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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领导人前瞻性地提出，力争在2017年达到1600亿美元（约

5000亿令吉）双边贸易额，显得眼光独到，且意义深远。

接下来，且看“衣，食，住，行”四大民需领域业者如何使出浑身解

数，各显神通，以抢滩这一股值得永续经营的庞大商机！
Cover story

封面专题



特别报道

46 中资发展商钟情马来西亚
	 马发展商诚意合作缔双赢

焦点活动

50	 马中总商会甲午年新春联谊会
	 “不求最大		但求最好”

56 3策略促区域经济友谊
	 中马互动走向新里程碑

62 《12个月内准备好应对消费税研讨会》

大马经济

64	 反涨声中迎2014年
	 危机中见转机

68	 新国家汽车政策护航
	 大马重拾区域汽车王国光辉

马中关系

70	 重现南洋华人奋斗史	
	 人文纪录片百花齐放

74	 槟城第二大桥通车	
	 马中友好新里程碑

76	 马中农业合作蓄势待发

78	 马中投资指南手册
	 助中资轻松来马投资

投资天地

80 专访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筹/工委会主席林恒毅

82 马来西亚清真贸易产业
	 充满增长潜能

神州观察

84 广东省两会，全面深化改革
	 2013年达致两个“万亿”美元

上市之路

90 IOI产业有限公司亮丽上市	
	 放眼国际市场

目　录 Content     |     Issue 49  March 2014

经贸人物

92 海鸥集团董事经理陈凯希	
	 百年后甘“裸捐”开风气望传承

中国品牌

98	 东风汽车晋身五百强品牌
	 吹响大自主号角重现活力

专栏
102	 面对消费税	 你准备好了吗？（一）	

104	 中国东盟博览会(Caexpo)－	
	 非“马”不可

106	 中国利好新政轮番出台	
	 创业投资将更便捷

本会之光

108
	 珍珠假期积极推动旅游业	

	 蝉联两届最佳旅行社奖
	 荣获卓越会奖旅游管理公司

110	 中国归侨侨眷大会通过	
	 刘国城受委任海外委员

本会动态

112	 本会中央理事与宣国兴参赞交流晚宴
	 感恩与惜缘之夜

113	 饮水思源念恩情
	 感恩晚宴年年办

114	 拟来马建养殖基地及派遣远洋捕捞船
	 马中商家合作开发渔业商机

115	 广西美丽传说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团	
	 源头采购大马特产，合作网销互利共赢

116	 湖北省商务厅代表团访马	
	 吁前往湖北武汉市参与“第九届中博会”

117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代表团访马	
	 促企业家往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投资

118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代表团访马	
	 诚邀参与马中杰出青年论坛

120	 “光辉40载”图片集及图片展签署合约	
	 促马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策略伙伴   Strategic Partners
Silverlake	Axis	Limited	 Inside	Front	Cover	(Left)

Columbia	Leisure	Sdn.	Bhd.	 Inside	Front	Cover	(Right)

Airasia	Berhad		 2-3

Imperial	Dental	Specialist	Centre	 Inside	Back	Cover	(Right)

Malaysia	Healthcare	Travel	Council	(MHTC)		 Outside	Back	Cover	

Hai-O	Enterprise	Berhad	 Centre	Spread	(60-61)

Sunway	Group	 11

Superb	Diversified	Sdn.	Bhd.	 13

Protasco	Berhad	 31

INTI	Universal	Holdings	Berhad	 33

NCB	Group	 49

Erican	College	 67

Gasing	Meridian	Sdn.	Bhd.			 73

Juta	Omega	Sdn.	Bhd.	 75

CAS	Business	Advisory	(Overseas)	Sdn.	Bhd.	 79

Sweet	Home	Garden	(MM2H)	Sdn.	Bhd.	 89

B.I.G	Group	 95

Silverlake	Axis	Limited	 96-97

Ta	Ann	Holdings	Berhad	 101

FCE	Enterprise	Sdn.	Bhd.	 109

Metronic	Global	Berhad	 111

Malaysia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MATRADE)	 119

《马中经贸》可在各大书局，酒店，旅行社等场所传阅。



很早以前，传统经济学提出了，“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及净出口”三者并驾齐驱，即能拉动一国

经济。

现代经济学家则创新地提出，攸关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三驾马车”——“深度城镇化、消费升级和

人民币国际化”，现已准备好启动引擎。

不难发现，这“新三驾马车”将带领中国从单调的高储蓄率及“由上而下”的大笔投资，驶向更均衡发

展的理性消费型社会模式。

趁此良机，马来西亚与中国领导人前瞻性地提出，力争在2017年达到1600亿美元（约5000亿令吉）双边

贸易额，就显得眼光独到，且意义深远。

为具体了解各领域业者是否准备好抢滩这股庞大商机，本期《马中经贸》财经杂志就深入到关乎民生

的“衣、食、住、行”领域，让各界专业户现身说法。

本期《马中经贸》封面专题的受访企业或机构皆是行业内的佼佼者。

在“衣”领域，编辑部采访了在金饰业蜚声国际的多美集团、在制衣界年轻但有抱负的第一企业有限公

司。

在“食”领域，邀得跟中企长期素有合作的海鸥企业有限公司、讲求燕窝吃法多元化的珍燕盏。

在“住”领域，则汇聚了经验丰富的极力（马来西亚第二家园）有限公司、房产界首屈一指的马星集团、

拥有多所国际学校伙伴的亚莱佛士亚教育集团。

在“行”领域，当然少不了在医疗旅游业极具声望的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以及在治牙观光业名

声卓越的御企牙医专科中心。

诚然，在侃侃而谈的一问一答中，亦希望透过抛砖引玉的方式，激发其它商家的无穷思路，来一场有启

发性的“脑激荡”之旅。

马中2017年1600亿美元贸易额
一切从“衣、食、住、行”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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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改革开放后，沿着“世界工厂”的工业发展路向，创造了“量”的奇迹。

然而，随着中国劳动成本加重，不难见到制衣生产线陆续回流大马的迹象。很多数

据也显示出，世界主要消费市场已经从欧美发达国家，逐步转移至人口庞大的神州

市场。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从净产出模式，慢慢转成“适量出产，享受消费”的后工

业模式。

况且．当中国人口日益中产阶级化，追求的生活品位提升，连“买衣服”这一件日常

的消费习惯，也将会变得大不同。

对于门外汉，从事服装业，一直被视为有利可图

的如意算盘。然而，只有真正经营过这门行业

的人士，才晓得投入其中的耐性与毅力，才是打开成功

大门的钥匙。

第一企业有限公司（FCE Enterprise）董事经理王

耀辉指出，跟中国商家做“量”（多量）的薄利多销方

式不同，马来西亚服装业者多往精致化（Boutique）发

展，并不断研发，致力提高技术含量。“这么做，主要为

了提高品质，即跟竞争者之间的布料差异性，放大比同

行更优越的强处。”在中国，碍于抄袭与山寨的歪风未

能完全根治，服饰业首当其冲，一直考验着在该领域默

默耕耘的商家们。

知己知彼，才能百发百中。“管好了品质，我们需要

作好品牌定位；首先要做的是注册品牌，以免牌子（合

法性）被有心人士抢占。”

