势之外，

于露还亲自与马来西亚企业家谈解中国农产品的优势，

以及了解马来西亚这方面的农产品特点。

她表示，马来西亚拥有的农产品优势是中国所没

有，例如可可制品、棕油等，这些都是马来西亚的强项，

而这一次她率领的代表团当中，一些团员就是想寻找可

可制品和棕油的马来西亚商家，他们非常希望与马来西

亚商家在这一方面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于露在这次的洽谈会上也重点介绍中国日照市的

农产品，希望马来西亚企业家可以更了解日照的农产

品。

根据介绍，日照市是中国山东省的一个地级市，位

于中国大陆沿海中部，山东东南部，黄海之滨，是山东

半岛的尾翼。日照市东北与青岛接壤，西靠临沂市，北

连本省的潍坊，南接江苏省连云港，与日韩隔海相望。

于露表示，日照市生产许多优质的农产品，值得马

来西亚企业家去探寻商机。

她也表示，这一代表团当中，有许多是大蒜、水果、

蔬菜等食品农产品的进出口商，所以，趁着这个难得的

机会，希望中国和马来西亚抓住商机，谋求合作。

于露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山东省商务厅吕伟副

厅长、青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宋海红处长。他们分别对

中国食品农产品贸易情况、山东农产品生产出口和质量

安全管理情况向与会代表进行了介绍。日照、诸城等农

文｜森杰

主题：从吃的文化看马中经贸前景
主持人：隆雪华堂副会长郑淑娟
主讲人：马来西亚牙医理事会主席拿督候锦泉	 农业专家张光明
马来西亚燕窝商公会副会长骆荣福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会长于露
青岛检验疫局食品处处长宋海红	 山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吕伟	 中国医药保健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刘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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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产市县的领导介绍了当地农产品生产与贸易情况。

在洽谈会发表演说时，于露强调，尽管中国与东盟

之间的农产品贸易近年来已经取得飞跃式的增加，但是

她认为，由于中国和东盟的农产品之间仍然有很强的互

补性，所以，她认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农产品贸易还可

以进一步扩大和加强。

根据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８月，中国已累计为东

盟各国产品减免关税约５００亿元人民币。

关税的减免使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量大大增加。

根据介绍，２０１１年，中国从东盟进口农产品１５０亿美

元，出口农产品近１００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农产品进出

口总额的１５．１％和１６．３％，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

农产品贸易伙伴。

东盟是热带水果的主要产地之一，中国与东盟水果

产业互补性强，温、热带水果等优势产品在双边贸易中

供需潜力尤其巨大。

中国医药保健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刘张林：	
共同推动马中医药贸易的发展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刘张林表示，中

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医药以及保健器材拥有良好的发

展潜能。

他希望中马两国之间的企业家可以更多互相交流，

以提升医药以及保健器材方面的进出口。

2013年12月1日，在刘张林的率领之下，医保商会

组织20家企业共28人，参加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马

中企业家大会邀请到东盟地区的华裔企业家以及中国

企业家共约1500人参加，涉及医药、保健品、食品、房地

产、农业、教育等多个领域。

刘张林副会长出席医药保健品分论坛，并作马中中

医药贸易的报告。

刘张林表示，中药不仅是一种治疗手段，也是一种

文化现象，正被广泛认可。一些早已受中药文化影响的

国家如马来西亚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中医和中药文化。中

药所有产品里，含中药成分的保健品更容易进入境外市

场。

无论如何，他表示，药品涉及人的生命安全，有一

套非常严格的质量监管体系和追溯体系，中药进入国际

市场不可避免地要适应国际市场的监管要求。

刘张林在提及中药与国际标准时谈到，国际市场对

于中药如何监管、如何注册也需要了解中药的特性。毕

竟西方国家是根据化学药物的特性建立的现代药物注

册管理体系；而中药作为传统药物有中华文化的内涵，

是经过长期人体试验得出的产品。可以说中药要向国际

市场监管方向去发展，国际市场的监管法规也要向中药

的实际来靠拢。

刘张林透露，目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与国际标

准组织ISO共同发起一项关于中药国际标准的合作。国

家药监局等机构正在主导一系列工作，帮助欧美起草关

于中药监管的标准。

“我们有几十位专家进入了美国药联，讨论中药标

准合作建设。”根据介绍，2012年，中国共从103个国家

和地区进口了医疗器械，全年进口额为124.72亿美元，

同比增长14.56%，与2011年相比下降了27个百分点。

欧 洲是中国医疗器 械 最 大 进口市场，进口额 为

46.95亿美元，同比增长10.97%，所占比重为37.64%

；北美洲为第二大市场，进口额为40亿美元，同比增

长17.93%，比重为32.10%；亚洲排第三位，进口额为

34.7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1%，比重为27.83%，三大

洲所占比重达到97.57%。其中，东盟、中东市场进口增

长分别为29.35%和26.22%，高于其他市场增幅。

2012年，中国进口医疗器械金额达到1亿美元以上

的产品有31个品种，且以通用诊疗设备、彩色超声波诊

断仪、弥补生理缺陷的康复用具、X射线断层检查仪、内

窥镜、医用导管、核磁共振成像装置等高附加值产品为

主。矫形类产品进口额增幅最大，为72.59%，部分产品

涉及整形美容器械，表明该类产品近来受到普遍欢迎，

此类产品以从韩国进口为主，韩国也因此成为中国医疗

器械第四大进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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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若拓右舵车市场可来马开厂

中国汽车销量第一

许综文在马中企业家大会上表示，东盟有5个国

家是使用右舵汽车，汽车销售市场最为庞大的

国家包括印尼丶泰国及马来西亚，年销300万辆，在全

世界排名第3，在日本（600万辆）及印度（400万辆）之

后。

“中国无论是汽车内销或是外国车销售量，都是全

世界第一，因此中国知名车商绝对有能力走出中国，若

要在大马设立右舵生产基地，也会让两国经济持续成

长。”

许综文表示，中国去年的汽车内销占了2000万辆，

与全世界逾8400万辆汽车销售量相比较，每4辆新车当

中，就有一辆是在中国销售，也有一辆是在中国制造。

他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大马目前

是中国汽车跨出海外最重要的夥伴。

中国汽车国际（大马）巡展代表团团长李英宏认

为，大马政府即将在明年调整关税政策的举措，以及一

些工业产区的免税政策，将吸引更多中国车商来马设立

生产线和进行投资。

冀调低汽车进口税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认为，中国汽车

在大马是相当有潜能的，如果大马政府可以进一步调低

汽车进口税，则中国汽车在我国的竞争力将获得提升。

“近几年来，汽车增长得最快的国家是中国，无论

是销售抑或产量。大马国家小，但全世界的汽车依然可

以进口到我国。随着中国与东盟贸易市场的税务即将进

行调整，中国车商也将雄心勃勃地打进大马市场。”

大马机械及车辆零件商会联合会总会长拿督王荣

丰也表示，一些中国汽车的品质与大马国产车相比，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碍于我国有保护国产车的政策及汽

车进口税的冲击，导致过去8年以来仅有3000多辆中国

轿车出口到我国。

文｜黄德居

泛马汽车银业联合总会会长拿督许综文指出，东盟的汽车总销量达到300万辆，如此庞大的汽车市场，有利于中

国大型车商在马来西亚设立右舵汽车生产基地。他强调，大马具有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势，汽车生产只要有四成

零件来自大马或东盟，在我国生产汽车就可以享有零关税，出口汽车也同样享有零关税。“因此中国若要开拓右

舵汽车市场，大马可成为最有策略性及战略性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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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须跟上社会步伐
文｜黄德居

女性必须不断地自我提升及跟上社会的步伐，方可在职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及撑起半边天。

温柔的力量：适时追随时代步伐

“女性在兼顾事业和家庭的过程中，往往都会面对种种的障碍，

但是只要懂得适当安排自己的行程，就能轻易的解除这些所

谓的障碍。”出席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特为女性企业家而举办的女

企业家交流会时，三位成功女企业家异口同声的表示。其中就包括

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筹委会主席李素桦、隆雪中华大会

堂妇女组顾问郑淑娟及厦门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陈琦琪等。

陈琦琪在马中女企业家交流会上指出，女性

除了必须懂得安排自己的行程，她们也必须不断

的跟上社会的转变步伐，了解最新的资讯来充实

和自我提升。

“当一位女企业家懂得分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和自

我提升之际，这就意味着这名女企业家将会在众多的商业

领域中创出一片蓝天。”李素桦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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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巩固两国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0月初官访我国，在跟我国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进行会谈后，除了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

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外，也签署了经贸合作5年规划。这项规划，为双方的贸易投资及合作确定了方向以

及力争在201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600亿美元（约5000亿令吉）的目标。在两国政府订立了上述目标后，势必需要

作为贸易与投资最大的贡献者的私人界商家，给予政府全面的配合，才能顺利达标。为此，马来西亚经济贸易

总商会（MCCC）在11月21日当天，广邀我国多个领域商家，在《南洋商报》总社来一场激荡脑力的圆桌会议，

讨论私人界商家如何执行，以便达到预定目标，进而让商家受惠。

“抓紧马中经贸5000亿商机”
文／摄影｜黄德居

马中两国领袖宣布，在2017年，将双边贸易额放眼达至1600亿美元的目标，几乎要从目前的经贸
规模倍增。因此，政府与私人界势必要加倍努力，才能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增强执行力，达到
这个远大的经贸目标，进而使两国的商家受惠。

在主题为“如何从2017年马中贸易协议的1600

亿美元目标中受惠”的会议上，主持人陈云祥

表示，在两国宣布此目标后，的确听到国内许

多商家都有类似的提问，“如何配合？如何获

益？”尽管该1600亿美元贸易额的目标

规划是5年，但他指，事实上，距离

2017年就剩下4年轻的时间。“现

在我们放眼在今年可达1000亿美

元，意味着在4年的时间内，我

们还有600亿美元的规模要

追上，所以达标的时间非常

紧迫。”

马中企业家大会对接会主席陈云祥

李素桦表示，“2013年马中企业家大会”

，可成为马中两国商家的交流平台，从

而有助于催使达成2017年的贸易目

标。“这次两国企业对接会，也邀请来

自西亚国家的企业公司的参与，

在本地方面，主办单位也邀请

印度商会以及马来商会会员前

来，让全民都有机会和中国

企业公司交流，一同开拓新

商机。”

马中企业家大会筹委会主席李素桦

活动：马中企业家大会造势活动-“如何从2017年马中贸易协议的1600亿美元目标中受惠”圆桌会议
·日期：2013年11月21日·地点：南洋商报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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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信表示，在人才及教育方面，我国具有

许多跨国的人才和多教育机构的资格，而

且这都深受中国官方的承认。“加强马中

贸易并达成上述的目标，不能仅靠国

内华裔，要做到两国之间全方位贸

易关系，必须也把非华裔族群，如

巫裔和印裔商家，促成跟中国企

业家做商业结合。”

马中经贸总商会第一副会长陈友信

陈凯希指出，早在中国与东协国家于2004

年底，成为东协10+1的成员国之一，并签

订成立自由贸易区协议后，就已经为东协

市场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明年是马

中建交40周年，预期我国首相将

出访中国，可望两国贸易活动也

会增加。”

马中商务理事会理事陈凯希

“中国消费力抬头，庞大的消费市场让

各国趋之若鹜，纷纷有意进军，对于本

地中小型企业来说，中国的商机虽然诱

人，但却因许多因素，使得前进中国步伐

裹足不前。”郑己胜表示，每10家中小

企业公司中，只有两家中小型企业公

司愿意前往中国发展，其它的大部

分均聚焦在开拓本地市场。

大马中小型工业公会会长郑己胜

“两国政府单位的政策与行政程序上的差

异，往往让马中两国贸易困难重重，

进一步让两国企业公司对开拓双

边商机却步。”

马来西亚礼品商会王耀辉

主持人：	马中企业家大会对接会主席陈云祥
列席者：	马中企业家大会筹委会主席李素桦
	 马中经贸总商会第一副会长陈友信
	 马中商务理事会理事陈凯希
	 大马中小型工业公会会长郑己胜
	 马来西亚礼品商会王耀辉
	 马来西亚燕窝商工会副会长骆荣福
	 马来西亚中国银行副执行总裁刘能胜
	 大马TNT快递董事经理张翔中
	 MCT集团（大中华区）集团主席私人助理吴洪超

张翔中表示，若以正常的贸易增长步伐，要在

4年后达致1600亿美元的贸易额，是很有挑

战性。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马中双边贸易

额要以每年增长25%的速度，才能在2017

年达标，这需要各方给予更多的努

力才行。“我国在许多方面都具有

相当的优势和吸引力，我国的物流

价格要比印尼和泰国低很多。”

大马TNT快递董事经理张翔中

骆荣福认为，我国燕窝可迎合中国庞

大的市场需求。“对于燕窝业者来

说，我国政府因在通行证批核与技术

问题上，一直未有解决方案，使

得本地燕窝出口业务 成长

放缓。政府若能尽

快解决这些问题，相

信燕窝业将可为马中

双边贸易带来更大的

贡献。”

马来西亚燕窝商工会副会长骆荣福

刘能胜坦诚的指出，要在2017年把马中贸易

额增加600亿美元，对中国而言并不难，但

对大马来说，就有一定的挑战。“在金融领

域方面，只要两国之间大幅度提高使

用人民币，相信就能提升贸易关系。

迄今，大马获得中国视为其中之

一的”全方位战略伙伴”，意

味着该关系受重视的程度

相当高。”

马来西亚中国银行副执行总裁刘能胜

吴洪超认为，大马企业公司在语言及饮食上，与

中国相近，中国与东协合作上占有先机，但若

要进一步与中国企业公司缔结合作，我国企

业公司必须提高效率，这样才能与中国伙伴

携手前进。

MCT集团(大中华区)集团主席私人助理吴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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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圆桌会议是由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主办，是于12月1日举行的“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的其中一

项造势活动。

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举行在即，马中经贸总商会特在此前举办圆桌会议，集合各个商团意见，讨
论“如何协助马来西亚商家从2017年将马中双边贸易额提高至1600亿美元。

活动：马中企业家大会造势活动-“如何从2017年马中贸易协议的1600亿美元目标中受惠”圆桌会议
·日期：2013年11月23日·地点：马中经贸总商会

文／摄影｜黄德居

马中企业家大会造势活动

云集各商团杰出代表

出席者包括马中经贸总商会的中央理事陈云祥、国

际关系委员陈艳、马来西亚中国工商银行吉隆坡

总部全球贸易融资主任蔡红宾、马来西亚燕窝业行动委员

会顾问骆荣福、马来西亚山东商会会长拿督李卫、副会长

班彦东、马来西亚品牌协会会长拿督张启扬、马来西亚五

金批发商公会会长刘庆和、马来西亚礼品商会主席王耀

辉、雪兰莪暨吉隆坡文具书业公会署理会长陈志坚、总务

颜瑞良、马来西亚雪隆果农公会会员林孝荣、马来西亚中

小型工业公会国际贸易局国际融资组主任刘淑芬、郑水兴

国际房地产投资者俱乐部、销售和营销经理李旺星、MCT 

Cosortium集团主席私人助理吴洪超、意达国际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董事陈念心和亚传媒董事经理朱紫。

针对中国政府所设下在2017年将马中双边贸易额提

高至1600亿美元，马来西亚中国银行副执行总裁刘能胜认

为，马来西亚方面需要加强马中直接贸易关系以及马币与

人民币直接兑换，才能协助两国达致有关目标。

马来西亚中小型工业公会
食品出口商面对不知应从中国哪个港口进入；
中资银行对发展伊斯兰银行业务的看法。

马来西亚品牌协会
中小型企业在塑造品牌的过程中面对知识产权造成的
障碍；
大马品牌的优势。

马来西亚燕窝业行动委员会
大马政府“小拿破伦”问题；
燕窝禁出口中国。

马来西亚雪隆果农公会
推动整粒榴莲进口；
空运榴莲及蔬菜牵涉的物流限制；
如何促进外资，如油棕业般壮大果农业；
银行如何改变视果农业为高风险、低回酬行业的心态。

雪兰莪暨吉隆坡文具书业公会
马币通过美金再兑换去人民币的贸易方式较直接兑换
划算；
部分中国企业没有进出口准证。

郑水兴国际房地产投资者俱乐部
中资银行给予最多70%贷款比率的问题。

各商团要求“第3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解答的问题

“第3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举行在即，马中经贸总商会特在此前举办圆桌会议，集合多个商团意见，探讨如何协助商家从马
中贸易中获利；前排左起为“第3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副主席拿督黎德坤、刘能胜、陈云祥、主席李素桦、蔡红宾和
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陈祈福；后排左起为萧立忠、陈志坚、刘庆和、陈艳、陈念心、刘淑芬、苏瑞智、骆荣富、颜瑞良、
王耀辉、李旺星、张启扬、林孝荣、钟旺添、后排后二起是朱紫、吴洪超和班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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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隆生：预算案应加强如何减赤

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郭隆生说，2014年财

政预算案应该加强如何改善国内长达16年的

财政赤字问题。

他在马中经贸举办的“2 014 年财政预算案座谈

会”上说，我国过度依赖石油盈利及国内公务员数量太

过庞大亦是其中隐忧，因为我国的公务员人数为9.4%

，较印尼和泰国多出一倍。

他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减低赤

字，如增加出口赚取外汇。他也赞同政府徵收消费税

及产业盈利税。“在节流方面，我们应该减低公务员数

量，展延大型工程同时取消或减少津贴等。”

财政预算案回响

2014年财政预算案包含全面性对策与积极措施，以巩固国家财政稳定丶加强国内经济活动以及确保人民福利不

被忽略。政府更采取坚定承诺，通过结合增加税收及控制联邦政府开销的努力，将占国内生产总值4.0%的2013

年预算赤字，进一步减少至2014年的3.5%，继续克服国家面对的财政挑战。另边厢，商品及服务税（GST），将

以协调及有效的方式推行，以便减少对人民造成的冲击，甚至扩大联邦政府的税收基础。总括而论，2014年财

政预算案充分展现政府在生活水平上升的当儿，对人民福利的关心。

马中经贸总商会特别针对明年充满挑战的财政预算案，为其会员，在马中经贸总商会，与日前举行了一项
精辟的讨论会。在有限的经济资源分配下，又要顾及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同时加强国内需求，
以达至我国明年的经济增长5至5.5%，又要降低赤字3.5%，以避免公债失控，打击国家的经济
发展，所以，这项财政预算案，对人民来说，是验收政府成果的最佳成绩单，它必须顾及人民所
面对的困难，也必须对国家未来的经济做出全面的照顾。

活动：财政预算案回响·日期：2013年9月26日·地点：马中经贸总商会

“大马经济永续发展”
文／摄影｜黄德居

马中经贸总会长黄汉良（左二）颁发纪念品予主讲人郑水兴。左为郭隆生、右为蔡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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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言，2014年财政预算案的拨款为2642亿令

吉，总开发开支为465亿令吉，仅占17.6%，剩余2177

令吉或82.4为营运开销。“明年国外经济环境料将能

改善，但我国2014年的总开发开支却比2008年来得更

少。”

他认为，中国经济开始转好，美国的经济也有所改

善，欧盟方面，最坏的已经过去，明年全球的经济料会

比前3年来得更好。

他说，政府逐年降低财政赤字，今年3.5%，明年

3%，一直到2020年才能平衡收入与支出。但在这段

时间内，可能面临全球经济危机的问题，政府能否在

2020年之际，达成目标，还是个未知数。

蔡兆源：对消费税误解或最终导致失败

蔡兆源指出，落实6%消费税将面临4大挑战，加上

市场对消费税的误解，最终可能导致失败的局面。他

说，市场对消费税最大的误解就是在从制造商到批发

商，再到零售商，每一层都会出现税上加税的情况，该

误解最终将导致百物齐涨，成为失败的局面。

他指出，政府落实消费税将面临4大挑战，其中包

括政府是否有在谨慎理财。“消费税是要用来取代销

售税与服务税的，3%消费税的收入，会比原来收入来

得更低，因此3%消费税是不大可能的。”

我国税收局每年都表现得相当出色，所征收到的

税金都比预期来得高，但大马国债依然高居不下，可见

问题并不在税收，而是谨慎理财。

“6%的消费税高于市场预期，之后或会有一些组

织或商会，会要求降低消费税率，消费税是否是6%可

能还不能确定。”

消费税多次展延，也使许多商家不认真看待消费

税的落实，关税局是否能有效宣传，深入浅出让大众了

解消费税，也将会是一项挑战。

拿督郑水兴：短期投资者急脱手

著名房地产专家拿督斯里郑水兴表示，政府宣布

首3年产业盈利税(RPGT)增至30%等措施，或导致国

人延后购买房子的计划，以及一些短期投资者在明年1

月前脱售所拥有的产业。他认为，我国房产盈利税还算

温和，至少短期打击炒房，有利于长期投资。

他说，政府在新财案宣布首3年盈利税（RPGT）增

至30%，一些人士认为产业盈利税上调，房价会随即下

调，所以暂时抱观望的态度，延后他们买屋计划，这或

会使到新房屋项目销售会放缓。

他也不排除一些短期投资者的确会赶在今年12月

31日之前脱售产业，以免被徵收30%盈利税。郑水兴在

马中经济贸易总商会主办的分析2014年财政预算案的

讲座上，如是表示。

他表示，调高产业盈利税的措施也可能影响外国

投资者，但他相信经过解说，投资者会对大马房产未来

前景更有信心。“尤其是11、12月份是最多外国投资者

的时期，所以会造成短暂的冲击。”