对比中国服饰价码行情，王耀辉认为，该公司出

产的服饰属于面向大众市场的可负担产品。“现阶段

而言，这种售价不太高的产品反而更加受落；我们也瞄

准男性为主的消费族群。”他说明，女性服饰虽琳琅满

目，但由于太多巨头抢滩，早已成了一片“红海”（意指

接近或濒临饱和的市场）。“与其在红海内厮杀，不如

反其道而行，毅然开拓另一片蓝海；我认为，现代男性

早已超越一般的刻板印象，会追潮流，肯花钱添购衣

物。”

在年龄层方面，第一企业有限公司把目光投向介于

30至45岁的中产阶级。“很简单，这个年龄的人士多有

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属于务实型消费者。正好符合我们

产出的中档级别服饰。”

他建议，除非打正旗号主攻追求高溢价，高赚幅的

奢华市场，否则服饰业者宜尽可能避免陷入自我局限

的单一利基市场。

从代工起步，转打品牌

王耀辉指出，紧贴潮流脉搏的服装业是一个“不

求进步就会随时被市场淘汰”的竞技场。“我们数年前

还只是做代工（OEM，或称贴牌生产），但要长期经营

下去，就得从代工转成自家品牌，打出个名声。” 

王耀辉的下一步策略，就是前往参与全球最大型

的2014年香港礼品及赠品展（Hong Kong Gift and  

Premium Fair 2014），瞄准主打旗下有充足潜力的

Huntmer品牌服饰。“透过这类综合采购与行销功能

的宣传平台，我们（大马商家）多认识中国企业家，拿出

诚意来。最理想的成果，就是双方缔共识，合作在彼此

熟悉的市场上互相行销，从而互利互惠。”

据他观察经验显示，中资企业家对大马商家，尤其

是华商，都会给予一种属于情感上的信任感。

王耀辉做生意讲求三点：凡事要紧守诚信，服务业要以客为尊，企业家本身则要不
断学习。

服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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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会更愿意花多点心思，从细微处着

手，让顾客感到被尊重，被珍惜。”他举例，其

下服饰都会随衣为客户附上一个精致的盒子。“

这个策略是我从日本某巧克力商家精心把产品

包装在精美盒子的概念，受到启发而来。事实

证明，这策略还能吸引不少回头客，成功提高了

整体客户忠诚度（Customer Loyalty）。”

河北起家  瞄准企稳粤、京、沪市场

事实上，王耀辉早于２００９年４月份，在一

次因缘际会的时机下，与当时在中国的一名供

应商达成共识，联手成立了河北缔衣贸易有限

公司。他笑言，在中国，原来母公司的“第一企

业”招牌是不被允许注册的。“如果我们拿到“

第一企业”，谁又甘愿做“第二”呢？”

无论如何，身为企业掌托手的王耀辉始终秉持着

稳扎稳打，一步一脚印的经营模式。“我们用了５年的

时间站稳脚步，从零开始，到现在拥有３０家经销代理

店面，贸易线上拥有２０多位员工，过程中不能少了刻

苦的耐性与韧性。”

据透露，目前河北缔衣贸易有限公司的年营业额

达到２０００多万人民币。产品的主要外销据点除了面

向中国，还遍布至澳洲、沙地阿拉伯、新加坡、文莱、

菲律宾等等。

展望未来５年，王耀辉为公司设下极具策略性的５

年和８年路线图。“公司要在５年内额外扩大５０家经

销代理店面；８年内再增８０家。”他续补充，短期内会

先瞄准在广州或上海这两个大省作为踏脚石，未来将

陆续在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扩大业务足迹。

贸易额目标志在必达 
望政府多补助宣传活动

王耀辉认为，当强盛的中国及其领导人许下与另一

国贸易额达到何等水平的期望，背后肯定有一套严谨

的数据或调查作根据。“不然，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敢随

便抛一个数字出来；现在的关键是，各行各业要如何抢

滩这个经济大蛋糕。”

“如果我们实现了１６００亿美元马中贸易额，下

一个关口是展望１８００亿美元；至少我认为，中国人口

持续增长，贸易额不会轻易倒退。”

“重点是，本地商家也是时候摆脱固步自封的“乡

村冠军”（Jaguh Kampung）心态了。”

王耀辉呼吁，政府应多支持及认可各项商务活动，

并争取拨款及资助。“例如，透过受信赖机构如对外贸

易发展局（MATRADE）主办或联办活动的方式，为参

会的国外人士免费提供住宿膳食；他们都是消费得起

的目标对象。一旦来马２，３次有了良好印象后，为未来

长期合作铺路。”

此外，他还呼吁，政府应放松聘请外劳政策，与中

国进一步商讨劳务合作市场；将纺织业列入受鼓励行

业，制定免原料及零件配料进口税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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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黄金协会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黄金消费中，首饰用金量

716.50吨，按年提升42.52%；金条用金量375.73吨，年增56.57%。若首饰与金条的

用金量相加，达1092.23吨，足足占据全年1176.40吨重黄金消费量的92.8%。中国

连续7年成为全球黄金消费第一大国，约占全球四分一的需求份额。

如果相信数据会说话，上述调查结果至少说明两点：

第一，中国民众对黄金的“胃口”日益递增（消费量按年双位数增长）；

第二，金饰对中国民众而言，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

要数亚洲成功的金饰业者，今天的多美集团不但

在大马金饰珠宝业占一席之地，也已经在中国

市场大展拳脚起来。

早于８年前上市大马交易所的多美集团，目前在国

内共有70间金钻珠宝店、中国上海及周边地区拥有11

间珠宝店、越南拥有7间珠宝店及1间首饰工厂、缅甸也

开了1间首饰工厂。

“我们有信心。马中策略性的关系还会逐步提升。

肯定会促进马中两国人民更密切往来与合作。在两国

政府与人民共同努力下，必能达到目标。”

致力企稳上海  结合多元种族，中西设计
接受《马中经贸》专访的多美集团创办人兼董事主

席丹斯里吴德芳十分看好，中国有14亿消费人口，拥有

世界上最大消费群的保障。“为争取它的珠宝市场，我

们决定进入神州。我们以上海作为起点，因为上海是中

国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贸易、会展和航运中

心。”他强调，上海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居中

国城市之首，有强盛的消费力作后盾。

多美集团一开始就剑指上海这座超级一线城市，

背后其实有着具前瞻性与策略性的精心规划。“若可以

在上海立足，相信在中国其它省份也能迎刃有余。”他

跟记者分享道，该集团瞄准上海及周边地区持续崛起

中的青、中年年龄层消费者的珠宝市场。

吴德芳还以行内人的经验分析指，融合传统美术

的品质和创新设计是让马来西亚首饰业独一无二的优

势。“像我们的设计纳入了多元种族的元素，还使用了

欧美先进的科技和工艺。”他补充，多美集团的产品主

打综合性的设计概念，强处在于完美结合中西方的设

计元素。

“整体上，大马的首饰业和制造业也比邻国来得

强。除了OEM、代工生产外，我们的优势还包括原设计

制造（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简称ODM）

生产链。”

此外，他不畏言，在中国经商有很大的挑战，比如

价格和设计层面上的角逐战。“中国人的模仿能力强而

快，与中国商家竞争，肯定要打足精神。”

马中友好明朗  促进利商政策
无论如何，吴德芳依然期望着，马中友好关系越

好，对双方投资者能带来诸多的便捷。“譬如，从企业

家的免签证，到职员的办理签证简单快捷、进出口货物

通关迅速顺利、汇款转帐融资便利等等，都是经商者

乐见的。”

要实现理想的经商环境，他建议，官方机构应设法

废除一些繁文缛节的条例。“双方宜多设立银行，提供

融资的便利；设立更多的国际航线与班机次数，方便马

中商人能更频密的交往及使得物流，运输更为顺畅。”

丹斯里吴德芳：“多美”瞄准上海及上海周边青年及中年的珠宝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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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燕窝已经从皇帝桌上贡品，走进家家

户户。不但如此，燕窝产品经过不停更新，用途

多元化，未来更瞄准着年轻消费者，大有成为年轻人心

头好的趋势。

年轻白领需求高  进补宴客显身份 
“神州经济起飞，很多年轻人从农村走向城市谋

生。这一群崛起中的中产、小资阶级的生活水准提高，

对保健品更是有所要求。”

从事燕窝产品出口的珍燕盏董事林錦祥分析道，

在“一胎化政策”下，中国目前是四个老年人（即祖父

母加上父母）照顾一个年轻人。“这一辈年轻人生活上

无忧，且有收入者会更懂得进补来回馈自己。”

假设是两个家族的独生子结婚后，生出的下一代，

也是倍受呵护的一代。“比如，大马最有名的血燕，对

初生婴儿的脑细胞智力发展起到很大助益，遂需求炽

热。”

然而，血燕是岩洞中的矿物质浸透到燕窝中，长期

氧化形成，乃稀有之物。“人们一直相信血燕能够以形

补形，造成有限的血燕供不应求。”这也造成了几年前

造假的“血燕风波”，让本地燕窝业者蒙上不白之冤。

“当时候，燕窝业大受打击。加上面对燕子少，燕

屋多的困境，很多燕窝业者相继结业。我们也是从逆境

中成长起来的少数业者。”

“无论如何，我们不气馁，继续诚心教育燕窝最大

消费者— —中国客户辨别真、假燕窝；同时也希望政

府严厉把关，楸出并严惩黑心商家。还正当商家一个公

道。”

此外，林錦祥补充，年轻的企业家在社交场合上，

如有燕窝作为桌上佳肴来宴客，更能显示待客的诚意

和主人家的身份。

林錦祥分享心得，年轻人的起居与口味一直在变，

燕窝业若不想被时代淘汰，就要不停为品牌注入新鲜

元素。

“我们多元化燕窝吃法，把它制作成糕点、月饼、

甜品等等。”

大马出口燕窝  中国情有独钟 
对比东南亚其他燕窝产出国，林錦祥认为，大马可

发挥的优势极高。“马中官方关系经营得非常融洽，民

间关系也理想，中国人民对马来西亚的人、景、物都有

独特的情意结。”借此，马来西亚出口的燕窝不难再次

赢得中国市场欢心。

很多游客来马旅游，行程中肯定少不了燕窝店。基

于对大马出品有信赖，游客的采购量也相当可观。

出口燕窝有利可图  简化程序利商利民
林錦祥相信，只要鼓励燕窝出口的政策明朗化，必

能惠及本地燕窝业。

“如得到政府配合，2017年马中1600亿美元贸易

额中，燕窝业至少可稳占２成（320亿美元）份额。”

他特别期待，马来西亚总理对华特使黄家定再下

功夫，为商家争取明朗化的政策。“主要希望简单化出

口程序，避免商家浪费人力、物力、心力过后，还是徒

劳无功。如继续原地踏步，只怕我国（竞争力）会不进

则退。”

整理报道｜朱国滨

燕窝的由来，有一段美丽的传说。话说明朝航海家郑和的远洋船队遇到大风暴，停

泊在马来群岛的一个荒岛。食物紧缺，无意中发现在断石硝壁上的燕窝。郑和命令

部属采摘，洗净后用清水炖煮供充饥。

数日后，船员个个脸色红润，中气颇足。回国时，郑和带了燕窝献给明成祖。从此，

燕窝成了朝拜皇帝重臣的贡品。

珍燕盏董事林錦祥：燕窝的营养价值已经被广泛接受；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让更多人认识燕窝的多元化吃法，吃得健康，吃出潮流。

燕窝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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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上班族高负荷工作压力、人民保

健意识随国家经济增强而提高，生活品位也在迅速改变的变局。

近几年，中国的环境亦开始浮现很多问题，中国大多数地区都面临着雾霾污染天

气的影响，人们的生活环境变得尤为恶劣。

在这些内、外界因素共同影响的情况下，保健和养生及周边产品都受到中国消费者

空前的关注。“吃药不如保健”，现在俨然成了中国人的口头语。

这也就意味着，保健食品，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每个年龄层、每个收入层都广泛

适用。

马来西亚继日、韩之后，与中国双边贸易成功突

破千亿美元的第三个亚洲国家，意义深远。

在大马保健食品业名声卓越的海鸥企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祈福表示，在跟中国多年的贸易往来中，海鸥

与中国企业筑起了非常深厚的友谊。“除了作为中国保

健食品最大的进口商之一，现在海鸥旗下经营的各种

保健食品，也开始全面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

陈祈福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愈发

重视保健与养生之道。“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是中

国的保健品市场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 

至于与中国著名保健品企业达成战略合作之后，

陈氏相信，通过经销渠道与经销体系的共享，海鸥可以

将更多大马的优秀老字号产品和海鸥的自营品牌产品，

带到中国去。

“举个例子，海鸥与大马燕窝业的老行尊燕之家

（Home of Swallows）合作的“燕鸥”系列燕窝产

品，结合了燕子家在燕窝方面宝贵的行销经验，再配

合海鸥的多方位立体化经销体系，迅速的打入了中国市

场，并赢得口碑。”