他把未来5年形容为房地产“黄金5年”，随着大东

南亚时代的降临，大马房地产发展不能出差错，政府采

取措施打击产业市场投机活动带来健康的发展趋势。

“投资者应该更专业的了解大马整个的发展，许多

外国投资者往往比大马人研究得更仔细。随着印尼的

崛起，缅甸的开放，大东南亚已形成拥有6亿人口的经

济强体，是美国和中国都非常重视的市场。”

对于政府提高外国买家购房门槛，上调外国人的

最低购房价从50万令吉增至100万令吉，他认为这措施

将使产业更集中的发展。同时，他更看好柔南区的依斯

干达丶大吉隆坡丶槟城丶马六甲和沙巴亚庇将是外国人

集中地，投资在这几个地点肯定有利可图。

“随着大型基建工程，在未来5年内即将完成，大

马也正式步入“黄金五年”，房产在5年内不能出现泡沫

化和萧条的问题。”

马中经贸总商会所举办的预算案座谈会上，出席

嘉宾包括著名大马房地产投资专家拿督郑水兴、经济

及理财专家拿督蔡兆源、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

黄汉良、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郭隆生、马中经贸总

商会副总会长林恒毅和马中经贸总商会财经与投资委

员会主席罗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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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Glove斩获环保奖项

在2013年MCCC-AEET环保

奖颁奖典礼中，来自缅甸的

微微拉英（译音）获得本届绿色大

奖。她通过撰写大量有关环境环保

以及如何制造再生手工艺品的文章

和报道，并宣传科持续发展理念与

绿色概念；其贡献受到评审单位的

高度评价。

绿色亚军得主是柬埔寨聂萨茂

（译音），他积极投入各种绿色活动，如减少使用塑胶

袋行动计划、制定清洁城市标准及生态旅游等。绿色奖

季军是新加坡年轻科学家杨会颖博士。她应用了纳米科

技、产业生态和绿色化学，以达到水资源可持续性。

我国得奖者是Top Glove私人有限公司的化学司李

诗颖，虽然她年纪轻轻，但已经获得承认为绿色企业家。

绿色大奖得主薇薇莲可获得5000美元；亚军及季

军分别囊获2000美元和1000美元，而国家奖得主各别

可获得1000美元及一个奖座。

天然资源及环境部副部长拿督斯里詹姆士达弗促

请人民携手保护环境，共同为可持续发展与环保付出一

份力。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等重要
他是在“2013年MCCC-AEET环保奖”颁奖典礼上

致词时如是表示，发展商及企业家在建造房子时也必须

融入绿色的理念，比如多种树，因为树可以通过光合作

用，防止温室效应。

马中经贸总商会第一副会长陈友信说，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经常争议的是何者优先，但随着科技的发展，

发展与保护不全然是对立的，企业家也逐渐认清公司的

永续经营脱离不了环保，才可看到远景。

出 席 者 包 括 东 盟 工 程 科 技 院 院 长 拿 督 洪 礼

璧、2013年MCCC-AEET环保奖筹委会联合主席郭隆生

及评审委员会主席朱国明。

2013年MCCC-AEET环保奖颁奖典礼

文／摄影｜黄德居

重视环保；共创远景
马中经贸总商会与东盟工程科技院颁发“2013年环保奖”，以褒扬东盟

国家为环保做出贡献的年轻人。

詹姆士达弗（中）及主办单位与３位大奖得主合照。左起为朱国明及陈友信；右起为郭隆生及洪礼璧。

国家 姓名 贡献领域
柬埔寨 Neb Samouth 推广绿色概念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印尼 Mohammad Baedowy 绿色企业家、经理人
寮国 Boualy Vongvisith 减低温室气体排放、提升水质
马来西亚 李诗颖 绿色企业家、经理人
缅甸 Wai Wai Hlaing 通过媒体推广绿色概念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菲律宾 Bernard John V.Tongol 减低温室气体排放、提升水质
新加坡 杨会颖 保护陆地、水质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泰国 Supaporn Pongthornpruek 减低废物排放
越南 Dang Thi Bich Hanh 自愿者或参与非盈利机构、积极推广社区保护

2013环保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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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国家地区创纪录

这项在中国四川成都举行的世界华裔大会也同

时举行中国经济论坛以及15个分论坛和经贸

洽谈、考察交流等活动。这是世界华裔大会首次选址中

国西部城市举行。

世界华裔大会是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

总商会和泰国中华总商会发起的两年一度的全球华人

商界盛会。大会以“在商言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

宗旨，为世界华裔及相关国家工商界提供增进了解、加

强合作的交流平台，在全球华侨华人中的影响不断增

强。

为期两天的本届大会由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主

办，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全国工商联合中国贸促会协

办，国务院侨办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作为支持单位。

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兼泰国正大集团董事

局主席谢国民在会上致词说，世界华裔大会作为全球

华裔的盛会，自1991年创办以来，已经受到世界华裔的

响应和积极参与，成为交流桥梁和合作的平台。

“中国发展；华裔机遇”

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举办了中国经济论坛和15

个专题论坛，邀请政府官员、华人企业家和学者等就华

商企业跨国发展、海外华裔人才来华创业的机遇与挑

战、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发展机遇、携手华商共促民企“

走出去”等议题发表演讲，与会华商深度参与互动交

流。大会期间，部分市州还分别邀请与会华商参加交流

恳谈和项目考察等活动，达成广泛合作共识，签约一大

批合作项目。

第十二届世界华裔大会

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9月26日

晚在成都圆满落幕。在为期两

天的大会上，来自105个国家和

地区的3000多名海内外嘉宾会

聚一堂，围绕“中国发展•华

商机遇”这一主题，共商合作大

计，共同开启全球华商与中国携

手发展新的大门。

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以“中国发展、华商机遇”为主题。本届大会主办机构－中国侨
商投资企业协会特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商代表精心策划了四天的丰富节目，以提供一个集论坛、名
人讲座、投资推介会、商务交流、考察参观为一体的商业交流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华商、企
业家、学者以及政府长官荟萃一堂，为与会者提供无数的商贸交流与合作机会，其中包括不少世
界著名华裔领袖。这次参会国家和地区以及重点嘉宾数量创历届大会之最。

活动：第十二届世界华裔大会·日期：2013年9月24至26日·地点：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世纪城会展中心

“中国发展；华裔机遇”
文｜黄德居

照片｜有关单位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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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陷入调整区，各国正在积极发展之余，也积极寻找经济合作对象。世界华人经济论坛秉持着引领全球

华裔力量的目标，推动着华人经济的发展，至今，已经成功连续举办五届的盛会。第五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仍

旧是各商界的交流平台及话柄，今年更移狮至吉隆坡双威礁湖度假村酒店内盛大举行，规模庞大。

值得一提的是，出席者除马中经济贸易总商会总会长黄汉良，还包括前首相敦马哈迪、世界华人经济论坛创办

人丹斯里李金友、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所首席执行员丹斯里杨元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万季飞和维

多利亚州州长亚历克斯切尔诺夫等人。

前首相马哈迪： 促成与西方国衔接 
 东方国须和平稳定

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说，西方国家及东方国家如

果要成功衔接及变成合作伙伴，前提是避免发

生战争及冲突。他说战争最终只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因为即使是战争的赢家，最终也可能面对破产的下场。

他举例，一枚导弹的成本已需要数百万美元，引爆

后所产生的破坏，又是另一个数以百万计的损失。“任

何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不只将面对经济萧条的情况，

其重建可说也需要巨大的支出。”马哈迪在第五届世界

华人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这么说。

“在与西方国家衔接之前，东方国家之间必须建立

稳固的和平及稳定。大家应该抛弃仇恨，只需紧记，毋

重蹈覆辙即可，惟有如此才能建立真诚的合作。”

马哈迪说，大马政府曾将岛屿争议带至国际法庭，

尽管最终不幸失去白礁岛主权，但马新两国人民还是可

以继续安居乐业。他指出，惟有不将战争视为解决争议

的选项，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才有机会衔接。

杨元庆： 两国经济关系提升
 冀吸引更多中国投资

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ASLI）创始人兼总执行长

丹斯里杨元庆博士表示，“中国市场庞大，我国除了可

从出口获益之外，也希望有更多中国投资流入大马。”

他是在“第五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上，如是表示。

他指出，世界华人经济论坛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中国

及大马之间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及东协国家进行投资。

另边厢，他更透露，马帕斯集团（MPCORP，6548

，主板产业股）与中国Black Sea Horizon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已经达成了解备忘录，以推动大马成为亚洲经

济走廊，以让贸易和服务能连接中国、东协、印度和中

东。

虽然美国政府停摆，但他始终认为，美国及欧洲的

问题不会影响中国地位。中国经济稳定，将让东南亚市

场获益。

活动：第五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日期：2013年10月3日与4日·地点：Sunway Resort Hotel & Spa

“第5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论坛主题为“全球经济合伙关系，掌握契机，衔接东西方。”

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专家学者就中国对亚洲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课题展开了广泛
的讨论。据了解，最近的未来世界经济趋势的分析或预测，都着重于中国经济体的扩展潜力以及东
盟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潜能。

在晚间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向12位杰出华商颁发了“终生成就奖”以表彰在其行业作出卓越的
贡献。

文／摄影|黄德居

“全球经济合伙关系——　掌握契机；衔接东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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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合伙关系——　掌握契机；衔接东西方”
柴玺：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出口5年内达32兆

“中国改变成长模式，目前经济已从高成长转向中

成长格局，这有助维持经济健康成长。未来5年，中国进

口额将超过10兆美元（约32兆令吉），向海外投资将达

5000亿美元（约1.6兆令吉），出境游将超4亿人次。这

将加强中国经济，并为区域市场带来成长动力。”中国驻

马大使拿督柴玺在第五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上如是发

言表示。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已回到复苏的

轨道，但复苏的基础并不扎实，整体速度仍非常缓慢。

目前仍有很多国家面对新的挑战。对于中国经济前景，

他表示，整体仍表现良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0月3日至5日到访马来西

亚，这是他出任国家主席后首次来马，也是我国政府大

选后第一次接见中国国家主席。他说，“我相信这次的

拜访将可进一步让两国之间的关系升温。”

“过去5年，世界华人经济论坛成功打造一个平台，

让各国政府、领袖、企业得以交流”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万季飞： 
亚洲各国互相扶持以推高经济发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万季飞表示，各国合

作已成为新趋势，这有助发掘新的发展潜力。过去，亚洲

国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长，彼此之间相互扶持，不断

提高经济发展合作。

全球经济陷入调整期，各国在积极发展之余，也积

极寻找经济合作。他希望能够打造中国、东协、印度及

中东的新经济。

“新兴市场是巨大的市场，有35亿人口，有丰富的

资源。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离不开与亚洲和世界各

国的合作，同时世界也积极在寻找一个开放及稳定发展

中经济的国家为合作对象，这促成世界各国与中国的合

作关系。”

中国长期致力于发展各国关系及企业合作，华人也

发挥重要魄力，而华商则成为国际经济平台重要力量。

此外，他指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成长，当前

进入了调整期。“这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以承受的。我

相信，调整后的中国经济，将有更巨大的经济活力和发

展。”

此外，他更预料中国的消费将在2020年达到13%，

这足以显示中国对整个亚洲市场来说，有很大的商机。

过去10年，东协出口至中国市场每年增20%。这显示，出

口市场已经逐步从西方国家转向中国。

他预计，这项贸易形态将进一步加强，而与亚洲之

间的关系也会提升。

澳洲维多利亚总督亚历切尔诺夫： 
马澳建立长期关系

澳洲维多利亚总督亚历切尓诺夫在《第五届世界

华人经济论坛》致词时表示，有不少大马学生到澳洲留

学，这也让维多利亚州(Victoria)成为吸引人的留学地

点。

“在长期的教育发展下，已成为建立两国长期关系

的有效方法。”

此外，他表示，世界华人经济论坛扮演着非常重要

的角色，因让多个国家可以一起合作发展以及促使经济

整合。目前，已有很多国家合作加强的关系。

中国经济成长成功扶持东协，在区域市场的角色举

足轻重。目前，也有不少中国学生到亚洲及澳洲留学。除

了教育之外，他指，很多维多利亚州的商家跨足中国市

场，亦加强了澳洲与中国之间的合作。

过去，中国政府极力把中国推向国际平台。现在，他

认为，更重要的是，提升人民生活素质及收入水平，尤其

是中产阶级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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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实施消费税强化财政

整理|黄德居

首相兼财政部长纳吉提12字箴言规范大马明年度预算案主轴，“经济弹性，强化转

型，兑现诺言”。另边厢，他更提醒目前国债偏高，已占国民生产毛额（GDP）54%；而

家庭债务更占GDP的83%，大马人民须以更理性态度，面对全球经济和政治的不稳

定。

大马改革税制	

纳吉在公布明年财政预算案时，一如人们所料，

宣布将在17个月后实行消费税，不过，让人们

意外的是，政府并未如其他国家那样，在初期实施消费

税时，只征收百分之三或四的低税率，而是一口气征收

百分之六。为了安抚人民的不满及缓冲消费税对低收入

阶层的冲击，政府也规定一些必需品、医疗与公共交通

服务、政府服务等，将免征服务税。

此外，为了减轻低收入阶层的负担，政府也提高对

低收入层人民的财务援助。凡家庭收入低于马币3000

令吉者，每户每年所获得的援助金将从现有的马币500

令吉，增加至650令吉。

今年7月底，国际评级机构惠誉（Fitch）把大马的

主权信贷评级展望，从“稳定”调降至“负面”，若大马

政府不即刻采取财务改革行动，大马将面对随之而来的

信贷降级风险。

消费税似乎成为政府的最后武器，除了能增加收

入，也能避免破产；而在距离下个大选还有5年的时间

推 行 消费 税，这将 使 政 府面对的政治风险 大幅度降

低。

人民对消费税的迷思

一提及新的缴税制度，人们总会先入为主，认为会

加重负担。然而，一旦政府实行消费税后，便会废除原

有的销售及服务税。因此，消费税的推出不是额外的税

务，仅是取代销售税的一项新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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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早前，政府宣布大幅度调升汽油及烟草价格，

此次预算案则取消了白糖补贴。对于逐步取消补贴的行

动，政府显得无奈，但这也是必须的举动。这已经是马

来西亚连续第16年的赤字预算案，而国债水平也已经从

200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百分之四十，扬升至2012

年的百分之五十三，明年的国债估计将达到占国内的生

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七危险水平。

消费税在全世界约80%的国家执行，东盟中，只有

大马、汶莱和缅甸未推行消费税。大马急需扩大税务基

础，因估计目前只有10%的工作人士缴税，只有实行消

费税，才能够更均匀的分散税务负担。

消费税应为“天使”，但若执行不当，却可能成了“

恶魔”。

许多东盟国家已实施消费税

国家
消费税
(%)

企业收入税
(%)

个人收入税
(%)

执行年

马来西亚 6 25 26 2015

新加坡 7 17 20 1993

泰国 7 23 37 1992

印尼 10 25 30 1984

越南 10 25 35 1999

菲律宾 12 30 32 1998

柬埔寨 10 20 20 1999

寮国 10 28 24 1995

资料来源：大马皇家关税局

以强化财政为目的

消费税的另一项争议是制定太高的税率，商家普遍

上要求政府在实施初期只征收百分之四的税率，不过政

府却一口气订下百分之六的高水准，让人民措手不及。

财政副部长阿末马斯兰解释说，若消费税低于百分之

六，将无法为政府增加税收，没有太大意义，而且一开

始订立于太低的税率，之后再调高，会带来负面印象。

政治分析师则认为，若政府一开始吧消费税订在百

分之四，随后再调高，到时可能已经接近下个大选年，

这将会是政治风险。

消费税实施首两年，政府的营收幅度
消费税率	(%) (10亿令吉)

4 中和

5 8

6 16.7

7 25.5

 资料来源：达证券 

增加国库收入

实施6%的消费税(GST)将逼使穷人及94%无需缴

税的人口首次付税。财政部秘书长莫哈末依旺也承认，

联邦政府将从6%的消费税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并预料

在消费税实施的首9个月内，能够收到231亿8前万令吉

的收入。

他也说，消费税可能在2016年，为政府带来共320

亿令吉的收入。在2013年，销售及服务税预料只能为联

邦政府带来马币164亿令吉的收入。

换句话说，以消费税来取代销售及服务税，联邦政

府的收入将增加两倍。基于消费税将实施在所有2700

万名马来西亚人身上，意味着联邦政府每年从消费税中

获取的马币320亿令吉税收，平均每名大马人需缴付马

币1200令吉。

大马是否应该落实消费税，众说纷纭。支持者认

为，这是一个更有效、更透明、更公平的新税制，且能

为大马开拓更多税收，因此理应落实；反对者却认为这

个新税制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并且加重平民百姓的负

担。这两个说法，事实上都是正确。 

但是，这个新税制也必然会对民间带来通胀的冲

击。由于其征税范围更广且更深入，这也意味着将有更

多的税务将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物价也会提高。就算

政府宣布多个物品或服务隶将获得免税或零税率，但是

商家仍会受到其他物品消费税的间接影响，因此必须提

高物价。况且，在马来西亚趁机哄抬价格的现象常见，

因此物价是难以不增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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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全球经商环境报告》	

据世界银行（简称世银）最新一份《2014全球经

商环境报告》（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Report 

2014）显示，马来西亚的排名连升6级，从去年的第十二

位跃升至第六位，首次打入前十大榜。这标示着马来西

亚是未来不可错过的一大经商与投资亮点。（参考文字

表一）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权威报告显示出，马来西亚在

简化企业注册程序、申请建筑准证和获取电力供应方面

皆取得效果，凭此优势晋入十大榜内。 

政府转型及经济转型计划奏效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认

为，这印证了政府在推行政府转型（GTP）及经济转型计

划（ETP）奏效。另外，慕斯达法也看好，我国在获得融

资便利表现中，连续3年排行第一；在保障投资者领域

连续6年排行第四及跨边境贸易第五。

世银指出，政府或官方机构在支持和为私人界提供

动力，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一旦缺乏良好的法律保障

和连贯的执行力，中小企业在创业期和成长期间将遇到

阻力。”

诚然，中小企业作为全球许多经济体的成长引擎，

已成为劳动人口就职来源，其重要性乃执政者不可忽视

的一环。

报告称，大部分入榜地区“在移除民营企业面临的

最繁杂官僚障碍层面上，已取得显著进展。”

世银调查报告主要衡量国家／地区的经商成本、管

制和公共机构的完善程度；排名指标则根据开启商业、

税务回退和进出商品的时效而定。

我国已达国际级标准

入选经商环境排行榜的地区，至少要经过有关企业

营运的１１道门槛标准。当中包括设立业务、申请建筑准

证、取得电供、注册房地产、取得信贷、保护投资者、缴

税、越境贸易、执行合约、处理清盘，以及雇用员工。

而根据一般国际标准，构成宏观经商环境的条件也

泛指一国之经济发展、基础设施、资本与商业市场的完

善度、产业结构、外汇管制以及经济物价的稳定程度等

等。更深一层的话，就涵盖政治稳定、法律保障、社会文

化等对投资或会造成的外部因素(External Factors)。

整理|朱国滨

大马经商环境大跃升
繁荣指数紧跟新加坡

“对从商者而言，一处利于经商的环境，足以

保障企业家稳步创业以及拓展业务的步伐。

健全的营商环境有助刺激商业活动，激起企

业家创业的热情，且更易于释放创业潜能。

这将促进国家整体竞争力与繁荣指数更上一

层楼，从而进入良性的经济循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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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首次挤入经商环境前十大，足以证明我国