保健品，本身就是卖点

“就保健食品工业而言，尤其在中国，可开发的市

场空间依然十分广阔。”

在商言商，陈祈福认为，保健食品的价值可说是“

本身就是卖点”（it sell itself）。

谈到市场规模，陈祈福指出，中国的一、二线城市

将成为海鸥主力行销的大本营。“这些城市人民拿着高

额薪水，也不可避免面临着“亚健康”（意指没有明确

疾病，也不健康的临界状态）困境。”

“因此，保健品主打得养生与自然保健元素成为

最大吸睛点。下一步，则要管好产品质量，及设定公道

实在的价格。”他分享经验，与中国各大著名保健品企

业的合作奠定了海鸥在中国市场的坚实市场基础后，

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都经过了提升，客户买得开心，吃

得安心。“我们希望让马中消费者想到“健康”，就会

想起“海鸥”。”

纵观达马保健食品工业，最为吸引中国消费者的

还是大马本地原产，如东革阿里（Tongkat Ali）、燕

窝、乌鸡精、生鱼精等等这些源自国内土生土长的优势

产品。“有了独一无二的原料，就要搭配上领先的加工

生产技术，而大马在保健品后期包装有相当经验。”

他不畏言，中国当前的保健食品市场恰恰缺乏实

在的价格和可靠的质量保证。“每一间大马老字号保健

品企业都应该接着马中经贸高速发展的大好契机，顺

应时势以开启老字号在新时代的新篇章。”

数据显示，马中两国的贸易总量占中国对东盟贸易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间企业想要发展，一个产品想要历久不衰，就应该随着
社会的发展，不断求进步创新。

保健食品业

14 2014/03

Cover story
封面专题



总额23%比重。这显示，大马保持着专有的魅力，继续

以东盟领头羊之姿，成中国在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国。“

这都在为促成马中企业间合作增加砝码，在友好关系

的条件下，才会有良好的进出口贸易政策。中国近期对

马来西亚引进燕窝政策的放宽，就是一大力证。”

包装不忘“4P”  缔造“强强”联手

陈祈福发现到，中国很多老字号保健品近年纷纷

更新了包装，出现在消费者面前。“也有部份企业不适

当地运用包装策略，片面追求商品的“包装效果”，误

导了消费者，忽视产品本身，对消费者权益与行业名胜

造成极大破坏。”

他提醒，市场营销策略应兼顾到“4P”理论，即产

品(Product)，价格（Pricing），渠道（Placing）以及

促销（Promotion），缺一不可。“大马企业进军中国前

后，应该树立正确包装营销概念，包装过程不忘“4P”

营销策略，才不会使包装策略与消费者权益相违背。”

未来，海鸥将致力与中国更多企业缔造“强强”联

手的战略合作，以开发更多国际著名品牌，造福大马消

费者。“海鸥将着力发展自家品牌产品，并运用成功的

多层次营运策略，给达到预期中的销售目标打下一个

基础。”行业普遍预测，在2013至2015年间，海鸥股票

的每股盈利有望增长２％至2.6％。

陈祈福指出，大马的华人文化为国产保健食品进

军中国市场，打下务实的基础。“华人的保健产品与中

国消费者的养生习惯，十分契合。销售经验告诉我们，

拥有华族文化的产品，在中国消费者圈子中得到共鸣。

诸如燕窝、乌鸡精等大马土产保健品，也必列入消费者

的心头好之一。”

“1600亿美元目标，仅仅是一个起步”

陈祈福始终坚信，马中两国的合作将越来越紧密，

域越来越多元化。“中国未来5年对外投资5000亿美

元，大马具有优越的投资项目做卖点；日后不仅仅是国

与国，企业与企业间的合作，还能让人民受惠。我希望

这一目标在马年，即能取得巨大的飞跃。”

陈祈福相信，马中日后将更集中在战略层面上共同

进退。“马中悠久的文化交流，可升华为经济交流。在

一起区域内，大家不但共享一个产品、而是实现科研、

产能、销售等权方面领域的共享，为两国提供更优质产

品和专业服务。

最后，陈祈福对大马政府日后出台系列有利双边贸

易的优惠政策抱有期望。“应该探讨简化保健食品入口

准证申请程序，缩短准证审批时间，并在入口税收上实

行优惠。”

他说，很多国家入泰、中两国已开放了落地签政

策，成功吸引大批中国游客和商人。“这举措相信对泰

国的旅游、贸易和经济都起到鼓舞；作为最具竞争力的

马来西亚岂能不快马加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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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自2002年推介“第二家园项目”（MM2H）至今，成功吸引了2万３000户海

外人士家庭。平均每１０个来马落户的家庭中，就有３至４户是中国家庭。

截至２０１３年，便有来自以沿海省份为主的中国各省份，约３４００人提出申请“第

二家园”。

论分布比例，中国名副其实成了“第二家园”的十大来源国之首。惟，这一股蔚然成

风的趋势能否延续？第二家园如何长久经营下去，继续地赢得中国家庭的欢心？

极力（马来西亚第二家园）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欧

阳羱瑱从宏观的国际局势视角出发，盘点出“

第二家园”大有作为的三大契机。“第一，深受华人移

民青睐的加拿大终结实施了近30年的投资移民项目，6

万名中国富豪移民申请将搁浅；第二，中国楼市宏观调

控政策及对投机购房的严厉打击，加剧投资者海外置

业；第三，现代的海外买家倾向公寓，而大马公寓楼盘

新颖且廉价。”

欧阳羱瑱表示，极力一直朝着增强“竞争力”的方

向求进步。“我们努力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优质

的产品和价格。”

“我们也会进行自我提升计划，务必为客户提供移

居大马的最新资讯。否则，一旦介绍人为客户选错了居

住地点，导致交通不方便等问题，客户将难以适应这里

的生活。”

他指出，从2011年公司成立至今，已提交超过200

份的申请，成功率高达99%。“这两年我们的业绩也会

跟随大幅成长100％。”

客户群多元化  重视后续服务

极力锁定的客户群对象十分多元化。包括40岁以

上的海外经商人士、有意发展海外置业的投资人士、21

岁以上物色更好的居留环境及生活素质的人士以及中

国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及广州）的人民。“当然，

我们也不会忽略开发潜力十足的其它一线、二线及三

线城市。”

华人备受认同是善于经商的群体，大大推动着全

球经济增长。“参与第二家园的中国客户，尤其是40岁

左右的从商人士，多有意考虑在我国经商，发展新生

意。”一旦这些中国客户在本地经商，将有助于带动经

济与周边行业增长，还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因此，我们锁定几个中国主要城市，与当地可靠

的签证申请公司洽谈合作方案，从源头搜寻客户。之

后，我们为所有尊贵的客户提供优质的“马来西亚——

我的第二家园”签证申请服务。”此计划提供长达10年

往返签证，让中国消费者可无限次自由出入大马。

“接下来，我们也按照客户需求提供一站式及个

性化的后续服务，包括购买汽车、申请佣人、购买马国

产业、经商投资与医疗保险咨询、安排孩子教育、房屋

或个人贷款申请等等。这些温馨与贴心的服务，将确保

客户们轻松居住，并享受最佳的理想家园生活。”

打房效应短暂  理想议价时机

我国蓬勃的经济增长，低廉生活消费以及多元文

化，特别是保留着传统的中国文化，都是吸引中国家庭

的号召力。“大马华族语言与饮食习惯相近，亦让他们

倍感亲切。”

对中国投资者而言，马来西亚房产具投资潜能，房

第二家园

欧阳羱瑱：团队讲求“团结进取”，经商追求“正直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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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等同中国二线城市，甚至10年前的深圳。“这里尽是

永久地契房产、低首期款项，且租金回报率偏高。大吉

隆坡计划、吉隆坡新地铁以及新加坡直通吉隆坡高铁

等计划一旦成型，还会大力推动房屋发展。”

调查显示，马来西亚房价全球排名99位，租赁投

资回报率全球却排第9位。加上房价仅中国的三分一，

这笔投资无论怎么算，都是一盘如意算盘。

政府在近年祭出打房措施，房产买气短期放缓。

但这些措施只会稍微分散市场的注意力，不至于破坏

市场的健全，“只要政府持续温和手法来为房市降温，

需求将回稳。”

大马仍处在低于市价购买房产的好时机。“一系列

打房措施只会促使后继乏力的投机者急于出售手中房

产。此时正是投资者议价的好时机，更有机会以低于市

价的价钱购买房产。”

“况且，大马将会进入地产“黄金5年”（2013 -

2018），政府圈定大力发展黄金地带，主推城市化地

区、金融区、旅游区等板块。”

欧阳羱瑱给开发商的建议是，祭出更多优惠，给予

更大的折扣来冲抵调控政策的负面影响。

开放移民政策  瞄准７亿令吉交易额

然而，欧阳羱瑱认为，“第二家园”仍面对着难以

全面满足市场需求的问题。“香港、加拿大、美国、新加

坡、澳洲等传统主流移民项目均大幅提高门槛，我国虽

在投资资金有着明显的优势，但从长远来看，大马若想

分得移民市场一杯羹，放开移民政策是势在必行。”

竞争者众多，是另一个难关。“为了脱颖而出，业

者必须要有强大的适应力与不断创新的营销手法。”

“在第一阶段，我们致力于将公司所进行的各类

服务推向更加成熟及专业的等级。藉此提供顾客更完

善、便捷的服务。其中包括大马第二家园签证服务、旅

游业、房屋买卖、装潢、出租、物业管理等。在未来5年

内，我们立志要成为全马第二家园签证服务的三大代

表公司，并达成公司7亿令吉的交易额目标。”

总结而言，大马第二家园计划为有素质的中国投资

者提供了一个便捷的管道来马进行投资，其中房产就

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投资项目。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

民获得大马第二家园签证，马中贸易活动变得更蓬勃，

同时也带动双边经济发展。另外，这个计划也让更多中

国人民得以享受马来西亚的优越生活品质，包括以实惠

的价格享有国际水准的教育以及顶级的医疗服务。

马来西亚第二家园卖点：十全十美

１）100%无风险。

２）10年自由出入签证、高效率审批。

３）利息定存免税、取出定存条件伸缩性。

４）便利的银行金融服务。

５）免税国外收入、免税退休金。

６）购买马国房产。

７）购买汽车津贴。

８）理想教育环境。

９）申请帮佣或携带帮佣。

１０）允许经商投资、兼职。

（资料来源：极力（马来西亚第二家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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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房地产，近几年崭露头角，被一众海外投资者视为“区域最划算的置业

对象”。在这一顶光环下，我国的房产究竟魅力何在？

距离我国政府许下在2020宏远年前，力争晋身全球首２０大宜居城市的期盼，还剩

6年。我国又是否准备充足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

马星集团，一家即将迎来20周年的国内前十大房地产发展商。论国内的销售额规

模，该集团位居第二。

该集团董事经理兼总执行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梁海金将告诉我们，中国买客为何对

我国房产情有独钟，而本地发展商又将如何准备好抢滩中国客这一股庞大商机。

梁海金指出，中国的投资者和买家与该公司经营

的理念一致，都看好产业的价值是一项“会随

时日持续增长的资产”。“而我们过去良好的租金回报

及资本增值记录，正是一大说服力。”

梁海金指出，大马具有透明的产业法律，以及不复

杂的税制，让远道而来的中国买客买得安心，是一大魅

力所在。

“我们则提供了高素质产业，而且都以新加坡建

设局（BCA）推出的施工质量评定体系(CONQUAS)

作为指导。我们的许多项目都已经荣获了此评定体系的

认可。”

此外，马星相信快速分析和谨慎评估，并愿意在商

业上适时的采取风险。

“这就是我们如何从仅4个项目增长到如今的46

个项目。我们现在的总发展价值（GDV）及未进账销售

共有288亿令吉，产品遍布在马来西亚各主要城市，包

括巴生谷，吉隆坡，槟城，柔佛和沙巴。”

由于马中有着相似的文化，梁海金相信，中国的

投资者和买家都能明白马星集团打造的优质房地产价

值。

考虑到中国投资者的潜能，马星集团目前已在中国

上海设立了代表处/办事处，方便协助为有意来马置业

的中国人提供咨询。

梁海金向记者透露，马星集团坐拥非常策略性的

土地储备，足够未来8至10年发展用途。“我们的土地

遍布国内4大主要城市，并且位于各城市中心地带。”

瞄准务实国际买家  用心维系售后服务

马中2017年1600亿美元贸易额目标，肯定也将会

是将是国内所有发展商一致瞄准的共同目标。“马星集

团将视这目标为推动力，不断提醒我们超越自我，提高

我们的竞争力，为本地房地产成长作出更多贡献。”

谈到如何确认潜在买家，梁海金透露，马星集团

瞄准着，有意探寻合理价位及住宅区周边商业及旅游

业潜能十足的务实派国际投资者。“但凡是寻求强劲收

益潜能、长期租金收入及中长期稳定增长的产业的投

资者，都是我们的目标客户。”

他也发现，至今很多中国投资者都满意大马房地

产的升值和租金回酬率。“对于我们，还会提供另一

个“客户满意度”层面。从交过钥匙的那一刻起，就是

我们售后服务的开始。”

该集团特地培训了一批掌握多种语言的专业客户

房地产业

丹斯里拿督斯里梁海金秉持着，在客户、股东、员工、生意伙伴和承建商之间经营
长期的多赢关系。“一旦客户买了屋子后享受到升值和租金受益，就会再回头光
顾，也能实际建立起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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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团队，专为顾客提供优良的售后服务。“作為發展