已达到上述国际级标准，日后无论在培育本地企业家或

对外招商引资的路上，必定更能运筹帷幄。

除了在经商环境表现取得佳绩，马来西亚在全球

繁荣指数，也交出令人鼓舞的成绩单。英国智库列格坦

研究所公布《２０１３全球繁荣指数调查报告》（2013 

Legatum Institute Prosperity Index）显示，马来西

亚比去年更上一层楼，升级至４４位，在东盟表现仅次于

新加坡。（参考文字表二）

《2013全球繁荣指数调查报告》

报告说明，马来西亚各项经济指标如全国通胀率进

一步改善，带领我国的繁荣程度递循序渐进。我国２０１

２年的排名从２０１１年的４３位跌两级，今年成功回升

一级，表现超越泰国（第５２名）、越南（第６２名）、菲

律宾（第６６名）、印尼（第６９名）、寮国（第９２名）以

及柬埔寨（第１１０名）。

负责繁荣指数调查的主任甘斯特(Nathan Game-

ster）说，从过去５年的趋势来看，亚洲经济呈升势。而

２００８年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则成了分水岭，全球经济

版图大逆转，致使欧洲与美国在经济指标的排名每况愈

下；以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则实现了繁

荣度的上升。

尽管如此，挪威在繁荣指标连续五年摘冠，在社会

资本也是稳居榜首，值得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发展中国

家取经。

《２０１３全球繁荣指数调查报告》是列格坦研究

所连续第七年进行这项年度全球性调查，共有１４２个

国家进行评比。调查使用经济、创业与机会、政府治理、

教育、健康、安全、个人自由、社会资本（指民众参与慈善

活动、社会和谐等等）共８项指标，进行评分。

无论如何，对比连续数年在经商环境报告中蝉联

首、次席位的新加坡和香港，后来追上的马来西亚现阶

段尚有一段距离。

新加坡经商环 境成功之道，贵在“营造一个 企业

轻松经营与创业的制度”，同样值得我国及其它国家借

鉴。

展望未来，马来西亚在设法推出更具竞争力的优惠

政策之余，务必在法制框架和整体效率如知识产权保

障、物流运输绩效、优化创业条件及项目审批与行政程

序完善度等“软实力”的制高点上精益求精，方能与东盟

诸国分庭抗礼。

文字表一：

理想经商地前10名国家或地区

1 新加坡

2 香港

3 纽西兰

4 美国

5 丹麦

6 马来西亚
7 韩国

8 西亚国家乔治亚

9 挪威

10 英国
资料来源：《2014全球经商环境报告》

文字表二：

2009~2013年全球繁荣指数排名
地区/		
排名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挪威 1 1 1 1 1
瑞士 2 9 8 8 8
加拿大 3 6 6 7 6
瑞典 4 3 5 6 7
纽西兰 5 5 4 5 3
丹麦 6 2 2 2 2
澳洲 7 4 3 4 5
芬兰 8 7 7 3 4
荷兰 9 8 9 9 11
卢森堡 10 11 - - -
美国 11 12 10 10 10
爱尔兰 12 10 11 11 9
冰岛 13 15 12 12 12
德国 14 14 15 15 16
奥地利 15 16 14 14 14
英国 16 13 13 13 13
比利时 17 17 17 16 15
新加坡 18 19 16 17 17
香港 19 18 19 20 21
法国 20 21 18 19 18
马来西亚 44 45 43 43 43
中国 51 55 52 58 58

*资料来源：列格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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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马来西亚 大使馆参赞林
动 说，马中两国的贸易关 系日益密
切，两国今年的贸易额有望在年尾突
破1000亿美元（约3200亿令吉）。

林动表示，两国曾表明要在2017
年，让两国的贸易额冲破1600亿美元
（约5120亿令吉）的目标，而截至
今年9月马中两国的贸易数
额达到了777亿美元（约
2486亿令吉）。

光辉40载
马中经贸总商会与 

新华社见证马中建交 
马中经贸总商会将与新华社携手合作出版大型图片集《光辉40

载》，以庆祝马中建交40年的庆典及共同见证马中建交40周年

光辉的历史，共收录约180张马中两国经典时刻的照片。其中

120份是新华社的官方图片，其他则包括马中经贸总商会

和马中友好的活动图片，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图片集共

有3种语言作为图片解说。

文／摄影｜黄德居

极具深远意义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

黄 汉良表 示，这本图片集

内，记 载马中两国建 交4 0 周年发

展，是两国建 交 历史 过 程中的 一

个印记。他认为这本图集对马中两

国“回顾过去、把握现在及展望未

来”都起着重要的意义。大型图片

集用照片述说着马中历史发展的过

程，这都是彼此历史的迹象。

黄 汉良 在“马中建 交4 0 周年

大型图片集与图片展”新闻发布会

致词时指出，马中经贸总商会将与

新华社共同出版这本图集，并会在

2014年4月15日发送这本图集给国

内各主要华团。

他也指出，马中经贸总商会也

会在图集推出后，在全国巡回展示，

以让各州分会成员也能目睹这本图

集的精彩画册内容。

马中建交的3大功臣
所谓“无声胜有声”，这本大型

图片集是用照片述说马中历史发展

的过程，胜过一切有声的言语，也属

于新华社和马中经贸总商会之间崇

高的文化活动。

“这本大型图片集是为了弘扬

马中前领导的伟大表现和高瞻远瞩

精神，同时也缅怀领导人首开先河

为马中建交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他 亦 表 示，马中 建 交 在 我 国

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

事。此事的达成应该归功于

3个人物。

“第一个是我国第二任首相已

故敦拉萨，他在1974年，即共产主

义席捲东南亞时期，能夠成为首个

和中国建立邦交的东南亚国家，这

可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突破，他在面

对印尼及

新加坡等反共势力包围之下，

依然坚定的和中国建立邦交，可說

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提到第二个人物时，黃汉良说，

已故中国主席毛泽东在马共和中共

维持着良好关系的同时，能为了顾

全大局，做到党政分开和我国政府

建立良好关系。

“许多人认为只有（已故中国

领导人）邓小平是开放的，我认为

不是这样，马中建交和中日建交，都

是在毛泽东时代展開的，这就证明

他並非其他人所想的那般保守。”

黃汉良指出，第三个促成马中

建交的人物，是我国华社。

“当时的建 交是 通 過商人去

探路及推动，据說那时是通過卖橡

胶到中国的方式，來搭成建交的桥

林动：大计划拉近马中关系

梁。”

黃 汉良在马中建

交40周年图片集与图片册出版记

者会上，这么说。

出席者包括中国驻馬大使馆领

事参赞林动、文化处主任高炜、新

华社吉隆坡分社社長胡光耀以及大

會主席拿督沈哲初。

另边厢，沈哲初透露，这项图

片集将会在2014年4月15日至5月31

日期间，进行全国性的巡迴展出。

“图冊也会在4月15日期间印

好，因为要趕在马中建交40週年纪

念（5月31日）当天举行推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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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黄汉良(左)与胡光耀签署“马中建交40周年大型图片集与图片展”
合作备忘录，由沈哲初(后排左起)、林动及高炜见证。

拿督黄汉良（坐着左起）在林动（坐者中者）的见证下，与胡光耀
（坐者右起）一同签署“马中建交40周年大型图片集与图片展”
合作备忘录。

刘俊光、柔佛分会会长张春胜与拿督黄汉良。

拿督黄汉良(左)与林动(右)相见欢。 胡光耀(左)与林动(右)，难得一次的聚会。
拿督沈哲初(右)与柔佛分会会长张春胜(左)
合影。

新华社社长胡光耀（左三）与一众新华社成员合影。

(左起)中央理事张泰顺、黄锡琦、刘俊光、拿督黄汉良。 (左起)中央理事陈云祥与胡光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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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政商名流到贺 

中国64周年
国庆晚会

日前，中国驻马大使馆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64周年国庆”晚会。内政部长拿督斯里阿末扎

希及中国驻马大使拿督柴玺代表各自国家，为双方的成

功和繁荣祝贺，以示敬贺。

文／摄影｜黄德居

“中国梦”与“大马梦”的铸成	

“关注中国新闻的朋友们会发现，近期在中

国的媒体中，有一个 频繁被谈及的词，那

就是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

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夙愿，不仅将造福中国人民，而且

将对本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繁荣发展做出巨大贡

献。” 拿督柴玺大使在该晚会的献词中如是表示。

拿督斯里阿末扎希亦表示，“马来西亚当前也正

在努力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建设具有包容性、

可持续发展的高收入国家，实现2020宏愿，我想这

也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国富民强的大马梦。

实现中国梦和大马梦的过程，对马中双方来说是

难得的机遇，可以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当然我们也都

面临着一些挑战，需要相互支持及精诚合作。马中互

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其经贸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对

我们实现共同繁荣、早日达成各自伟大梦想至关重

要。”

马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晚会上宾客如云，约650名政商名流齐聚一堂，

欢声笑语。

当晚，出席的嘉宾包括旅游及文化部长拿督斯

里纳兹里、首相对华特使丹斯里黄家定、马华元老丹

斯里曾永森、马华署理总会

长拿督斯里廖中莱、马华前总会

长陈群川、士布爹区国会议员郭素沁、武吉

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隆雪中华总商会永久名誉

会长丹斯里钟廷森、杨忠礼机构创办人丹斯里杨忠

礼、绿野集团创办人丹斯里李金友、华总会长丹斯里

方天兴、华总署理会长拿督钟来福、华总副义务总秘

书拿督陈耀星、华总文化委员会主席陈达真、董总署

理主席邹寿汉及马中经贸总商会的代表等。

柴玺在较后谈到马中关系时表示，“迄今，马中

建立了战略性合作关系并合作紧密，在安全、人文、

科技等领域合作皆取得丰硕的成果。明年马中将庆

祝建交40周年。

马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

积极进展时说，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948亿美元，

中国连续4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

连续5年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中最大贸易伙伴。两国

合作建设的钦州产业园区和关丹产业园等大型项目

取得积极进展，开创了中国与友好国家互设产业园

的先例。双方人文交流频繁，去年人员往来达260万

人次，无疑的，中国是马来西亚主要海外客源国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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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页告别信赠纳吉	

“我看了以后很感动，大家可以设想，温家

宝总理在全世界有多少合作夥伴，不

可能所有国家领袖都逐字逐句丶从上到下丶

从左到右的老式写法写3页（告别信），他

写的行书很美，可以做字帖。

我相信纳吉看了也会很感动，

纳吉也很快做了回应，写了热情

洋溢的回信，他的最后一句我记得

很清楚，他说，大马的大门，我们家的

大门，永远为阁下敞开。”

他透露，纳吉与他见面的时候，至少两

次提过，中国北京冬天并不好过，要他转告温

家宝，欢迎他来大马过冬。

“我相信这都不是客套，是真心话，因为这两位

国家领导人已经建立非常亲密及私人的关系；这真是

两个国家丶两国人民的福音，这也是两国关系跨越式

发展的重要基础。”

柴玺是于今晚出席由大马各大华团特别为他举

办的欢送晚宴时透露，他曾在大马大选来临时，即纳

吉前往中国南宁前，向温家宝提出纳吉需要他的政治

支持，而纳吉也会在此行提出很多问题。

他说，温家宝当时表示，他陪纳吉到南宁钦州开

园就是对纳吉的支持，但柴玺告诉温家宝，他还需要

更多具体问题的支持。

“我列出这些问题，说完后他点头，谈的过程中

也一一兑现，当场答应。”

柴玺今晚提出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还笑称，这

些事情已成为历史，若不说出来可能就会被时间埋

葬。

他在今晚不忘藉机感谢在任期3年来给予他帮助 

 

和支持的人，并透露希望在退休后还有机会来马走走

看看，继续与这里的朋友见面，也继续为中马两国关

系贡献微薄的力量。

特殊饯行宴会

今晚是华总联合大马中华总商会丶马中经贸总商

会丶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丶华人姓氏总会丶八大华青

和文协等主要华团，特别在吉隆坡为柴玺和夫人拿汀

张茹芬举办欢送晚会。

不少贵宾也特别为此次晚宴延迟出国的行程，华

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丶中华总商会署理会长拿督戴良

业丶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和大马华人文

化协会会长张雅诰致词时，也不忘分享他们这些年来

与柴玺接触的点点滴滴，场面温馨。

即将在下个月任满荣休的中国驻马大使拿督柴玺临别依依，向大

马华社道出许多马中两国关系不为人知的故事，包括前中国总理

温家宝与我国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之间亲密丶私人的友好关系。

他分享说，温家宝今年正式卸任前，曾亲自用硬毛笔，在老式

带红色的宣纸上，逐字逐句给纳吉写了一封共3页的告别

信，后面还附上英文翻译。

文／摄影｜黄德居

中国驻马大使 
柴玺欢送宴

柴玺：温家宝纳吉友好惠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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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推动两国经贸	

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马中经贸

总商会拿 督黄汉良十分看好成

立“郑和协会”这桩美事，并 提出推

动“马中经贸靠大家”的包容精神。

六个世纪以前，中国明代航海家

郑和七次远洋航海，五次前往马六甲，

开启了马中友好关系的一段佳话。为推动

马中双边贸易与交流，并纪念郑和七下西洋

迈入600周年的盛事，马来西亚前首相敦马哈迪

筹划设立“郑和多元文化友好协会”（简称郑和协

会），并获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支持与赞同。

“我们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的工作，无所谓的，

大家一起做更好。”在推动马中经贸的进程上，黄汉

良认为，各方面（团体）都可以做，很难去划清界限。

黄汉良进一步强调，促进马中经贸的工作层面非

常广泛，单一商会不可能垄断或包揽一切。“我们不

可以垄断或包揽整个工作，这个工作是做不完的，只

要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是绝对支持的。”

谈到如何看待“郑和协会”的诞生，他受访时，大

方对马新社说，“不会担心重叠，因为马中经贸是非常

广泛的，任何团体无论是郑和协会，还是大马中华总

商会等，如果能促进马中经贸发展，我身为马中经贸

总商会会长是无任欢迎的。”

中媒报道促进投资
成立郑和协会一事仍未见眉目，不过，中国媒体

普遍报道马来西亚商界正在筹建“郑和协会”，旨在

促进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的消息。

黄汉良指出，郑和是象征和平的使者，也象征中

国的和平外交与睦邻文化，能够深入大马多元种族社

会。

“如果设立郑和协会，对促进民族和谐是很好的

建议，那我们是支持有这样的建议。”

他也举出马中钦州产业园的例子，他说，该产业

园计划最早是由马中经贸总商会牵头，可是较后则交

由官方的马中商务理事会全力推动，该商会只在必要

时给予协助。

 

“比如钦州产业园，我们把一个女儿养大了，

漂亮了，有人追求，她能够嫁到一个好丈夫，我们身为

父母的应该感到高兴的。你不可能把女儿永远留在家

里。因此，我们发起后，有人接手去做，我们是感到非

常高兴的。”

习近平访马起宣传作用

谈到习近平早前访马为推动马中经贸带来的正面

效益，黄汉良认为，习近平来访的影响极大，相信会

有更多中国商家来马投资。

黄汉良说，他近日刚到中国四川参加中国西部

国际博览会（西博会），遇到很多中国商家都表明有

兴趣了解在大马的投资情况，还报名参加该商会已

于12月1日在吉隆坡举办的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MCEC 2013）。

“大部分中国大企业对大马不够了解，如果有机

会他们会想来看看，所以我们会举办推介活动，比如

这一届办得有声有色的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他说，马中经贸总商会继续向中国商家宣传在大

马投资的好处，比如在文化和语文方面的优势，鼓励

他们前来投资。

“我们要有宽广的胸怀，以长远眼光去看，一旦大家一起联手推动

马中经贸，效果将更为显著。”六个世纪以前，中国明代航海家郑

和七次远洋航海，五次前往马六甲，开启了马中友好关系的一

段佳话。为推动马中双边贸易与交流，并纪念郑和七下西洋

迈入600周年的盛事，马来西亚前首相敦马哈迪筹划设

立“郑和多元文化友好协会”（简称郑和协会），并获

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支持与赞同。

马中交流趋广泛
经贸发展靠大家

整理｜朱国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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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鼓励更多中国投资机构来马拓展业务及投资，以加强两国的经济往来。他说，

类似中国深圳，大马也有5个经济特区，其中一个经济特区就是位于柔州南端的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具有慧眼

的中国投资商碧佳园，更在进驻此特区，在短期内，交出亮眼成绩。

深圳是中国经济特区	

他续 称，深 圳是中国改革开

放设立的中国第一个经济

特区，这座城市拥有深厚的文化根

基及充满创新时尚的城市，希望通

过举办投资推介会，能进一步促进

大马和深圳之间的创新合作发展。

他是于今日在“深圳（中国）综

合营商环境投资推介会”上致欢迎

词时，如是指出。今年投资会的主

题为“投资深圳，共赢未来。”

深圳市投资推广署副署长李石

表示，深圳希望与大马企业家进一

步拓展合作领域，包括科技创新合

作、总部经济发展合作、绿色低碳

领域合 作以及前海现代服务业的

合作。

“深圳是国际资本、及知名企

业在中国投资的首选城市之一。”

彼此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深圳市投资推广署、马中经贸

总商会及大马东安会馆联合会签署

合作谅解备忘录，以促进马中双方

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互通商贸讯

息以及推广相关的合作活动。

上述合作备忘录合作的内容包

括双方建立畅通的讯息条件，包括

投资政策和法律条规、投资环境、

投资推广活动以及投资项目。

李石在主持“2013年深圳市综

合营商环境推介会”时解释说，深

圳比邻香港大都市，是个极速发展

的城市，作为中国首个经济特区，去

年全市的总生产值达到2亿美元，

世界500强企业在深圳投资的则达

到192家。

“深 圳目前 积极参 与国际 活

动，作为企业开拓海内外市场的重

要平台，希望与大马方面能够就科

技创新、中国南方总部经济合作发

展、绿色低碳领域等大方向进行机

密的合作关系，以积极融入世界国

家经济体。”

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

光表示，去年的马中双边贸易额达

到948亿美元，截止今年9月也取得

了776亿5千万美元的成绩，希望透

过双边精密合作，能够为大马带来

更多的中资及发展。

出席者包括中国驻马大马使馆

领事参赞林动、大马对外发展局副

局长拿 督祖基菲里及 大马东安会

馆联合会总会总会长周运华。

文／摄影|黄德居

刘俊光：加强经贸合作

鼓励中机构来马投资

刘俊光（左）与李石签署及互换备忘录
文件后，握手示好。

周运华（左）与李石签署及互换备忘录
文件后，握手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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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强调，我

国的多元文化、多语文的劳动

力和高技能，让大马在本区域

表现一枝独秀。这证明我国能

够适应和支持亚洲区域市场和

许多在马来西亚的跨国公司。

文／摄影|黄德居

大马拥高技能及多语言的劳动力

培育专业人才	

他说，正 因为 这 些 多 元 化，协 助 我 国 成 功 在

2012年吸引1624亿令吉的投资。我国才能满

足全球投资者的需求，尽管目前经济情况不明朗，但仍

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增长。

副首相今早为主题“亚洲时代，透视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论坛发表政策演说时，如

是指出。出席者包括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

斯达法及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主席丹斯里阿米尔山。

“在2014年财政预算案中，教育是政府重点关注

项目，拨出1亿令吉提升教育表现和技能培训。”为确

保教育制度符合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政府也在最近

公布了12年计划的《教育发展大蓝图》。身为教育部

长的慕尤丁，他说，截至目前，我国共有20所政府大学

和21所私立大学，同时也有超过400所大专学院、理

工学院和技能培训机构。

他说，配合政府努力，私人界也已设立多个教育

机构，培训大量专业或半专业人士。除了正规教育、私

人培训机构，例如技术学校、工业培训学院和技能发

展中心也提供符合工业需求的课程。

另外，他 最 近 到海 外 考察时与许多商业领袖会

面，同时也提出为投资者和外国公司，建立与大马本

地大学合作的策略。“作为区域教育中心，马来西亚

不只是招收国际学生，也吸引外国大学到我国设立分

校。”他如是表示。

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大马将慎重考虑

慕 尤 丁 说 ，除了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外，政府也正进行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A)谈判，目前只能说大马会经过慎重考虑过，但

由于目前已进入敏感阶段，才会考虑加入。他说，大马

将会与东协成员国，开始探讨2015年的另一阶段经济

一体化合作。

“我们致力于达成一个强大，进步的和有约束力

的协议，其条款必须由相关的12个国家产生，尤其是

当它们有不同的要求。”

同时，他亦表示，东协国家也会提供东协─中国

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东协也会从明年初起与香港进行

自贸谈判。马来西亚将会继续审议和提前的建议，确

保它符合国家和区域利益。大马作为一个高度依赖贸

易来达到成长和发展的国家，我国不能落后在任何经

济一体化的措施。

　具投资潜能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右四）与副首相慕尤丁（右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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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A)，自呈上各国首脑的

谈判桌开始，到媒体热烈报道，都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当预定签署协议的限期一步步接近，马来西亚一片质疑、

反对的声浪尘嚣甚上，目前最关键的难题是“马来西亚准备好了吗？”

整理|朱国滨

签署TPPA

签署TPPA：迈向高收入国？	

人民公正党副主席兼吉隆坡峇都区国会议员蔡

添强一针见血的大胆反问，从经济层面而言，

与大国缔结更紧密的经济和策略关系，是否能让马来

西亚走出中等收入困境，而进一步迈向高收入国呢？

“在全球经济趋势还未见明朗、增长依然保持呆

滞的情况下，加入这宣称可为马来西亚创造7亿9300

万名消费者市场的跨协，是否能永续地推动我国经

济？抑或在可预见不远处的经济危机中，成为美国的

陪葬品？”

尽管用TPPA的弊端来推翻整个协议，尚言之过

早，但在野党抛出这个疑问，执政党必须有足够的理

据，才能让人民信服。

值得关注的是，TPPA当中设有投资者与国家诉讼

制度(ISDS)。此条例允许海外投资者，挑战政府所做

出任何可能有损或冲击前者利益的决定，把一国政府

直接带上国际法庭，纵使政府的出发点是为人民利益

着想，因而被视为侵蚀或挑战国家主权。

此外，社运人士也非常忧虑签署协议将产生的风

险，如部分农业面临崩盘、医药费水涨船高、生产成本

提高、金融管制收局限以及民众面对知识产权问题。

不过，最严重的，还是攸关民众知情权与本土商家利

益的TPPA规定— —协议内容必须在签约４年后才能

公开。

马来西亚正面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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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政府若签署协议，普罗大众必须等到