商，我們坚信一个优越的售后服务是必要的，而我們的

客戶服务人员将会第一时间聆听买家的反馈意见。每一

次的交流後，我們將寻求进步，让买家能夠得到更好的

体验。”

譬如，马星集团成立了M Care专业服务台。为马

星顾客提供一站式及全面的售后服务。贴心的服务包

括售前服务，产业管理与维修，招租，售楼，装潢工程，

搬迁服务等等。

“我们也推出一项忠诚客户计划——“M俱乐部”

（M Club）向购房者提供额外福利。马星顾客可享用

买家重复购买折扣，买方获取买家奖励，生日惊喜以及

许多特殊优惠。”

定位生活品位发展商  眼光投向亚洲区域

大马国土面积总面积33万平方公里，人口增长导

致可开发土地越来越少。城市地区因寸土寸金，近十年

也屋价随之水涨船高。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本地开发

商这领域可谓百花齐放，可谓各显神通。“当前，（发展

商）面对的最大挑战主要是，要在一个拥挤的市场上闯

出一片新天地。而我们决定发展中高端产业。”

“循着这个思路，我们也想出了一个口号——“致

力自我打造成卓越生活品位发展商”，并以“位置，质

量和品牌”为标语。”

“在迎合市场的需求之余，我们更确信塑造品牌

和独特性的影响力，”

展望未来，梁海金展望，马星集团还是会集中在持

续往有地城镇和高层综合楼模式的方向发展。“我们

也着重于开发利基工业（niche industry）以及策略性

商业区和商场等。”

“当然，我们还会加强品牌塑造和售后服务，如不

再只是建房子，而是建设一个完整社区。住宅区的住户

将感到宾至如归。各个社区都有管理员看守閘門，区域

內也有公园和俱乐部等设施。我們还会主办各种促进

邻里之间感情的活动。”

“未来，我们也将研究多元化发展，但现在，我们

将专注于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房地产企业发展。毕竟，

马来西亚的房地产还没有达到顶峰。”

在不久的将来，梁海金希望公司的产业发展迈向

国际化。“我们将积极实现成为区域性的发展商。”

中、马房产基本面比一比

比较项目 马来西亚 中国

贷款利率 4%左右 6%左右

首期 10% 30%

地契 大多为永久地契， 

小部分为99年产权。

70年产权， 

地契不归居民所有。

租金回报 5% - 8% 2%左右

政策调控 法制健全， 

基本上不调控房产。

调控从严， 

毫无投资价值可言。

收益增幅 8-15%，适合长期投资 毫无收益可言

投资类型 可购买至100万以上的物业 只限商品房

购买数量 无限制 实行“限购令”

房屋面积 套内面积 建筑面积

贷款 房产价格50%-80% 二手房首付不低于60%

配套车位 至少赠送1个车位 自行购买车位

房屋类型 均为简装或精装 毛坯房

二手房市场 活跃 不活跃

（资料来源：极力（马来西亚第二家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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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秀兰女士接受采访时表示，该集团多年来通过

在中国的教育展销会和现有的网络、人脉，积

极在中国一、二线城市作策略性的市场宣传。

据她分析，中国一、二线城市中上等收入的家庭通

常较具国际思维，对于送孩子出国完成基础和大专教

育的意愿比较高。“这些一、二线城市的孩子本身也都

具有一定的英语水平。对于衔接国外教育体系，都会作

较充分的准备。”

无论如何，莱佛士亚国际学校也提供英语课程，为

有需要的海外学生尽快加强外语沟通、书写的掌握能

力。

郑秀兰透露，旗下国际学校主要迎合中国沿海一

线及二线城市的中上等收入家庭的市场需求。“我们招

生的理想对象大致是，年龄10周岁以上，并且具备一定

的英语掌握能力的小孩。” 

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运作中，郑秀兰认为，像莱佛

士亚教育集团提供基础教育的国际学校扮演的，基本

上是一个“辅助”的角色。“我们一直致力设法让海外

投资者和专业人士可以不需要为孩子的学习而烦恼、

操心。”

拓展国际视野  提升英语水平

马来西亚不只拥有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还是两

岸三地以外中华文化保留得最完整的国家。“孩子在我

国这种多元文化和语言的环境下成长，将更具优势。”

她 举 例 ，莱 佛 士 亚 国 际 学 校 所 提 供 的 英 国 剑

桥“O”水平和“A”水平文凭，属于一个广受全世界大

学认可的文凭，也是学生要负笈报读世界各大学的通

行证。“我们旗下领先的科技设备和融入创意的教导方

式让孩子更快乐地学习，更易灌输传统价值和环球思

维。”

目前，莱佛士亚国际学校的合作伙伴众多，包括中

教育业

郑秀兰女士：唯有不断地学习，教育才可以做到百年树人。学校机构则
要力求完善，达到社会认可的“全人教育”最高标准。

中国新一代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上任之初，即为人民勾勒出朝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构想。

这个梦，其中一个动力来源，正是要实现“追求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公

民成长，文化繁荣，教育进步，科技创新”。

循着这个愿景出发，“中国梦” 的火炬同样照亮了“教育梦”。

事实上，在一胎政策的制度下，不难理解中国父母对下一代教育与前景

的重视。以至于近几年还兴起中国父母送孩子到海外接受西方教育洗

礼的潮流。

论先天优势，马来西亚因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沿袭了英联邦国家的正

统教育体系。无论国立、私立和其他各类国际学校，专业学科文凭均被

欧、美、澳州所承认。

在打正“第二家园”的旗号下，除了单靠号称只需英国教育费四分之一

的廉价学费作卖点之外，马来西亚教育界企业如何发挥更多优点？

且听马来西亚莱佛士亚教育集团（Rafflesia Education Group）总裁郑

秀兰女士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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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深圳清华实验学校，新加坡汉合国际学校和美国俄

勒冈州圣玛利亚学校。莱佛士亚的老师和学生会与这

些合作学校作学术交流，让师生们在体验国外教学与

学习下，拓展国际视野。

她不忘强调，我国华巫印三大民族所组成的社会、

文化环境造就我国语言沟通的独特情况。“更别提英语

已是我们独立至今通用的社交语言了。”

对比许多国家的单一语言环境，我国多元种族的

社会让海外学生们在象牙塔里、在日常生活中都有更

多的英语运用机会。

解决父母心理障碍

“住过这里的人都知道，衣、食、住、行开销非常

廉宜，可以说是物超所值。生活在这个多元族群、宗

教、文化和语言社会下的孩子，对于族群的包涵，宗教

和文化的敏感，语言的掌握，都更优秀。”