2017或2018年才能“检视”谈判内容，届时早已错失

了调整应对步伐的时机。

“商家准备好了吗？”

无 论如 何，我国官 方资 料显 示，我国一旦 加入

TPP，不但有机会投标美国政府的采购合约，还能抢滩

15兆美元的美国市场。

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报告估计，这可为我国带

来400亿美元（1280亿令吉）出口贸易额。在财富效应

带动下，企业可从中获得10%，即40亿美元（128亿令

吉）的利润。

民政党全国主席拿督马袖强认为马来西亚成为自

由贸易区的一份子，参与TPPA将会有所收获。但他强

调，国家主权和利益在谈判过程中必须受保障，同时

妥善解决核心行业的利益和土著的顾虑。

大马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林国璋指出，这类协议可

以让我国企业走出去，开拓更庞大的市场。只是，鉴于

我国人口还没达到3000万人口大关，一旦过早让本地

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对本地企业将造成威胁。“由

于大马有8成企业以内销为导向，业者或不能从TPPA

等自由贸易协议中受惠。”他补充：“这种协议有好

有坏，毕竟你们去涉足人家的市场，人家也会来你的

市场，所以我们鼓 励国内中小型企业提升技术最实

际。”

国际贸易与工业部(MITI)资料显示，该协议的规

定提及政府采购是属于豁免项目，将导致中小型企业

将无法享有更大商机。大马中小型企业工会总会长郑

已胜认为，“政府应该先厘清协议中的豁免及其他方

面的问题，再明确地向业者解释，否则应考虑延后签

署该协议。”

然而，商场上危机也能化成转机。大马中小型工

业公会署理会长江华强建议，若中小型企业想在加入

TPPA后求生存，必须避免固步自封，唯有走出国门，有

所突破才不至于被海外竞争者侵蚀市场份额。“中小

型企业家需要非常了解协议条款细节，以避免产品受

到条款限制而无法出口外销。”

诚如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希建议，

在保障国家主权及商家利益基础上，谈判内容及结果

须进一步公开及透明，让每个参与国得到公平对待，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唯有让国内各行各业做好准备，

才能有效发挥各领域的专业能力，好让大马商家在充

满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分一杯羹。”

TPPA	VS	RCEP

事实上，TPPA协议普遍上被视为美国“重返亚

洲”重要策略的经济先导，以便重新巩固其在亚太地

区的影响力与利益，更力图围堵中国的崛起。

另一边厢，由中国占有主导位置的《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RCEP)也在积极进行中，参与在内的也

同样包括了东盟十国，外加澳洲、纽西兰、印度、日本

及韩国。

一般人士认为，该贸易协定是为了抗衡《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议》，亦是让中国借此扮演更重要角色，

巩固其作为亚太区领导的地位。

由此看来，中美两大经济强国在亚太区域的角力

竞争可谓逐渐白热化。

前瞻眼光与务实做法抢滩全球化商机

无论如何，TPPA协议存有弊端已成事实，我国首

相纳吉也屡次重申了不放弃国民利益为大前提的施政

理念。面对群情汹涌的舆论压力，执政者在开放门户

和保障本地人民利益的天平上如何运筹帷幄，考验着

连任政府如何与协议中各成员国磋商的智慧。

美国数年前与约旦的自由贸易协定(FDA)或许可

以成为一个值得政府借鉴的经验。自从实施后，约旦

的药物价格飙升了20%，但是外国直接投资额（FDI）

和研究与发展(R&D)活动并没有获得相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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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承认多米尼加国

家的渐进式宏观经济改革成果，加

上该国政府最近还制定了一套以振

兴经济的财政措施政策，以保障明

年2.4%经济增长目标。

尽管农业贵为多米尼加的经济

支柱产业，当地也成功建立了几个

重点产业，如肥皂，农产品加工电

子组装品，服装，家具，酒，蜡烛，

装瓶和油漆。当地政府还积极发展

生态旅游业以及岸外金融服务业，

以进一步多元化产业类型。

根据大马统计局的贸易数据显

示，我国去年对多米尼加的出口额

增长44.4%至910万令吉。当中，机

械，器具及零件占了83%份额，是

我国外销米尼加的畅销品。紧接着

还有电子与电器（5.8%份额）、棕

油（2.7%）、交通设备（2.2%）以及

木制品（1.9%.）。总结今年1月份至

8月份数据显示，我国对多米尼加

的出口额已经达到470万令吉。

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驻迈

阿密专员乔纳森拉奥（Jonathan 

Rao）指出，以散 居在美国、加拿

大、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为主

的多米尼加侨民开始贡献国外汇

款，推动该国整体购买力，从而惠

及处于经济发展中状 态的多米尼

加。他建议，借着本地超级购物商

场以及“沃尔玛式”（泛指一站式

购物）概念的广泛营运模式，将会

使大马出口商推向多米尼加推广产

品的最理想途径。另一个可行之举

是，多接触纽约、洛杉矶和加利福

尼亚州的批发商，或者联系进入加

勒比市场的货物转运单位。

“事实上，我注意到由大马产

出的热酱汁透过纽约批发商，已在

多米尼加的大大小小杂货店上架发

售。”

他认为，我国尚可外销电器，

家具，建材，婴儿及成人纸尿裤，家

用清洁产品，一次性塑料用品，化

妆品，医疗产品和零食。这些产品

都有非常大的畅销潜能。

多米尼加在 加勒比区域 的 位

置优越，足以为投资者打开庞大商

机。举例，除了为当地人口提供专

科医疗服务，还能面向包括马提尼

克和瓜达卢佩的加勒比区域其他国

家，综合市场规模达到６００万人

口。

其他商机还包括发展精品型酒

店和海上度假胜地、健康与疗养中

心如专为手术后比病人提供水疗服

务和休养的设施。此外，还能打造

郊外旅舍以及合多元自然景观，野

生动物和原始生态系统的生物园。

无论如何，由于当地供电成本

高昂，促使政府酝酿着开发开发地

热能源，以期降当地的营商成本。

欧盟（EU）经已投入了３０００万欧

元，以带头付诸行动。这座地热能

源发电厂预计在２０１４年投入运

作，届时将能迎合需求。长期来看，

还能让该国出口干净能源至加勒比

邻国。多家外资合作伙伴正在极力

迅速启动该项目。

多米尼加为外资提供了数项财

政激励措施以及其他优惠政策。当

中包括为获批准的酒店与度假村发

展项目提供长达２０年的免税期以

及为机械，设备，零部件，包 装材

料，建筑材料，家具及配件，以及操

作汽车产品豁免缴交进口关税。优

先投资领域则有旅游业、制造业、

农产品加工业、信息与通信技术以

及创意与文化产业。

外贸发展局

马来西亚企业家宜抢滩 
加勒比岛国多米尼加的庞大商机
随着商机全球一体化的年代到来，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呼吁，

马来西亚出口商应放眼加勒比岛达到7万1000名通晓英语的庞大人口市场。

整理|朱国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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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商竞相兴建 

中国房产前景佳

作为购物中心建设方面全世界最繁忙的城市天津

（Tianjin），天津目前约有16个在建的购物中

心项目，面积总和达245万平方米，相当于20个北京的

新光天地，大于巴黎（Paris）和莫斯科（Moscow）外

其他任何一个欧洲（European）城市现有购物中心的

面积总和。

自从中国房地产领域的发展前景备受看好以来，中

国房地产发展商已经全力落实各地发展计划，当中购物

中心也是它们发展的计划重点之一。不过，在经过多年

的竞相发展之后，中国大城市的购物中心整体空置率

上升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差异化的购物商场
对于商家而言，货品又有一个好的销路。但对于近

两年扎堆入市的商业综合体，业内人士认为，最大的竞

争压力是同质化，商场需要吸引客流，有吸引力才行，

要有特殊概念，做差异化的购物商场才能吸引消费人

群。

在商业项目如此密集的情况下，避免同质化竞争，

塑造差异化显得尤为重要。即使是在各大购物中心分

布很均匀的情况下，差异化品牌的塑造也能为购物中

心赚足人气，提升区域竞争力。

此外，购物中心的发展项目增多之后，也造成各

地购物中心的空置率增加。中国全国范围内，以各地

购物中心的空置率衡量，主要城市中表现最好的是杭

州(HangZhou)，仅1%，其次是无锡(Wuxi)1.5%，广

州(GuangZhou)、南京(Nanjing)、上海(Shanghai)

、武汉(Wuhan)也都 在2 %至5%之间。在 这当中最

差的是沈阳(Shenyang)，空置率高达24.3%，郑州

(ZhengZhou)次之20.7%。居中的有西安(Xi’an)5.2%

、青岛(Qingdao)6.8%、重庆(Chong-Qing)10.9%、

成都(Chengdu)12.6%和北京(Beijing)12.7%。

购物中心已饱和

然而，与购物中心整体空置率上升情况相对的，是

针对商业地产（仅指商铺）的开发投资却在源源不断地

增加。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2年商业营业

用房投资额已增至9312亿元人民币，较2008年增长了

1.77倍，且去年增幅超25%，投资仍有加速增长之势。

2013年北京预计将有11个零售项目进入市场，新

供给面积近80万平方米。市场人士表示，从分布来看，

北京核心区域购物中心已较为饱和。

随着万达（Wanda）、宝龙（Powerlong）、锦艺

（ArtSound）、升龙（Sheng Long）等这些国内首屈

一指的商业地产龙头企业开始密集进驻郑州，其中有

升龙国际、升龙城、锦艺城、中原新城这些超大体量的

商业项目。

这些项目建成以后，郑州西区商业的总体量将超

过320万平米。而根据商品零售面积人均需求量2.6平

方米每人计算，西区以桐柏路建设路为中心，半径5公

里范围人口为74万多人，由此计算，零售商业面积需求

为192.7万平方米。

市场人士表示，目前，整个郑州商业体量过大，由

于内城改造、拆迁增容，很多商业项目或建成了没营

业，或经营不下去关门歇业，招商难，经营差；而外围

城区动辄十几万平方米的商业体招商更难，经营更差。

根据世联地产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三季度，北京（Beijing）购物中心的空置率已经达到了11%，超

过了6%的警戒线。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报告，2012年第四季度北京主要商圈中，中关村商圈的空置率最

高，由2012年3季度的11%上升度的11%上升到14%。

购物中心空置率上升
整理|黄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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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扩大亚洲版图
中国(China)市场是兵家必争之地，世界各大品牌都纷纷进驻中国，

以便争夺这个令人垂涎的庞大市场。就算是主题乐园业者也都竞

争到中国设立乐园，让中国人民争宠。例如拥有“愤怒鸟”(Angry 

Bird)版权的芬兰(Finland)公司罗威欧(Rovio)，也选择进军中国设

立“愤怒鸟”乐园，以便与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一较高下。

“愤怒鸟”乐园 (Angry Bird Theme Park)

“愤怒鸟”落户海宁

2013年6月26日，中国浙江海宁市（Haining City）

在上海举行“2013海宁百里钱塘国际旅游长廊推

介会”，海宁市与罗威欧公司联合宣布“愤怒鸟”正式

落户海宁。

根据资料显示，中国首个“愤怒鸟”乐园，是正在

海宁盐官观潮公园内实施建设，乐园将包括“小鸟城

堡”、“SUTU互动广场”、“跑酷区”等游乐项目，乐园

的主要设备均从芬兰进口。

在公布这项计划当天，海宁盐官百里钱塘观潮景

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夏国平表示，这个乐园将利用原有

观潮公园的场地和设施，投资金额目前约在2000万元

人民币以上，项目投资由百里钱塘观潮景区管理委员会

下属的国资公司来承担。

2012年4月28日，罗威欧公司在芬兰本土开办了全

球第一个“愤怒鸟”主题游乐园，至此，罗威欧公司计

划成为下一个迪士尼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罗威欧公司中国区战略项目总监唐韵鹏在当日举

行的推介会上表示，在速度、灵活、创新方面，已经超

过了迪士尼。罗威欧公司更强调主动参与的娱乐方式。

根据媒体报道，为争夺建设“愤怒鸟”主题公园的

权利，今年以来，中东各个国家在这场“战争”中都使

出浑身解数。

看好中国发展潜能

在建设了3个多月之后，这个中国首个由罗威欧公

司官方授权的“愤怒鸟”乐园已经2013年10月1日于浙

江海宁的盐官景区内正式开园，一个月以来，吸引了3

万5千人次的游客。

该公司“愤怒鸟”乐园全球总监丹•米切尔（Dan 

Mitchel）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海宁愤怒鸟主题乐

园仅仅是一个开始，公司非常看好主题乐园在中国的

市场，有计划在未来开更多的主题乐园。

最初以游戏开始的“愤怒鸟”，已经不满足简单的

游戏开发。丹•米切尔表示，游戏还是会是罗威欧公司

娱乐业务的核心，但是还有更多，比如，游戏、书籍、动

画、乐园、衍生品、教育产品等。

这样的发展路径不得不让人将其与迪士尼拿来比

较。对此，罗威欧公司也极力实现与这个行业巨头之间

形成差异化的竞争。

丹•米切尔表示，在行业中的不同公司会以不同的方

式来实现这一愿景，但是我们的核心和重点在于为“小

鸟”的粉丝提供健康的户外运动，同时与他们密切互动。

从 另一方 面来 看，罗威 欧公司也 非常 看重中国

市场，罗威欧公司营销主管彼德•维斯德巴卡(Peter 

Vesterbacka)表示，“愤怒鸟”品牌在中国的认知度高

达94%，其认知度在美国(United States)也超过90%，

他认为还有增长空间。

整理|黄德居

612013/12

神州观察



陈友信说，东协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已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都取得显着的进

展，并取得互利互惠的共赢结果。“大马、中国和东协国家的友好关系，不该只是建立

在经贸架构上，在文化交流的框架下，我们的合作关系将应该更推进一步，尤其是在

教育方面的课题。”

文：森杰
照片：英迪国际教育集团 提供

平地一声雷；震动教育界	

25年前，在马来西亚霹雳州实兆远的一家酒店，陈友信精心准备了一场“什么是双

联课程”的宣讲会，结果上百个座位居然了无一人。连酒店老板都为他心碎，没

收他一分钱。这就是陈友信和他的英迪学院的开始，一场无声，近似残酷的开始。

一片荒野下，隐藏的很可能就是金矿。性格坚韧的陈友信抱定自己发现了一个巨大契

机，坚持要从这条路走下去。他率先开创了与欧美名校学分互认的“双联办学模式”。这

为渴望接受欧美教育且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提供了最佳途径。

两年内，陈友信传奇般打开局面，震动了马来西亚教育界。由此，英迪从此成为国内

首屈一指的大学，开始奔向国际优秀大学之列。陈友信享誉国际，还被作为卓越华商代表

列席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如今在马来西亚教育界，陈友信的名字无人不晓。从英迪毕业的精英们，有些已经成

长为国家栋梁，支撑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同时，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战线上，也有数以万

计的英迪学生正写着精彩与辉煌的成绩。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每每听闻英迪学院所创下的新成绩，身为马来西亚英迪国际教育集团创办人的陈友信

都会会心一笑，他所坚持的领航教育最终是走在了时代前列，并实现了最初的诺言，“不仅

要满足学生获得欧美优质高等教育的需要，还致力成为培养未来国际人才的摇篮”。

由陈友信发起、创办于1986年的英迪学院，是马来西亚最顶尖的私立大学之一，在国

际上享有盛誉，其卓越学术评鉴受国际认同。目前，英迪学院在马来西亚拥有一家总院和

五家分院。总院英迪国际大学设在森美兰州汝来新镇，分院包括，雪兰莪州的苏邦再也英

英迪国际教育集团创办人

陈友信
心 系教育 
　　 甘愿奉献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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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信，在事业方面，他成功创办了英迪国际教育集团，在他的管理之下，从一间只有37名学生的学院

发展成为马来西亚首屈一指的私立大专院校，学生人数有一万多人，来自全球58个国家。这二十多年

来，他关心社会和国家的脉动，针对国家政策和行政偏差，他讲事实、摆道理，针砭时弊，不卑不亢，

并且还经常跟友族团体沟通协调，立场一致，充分体现一个有理念、具有行动领导人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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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学院、八达岭艺术学院、槟城英迪国际学院、砂劳

越英迪学院和沙巴英迪学院。

整个学院在校生超过150 0 0人，接纳来自超过

50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同时英迪学院还在印尼

雅加达设有分院并与美、加、英、澳等多个国家的著

名大学开展学分转移及双联课程。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果为英迪学院的传奇成

长打分，我们也许会打99分，因为这是从教育“荒漠”

上演绎的一段奇迹：那拿掉的1%，则是因为要永远

对完美怀有敬畏之心。

以父亲为楷模对象
陈友信出生在一个华人小康家庭。父亲陈珠龙是

他的人生启蒙者。其实，陈珠龙的生活经历本身就是

陈家的一笔宝贵财富。

陈珠龙家境贫寒，但他天资聪慧，小学一年级就

辍学，却能读报会算数。经过艰苦卓绝的拼搏，陈珠

龙在建筑领域有所成就，他还热心于行善济世，见到

生活困窘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后更被推

举为巴生光华中学董事。34岁时就开始担任雪兰莪

州厦门公会会长多年。

陈友信以父亲为荣，他说，“父亲他从不言教，

而是身教。从小我跟他很亲近。他是个敢作敢为的汉

子。”

也许，陈友信是兄弟中最像父亲的一个，他学到

了父亲的“神”，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聪明才智和闯荡

世界的勇气。陈友信从小到大成绩都十分优异，还是

学校学会的明星。高中毕业时，他考取了英国利兹大

学土木工程系。在英国读书时，他还利用假期到餐馆

打工以减轻负担。大学毕业后，他曾在英国当土木工

程师三年，然后继续读企管硕士学位。毕业后，他与

女友郑秀兰在英国结婚。

1983年，陈友信回国。最初，他打算发展自己的

专业，从物业发展领域打拼事业，但很快他发现大马

的教育有着良好的机会，因政治因素，许多华人都争

取不到大学学额，且对高等教育的要求极高，于是，

他联合几个朋友着手创办英迪学院，注册资本约马币

100万零吉。

教育具商机潜能
陈友信说，“创业有两种，一种是满足需求，一

种是制造需求。当时我国教育是属于供不应求，因很

多华商弟子没办法进入国立大学就读，而且学生选

不到自己想要念的科系，所以教育市场是有开发的潜

能。

通过双联课程，学生只要付到国外念书的四分之

一的费用就可以续读美国、英国等大学的文凭课程，

即省时又减少负担。这两者就变成了这一行业的差

异化，差异化的商机，成了创业的良机。那时我们推

行的是“学分转移”，对大马人来说尚算是一个陌生

的名词，所以学院创立初期也算是辛苦的。”

1986年间，英迪学院的各项筹备都已经到位，便

着手招生。这段时间刚好处在马来西亚经济低谷期，

招生变得困难，而英迪学院独有的“双联课程“也显

得太过超前。

万事开头难，陈友信虽有失落，但 绝不丧失信

心。他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冒险精神就不能承受压

力，那就不适合创业。除此之外，创业家也必须对财

务有一定的认识，因为财务是一个企业的血脉。”

他鼓励合伙人“以积极的态度，走应走的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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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做的事”。他们继续做“双联课程”的布道者。几个

月后，英迪学院的第一批37名学生正式开课，那时在

1987年正月，地址是吉隆坡十五碑一楼。

在当时还有些简陋的课堂里，37名新生为英迪

学院注入了希望。陈友信号召教师们要以赤诚之心，

为学生提供最优秀的教育，要把英迪学院办成大马

最优秀的学院。

第二年，英迪学院新生人数达到400人。英迪学

院的经营亏损也从第一年的20多万令吉减少到1万令

吉，英迪学院的转折点正在显现。第二年下半年，英

迪学院收支平衡，经营进入正轨。

逆境而进的陈友信说，“既然决定要做这一行，

那就一定要坚持理念下去，所以当时不曾有过要放弃

的念头。”

危机既是转机
陈友信更善于“转危为安”。他有理想、有策略

也有方法。对外，他奔走全国宣传双联课程的优势及

英迪教育的高素质；在内部，他严格要求师资队伍，

勤于办学，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同时严格把控财务，

对于不必要支出从不放行。他说，“该花的钱，如增

添的教学设备，花数十万也不皱眉头；不该花的钱，

一分钱也不可浪费。”

因为当时官方对“双联课程”态度不明确，以及

办学环境不佳，有些效法英迪学院的私立学府纷纷

倒闭。英迪学院却不断壮大，校址也不得不几经搬迁

以适应快速扩张的学生规模。

火种已经撒下，英迪学院的未来也势比随着政

府政策的放开走进新阶段。

到了1996年，英迪教育集团已经从一家院校变

为含一家总院和三家分院，总院英迪国际大学建设

投资超过1亿令吉。同年，英迪控股在吉隆坡股票交

易所挂牌上市，成为马来西亚教育事业的一个时代坐

标。

如今，英迪教育集团的规模较上市时又扩大一

倍，集团院校扩大至六家。教学质量一流，是以卓越

学术评鉴且深受国际认同的知名学府。同时，英迪的

影响力遍及全世界，其课程可衔接英国、澳洲、新西

兰、美国和加拿大等超过300所大学。在马来西亚国

家教育进程中，英迪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高质量

人才，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当你投入创业行列时，必须清楚知道你所要达

到的目标及清楚知道你选择的行业是属于夕阳行业

或是朝阳行列。”陈友信说，“愿景是决定企业路程

的一个关键。成立时，我们的愿景就是希望能够提升

高素质的民营大学，现在我们也已经做到了。当然我

们也相信，不管任何行业，都必须在天时地利人和相

互配合的情况下，才能够走得更长远。”

陈友信说，“我们的宗旨是提供优质的课程和先

进的学习设备以确保高品质的教育。”英迪一直秉

承着教育理念，立志造就学术出色和人格健全的学

子。

中国起飞带动教育发展
此外，随着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以及积极朝向先

进国的方向发展之后，在教育界驰骋多年的陈友信也

开始发现除了青少年的大专教育领域，他也看到马来

西亚的小学和中学教育领域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随着马来西亚的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

的经济开始发展起来之后，国际小学和中学教育领

域的发展潜能极佳。

他透露，其实，他也已经与一些相关方面开始着

手在马来西亚推动这样的教育。由于周边国家的人民

开始富裕起来了，他们都开始为下一代寻求高素质的

教育，而马来西亚绝对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

他说，这类的国际学校可以提供个性化的全人

教育，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体验快乐而有效的学习方

式。他也深信秉持传统优良好的价值观，同时结合国

际现代教育的先进方法，培育具有创新思维、自我学

习能力，兼有全球化视野的学生，我国将在国际学生

这一块占有竞争优势。

陈友信为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主题演讲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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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双边协作传统
马中两国推动“亚洲世纪”

策划|编辑部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中国”—马来

西亚经济峰会”发表主题演词时强调，他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希望5年后，马中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可达1千600亿美元。

“过去两年大马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两大亮点包括中马钦州产业园及马

中关丹产业园，而5年规划也将两国关系带往新层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马期间亦异口同声的表示，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而大马

正朝2020年宏愿阔步前进，两国雷同的发展战略和目标，为两国双边关系注入强劲的动力。

中国与大马的经贸合作前景宽阔，不但利在两国，也惠及本地区。

据悉，习近平对马国进行国事访问，开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外交及多领域合作。此次会晤马来西亚国家元首端姑

阿都哈林时，陛下特用燕窝款待习近平夫妇。    

在国家王宫设国宴招待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之时，上桌的第一道国宴佳肴就是燕窝。现场嘉宾，包括来自中国的客人一同品尝

了马来西亚的顶级燕窝美味。    

燕窝除了纳入国宴菜单内，马来西亚国家元首端姑阿都哈林更以燕窝为国礼，馈赠来自中国的客人。

久悬未决的燕窝出口至中国课题，令业者望穿秋水。2013年，首相对华特使丹斯里黄家定受委重任，负责与中国方面协商

解决燕窝出口问题。

此次的马中两国最高领导的会晤，对燕窝行业的前景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除中国-马来西亚经济峰会外，专题亦特别通过马来西亚燕窝商公会副会长骆荣福，窥探大马燕窝业

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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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年前，马来西亚

作出战略决定，在

东 盟 国 家 中 率 先

与新中国建交，自

此 马 来 西 亚 和 中

国关系迅速发展，

现 在 进 入 稳 定 和

全 面 发 展 的 快 车

道。

习近
平访

马

马中关系“
切水不断”

文|森杰

“一见如故”的好邻居

中国新上任领导人非常重视与马来

西亚建立起来的情谊，从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台不久之后，便选择到

出访马来西亚中，便可以看出中国非常重

视马中关系。

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习近平也亲自

发出邀请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到

中国北京访问。习近平表示，配合明年是

中马建交40周年，他代表中国政府邀请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于明年访问中国，他期

待在北京再次与纳吉见面。

习近平于2013年10月4日在马来西亚

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中国――马来西亚经

济峰会”上致词时说，马中是患难与共的

好邻居、好朋友和好伙伴。

他表示，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七次远

洋航海，曾5次驻节马六甲。39年前，马来

西亚在东盟国家中率先同中国建交。马来

西亚有句谚语，叫“切水不断”，用它来形

容中马传统友好关系再恰当不过了。

他也说，两国曾携手应对1997年的亚

洲金融危机、共同抗击2008年的国际金

融危机。

他指出，在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是

第一个跟中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双方互

帮互助维护了两国和本地区的经济和金

融稳定。

“中马关系得以扎实和牢固的延续，

我们不会忘记2008年中国发生汶川大地

震后，马来西亚人民踊跃的捐款和捐物，

令人动容，我们也不会忘记2012年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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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留学生杨永康捐献干细胞，成功援救安徽省一名

7岁儿童的生命，这些故事充份体现两国人民的真情厚

意，这正如（前首相）敦马哈迪所讲，中马友谊的信任

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习近平表示曾于1992年到过马来西亚，这裡优美

的自然风景、深厚的文化底蕴、纯朴友善的民风令他

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说，事隔21年再莅临，他看到马来西亚国家建

设蒸蒸日上，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他对马来西亚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 高兴。

马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马来西亚是他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

东南亚之旅的驻脚地，这次访问期间，双方一致提议

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係，为两国关系发

展描绘了更美好的蓝图。

他说，双方各领域的合作走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合

作的前线，中国与马来西亚合作建设的钦州和关丹产

业园区更成为本地区经贸投资合作的样板，不但深化

两国经贸合作，也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及为中

马关系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他指出，中马的关系取得此成就，主要原因包括中

马领导人的关系发展日益巩固。

他说，2009年纳吉上任不久，将中国作为东盟之

外的首个出访国，并在北京签署了两国战略性合作共

同协议，中方将马方视为可以信赖的战略合作伙伴，

坚定奉行对马友好政策。

习近平指出，中国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6%，比过去稍微下跌，但这是良性的调整阶段，也是

实现更高成长发展必须经历的过程。

他说，当前，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

增长阶段。

他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将为亚洲创造更

大的市场和商机，对促进亚洲的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经济发展健全

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逾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人

民生活水平皆迈向新的台阶。

“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人民，也促进亚洲，甚至世

界稳定繁荣。”

“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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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

济结构的调整并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

他指出，中国将加倍努力解决经济的长远的发展，

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他说，中国的经济运行更稳健、增长质量更高、增

长前景更可持续，对亚洲和世界经济显然是长期利好。

他说，今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更加突出合作及更

加注重共同繁荣，亚洲始终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合作的首

要方向。

他指出，中国经济将保持良好发展，国内需求特别

是消费需求将持续扩大，对外投资将大幅增加，而中国

在未来5年的对外投资在全球将达5千亿美元。

习近平说，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

奋斗，大马正朝2020年宏愿阔步前进，两国雷同的发展

战略和目标，为两国双边关系注入强劲的动力。

他希望两国经济界人士抓紧机遇和精诚合作，写下

中马互利合作的新篇章，并且推动中马关系，创造更大

的辉煌。

习近平指出，中国与大马签署的中马经贸合作5年规

划为双方贸易投资合作确定了目标和方向，他也对此提

出5项建议，包括两国应深化在农业与渔业的合作。

他说，中国与大马的经贸合作前景广阔，不但利在

两国，也惠及本地区。

“我访问大马期间，与马方对深化互利合作达成广

泛的共识，双方签署了经贸合作5年规划，为双方贸易投

资合作确定了目标和方向。”

双方投资5项建议

习近平提出的5项建议，包括：
扩大双边贸易：双方应发挥各自的优势，优化贸易结

构，深化合作潜力，预计到2017年，双边贸易可达到1

千600亿美元。
促进相互投资：中国政府将继续支持中国钦州和关丹

产业园的建设，促进两国的产业发展，并鼓励中国企

业积极继续参与大马5大经济走廊等项目，协助大马

的国家建设。
扩展金融：双方要充份利用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降

低兑对成本；中国政府鼓励两国金融机构深化合作，

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更有利的支撑。

深化农业和渔业合作：中方愿意与马方继续加强在天

然橡胶种植和加工、农业贸易、清真食品生产与加工

的合作；中马皆是水殖业的大国，希望双方加强渔业

捕捞和深水养殖的合作。
携手推进区域合作：双方应该努力推动区域合作机制

健康发展，共同营造开放、包容和共赢的合作环境，推

进区域国家的共同发展。

习近平促请亚洲国家应发挥团结合作、同舟共济的

精神，共同维护亚洲长期稳定发展。

他说，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

区，而勤劳智慧的亚洲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的耕耘和希望

创造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奇迹。

他说，亚洲国家肩负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艰巨任

务，因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消除，亚洲国家面对着资

本外流、货币贬值和通膨上升的多重挑战。

对于习主席提出深化中马合作５点建议，马来西亚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布在同样的场合上表示，“我完全赞

同中方合作建议，这些设想意义重大，将推动两国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

纳吉对中国梦也有深刻思考，“亚洲发展的美好愿

景，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是相通

的。”听众为他们的精彩之语热情鼓掌。

纳吉的父亲，正是推动两国建交的我国前任首相敦

拉萨。纳吉也在台上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他说，少年时，他曾询问父亲为何访问中国。父亲回

答说，因为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是可以信赖的。“今天，通

过同习主席的交谈，我同样认为中国是马来西亚可以信

赖的国家，习主席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朋友。”

此外，纳吉也强调，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

在5年后，马中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可达1千600亿美元。

约有1千人出席这项盛会，其中马方的政府官员、商

界翘楚、商协会代表占了约800名。马中经贸总商会共

有89名理事及会员出席这项历史性活动，其中包括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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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城、林恒毅、郭隆生、陈祈福和陈

天场以及秘书长卢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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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马来西亚的

燕 农 仍 然 面 对 考

验，除了漫长等待

中 国 重 新 允 许 进

口大 马 燕 窝 的 批

文，也面对农业部

兽 医 局 在 某 些 细

节上 的 坚 持 而 无

法大有作为。

入口批文有阻碍

在2011年7月，大马出口至中国的燕

窝因质量，尤其是因“血燕”含有

大量的亚硝盐而被下令全部下架。中国随

后发出不准进口的禁令，导致本地燕窝行

业遭受严重打击，跌入低谷。一直以来，中

国是大马最大的燕窝出口市场，而香港是

最大的采购地区。

马来西亚燕窝商工会副会长骆荣福受

访时指出，今年8月，中国政府经过专家组

的实地考察后，原则上已批准了8家本地

燕窝企业产品可重新入口中国，但入口批

文却迟迟没有批下来。

另一个问题则是大马农业部兽医局

坚持本地燕农必须在燕子身上植入无线

射频识别系统（RFID），造成原本已解决

的问题一而再拖延。

骆荣福声称，在燕子身上植入RFID系

统来监视燕窝的生产是不合逻辑的，而且

与国际使用的二维码（Two Way Code）

背道而驰。

应使用QR代码
“近年，国际燕窝市场全面支持使用

QR代码（QR Code），我们也积极响应这

个革新，鼓励会员注册QR代码，迎上国际

标准的同时，更涵盖了公司的燕窝产品、

行销、企业背景等资料，在全球化的竞争

下，燕农应该全面使用当下资讯最广、最

安全可靠的系统。”

说QR代码的投资远比RFID系统来

得低，其商业价值却远比RFID系统高，因

此，大马燕窝商公会鼓励会员申请QR代

码，利用QR代码来扩大行销。

骆荣福强调，燕窝行业应该搭上大时

代列车，利用新科技发展并朝向大趋势迈

进，换言之，本地燕窝市场必须走上产业

化发展，以便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

领先其他东盟国。

他披露，大马出产的燕窝质量长期获

得国际认同，人们也明白血燕内有亚硝盐

的真相，中国官员也亲自飞来我国进行检

查并满意本地燕窝的生产过程，只要农业

部加速作出最后定案，大马燕窝市场便可

燕窝
产业

化发
展

大马燕窝市场可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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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见曙光，前提是，燕农必须自我提升，积极产业化发

展养燕业。

燕窝燕屋价值猛跌
目前，国内有7万间燕屋，年产量大约是500吨，在

禁令之前，80%的本地燕窝是外销到中国，当时大马燕

窝最高卖价达到1公斤3000令吉至4000令吉，遭到出

口禁令后燕窝价格大幅度滑落，目前的价格稳定在1公

斤1000令吉。短短2年半内，燕窝价格猛挫75%。

不但如此，中国禁止大马燕窝出口也大大打击了本

地燕屋的价值，出口禁令前，燕屋内的一个窝值1000

令吉，但如今一个窝才值300令吉。

骆荣福表示，在第十大马计划下，我国政府希望燕

窝工业有10万间燕屋，目前已有7万间燕屋，距离目标

不遥远，但是如果业界问题迟迟不解决，政府的这个目

标是没意义的。

“大马燕窝质量多年来获得国际市场认同，这几

年的竞争愈来愈大，除了遭受到出口禁令和农业部拖

延，东盟同业的竞争更来势汹汹。面对区域的竞争，单

靠燕窝公会的力量是不足够的，我们需要政府的全面支

持，还有燕农本身也要积极把燕窝事业产业化发展。”

设物物交换平台
骆荣福声称，燕窝是高价值的养生商品，燕窝铁质

高，更含有14种以上的氨基酸，对大脑发育、抗敏感、

补后天不足有很大功效。近年，燕窝这个华人专爱的养

生补已渗入穆斯林市场，为燕农开启一个新市场。

“在东海岸，大部分的燕农是友族，所以要大马燕

窝要开拓清真市场是占尽优势的。我们希望政府全面

加强本地燕窝的研究与发展，甚至成立一个交易所或

物物交换平台，开发给区域卖家和买家交易。”

政府甚至可以打开大门让外资来马来西亚投资与

发展养燕业，这不但是我国经济政策的新突破，更能为

国家经济作出大贡献。

“如果政府开放大门让中国商家前来我国投资引

燕业，并取得我国政府的清真食品认证后，燕窝行业可

直接进军海外清真食品市场。”

他指出，中国投资者可以来马投资燕窝养殖业及

开设毛燕加工业厂等，甚至来马投资进行燕窝进出口

业。

“马来西亚是回教教义国家，清真国都能接受我

国所发出的清真食品认证，如果中资来马投资燕窝养殖

及加工业，本地燕窝行有望大举进军高达15亿人的清

真食品市场。”

马来西亚燕窝商公会拥有26个属会组成的社团联

合会，来自全国各地、西马、沙巴和砂拉越，旗下拥有

上万名的会员，会员包含燕屋业主、清洗加工、贸易和

出口商。90%以上的会员都是燕农。

中国燕窝消费全球第一
中国是全球燕窝消费量最大的国家，而马来西亚

和印尼是最大的燕窝出口市场，被禁止出口燕窝到中国

以前，我国的90%燕窝是直接出口到中国。

中国禁止大马进口燕窝前，马来西亚在2011年1月

至8月出口至中国的燕窝数量超过5吨，“血燕事件”是

导致本地燕窝无法出口到中国的导火线。

目前，东南亚是燕窝最大的出产地，有来自印尼、

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地区。2006年禽流感爆发，虽

然大马是灾区之一，不过中国政府还是允许我国和新

加坡出口燕窝到中国。

2011年，大马燕窝产生经济效益高达1亿令吉，预

计到2020年将倍增到20亿令吉，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干

工业。

华人是燕窝行业的最大业者，经营超过30年的历

史，禁止出口燕窝到中国之前，这个行业吸引了不少新

一代投资家，但最近的两年人们对引燕或养燕业则望而

却步。

燕窝料明年进军中国市场
我国燕窝料在明年就能进口中国。迄今，中国亦一

口气向我国燕窝预订了10吨的燕窝。据悉，大马燕窝联

合会与中国广东省燕窝产业协会达成两项协议，即中方

承诺向我国在2014年，预订10吨的燕窝及双方将携手

合作成立马中燕业诚信联盟，为马中两国的燕窝买卖提

供一个交易平台。

马中两国燕窝商家不曾大规模进行燕窝买卖交易，

如今双方签署这项协议，可说是为我国燕窝业带来全

新的里程碑。

马中燕业诚信联盟将拟定一份“马中燕窝产品质

量联盟标准”指南，让马中两国燕窝商能以这份指南来

进行燕窝买卖交易。

随着中方在明年一口气向我国燕窝预订了10吨的

燕窝，我国燕窝产品，尤其是经清理加工的燕窝，价格

近期内回升，涨幅约10%至20%。

骆荣福为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洽谈会 

（农业与畜牧业、保健品及燕窝业）的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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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是苏启志职业生涯的一个重

要转捩点，因为他获得MCT集团看

中，并加入该集团担任执行董事。在

与MCT集团其他董事一起努力之

下，MCT集团在短短的10年之内成

功完成了各种综合发展计划。

MCT集团
10 年铸就公司茁壮发展

大马房产前景佳	

在各种MCT集团综合发展计 划的目前及 未 来

项目中，他在市场工作上一直担任着积极进

取的角色，这包括d’Prist ine@MEDINI、Kingsley 

Hills @ Putra Heights，Subang Jaya, V Residensi 

@ Selayang Heights、Taman Tropika 2 以及 V  

Residensi 2 @ Shah Alam 等项目。

此外，拿督苏启志已经在马来西亚的伊斯干达、雪

兰莪州、槟城、柔佛州以及海外印尼的雅加达等地方开

设关于房地产发展的公开讲座。

拿督苏启志是于1988年毕业于KTAR学院，并获取

专业会计资格证书。他的事业从霹雳州怡保的一间会

计所开始。

在经过3年的努力之后，他在事业上取得了飞 跃

的进展，因为他当时加入Fiamma私人有限公司任职

会计经理，Fiamma公司是一家从事家电装配和交易

业务的公司。之后，他加入Dantech PGK私人有限公

司，出任财务及会计经理。

对于马来西亚房地产的未来展望，接受《马中经

贸》访问的拿督苏启志仍然看好，因为与本区域其他国

家相比，马来西亚的房地产价格仍然“不昂贵”，更重

要是，大马房地产租金回报率达5至8%，中国只有2至

3%；再者大马地契年限为永久或99年，中国产权只有

70年。

再者，他不讳言大马是中国投资者的房地产投资

天堂。不过，询及马来西亚房地产自2008年开始掀起

涨潮之后，目前是否有泡沫存在时，苏启志表示，“泡

沫是否存在之说，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我不否认或

许房地产的某个领域有泡沫存在，或是某个地区存在

着房地产泡沫，但是并不是全部的房地产都有泡沫。”

泡沫之说词不存在

他表示，“换句话说，盲目投资房地产的时代已经

成为过去了，如果想在房地产中投资赚钱，投资者则必

须做功课，了解什么地方值得投资，为什么值得投资，

这样才有可能在房地产投资中赚钱。”

他相信，只要肯做功课，投资者在马来西亚仍然可

以找到“物有所值”，或是“物超所值”的房地产。他本

身则鼓励国外投资者到柔佛依斯干达特区投资，其中

首推该5个发展旗舰区中的B特区努沙再也。

具发展潜力的房产

他认为努沙再也最引人注目、有潜能及具有爆发

力，它属新兴市场，不像吉隆坡及槟城般饱和。

他说，依斯干达特区面积是新加坡的三倍，总面积

达2200平方公里，该特区将成为强大及可持续性国际

大都会。依斯干达特区，吉隆坡、雪州、槟城及马六甲

都是良好房地产投资地段。

他也指出，政府的打房政策对依斯干达特区努莎

再也（Nusajaya）心脏地带的美迪尼（Medini）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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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一件好事，加上柔州政府已宣布过去获政府批

准计划不在新政策下受影响，不受新政策影响的美迪

尼將有更好的表现。

他说，据他了解，美迪尼房产不受最新外国人买屋

100万令吉的限制。他进一步表示，2014年财政预算

案宣布前，美迪尼房产领域已有优惠，也没有种种的限

制，这情况已经很清楚了。更重要的是，在依斯干达特

区投资，手续已经简化，这使得投资者更愿意到这里投

资。

另一方面，在谈及一家房地产公司成功的最关键因

素时，苏启志表示，“一家房地产公司能否取得成功，

人才占了很重要的因素，不论是高层、中层或是低层的

人员，都必须紧密配合，而且对公司有归属感，这样的

房地产公司在可以在这个领域中脱颖而出。”