除新加坡以外，大马还具备着东盟国家中最健全

的基本设施，完善的政府机制及利商政策。

此外，从中国各省份飞往马来西亚一般都不会超

过7小时的飞行时间，更不会面对时差的问题。“通过“

第二家园”计划父母也可以免签证，自由进出我国。那

么，骨肉相连的父母与孩子见面，也变得简易多了。”

“对中国父母而言，要把自己孩子送到国外念中小

学及大学，主要因为他们明白孩子需掌握英语基础以便

日后容易与国际接轨。如此孩子在未来能够有更多在国

际发展的机会。”但父母也担心孩子还小的时候送出国

外念书，会不会忘记或轻视本身的文化及民族认同感。

“别忘了，我国更是东盟国家里唯一拥有完善的华

文教育制度的。”我国华人文化的保留与传承，将有助

中国的学生们更快地融入马来西亚社会。

在这一点上，莱佛士亚国际学校很清楚自己的定

位是在于提供一个可以媲美欧美的求学经验及一个全

英语的学校环境，并且同时注重中华文化的熏陶及中

文的学习，让中国孩子们得到效果显著的全人教育。

郑秀兰希望，两国的友好关系可以提升两国人民的

贸易，互动和交往。当两国越多的互动，越多的人民也

会更深层次地认识和了解马来西亚，那么自然而然地中

国人民也会被马来西亚的社会与教育特色所吸引，而且

中国父母们在马来西亚经商、投资或工作之余，也放心

送孩子到我们的国际学校念书。

莱佛士亚国际学校已作好准备迎接海外学生。希望

马来西亚政府可以更有效和全面地落实利商政策和加

强治安，方能吸引更多的中国商人、投资者和专业人士

来到马来西亚。

莱佛士亚教育集团对官方的期待

更多的海外投资者、专业人士

签证得进一步松绑；••

税务奖励更多中国中小型企业来马来西亚上市••
或双边上市；

加强社会治安；••

国际学校的运作

津贴国际学校在国外招生活动经费；••

税务奖励吸纳国际学生的国际学校。••

马来西亚莱佛士亚国际学校的正门：用心培育人才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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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经济历经蓬勃发展过后，各地区逐步进入后工业时代，紧接着将无可避免

会面对劳动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也是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会经历的必经阶段。

而且，随着中国人口日益富裕起来，曾被忽视为无需出外就医的牙疼问题，情况也

已大大改善。中国中资阶层越来越重视维护牙齿与口腔卫生的意识。

那么，大马作为理想中的治牙旅游（dental tourism）地点，牙医领域怎么设法持续

地迎合中国市场的需求，就变得至为关键。

根据调查，马来西亚被誉为治牙旅游最热门的首

五大目的地之一，与泰国、墨西哥、哥斯达黎

加以及匈牙利齐名。

归根究底，全赖我国业者靠着努力经营几个卖点，

让国内治牙旅游业增添魅力。第一，我国拥有具竞争

力的价格以及高品质的牙科护理服务；第二，我国人

民广泛通晓英语与华语能力；第三，政府极力支持治

牙旅游业，并参与官方成立的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

会（MHTC），宣传大马作为医疗旅游的理想地点；第

四，大马作为一个闻名世界的旅游城市，病户在疗程期

间，可四处旅游观光，一举两得。

因此，御企牙医专科中心（Imperial Dental 

Specialist Centre，简称IDSC）董事经理拿督侯锦泉

医生接受《马中经贸》采访时表示，该机构的目标，正

是瞄准成为牙医界的国际品牌。“为打造成区域，乃至

全球的牙科权威指标，我们的做法是，善用最顶尖水准

（state-of-the-art）的设备器材，以及卓越的迎客服

务文化。”

“我们主要迎合中产至高端阶级，其中4成客户都

是来自全球的海外病户。”

侯锦泉指出，御企牙医专科中心立志要成为融合

软、硬体技术的专家中心，以为病户提供最全面的护理

服务。

“无论如何，我们始终集中在往植牙，畸齿矫正

（Orthodontics）和透明箍牙（Invisalign，又译隐适

美）的利基市场方向发展。”在这一方面，占地1万1000

平方尺的御企牙医专科中心还汇聚了15名各附属专业

领域的医生人员，加上50名支援人员，准备好为随时

来马寻求治疗的病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医疗护理服务。

“我们相信，御企牙医专科中心凭着具备最前卫

的牙医界技术和知识，不但能吸引更多中国前来的病

户，还能吸引全球病户来马就医。”

三层服务，无微不至

至于要怎么经营这个充满潜能的市场，除了引入先

进硬体设备，更贵乎服务素质。

为更妥善照顾国际客户的需要，御企牙医专科中

心依序提供三层服务。首先是透过便捷的网上查询，加

上辅导员的专业协助，进行虚拟咨询（Virtual Con-

sulting）；接着进入初级护理阶段（Primary Care）

，为国际客户进 行 常规 牙科 检 查；然 后是二 级 护理

（Secondary Care）阶段，该机构会善用牙齿矫正，

正颌外科手术以及植牙手术的优势，扮演转诊枢纽的

角色。

当中，最热门的治疗行程包括洗牙和抛光、牙齿美

白、人造牙冠(Crown)、牙貼面(Veneer)、植牙、激光

牙龈修整（laser gingivoplasty）以及全口腔修复。

牙科旅游业

拿督侯锦泉医生：我们团队视创造笑容为己任，以求让人人脸上都挂着一张又一
张充满自信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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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客以尊，以人为本

当东盟邻国也在设法吸引庞大的中国市场，大马医

疗业者需要从更人性化的思考点上出发。从细节处，办

到“待客以尊，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

“就好像我们提供的其中一种服务，即为远道而

来的病户提供住宿、旅游及一切特殊需要的要求。” 

侯锦泉继续补充，为了确保病户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

御企牙医专科中心积极与来自澳洲、纽西兰、香港以及

伦敦具声誉的协调或中介机构合作，让病户没有烦恼

地出远门接受治疗，更加有益身心健康。

神州市场如此庞大，且不断壮大，要分一席位，宜

先赢人心。

侯锦泉认为，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的口碑（Word 

of mouth）即是一个品牌深入民心最实际的营销之

道。“首先，客户满意度（satisfied patients）是产品

或服务品质最好的证明，也是最具说服力的代言人，

更是我们团队努力后最好的回报。”他续补充“我们不

但让指定代理享有御企的王室待遇（Imperial Royal 

Treatment），现有客户若推介新病户前来就医，还能

享有病人转诊方案优惠（Patient Referral Scheme）

。”

侯锦泉补充,对外方面，该牙科中心也积极参与马

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的市场推广活动。“我们与本

地旅游文化局联手推广牙科旅游业，为游客拟定牙科

护理服务配套的行程。”

说到“以人为本”，御企牙医专科中心还特别重视

人才的培养这一环。“为确保各方面的素质，我们还建

立了一座拥有全程培训设施的人才培训中心，以供培

训内部医生和工作人员用途。”