他坦言，以他在房地产公司工作9年的经验，他发

现最难管理也是人员，因为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人

事问题往往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所以，他觉得公司

在这一方面须要采取人性化的管理。

智慧从错误中慢慢累积

除了人员的管理之外，苏启志还表示，经验对一家

房地产公司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须要时间的累积，不可

能一步登天。

他表示，MCT集团也是在摸索中成长，从错误中学

习，才慢慢累积的房地产投资的“智慧”。

询及什么是房地产公司的智慧时，苏启志表示，那

就是懂得在对的地点推出对产业，这便是房地产公司

的智慧。

他表示，当然，在不对的地方推出对产业，房地产

公司还是可以将产业卖完，只是须要更多的时间来完

成。时间就是金钱，这对一家产业公司而言是非常重要

的。

其实，他坦言，“信誉对一家房地产公司而言是非

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论在何种情况底下，都会完成

我们手上的产业计划。”

他也自豪地表示，在他担任MCT集团执行董事10

年的期间，公司的每一项产业计划都顺利完成，一些可

能比较辛苦一些，但是公司还是履行承诺把它们建成，

让购屋者对公司信心满满。

谈及如何可以推出受市场欢迎的房地产计划时，

他表示，推出物有所值或是物超所值的房地产，是最受

市场，特别是第一次投资产业者欢迎的。

他说，为了回馈社会，MCT集团会继续推出价格适

宜的房地产计划。

谈及未来5年的计划，他表示：“由于目前MCT集

团的发展计划主要是集中在巴生谷一带，因此，我们希

望未来5年可以将公司业务发展到全国各地，成为一家

业务遍布全国的房地产公司。”

MCT集团的董事经理苏启志为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房地产）的主讲人

752013/12



文|森杰 
照片|柔佛医药保健有限公司提供

放眼提升营业额至25%

医疗旅游为经济转型重点项目	

医疗旅游（Health Tourism）近年来开始成为

医疗旅游业新兴发展领域，而我国也在经济

转型执行计划中将医疗旅游列入入口点计划之一。

根据资料显示，我国的医疗旅游虽在过去5年平

均每年成长22%，但整体市场仍比比邻国家来得小。

而医疗旅游也被列为经济转型执行计划中的保健关键

经济领域入口点计划之一，目标在2020年吸引200万

名医疗游客。

柔佛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市场营销及会业通讯部副

经理诺哈菲桑接受《马中经贸》访问时坦言，马来西亚

医疗旅游领域这一块发展潜能非常巨大，因为我国可

以为外国人提供高素质的医疗服务，然而在价钱方面，

却又较邻国或是先进国的同业低。

她说，举个例子，同样的医疗服务在邻国价格会较

我国高出20%，此外，如果是我国接受同样的医疗服

务，价格只是先进国，例如美国价格的20%而已。

其实，她表示，马来西亚的医疗旅游业除了拥有

价格优势之外，先进的医疗设备以及细心的医疗人

员，也是吸引外国人前来我国接受治疗的主要原因。

她说，如果单是拥有价格优势的话，可能会吸引

不到一些国家的病人，例如中国，因为他们国家的医疗

服务价格更廉宜。

“呵护生命，呵护您”

她说，前来柔佛医药保健接受治疗的病人当中，

有不少是来自中国的，这显示我国的先进的医疗设备

以及细心的医疗人员，成功吸引了中国病人前来我国

寻求更好的服务。

所以，诺哈菲桑表示，为了吸引更多中国人前来我

国接受治疗，柔佛医药保健将会进一步引进更多先进

的医疗设备，以及栽培出更多细心的医疗人员。

她表示，其实，病人除了想要有先进的医疗设备

之外，他们更想要的是医疗人员聆听他们的心声，所

柔佛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国内医药领域巨头——柔佛医药保健(KPJ)非常看好医疗旅游这一块，

并拟定各项计划以积极扩大商业版图，续当国内医疗旅游业的领头羊。

此外，柔佛医药保健也放眼在2020年将医疗旅游的贡献从目前的不超

过10%营业额贡献提升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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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细心的医疗人员将可以在这一方面扮演更重要的

角色。

尽管这些年来，医疗科技的发展和新发现已经出

现巨大的变革，但是，柔佛医药保健仍然坚定，以着

关怀爱心服务患者，充分体现其服务宗旨，既“呵护生

命，呵护您”。

通过其综合医疗服务，柔佛医药保健医院提供具

有连续性的护理。医院的核心服务理念为安全、礼貌、

诚信、专业和持续改进。

此外，为了在众多医疗机构中脱颖而出，医院通

过高品质的患者护理建立客户忠诚度，在每个服务阶

段触动他们的心。

医院也采用国际认可的质量框架——整合管理体

系，这个体系包含了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安全与健康

管理。医院定期复审其门诊政策并严格管理实践步骤

以确保它们符合监管框架，为患者提供安全的环境和

高品质的服务。

医药旅游营收前景可观

另一方面，谈及马来西亚的医疗旅游业时，诺哈

菲桑表示，自从20 09年以来，马来西亚便开始迅速

发展，因为政府这一年便开始积极推动这一领域的发

展。

“而柔佛医药保健也配合政府的意愿，积极参与

政府的各项努力，包括与卫生部以及旅游部合作，提

供全面的医疗服务，以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前来我国接

受医疗。”

因此，她说，“自从2011年起，医疗服务为柔佛医

药保健的营收贡献也开始飞跃增长。”

询及过去的一个财政年，柔佛医药保健所接收的

外国病人人数时，诺哈菲桑表示，“目前我手头上没

有这方面的资料，不过如果是以营收来看，刚结束的

2013年10月31日财政年，柔佛医药保健在医疗旅游方

面的营收，较上一个财政年增加了18%。”

她也说，这些 外国病人有来自印尼、索马里、中

国、尼日利亚等地都有。

值得一提，柔佛医药保健目前是国内最大的私立

医疗保健业者，在国内共有24家医院及2772张病床，

相等于20%的市场分额。

根据诺哈菲桑表示，在集团的医院当

中，共有10家是参与医疗旅游服务，它们积

极在这一方面展开宣传和推动工作。

目前，该集团旗下最大的医疗旅游业务

来自柔佛医药保健柔佛专科医院及

柔佛医药保 健安邦公主专科医

院。为了提升医疗旅游业务，

柔佛医药保健计划将坐落在

白沙罗、柔佛和怡保三家医

院转型为肿瘤护理的参考中

心。

此 外，柔佛医 药 保 健 在

Bandar Dato‘Onn建造全

新旗舰医院，定位为医疗旅游中

心。这家预计在2014年投入营运

的医院将设有6所卓越中心，包

括肿瘤、妇女和儿科、美容与改

造、整形外科、心脏科与老人病

专科。

值得一提的是，柔佛医药保

健则附属柔佛机构，是马来西亚

最大的医疗保健上市公司，在马

来西亚和印尼分别经营20间和两

间专科医院。

柔佛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市场营销及会业通讯部副经理诺哈菲桑为 
第三届马中企业家洽谈会（教育、第二家园及医疗旅游）的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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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汉良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

中
国
经
济
走
势

看
中
国
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后

2013年12月2日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我有幸受

邀参加，并获选为中国侨联海外委员。会议期间举办了多场的汇报

会，其中4日下午由国家发展和改革为会员，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

生作的“解读三中全会和当前形势”二小时分析最为精彩，深受关

注。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的走势 

他谈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的走势，颇受启发，现在讲

一点心得向关心中国经济者分享。

三中全会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2013年是中国改革

的新起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中国的经济2010年已达到15万亿美元，2016年要超美，不改革实

现不了中国梦。深化改革是新一届三中全会集体领导的方针政策。

目前面对的是如何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如何形成及增强经济

活动？政府如何让权，让利，放水养鱼？十八届三中全会是要让市场起绝

对的作用，支配社会资源。

张教授谈中国在1820年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32.9%，那时美国只占

1.8%。可是中国经济在1890年后就停滞不前。

1949年，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百姓基本求得温饱。1978年实行

在社会制度下走市场经济下走市场经济，邓 小平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

来。2003年16届三中全会改革经济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

目前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制度，推进国家管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在于让市场起决定性作

用，政府为未来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历史性的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有着指标性的意义，对中国的政经社会

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如1978年12月18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转折点，确立了邓小平领导地位的平台。

他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者”的讲话起到了决定性的历

史性作用。

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三届三中全会邓

小平总结几次全会的经验和个人感受。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会上全面勾

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提出“保增

长”。

企
业
管
理

看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经济走势 中国 十八届

78 2013/12

专
栏

经
验
之
谈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

核心精神，交代各领域为深化改革而所需的发展

反向。释放出改革再出发的信号。据统计公报约

5000字词中提到“改革”59次，“制度”44次以

及“深化”30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中提到

的改革目标，改革路线，改革领域等各个方面进

行全方位说明。这次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策划的。

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作为决定性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建立了

市场经济体系。但受到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靠

政府主导的色彩浓厚，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

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的提出，专

家指出将助推中国经济从旧有的要素，投入模式

向效率驱动模式转换，从而为“新的增长动力从

何而来”问题带来答案。林毅夫教授表示中国现

在已经具备了清除资源配置扭曲的条件。未来要

实现持续高增长，中国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发挥更大作用。今后中国将重视经济增长质量，

重视市场作用方针。政府将通过理顺价格形成机

制，进一步向外资开放市场，激发民间企业参与

创新的就业等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如此，今后市

场的作用就更大。

政府职能的变化 

本届三中全会重点经济体制改革里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过去政府对经济管得太多或太直接造成企

业难于自由发挥。

今后政府可能在职权方面有所改变。专家预

测主要有４方面。

第一， 从全能政府专向有限政府。全能政府是中

央计划经济时期的特征。政府提供经济发

展所需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又通 过

转移支付和财政投资支持教育、公共医疗

等。今后将推进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大

部制改革，推动地方政府层级结构改革，

推行省直管县改革，从五级政府改为四级

政府。

第二， 从管理型政府转向调控型政府。以法律形

式明确政 府干扰的权限，手段和操作 程

序。实行宏观调控，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

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第三， 从人治政府转向法治政府。建立起全民主

制，完善分权制度及改善法律体系。

第四， 从发展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今后政府

推行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

评估体系。深化财政分权体制改革，科学

配置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

中国房地产走向新加坡模式？ 

根据国际物业机构莱坊最新的全球房价指

数报告显示，中国房地产价格涨幅成为全球第二

快的市场。中国房价一年来上涨了２１.6％，紧跟

着涨幅达到28.5%的迪拜。因此，很多关于中国

房地产泡沫化的言论甚嚣尘上。在胡温时代出了

很多打压房价的措施，如限购限价等。但效益不

佳。中国新一届领导上台至今一直来并没有任何

明显的打房价政策。中国万通房地产董事长冯仑

先生在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上说出这个秘密。

现任习李体制下的政府的房地产政策比较

倾向于新加坡模式。即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政

府利用有利的条件如提供大量土地兴建更多廉

租房供大部分人民买得起。另一方面，也让房地

产开发商自行建设高档房子。由市场价格决定走

势。这样看来比较人性化，较为合理化。目前中

国的经济走向自由化，市场化。一切供求和价格

升降由市场力量来决定。

看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走势

中国经济走势 中国经济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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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因此在上市之前应该权衡利弊，慎重考虑,再来做出明

智的决定。

企业上市融资弊端

如果企业简单 地认为，上市就是为了

圈钱，而没有意识到上市后的代价，

那么必然面对的是未预计到的无法承受的损

失。从客观上来看，全球各主要证券市场发

行新股速度在不断加快，股市规模在不断的

扩张。但是，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在短

期内发行新股过多，必然对二级市场产生消

极影响。当然，上市也有一定弊端，以下为重

要几点。

增加一定的维护成本
例如上市公司要设立独立董事、独立监

事等，要在媒体披露信息，会增加广告费、

审计费和薪酬等营运成本。资本国际化的公

司治理还会存在处理“国际化差异”问题耗

费。不同地区的证券市场其实对于同一个企

业的估值可能有很大的差异，这一点类似普

通商品，企业作为证券市场上公开出售的“商

品”，其价格决定于客户对其的估值和预期。

这都是基于对该企业产品和市场发展前

景的深入理解。企业在国内上市与海外上市，

首先就考量自己企业的主要市场，会计和税

收制度，企业治理结构，法律制度，融资市场

的扶持力，人力资源，市场渗透度与透明度

等，这些都是上市维护成本的重要因素。

管理层压力增加
股民 对 业 绩 和回报有一定 的要求。如

果缺乏观 念 和手段的转 变，再加上 透明度

不够，决策失误带来的不仅是企业自身的损

失，还带来了对投资者利益的侵害，“害人又

害己”，最终造成上市公司资源的流失。

如果经营不佳，业绩下降，公司股票会

遭到投资者冷遇，甚至有退市的可能性。这

些公司有些共同的特征，如公司体制和内部

治理结构不健全造成财务混乱、上市公司与

大股东未清偿的关联交易以及受大股东牵累

而亏损等。

同时，公众股东往往对于短期业绩非常

在意，动辄“用脚投票”，上市公司的经营层

犹如上了辕架的马，没有停步不前的理由，否

则就面临着被“卸磨杀驴”的威胁。

对大股东的约束力有所增加
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在向公众公司

转化过程中，企业经营决策的科学化，规范

化常常与家长制的管理方式产生冲突。企业

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常常与狭隘的，封闭

的团体或实际控制人的利益发生冲突。

上市后股东增多，对大股东和老板的约

束力也增多。大股东不能再搞“一言堂”，企

业重大经营决策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必须

尊重小股东的权利，这样有可能失去部分作

为私人企业所享受的经营灵活性。

监管机构的透明度压力
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后，就是一个

国际性的“公众公司”，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和

上市地的法律要求建立起国际化的，开放的，

公开的和透明的公司治理结构，接受监管机

构和投资者的监管。从大的方面看，提高透

明度并非坏事，但无论中外，为了接受监管以

保证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就需要上市公司尽

可能多地公开公司战略、业务经营数据和市

场策略等接近商业机密的经营细节，这将给

竞争对手更多了解你的弱点和计划的机会。

另外，需要强调一点，企业争取上市一定

要脚踏实地，靠实实在在的业绩，切忌弄虚

作假，否则会欲速则不达，甚至弄巧成拙。

上市有利有弊，但利远远大于弊，否则

不会有千千万万企业趋之若鹜，把上市作为

奋斗目标。著名企业家马云说过：商人最大

的理想就是将自己的企业上市。因此，衷心

希望更多的企业加入上市公司行列，为企业

自身发展、为地区经济、为社会做出更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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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2013/12

专
栏

财
富
天
下



日前，中环国际中介行(Real Estate Finders)参加了马来西亚对外贸

易发展局所安排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早在较早前，本公司也参与了由

马来西亚地产代理协会(MIEA)所举办的马来西亚二手房地产展销会

(MASPEX)并取得不俗的成绩。

＼刘培伟
马来西亚政府注册房地产经纪人

房地产管理学学士（赫瑞特大学，英格兰爰丁堡）
中环国际中介行(Real Estate Finders)董事总经理

《非马不可》 

决定参展后，我们公司全体同事努力探讨如何更专业地做好这一个项

目，而经过的一番努力，我们制作了一本名为《非马不可》的宣传册

来应对这盛大的国际展览。

其中内容包括马来西亚的楼盘热点及多项著名开发商的各领域项目；并

从中也介绍了马来西亚的人文地理及经济的优势。文中我们简报了全球各地

研究机构的数据，让参观者从全球排名指数中认识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屋价涨幅 
全球第9，但依然便宜

详见来源：
环球房地产，地产顾问公司Knight Frank

全球最佳退休天堂： 
马来西亚位居亚洲之首

详见来源：
《美国生活杂志》

全球最宜华人移居国简析 
马来西亚排名第6

详见来源：
《福布斯》中文版通过搜集生活成本、投资、
经济、教育和医疗等五大重要板块的指标数据

大马房产透明度东协第二 详见来源：
全球房地产透明度指数(Global Real Estate 
Transparency Index)，房地产咨询机构仲量
联行(Jones Lang LaSalle)

全球英语熟练度排名 
马来西亚第9

详见来源：
EF英孚教育全球首份(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

全球化指数 
马来西亚位居第12

详见来源：
金融服务机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英国《经学
人》信息部

全球养老基金排行榜 
马来西亚第9

详见来源：
专业服务咨询公司韬睿惠悦(Towers Watson) 
与美国投资专刊Pensions & Investments  
(养老金与投资)

全球竞争力排名 
马来西亚第２1位

详见来源：
《世界经济论坛》(WEF)

全球和平安全指数排行榜 
大马19

详见来源：
澳大利亚经济学与和平研究所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IEP)

全球城市生活费调查 
吉隆坡排102位

详见来源：
美国美世(Mercer)咨询公司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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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博览会
    非“马”不可 东盟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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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优势

另边厢，在小册子内也特别介绍了马来西亚所处于的地理优势等，除了没有自然大灾害，其气

候整年清爽宜人。

国家政治稳定，民族色彩也多样化；生活安适稳定。

国家法律和政治采取英联邦实行的体系及社会体制完善。

现有第二家园计划，提供多项特别优恵。

马来西亚是东西文化的交汇处、留学费用低廉；也是留学欧美澳的跳板。

国家城市里四分之一的华人人口,无语言障碍与文化上的差异。

银业房地产贷款可长达30年的贷款期限。

房地产贷款利率低,利率在4.2%-4.6%间浮动。

五年内出让转售房地产缴纳10%-15%纯利增长税,五年后出售则免税（0%）。

无限购房产政策(每套房产价值50万马币以上)，贷款额度高达50%-70% 
(视贷款者个人情况而定)。

马来西亚房地产市场趋势一直以来都是平稳兼每年增长的走势。

相比其他国家，马来西亚房地产产权可拥99年或永久地契拥有权。

地理位置毗邻新加坡，亚洲区域的经济贸易中心，建议中的新马快铁落成也将促成吉隆坡的贸易中
枢地位。

这届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是中国建立东盟

伙伴关系的10周年。本届也是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

会“两会”共同举行。“两会”在举办的国际隆重盛会

中，强调节俭。组委会将“两会”开幕式合并，也压缩

活动场次和时间，节用经费，并取得了隆重而不奢华、

环保精彩实在的效果。

中国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占地850，总建筑面积有

15.21万平方米。展厅有层，由德国GMP公司设计，馆

内有15个不同规格的展厅，由最小的2150平方米至最

大的8100平方米。可展览面积4.8万平方米並可容纳

3360个国际标准型展销位。会议厅共14个，拥有先进

系统设备，如10+1同声传译，电视会议，安防，新闻中

心，公共传播等等。（详见来源：中国东盟-知识手册）

这届博览会和共同举行的商务与投资峰会共有

13位领导人出席，赢得各国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增强

了各方共同办好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深化互利

共赢的信心。实现共同打造从“黄金十年”向“钻石十

年”，跨越发展中国—东盟自贸区。“两会”在经贸对

接、活动组织、服务保障等方面创新务实，达到了提

高经贸实效和办会水平、拓展合作领域区域、拓展带

动功能的预期目标。

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这届外国展位数比例达

42%，是中国大型展会中最高。贸易成交额呈上升趋

势，投资合作方面，规模更大，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

项目更多，双向投资领域也更广，取得更新成效。贸易

投资等方面服务的基础上，也进一步向互联互通、海

上合作、产业园区合作、金融合作、科技交流、人文交

流等更多领域拓展，取得了显赫成绩。

本届会展也加强了区域国家合作，澳大利亚观察

员，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企业也积

极参会。这届的境外采购团组人数比上届增长了约

10%，来至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区域的采购商比往届

增加。其中，也举办了“10+6”企业家交流会、韩国—

中国贸易洽谈会等一系列面向区域外的经贸交流活

动，促进了中国与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区域外经济

体的合作。

本届盛会也受到国内外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共

有来自17个国家的240家媒体，共1705名记者采访。港

澳台境外媒体111家，共210人，东盟媒体88家，共134

人，分别比上届增长57%和81%，是中国大型展会最

多的媒体和记者数量。

（资料来源：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网站）

非“马”不可中国东盟博览会
中国东盟博览会

中国东盟博览会 非“马”不可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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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肯教育集团
矢志成为区域性教育领导品牌 文｜陈宝娟

照片｜立肯教育集团 提供

经验模范；创业之本	

立肯教育集团创办人兼总裁拿督张启扬，就是

借由自身从小到大在生活上点点滴滴的观察

和体验累积所得，在马来西亚的教育界开辟了一片新

天地。

立肯语言学院在1990年成立，前后历时23年，已

经从原有一家位于怡保的小型语言中心，扩展至遍布

全国上下，共计30家分院，且颇具规模的一个教育集

团。。

张启扬说，当初他会想要开办语言学院，其初步

概念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和激发。一方面，出身

华校背景的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都因为英语不

灵光而备受别人的嘲笑和奚落，吃尽了不少的苦头。

从这些难堪的经历中，他体会到掌握国际语言的重要

性。

另边厢，他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他从小就耳

濡目染，胸中早已怀有教育的使命感。张父固然不时

传授儿子做人的道理，张启扬却觉得父亲的教育手法

既没有系统性，也未达深入化。因为自己曾深受没有系

统性学习英语之苦，他就在日后钻研出一套帮助学生

减低学习语言痛苦的方法。

在立肯语言学院，一个学生基本上可以报名攻读初

级到大专水平的英语。立肯有系统的语言训练方式，让有

心学习英语的人能够从小就打稳语言的根基，且终生受

用无穷。

“单单立肯语言学院，其每年的学生平均人数都超过一万人左右，增长率也维持在每年10%以上。目前，立肯教

育集团也积极涉足高等教育的领域，立志要在马来西亚现有的教育系统内创造出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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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肯	(Erican)	教育集团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立肯(Erican)教

育集团划一分为二，一是立肯语言中心；

二则是立肯学院。除了获得教育界的肯

定，也荣获国内外各种奖项，包括马来

西亚全国品牌标志、金牛奖之最杰出中

小型企业奖及中小型企业卓越成就奖

等。自正式成立以来，它发展迅速，学生

除来自马来西亚外，也来自世界逾30个

国家，其中包括日本、韩国、中国、波兰、

俄罗斯、伊朗、中东国家等。

还在念大学的时期，张启扬就已经怀有创业的念头。他希

望自己能够对国家社会有一个具体的贡献。在他看来，“政经文

教”是有力的贡献社稷之道，而教育正是他最为熟悉也最深具理

念的领域。然而，真正迈入创业的阶段，却始于他大学毕业后的

第二年。

在美国选修商科毕业的张启扬，第一梦想是能够跻身美国

的华尔街工作。但是，他一连寄发了一百多封的求职信，封封信

却如同石沉大海，一点音讯也没有。结果，他只好在华尔街的毗

邻，就是唐人街，搞起了地产买卖的活动。在唐人街工作了一年，

他积蓄了人生第一桶的创业资金，就返回马来西亚，在怡保这个

城镇初试创业的小牛刀。

初试牛刀；宏愿待成

张启扬为了实地查明在怡保开办英语学院的市场潜能和可

行性，就展开一场无成本的市场调查活动。他亲自走到大街小

巷，和当地人闲聊，借此知道他们的英语水平，也了解他们对学

习英语的需求。当时，很多提供学生补习和学习英语的老师，都以

私人居家作业的方式进行教导。

若要创业，就得有一套崭新的概念和手法，否则就无法在市场

上具备竞争的强势或独特的新格局。当时，他就是抱着打造自身品牌

的心志，希望他开办的语言学院能够带动马来西亚全民讲英语的运

动。所以，他以本身成功学习英语的实例为号召，创制出该运动的口

号 ‘If Eric can, so can you.’。立肯（Erican）语言学院的名字，

就是由‘Eric can’ 这两个字组合拼凑成的。

创院之初，为配合当时前首相马哈迪提倡的大马计划，张启

扬也立下一个2020的宏愿，要借由立肯语言学院带动全国上下

一百万人学习英语。既然怡保只有四十万人口，他就矢志将学习

英语的活动推广为全国性的运动。

他说，立肯语言学院自创校至今，栽培为数大约廿多万名的

学生。近年来，立肯也在海外和国际进行大量的招生宣传活动，

试图吸引外国学生前来报名就读。在多方努力下，立肯教育集团

吸引了来自廿多个海外国家的学生报名就读其语言课程或高教

科系，尤以印尼来的学生为主。学院目前本着教育人的心态，更

多地开放其学额给外国学生，以求达到当初创业的一百万人的目

标。

创业人生；求新求变

张启扬把自己的创业人生划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廿年，他

集中火力营造且推动全民讲英语的运动。接下来的廿年，他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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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发展既有的教育业务，也会积极着手进行高教研

究，计划透过创办和发展高等教育来执行并达成其全

方位教育的梦想。

立肯教育集团几年来开始往高教这领域投石问路，

且在一年前收购了一家已经具备十七年办校历史的室内

设计学院，重新塑造该所学院的品牌形象，使其科系多元

化，并且注入张启扬本身领悟的办学理念，让该院的教学

手法独具一格。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该学院在学生的人数上，

已经达到四倍的增长，规模从原有的一百多名设计学

生，成长到目前四百多名专科学生。未来一年，他希望

学院能继续成长，突破到一千名学生。其目标就是在

未来五年的时间内，成功把该座学院打造成为一所具

备国际大学水准的学府。

和当初办语言学院时的想法一致，张启扬认为，

一旦要进军高教领域，他 就得 抱有革新的想法和方

式。开办一家有良好设施水准，能和其它学院一较素

质高低，以吸引学生前来就读的学院，并非他办高教

的方针和理念。他以家长和学生的展望角度，来分析

教育所当扮演的角色。

一 般 人 的 人 生 三 大

花费，除了买车和供屋，

就是投资在子女的教育费

用上。他说，很多父母愿

意在孩子身上投资大笔的

教育费，只图孩子能够光

宗耀祖。然而，有别于张

启扬本身对成功的定义；

他的成功哲学，就是一个

人能够‘心想事成、活出

自己。’

在 立肯 语言学院，张

启扬视当前的教育系统只

能提供知识和技术上的灌

输与训练，却忽略了人是个

有灵魂的个 体。大量模 型

式 生 产的教 育系 统，并无

法帮助个别学生发掘出他

们灵魂深处的潜质。所以，

他钻研和落实的一套教学手法，旨在深入学生的内心世

界，引发出他们里头成功的欲望。他说，一旦一个人有了

成功的欲望，他在大学或高教生涯得到的装备和资源，就

不单是学问的累积和获取学历的资格吧了；那人将具备成

功的思维，懂得思考和运用策略，并且抱持积极的人生态

度。

亲身授课；栽培人才

对张启扬来说，优秀的模范是帮助别人成功的一

个基础。他举例说，当年克林顿会向往当上美国总统，

是因为肯尼迪亲临他们的学校，又亲自和他握过手。

而奥巴马总 统 效法的模范灵魂 人物，正是马丁路 德

金。张启扬本身就因为父亲身为教育家具备的积极形

象，以及父亲生命带给他的影响，而兴起了办教育的

念头。他深信模范人物有助于塑造一个成功的学生。

为了确切地落实整套新的教育理念，也因为坚信

模范教导的重要性，张启扬舍弃雇用其它专业讲师的

途径，选择卷起自己的袖子，亲自置身在学子当中，以

过来人和成功创业的模范身份，辅以实际教学的内容

来指导学生。

所有进入其位于叶观

盛路的立肯学院就读的学

生，除了主修 本 身 的 选 科

外，都必须接受参与为期两

年的成 功学 课 程。为学生

塑 造 成 功的思 维，激发他

们探求本身独特的策略，并

且培育他们正面进取的人

生 态度，是 张 启扬 未 来廿

年的远大使命。

他想透过革新的教育

手法，为国家栽培优秀的

人才。张启扬的梦想，就

是在他年老的时候，有成

群受益于他教学理念和手

法的学生，对他这位创意

的师表存有感激之情。桃

李满天下，将是他追求圆

满人生所能得到的最大的

精神安慰和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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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海续探；力求扩充

被询及立肯教育集团是否会考虑在海外建立分院

以扩充其教育市场时，张启扬说，往海外发展不是一

个新鲜的点子，对他已算是个老旧的思想，十年前就已

经出现在他的盘算中了。

然而，他认为自己是个沉得住气的人，不会鲁莽行

事。扩充业务需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配搭，所以他

会等到时机成熟了，才会全面出击，在其它国家办设学

院。

他不否认，立肯教育集团确实想在未来往海外发

展。目前，集团锁定的一些目标国家，都在东南亚的范

围内。泰国、印尼、越南、柬埔寨等邻近国家，都是集

团考虑的对象。其实，在印尼、泰国和越南，都设有立

肯教育集团的办事处，方便招生之用。也就是说，立肯

的第一个海外目标，是区域性的扩充和发展。

张启扬希望将立肯教育集团塑造成为区域性、富有

代表的教育领导品牌。同时继续扩充集团属下原有的语

言学院，并且将全面探入私立和高教学府的领域。

从张启扬的一席访谈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创

业勇者一直都在蓝海的领域潜泳和探路。他既不拘泥

于固有的方式，也不时敢于思变求通，力求达到建树

别人、造福社稷的目的，同时也勇于超越自己、再创高

峰。

立肯教育集团为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对接会的参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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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品牌神话的智能手机	

小米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是在中国，它却缔造

了品牌神化，在成立短短3年的时间内，它一

跃成为中国十大智能手机品牌之一。市场人士皆认为，

对于一个才生产了近三年的手机商来说，这一成绩是

很令人惊讶的，对于如此年轻的公司来说，这样的发展

太迅速了。小米的成功源于高端的技术参数和低廉的

价格。

小米的创办人雷军以全新的姿态杀入了手机行业，

风格大变。

“只要站到风口前，猪 都能够飞上天。”雷军曾

说，这次他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而那个飞起来的“

猪”会是他吗？整个行业及媒体界被搅动了，雷军做手

机？唱衰者甚众。

在诺基亚（Nokia）、苹果(Apple inc)、HTC、三

星(Samsung)等一批世界级的公司面前，一个新品牌

如何立足？雷军必须要用超出常人的方式，一种有别于

所有玩家的新玩法做手机，否则必死无疑。于是，做手

机的小米，被雷军定位成了互联网公司，一个“软件+

硬件+服务”做手机的模式出现了。

雷军把互联网的口碑营销做到了极致，甚至每天

都会在微博上回答一百个问题，利用微博非常好的给

小米手机找到定位，实现了精准营销，而且不需要什么

成本。在中国，没几个企业家能像他那样，坚持每天都

发微博，与“粉丝”互动。同时通过小米社区的刻意经

营，让小米社区成为传播的主阵地。

中国出货量超越苹果	

小米公司计划明年开始探索开拓海外市场。同时，

该公司计划在2013年售出1500万部手机，而且本月底

预计将推出另一款旗舰手机。

报 道 指出，苹 果 公司注 意 到，随着中国智 能 手

机市场的迅 速发展，苹果手机在中国的份 额不断下

降。Canalys称，在这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占

全球三分之一以上，同比增长108%达到8800多万台。

相比之下，美国的出货量仅仅约3300万台。

市场人士认为，低端智能手机是目前推动中国智

能手机市场的主力，而苹果没有该价格区间的产品。即

使是三星，在该季度中，它们也从中低端市场中获利不

少，所以，市场人士认为，苹果需要重新考虑其产品在

中国市场的定位了。

小米的应变能力是超强的，当市场传出，苹果将要

发布一个低价iPhone的消息的时候，小米就已经推出

了售价仅为799元的红米手机。所以，在短短的3年时

间内，小米公司的销售收入突破百亿人民币；2012年，

小米销售达719万台，实现营收126.5亿人民币，纳税19

亿人民币。

小米公司成功的商业模式再次引发热潮。刷新中

中国小米震撼品牌威力

文｜黄德居

根据ltworld今年8月6日的报道，市场研究公司易观国际(Canalys)称，

在中国市场，小米(Xiaomi)手机的出货量已经超越了苹果公司(Apple 

inc)。小米的低价手机使得中国科技行业再起波澜。Canalys称，在第

二季度中，苹果手机在中国市场销售排行中仅排名第七，市场份额

只有5%，较前一度下降了3%。虽然小米手机的市场份额也为5%，

但是，该公司的智能手机出货量以微弱的优势超越苹果。

3年创百亿营收佳绩

88 2013/12

国品牌中



国互联网公司的成长速度；在小米取得一系列成就的

同时，人们也思考小米公司成功的原因。其中管理创新

给小米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充沛的助力。

“小米”的成功密码	

小米提出要制造出“纯正中国味”的智能手机。这

个口号是一大亮点，也是最好的广告语。小米公司主营

产品是小米手机、MIUI、米聊和电子商务，其别具特色

的发展模式依赖于这四大产品业务体系，而“小米神

话”的成功演绎，则与其产品定位、产销模式的成功是

分不开的。

“小米神话”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其“高配低价”

的产品定位。

小米手机不仅使用了当前最流行的安卓系统，还配

有属于小米独特的MIUI系统，这也是小米手机区别于

其他品牌手机的最大特点。

小米成功的第二个关键，则是以互联网公司的思

维和方式做智能手机，以“硬件+软件+服务”模式取

胜。

小米手机是一款搭载MIUI操作系统的高性价比智

能手机，由小米自行设计、采购、销售、服务，生产并由

代加工工厂负责。这种“硬件+软件+服务”的模式不同

于其他互联网公司和终端厂商，而是将两者的特点结

合起来，用互联网公司的思维和方式做智能手机，开创

了互联网公司智能手机的新模式。

小米的成功，还得益于其以电子商务的方式销售

手机的模式。

小米运用互联网的思维和方式销售智能手机；其

手机的销售渠道以电子商务模式为主，其余则是通过

与联通、电信运营商合作渠道销售。与传统厂商相比，

这减少了更多的流通环节，大大节省了线下的仓储、渠

道等成本，使小米轻装上阵，这是其发展成功的重要因

素之一。

此外，独特的市场定位和特色营销也是小米取得

成功的重要因素。

小米手机定位于低价格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是专

门为发烧友而研制的高端智能手机，另外小米手机青

春版的定位人群是学生群体，其精确的市场定位为其

带来了众多的拥趸，这也是其他智能手机厂商所无法比

拟的，一大批忠诚的拥护者为小米手机带来了良好的口

碑和品牌。同时，小米手机特色的营销方式使其品牌广

泛传播；它利用论坛、微博等营销渠道，小米受到了广

泛关注。

找对人最为重要	

小米创办人雷军在最近的演讲中，也不吝啬分享他

的成功经营之道。他坦言，小米团队是小米成功的核心

原因。真正来到小米来的人，都是真正干活的人，这是

一种真刀实枪的行动和执行。

他表示，当初他决定组建超强的团队，前半年花了

至少80%时间找人，幸运的找到了7个牛人合伙，全是

技术背景，平均年龄42岁，经验极其丰富。

3个中国人再加上5个海外回归人士，分别来自金

山、谷歌、摩托罗拉、微软等；其理念一致，大都管过超

过几百人的团队，充满创业热情。

他认为，“如果你招不到人才，只是因为你投入的

精力不够多。我每天都要花费一半以上的时间用来招

募人才，前100名员工每名员工入职，都必须亲自见面

并沟通。当时，招募优秀的硬件工程师尤其困难。”

他指出，中国很长时间是产品稀缺，粗放经营。做

很多，却很累。一周工作7天，一天恨不得12个小时，结

果还是干不好，就认为雇佣的员工不够好，就得搞培

训、搞运动、洗脑。但从来没有考虑把事情做少。互联

网时代讲求单点切入，逐点放大。

小米的LOGO是一个“MI”形，是MOBILE INTERNET的缩
写，代表小米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另外，小米的LOGO倒过
来是一个心字，少一个点，意味着小米要让他们的用户省一
点心。

小米由著名投资人雷军带领创建。小米公司共计七名创始
人，分别为董事长兼CEO雷军、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林
斌、联合创始人及副总裁黎万强、周光平、黄江吉、
刘德 及 洪 锋。小米的员工主要由微 软、谷 歌、金
山、MOTO等国内外IT公司的资深员工所组成。

小米 XIOMI 名字的由来

3年创百亿营收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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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业务
该集团旗下另一家产业臂膀—蔡文英土地私人有限公司则提供

类型广泛且具有创新设计与功能的优质房地产物业项目。过去，该公
司成功推出各项著名房产项目，从商业大厦、有地住宅及高档住宅都
应有尽有。当中，该公司在巴生谷流域一带、彭亨以及马六甲拥有的
各项综合式发展项目，合共的发展总值(GDV)达到7０亿令吉。地库面
积高达１9００英亩。

目前公司在甘孟以及格宾有200亿英亩至500英亩的黄金工业地
段出售。

接下来，该公司将在关丹商业中心区(CBD)推出齐集酒店、服务
公寓、办公室、零售街广场及商铺的综合式项目。另外还在直落尖不
叻(Telok Chempedak)与柏色拉(Beserah)海滩规划豪华海滨综
合发展项目。这些新项目势必成为关丹新地标，推动当地转型发展。

酒店服务业务
自 2 012 年 开 始，该 集 团 推 出 拥 有 8 7个房 间 的 旅 店 — ( T h e 

Rocana)打响头炮。这家酒店为客户带来了具有价值和质量的服务。
该集团2014年将再下一诚，在甘孟推出标榜生态旅游的四星级休闲
度假村(Mangala Resort & Spa)。至于另一座面向中南海的直落尖
不叻五星级酒店，则预定同一年施工。

建筑材料业务
该集团在彭亨的 Bukit Berkelah 以及登嘉楼的 Bukit Ketam

拥有两座采石场。其综合储备量足以供50年开发，产能高达每小时
350s公吨。

该集团旗下几座混凝土配料厂也遍布在该区域的十一个有利地
点，并且为预拌混凝土市场提供超40%的供应量。从2012年起，该集
团已扩展脚步至雪兰莪州和巴生谷。

该公司生产各种预制混凝土构件，如沙井，箱形暗渠，U形排水
道，预应力M，I和倒T型梁，预应力混凝土纺极轻的重量块。而这些构
件都可以根据以客户的特定要求，进行量身定制。

该公司具有良好的领导层和稳健及审慎的管理团队. 尽管有面临
着全球经济危机，但也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业绩，并拥有足够的信心扩
大其核心业务, 且对任何新业务持开放态度。

蔡文英集团设下企业使命，即始终如一地符合及超越客户要求。
该集团旗下800名工作人员也紧守着公司通过优质工程，追求卓越及
高水准的理念。

在拿督蔡文英的掌舵下，该集团实现了“飞跃式”的增长成就。
该集团预计2014财政年收到8亿令吉的营业额。该集团现阶段把目光
投向海外，期有另一番新景象。

建筑业务
该集团旗下蔡文英建筑私人有限公司凭着提供专业，可靠和具

有成本效益的服务以及准时完成在技术上具有挑战性的项目，而成
为业界内公认的佼佼者。该公司在民用工程，土方工程，道路工程，
桥梁，矿山工程，以及建筑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其客户都是赫赫
有名的企业，包括国家石油有限公司（Petronas）、德国巴斯夫公司
（BASF）、MTBE公司、以及在彭亨格宾工业园区的格雷斯公司（WR 
Grace）与莱纳斯公司（Lynas）。

该公司对于设计和建设各大型基建如何上桥梁、机场、高速公
路和交流道以及岩石开挖工程都有相关经验。多年来，该公司建设了
豪华型酒店体育设备，学校，学院，石油和天然气设施和公共机构建
筑，至今已完成总值25亿令吉的项目工程。与此，该公司拥有及经营
着总值7600万令吉的重型机械及设备资产。

矿产业务
该集团在开采铝土矿，重晶石和砂金矿物方面具备超过30年的

采矿经验。目前主要从事铁矿石开采活动，同时也承接在沙捞越开
发，开采和输送超过500万吨煤矿。该集团将在未来8-10年，每月生
产12万吨煤矿。

蔡文英集团“飞跃式”成长

放眼2014财政年营收8亿令吉
蔡文英集团（Franky Group）自１９８１年在马来西亚东海岸一座宁静的城市——关丹成立建筑公司，迈出创业的第一步。自此，该集团稳
步成为一家领先的综合性工程和建筑服务公司。

发展至今，该集团已拥有十分多元化的业务，广泛涉及采石，采矿，建筑材料供应，房地产开发及酒店服务业。该集团的版图也随之扩展至
东、西马各地，并面向国际市场如马尔代夫和印尼。

甘孟( Mangala Resort & Spa )休闲度假村

彭亨州采石场

沙捞越采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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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y Group of Companies has its humble beginning in 
1981 as a construction company in the quiet town of Kuantan, East 
Coast of Peninsular Malaysia. Since then, it has become a leading 
integrated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services company. The 
company has diversified and now has businesses in rock quarrying, 
mining, supply of building materials,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hospitality. Geographically, it has expanded all over Peninsular 
Malaysia and East Malaysia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ly to the 
Maldives and Indonesia.  

The company’s mission is to consistently meet and exceed 
client’s requirements. Its 800 strong work force adhere closely to 
the company’s philosophy of achieving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excellence through quality works. Under the helm of its founder, 
Dato’ Franky Chua Goon Eng, the Group has grown by leaps and 
bounds. The Group projects annual revenue of RM 800 million 
for FY 2014. The company is currently looking at new horizons 
abroad.

Construction    
Franky Construction Sdn Bhd, ISO 9001:2008 certified, 

is an industry leader well-known for delivery of professional, 
reliable and cost effective services and accomplishing technically 
challenging projects on time. It has amassed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civil engineering works, earthworks, roadworks, bridges, mining 
works as well as building construction. Notable clients include 
Petronas, BASF, MTBE, WR Grace & Lynas in Gebeng Industrial 
Estate, Pahang. The Company also has related experience i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major infrastructure such as river 
bridges, airports, highways and interchanges as well as major 
rock excavation works. Major buil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clude luxury hotels, sport complexes, schools, colleges, oil and 
gas facilities and institutional buildings. It has since completed 
RM 2.5 billion worth of projects. The company owns and operates 
a variety of heavy machineries and equipment with a total value 
of approximately RM 100 million.

Mining
The company has more than 30 years of mining experience in 

the extraction of bauxite, barite and alluvial gold. Currently the 
company is in iron ore mining and is also undertaking contract 
mining of sub-bituminous coal in Sarawak.  The company has 
produced and delivered 5 million tonnes of coal and it will continue 
to deliver 120 thousand tonnes per month of coal for the next 8-10 
years.

Franky Group Scaling Greater Heights

Barite Mine
East Coast 
Mid 80’s

Gold Mine
Indonesia
Late 80’s - Early 90’s

Coal Mine
East Malaysia
Late 2000’s - Early 2010’s

Iron Ore Mine
West Malaysia
2010’s

Property Development
Franky Land Sdn Bhd, the property development  entity, was 

established in 1997. The company offers a wide range of quality real 
estate properties with innovative designs and functionalities. It has 
successfully delivered various prestigious projects ranging from 
commercial buildings and residential landed and high rise homes. 
Various integrated mixed developments are planned in the Klang 
Valley, Pahang and Malacca with a total Gross Development Value 
(GDV) of approximately RM 7 billion. The land bank totals 1,900 
acres. Currently 200 and 500 acres of prime industrial land are for 
sale in Gambang and Gebeng, respectively with lot sizes from 3 acres 
and more.

A new integrated mixed development is planned in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BD) of Kuantan town comprising of hotel, 
serviced apartments, office suites, street retail mall and shop offices. 
2 exclusive and luxurious beach front developments are planned at 
Telok Chempedak and Beserah Beach with hotel, serviced apartments, 
villas, retail and business components. These will transform Kuantan 
and set new benchmarks. 

Hospitality
In 2012, the Group started in the hospitality sector with The 

Rocana, an 87-room hotel. It is a leading business hotel – a testimony 
to its philosophy of delivering value and quality to its customers. The 
Mangala Resort & Spa, Gambang, a 4-Star resort nestled in an eco-
tourism setting, is scheduled to open its doors in 2014. A 5-Star 338-
room hotel on the Telok Chempedak beach facing the South China Sea 
is planned for construction in 2014.          

Materials
The company has 2 rock quarries at Bukit Bekelah, Pahang and 

Bukit Ketam, Terengganu. The combined reserve is more than 50 
years with production capacity of up to 350mt/hour. It also produces 
asphaltic mixes. 

The company has several units of batching plants strategically 
located at 11 locations, supplying more than 40% of the ready-mixed 
concrete market in the region. Since 2012, the company has expanded 
to Selangor and the Klang Valley.

The company produces various precast concrete elements such as 
manhole, box culvert, U-shaped drain, pre-stressed M, I and inverted 

T-beams, pre-stressed spun concrete pole 
and light weight block. These also can be 
custom-made to client’s requirements and 
specifications.

The company, with good leadership 
and a strong and prudent management 
team,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growth 
notwithstanding the few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ic crises. Confident to expand 
its core businesses, the company welcomes 
new business ventures.       

Integrated mixed development, Kuala 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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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会后考察

探索商机之旅

所谓“ 读 玩 卷 书 ，行 万 里

路。”孜孜不倦的求知欲，

加上行而后知路远的实践精神，一

直 是 东方文化崇尚的务实自强 之

道。而且，有经验的经商者都明白

到，事先了解市场以掌握商机，是

营商路上必做的功课。

为了让海 外 参会 者深入了解

我国各经济特区的产业面貌，马中

经贸总商会特地在第三届马中企

业家大会（MCEC 2013）结束后

的12月2日至3日，展开了会后考察

行程，为参会者安排了一段探索商

机之旅。

是次考察活动主要兵分两路，

一路由总商会中央理事刘雪俪带

团考察大马最先进州属—雪兰莪

（Selangor）。与此同时，另一路

则由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秘书

处黄祯辉带团考察东海岸（East 

Coast Economic Region，包括

著名的彭亨、丁加奴）。

雪兰莪团 代 表 们先 后参观了

雪兰莪英达岛清真园（Halal Hub 

Pulau Indah）、雪兰莪科技园2

（Selangor Science Park 2，简

称SSP2），实地了解了当地如何善

用传统与现代化知识制造商机。参

会者有机会一探当地 对清真业及

尖端科技方面的发展方向、政策、

策略以及促 进和便利地区投资等

种种细节。

另一团代表们则参观了东海岸

的甘孟马清真园（Gambang Ha-

lal Park）、武吉甘孟度假城（Bukit 

Gambang Resort City）、马中

关丹工业园区（MCKIP）、关丹综

合生物园（Kuantan Integrated 

B i o p a r k ）、哥 宾 工 业 园（G e -

beng Industrial Park）等地方。

当中，马中关丹工业园区标志着马、

中双方开展合作的重要领域。该工

业园务实地从供需角度认识到两国

之间强 大的互补性。考虑到地 理

相近的便利条件因素，我国未来还

会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合作。

考察东 海岸 期间，也接受到

马 来 西 亚 东 海 岸 经 济 区 发 展 局 

(ECERDC) 的热情款待，了解吉兰

丹、丁加奴、彭亨等州投资政策和

出口政策；并拜访了丁加奴当地国

家石油有限公司（Petronas，简称

国油）等大型石油公司。

ECER是一个正在快速转型的

区域，其经济增长主要由五个经济

集群驱动，即旅游、石油、天然气

与石化、制造业、农业和教育。在

社会和人力资本、交通运输、基础

设施、财产和环境等因素支持下，

这些经济集群使该地区成为海内外

人士投资、工作和生活的理想目的

地。

东海岸考察团与当地政府官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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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代表团

探寻制造、旅游及食品 
加工领域的民企合作商机

马中经贸总商会副总会长郭隆生于9月25日接待
一组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投资促进局代表

团。该代表团由促进局局长杨静华率领前来。
郭隆生在致词时特别点出，大马对外国资金极具吸

引力，有潜力打造成退休家园、健疗旅游目的地和购物
天堂。

他说，隨著中国人均生活水准提高，年轻消费群都
在寻找适合及理想的环境作为旅居或退休地点，大马
符合各方面要求。

加上大马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及充足的设施，加
上无天灾祸害，可谓“人间天堂”。

他说，大马人口约有25%华人，生活在各州属的主
要城市，能够使用华语交流，中华文化相近及没有太大
的语言沟通障碍。而且，大马房价比香港及台湾低廉，
这符合中国人想要到我国旅居的需求。

 “在我国推动《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计划
下，去年已有3千70 0多户的中国人旅居大马，位居榜
首，其次是日本，有2千500户参与这项计划。”

郭隆生十分看好，中国提倡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
外交方针。“大马在大量产出的棕油和橡胶产业上，则
需要中国资金。”

远道前来的杨静华则对马中之间源远流长，坚实永
固的关系感到欣喜。

她指出，广西在习俗和气候上，皆与大马相近，有
利建立起长期交往合作。广西地区不但凭着多元民族而
显得色彩鲜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也得到中央政府高
度关注。

她举例，配合第十届东博会推进中国东盟互联互通
的理念，广西在中国与东盟合作中的战略地位得到进一

步提升。
“大马与广西在制造业、旅游业和食品加工业的互

补性强。”
杨局长举例，可充分利用该自治区内的旅游热点

桂林、长寿之乡—巴马瑶族自治县、沿海城市、少数民
族风情及边境旅游越南的资源，投入改善旅游设施。另
外，来自大马的MTD集团也以BOT（建设－经营－转让）
方式参与广西的高速公路建设活动。

“产自广西的农产品、林产业及中草药，都是发展
潜能庞大的待开发项目。”

另外，她认为，马中两国分別在彭亨州关丹及广西
钦州设工业园，將为两国搭出新的贸易平台及提升两国
的投资兴趣。“展望未来，相信马中经贸合作将不仅局
限于这两个产业园，可更上一层楼。”

惟杨局长补充，尽管中国经济领域改革开放至今30
年，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仍处于“爬坡”阶段，
並须把基础设施做好，才能加速中企“走出去”（Go-
ing Global）的步伐，从而迎向世界。

她相信，透过本商会旗下高达1300多名跨领域企
业成员的覆盖网络，可助牵线计划踏出国门的中资。

无论如何，杨局长表示，广西始终是中国经济腾
飞的支柱之一。“广西过去连续十年GDP（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11至13%；即使全国经济放缓，发展速度经调
整，广西仍可保持10至11%的增长率。”

中方出席者包括中国南宁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陶
林、崇左市广西中国-东盟青年產业园管理委员会副主
任姚荣军、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调研员钱静山、
钦州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伍彩荣以及柳州市招商促进
局局长助理谭泊。

杨静华（左七）及广西代表团赠送纪念品予郭隆生（右六）。 左起为黎柏祥、郑捷、余绍龙、伍彩荣、姚荣军及陶林。 右起
为谭泊、周美馨、刘荣发、张彬及戴振標。

952013/12

本会动态



马中经贸总商会会长黄汉良说，我会三年来以不
同的主题连续举办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今届有

1500多名与会者参与大会，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马中经贸
合作的紧密。

他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最稳健发展的国家，也
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已经做出全方位深化改革的方针政策，为马来西亚提供
了大好商机，我们一定要搭上这艘前进的巨轮，乘风破
浪，共同前进。

“马中两国贸易互补性强。中国从马来西亚进口如
棕榈油、橡胶等资源类产品及其衍生工业品，现在中国

也加大了对马来西亚制造业的投资，尤
其是在钢铁、可再生能源方面，此外中
国也对马来西亚服务业有着浓厚的投资
兴趣。”

黄汉良特别指出，隨著中国最高领
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10月首次访马之
后，马中关係和贸易也將来到新的高度。
因此，总商会也趁胜追击举办马中企业
家大会，以期接近两国之间的经贸易关
系。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会长于
露表示，她对马来西亚有非常亲切的感

觉，因为马来西亚华人基本上都会讲华语，所以她来到
马来西亚，并没有出国的感觉，反而好像来到中国的其
中一个省份。

“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全面执行是一个大飞
跃。马来西亚和中国一直保持着长期密切的双边关系，
尤其是在贸易、投资、旅游、教育、文化和经济等领域的
合作。自由贸易协定全面执行后，两国之间的合作优势
将进一步加强。”

她也表示，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她希望此行
可以增加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农产品贸易。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右四）颁发纪念品予中国食品土畜进出
口商会副会长于露（左六）。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会长于露：

增加两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 督黄 汉
良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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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马中双边贸易发展前景非常
广阔。同时，马来西亚的产品制造业正在
蓬勃发展，我非常鼓励中国企业家能够
把把马来西亚作为进口来源地。

他表示，马来西亚将继续发挥加强
东盟地区的规范、规则和机制建设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关系的加强有
赖于东盟和中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他表示，这次大会邀请了马中两国经贸、学术界翘
楚和社商团体共襄盛举，而且反应异常热烈，超出了主
办单位的预测之外，原本主办单位计划邀请1200人出
席，结果出席超出了1500人。

拿督黄汉良也披露，明年的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
会，将移师中国北京举办，首次把活动延伸到海外。本

会在大马连续举办了3届大会，累积足够经验，可以尝试
跨国举行。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理事长汪伟表示，世界
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感谢主办单位邀请，他也期待通
过这样的平台，可以拉近中国与马来西亚华人之间的关
系。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左五）颁发纪念品予世界华侨华人社
团联合总会理事长汪伟（右四）。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理事长汪伟：

愿拉近中国与大马华人之间的关系

96 2013/12

会动态本



在国际学术界享福盛名的南洋理工大学，特派出
南洋科技创业中心副主任兼运营与战略项目主

任郑炜桦与研究生主任夏智强博士拜访本会，并由第一
副总会长陈友信接待。

郑炜桦指出，南洋理工大学至今培育了不少的大马
留学生，且普遍在全球华裔家庭的欢迎度与日俱增。

他补充，该所大学从昔日着重在包括数理、工程等
纯理科课程，到提供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再到最近推出
医学院课程，课程选项日益多元化。

“目前，我们还缺少法律科系这一环。但很快的，
一旦我们争取到增设大学法律系，将完善整套课程体
系。” 

郑氏说明，新加坡在千禧年初期，迎合全球化脚

步，成功引进来自美国、德国及欧洲各先
进国企业。“但这些外企日后还是可以轻
易转换驻地。因此，经济发展局（ECB）
下一个目标是栽培本土企业家，而这又
需要从培育年轻一代做起。其中，经济发
展局当时即向南洋理工大学拨出一笔启
动资金（seed funds），以示支持。”

基于“教育领域”同样是第三届马
中企业家大会的洽谈项目之一，陈友信
亦趁机力邀南洋理工大学前来参展和参
会。“对比中国商人，往年的新加坡参会
者比较不热络。但今年的情况或许稍有

不同。”
陈友信认为，随着新加坡政府也鼓励当地商人或投

资者前往依斯干达特区发展，有望在房地产、教育及制
造产业层面缔造协同效应。

郑炜桦对此表示认同，并指出两国人民在商业合作
上普遍存有疏离的迷思（Mental Block），但他相信透
过教育领域的互补合作开始，将能推翻这个刻板印象。

本会出席者还包括副总会长颜登逸、富利市场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罗启光博士、Expedient Equity Two私
人有限公司合伙人黄恒燊、执行秘书周美馨以及副主编
兼执行秘书朱国滨。

陈友信（左三）赠送纪念品予郑炜桦（左二）。左起为夏智强、颜登逸、黄恒
燊及周美馨。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科技创业中心代表团马新学术求互补

探讨合作育人才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
指出，马中企业家大会不仅为马

中两国，也为东协国家带来有素质及能
力的企业家，在这个平台下讨论商机。

他说，大马与中国将双边友好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希望透过马
中经贸5年规划，今年预计达1000亿美
元（约3224亿令吉）的贸易额，将能在
2017年增至1600亿美元（约5481亿令
吉）。

“马来西亚将继续提供一个领域广
泛的投资机会。对中方企业来说，包括一
般金属制品制造、汽车零部件、机械工程设备、工程支
持、医疗设备、保健产品、医药产 品、化工产品，清真食
品、太阳能相关组件及设备和替代能源等诸多领域的投
资都将会有很大潜力。

在服务领域，中国企业可以积极考虑在马来西亚
注册地区办事处。马来西亚同时还提供在建筑、医疗保

健、教育服务和旅游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刘能林感激拿督黄汉

良的接待，他本身非常期待出席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
会。他这次是率领中国医药保健品代表到马来西亚，并
希望可以与马来西亚商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促进马
来西亚和中国之间的医药保健品贸易往来。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左四）颁发纪念品予中国医药保健品
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刘能林（左三）。

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刘能林：

加强两国之间医药保健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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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总商会会长黄汉良说，我会欢迎来自广
东省的代表参与这次马中企业家大会，其实，广

东与马来西亚华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从事纺织
业的马来西亚华人，与广东省企业家都有来往。

他说：“由于我也是从事纺织业的，所以我对广东
省企业家那种拼博的精神非常敬佩，因为只要将纺职样
本交给他们，不管是多么复杂的设计，他们总是办法交
货。”

另外，他声称，近年来，马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
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国连续4年成为马来西

亚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连续5年成为
中国在东盟10国中最大贸易伙伴。双方
人文交流频繁，去年人员往来达260万
人次，中国更是马来西亚主要海外客源
国之一。

“马中建立了战略性合作关系，明
年将庆祝建交40周年。双方政治互信不
断深化、经贸合作紧密，安全、人文、科
技等领域合作均取得丰硕成果。”

他表示，这次大会也安排了不同的
对接项目会，盼大家能互相支助对方，提
高彼此的竞争力、共创更好的未来，还

有经贸考察和旅游行程供参与。
“马中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在于坚持“

互利共赢”，只有双方都得到实惠，企业才愿意开展贸
易和投资，合作才能健康长久。回顾过去，中马经贸关
系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可以说处处都体现了互利共
赢。”

佛山市锦泰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东明感谢大会
邀请，让他与代表团可以亲自到马来西亚了解这里的商
机。他非常期待与马来西亚华人商家建立密切的经贸关
系。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左六）颁发纪念品予中国佛山市锦泰包
装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东明（左五）。

佛山市锦泰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东明：

马中关系体现互利共赢

马来西亚松江传媒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简称SKT）
日前和北京互联网电影集团（简称IFG）缔结策

略联盟伙伴，在The Garden 购物商场GSC  Signa-
ture Premiere Class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签约仪式，
双方管理层及艺人均盛装出席，阵容鼎盛。

“这项策略联盟对大马的电影事业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大马和中国在电影艺术、互联
网渠道、艺人交流的深度合作。SKT和IFG将建设这座
桥梁，让双方的合作项目可以跨入新的领域，共同发展

东南亚的娱乐事业。”SKT总裁兼马中经
贸总商会的中央理事拿督斯里郑水兴表
示。

这项策略联盟对IFG来说，同样意
义非常重大。创办人兼CEO管晓杰表
示，“IFG是北京光影华视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的全资海外公司。过去IFG专注于
中国互联网渠道，与合作伙伴如优酷土
豆、腾讯、乐视、新浪、PPTV等相互配合
及合作；但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及网
路视频的影响力，也逐渐为我们的娱乐

事业在海外打开了知名度。”
“电影和电视走向网路化是大趋所势，经营传统媒

体者，也必须将网路渠道纳入考量的因素。我也同意管
晓杰的一席话，以文化为方向、娱乐为核心、影视为重
点、互联网为根基，以文化引领科技、用娱乐带动互联
网、用影视结合时尚，在跨界投资中寻求突破。”郑水兴
如此强调。

马中两国电影集团缔结策略联盟

马来西亚松江传媒文化集团总裁拿督郑水兴（前排左三））与北京互联网电
影集团创办人管晓杰（前排左四）缔结策略联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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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总商会沙巴分会

冀政府巩固与国际接轨步伐
缔造绝佳投资环境

“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可以追溯

到久远的年代；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加

强了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并大幅度促进了与周边国的紧

密关系。马来西亚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和

提升，双边的贸易额自此逐年增长。”马中经贸总商会

沙巴分会会长的拿督刘国城，在1Borneo宴会厅，举行

的马中经贸总商会沙巴分会第二届理事宣誓就职典礼、

三周年庆及中秋联谊三禧晚会上，致词时如是表示。

他指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为了加

强沙巴州各族群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该会将招徕更多包

括友族同胞在内的会员，共同致力提升马中经贸以及共

同寻求更多的商机，为促进沙巴州的繁荣进步，尽一份

棉力。

“马中贸易额自2012年已跃升至948亿美元；今年

也持续增长，至6月份已达到648亿美元，预料全年有望

超过1千亿美元。”

提到马中的经贸合作关系时，拿督刘国城说刘会长

也呼吁我国政府，优待中国的投资者，给予他们免签证

一至两个星期，希望我国政府会认真考虑，尤其是在整

个国际经济前景还依然不明朗的当前。马来西亚须要外

国的大投资，以达到2020先进国的宏愿。

他希望中国国家领导下月前来马来西亚访问时，能

为我们带来更多好消息，例如大家期待中的中国驻沙巴

领事馆、中国银行等项目能够加快落实。

“双方的紧密关系，不但促使两国的公务人员，可

以豁免签证进出境，也促使中国银行在我国设立。为了

方便更多中方的投资者到我国投资、增强我国的经济活

动，希望我国政府，认真考虑优待中国的投资者，给予

他们免签证一至两个星期。”

于此同时，他也指出，我国的治安状况，从最近发

生的很多案例看来，已经亮起红灯；大家都非常感激警

方一向来所付出的努力，但如果治安不靖，势必影响投

资者前来投资的意愿。

因此，政府有必要加强措施，加大力量打击犯罪，

营造一个更好和不会令人处处要担忧的环境，使投资

者感觉到我国的舒适和安全。

刘会长也表示，马币疲弱的现象，引起了商家的普

遍关注；虽然说马币疲弱有利产品外销，可是对百物涨

价、通货膨胀无异是火上加油，希望我国政府不要任由

这种情况持续向负面发展，而应采取有效的对策，加强

币值，减轻人民负担。

该会希望政府特别关注改善以上两项课题，这将

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沙巴与中国的往来

和经贸活动。

“马中经贸总商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身为沙巴

州分会的会长，我要向总会对我们的信任表示感激。本

月初，沙巴分会受东北吉林省长春市政府邀请出席考

察，参观了吉林省第九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采购商

主要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韩国、东南亚

国家等。

马中经贸总商会沙巴分会成立三年来，我们很高兴

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和鼓励，还有中国驻古晋总领事

李树钢的配合与协助，希望今后大家持续支持鼓励，总

领馆持续紧密配合协助，让我们得以展开更多利惠会

员、整体社会以及沙巴与中国双边贸易的活动。”拿督

刘国城如是称。”

拿督刘国城（前排右九）祝贺马中经贸总商会沙巴分三喜临门

992013/12

本会动态


	Cover 48
	004-006 目录 Content
	007-031 封面专题 Cover Story
	032-041 焦点活动 Focus Point
	042-045 大马经济 Malaysia Economy
	046-053 马中关系 Bilateral Relations
	054-059 投资天地 Investment Corner
	060-061 神州观察 China Watch
	062-065 经贸人物 People
	066-073 专题企划 Special Feature
	074-075 企业巡礼 Enterprise
	076-077 品牌故事 Brand Story
	078-083 专栏 Column
	084-087 创业人生 Business
	088-089 中国品牌 China Brand
	090-093 商业资讯 Write Up
	094-100 本会动态 Chamber Activ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