经营生意，不如经营友谊

总结而言，伴随着医疗旅游的需求与日俱增，一个

同时具备素质、让病户负担得起的价格优势以及多元文

化底蕴的度假式目的地，将会是未来焦点所在。

“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马来西亚正在往牙科旅

游的“目的地”的正轨上全速全进。”

本年度的2014医疗旅游奖颁奖典礼上，御企牙医

专科中心荣获了年度牙科诊所！诚然所见，御企牙医专

科中心一贯致力于在质量保证，病人满意度和价格竞争

力的“三脚架”上实现最理想的平衡点，站稳脚步。

侯锦泉医生总结道，“我们力求精益求精，并提供

全方位的高等服务。这全因为，我们始终坚信着一个理

念，那就是与我们的病户建立起持久的友谊关系。”

3月5日，侯锦泉医生（右）在杜拜举行的2014年医疗旅
游颁奖礼上，荣获年度国际牙科诊所殊荣，为大马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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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3年《无疆界病人》(Patients Beyond Borders)的报告，全球医疗旅游业每

年增长高达15至25%，创造出400至600亿令吉的庞大收入。

反观马来西亚医疗旅游业2012年收入达6亿令吉，三年来涨了61%，已算相当可

观。然而，对比《无疆界病人》估计的400至600亿令吉全球收入“大蛋糕”，医疗旅

游业这块公认的朝阳行业，的确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

医疗旅游业的明亮前景闪烁着光辉，也引领着东南亚各国纷纷加入战围，抢滩这

块有利可图的市场。马来西亚医疗旅游业则凭着先天丰富的旅游产业以及充足且

廉宜的医疗资源优势，受到了全球游客的青睐，更被视为世界十大最佳医疗保健

国之一。

但面对邻国之间的白热化竞争挑战，马来西亚如何保住“十大最佳医疗保健国”

的金漆招牌？本地医疗旅游业又是否准备好迎接对医疗旅游需求炽热的中国客？

具权威的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MHTC）行政总监黄丽莲博士带领我们走进

马来西亚医疗旅游业，一窥其发展面貌与策略步伐。

面对中国14亿潜在消费人口，黄丽莲指出，马来

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已布署在中国各大城市

举行宣传活动，推广马来西亚优质医疗业品牌，並通过

官方网站過和各社交媒体和求枕者及业界人士保持互

动。“同時，我们也和政府组织和相关行业从业者合作: 

如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Tourism Malaysia）、马来西

亚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马来西亚— —我的

第二家园计划（MM2H）、当地医院和旅行社等。”

MHTC的目标顾客为中国大城市（一线和重点城

市）特定消费群。更细来说，主要以30岁以上、追求生

活素质、对健康和身体保健、疗养有所追求的中至高收

入人士的意见领袖为主，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推广马来西

亚优质医疗優的良好口碑。

“同时，我们也与当地医院合作，签订合作协议

书。如今，马来西亚的私营医疗机构已和西安现代女子

医院、西安高新医院、济南嘉乐不孕症医院、济南韩式

整形美容医院、重庆华美整形医院、重庆现代女子医院

签订合作意向书，共通在双边医疗技术、病人转诊上合

作。”MHTC也和中国当地旅行社进行业务上的支援，

如深圳世紀假日、济南銀座旅遊、重庆中国旅行社，發

展新的医疗旅行团。

发展中国家≠发达医疗水平？ 
实力证明一切！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们难免怀疑我国

似乎难与发达的医疗水平划上等号。如何摆脱这个偏

见印象，成了主宰本地医疗旅游业更上一层楼的制胜

关键。

黄丽莲说明，马来西亞的医疗旅游业是在亚洲內

唯一由卫生局推广，而非旅遊局推广的国家。

马来西亚作为大力推广医疗旅 游的少数国家之

一，具备着严格的法律、管制和安全标准，让旅客能放

心享有优质的护理。

“在品质上，海外求诊者可得到保證；价格方面

也受到政府的监管。我国的医疗业及其系統也获国际

认可，如联合委员会国际部（JCI）、国际医疗品质组

织（ISQua）和马来西亚健康品质协会（MSQH）的认

证。”

目前，新加坡政府也決定了把国民的医疗保障金

（Medisave）延伸至指定的马来西亞医疗机构使用，

允许其国民在马来西亞寻求医疗服务。

根据International Living.com的全球最理想退

休国家排行中，马来西亚以「可媲美西方的质优价廉医

医疗旅游业

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行政总监黄丽莲博士：“趁着2014旅游年，我们期待更
多内地旅客来马，以享受高品质医疗服务，度过人生中一个难忘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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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服务」在全球排名榜单位列第三，亚洲区榜单位列第

一。在2013年全球最佳医疗旅游医院排名中，马来西

亚的太子阁医药中心（Prince Court Medical Cen-

tre），也被医疗旅游质量联盟（MTQUA）评选为第一

名。吉隆坡也被CNN评为全球第4最佳购物地点，在亚

洲內排名第二。“这些都证明，大马医疗旅游业在全球

排名上深受肯定，具十足优势。”

她补充，马来西亚大部份医生接受过西方培训，

医术高明且有保证。“本地友善的多元文化也吸引了不

少中国求诊者。我們预期本年度来马医疗旅客将取得

15%的增長。”

“物超所值，是另一大吸睛的亮点。”她指出，大

马医疗界有能力提供价格合理的优质服务，特别是心

脏科、肿瘤科、骨科、体重管理、生育治疗等等领域方

面的复杂治疗。“有利的汇率也发挥作用，让旅客付出

较优惠的价格，即能解决食宿和交通方面的问题。”

“我们（MHTC）重视医生与患者及患者与医疗协

调者之间的关系。尤其对于首次到访医院的病户，主治

医生会善用品质时间（Quality Time），为病户进行深

入的诊断。”

饮食方面，马来西亚的多元 性 种 族能 够为病户

提供多样的美食，包括全马各地随处可见的清真食品

（Halal Food）。毕竟，分布中国各地的人口经已超过

２０００万人，甚至比大马穆斯林人口稍多。一旦这群

中国穆斯林人口的饮食或生活作息的需求得到妥善照

顾，未尝不是另一块潜在市场。

马来西亚医疗旅游业的优势多不胜数，还包括世

界顶级治疗、高素质专科医生以及运用着顶尖医疗仪

器设备和科技实力。

加强推广增合作  抛砖引玉添魅力
随着富裕人群递增，加上高储蓄率作为强大后盾，

亚洲已经成为全球最富有潜力的医疗旅游服务市场，

其医疗旅游服务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递增。

由于医疗旅游业具有综合效应，不仅能够能增加

医院的收入，还能带动整个国家的酒店、餐饮、交通、

保险和法律服务等相关产业。可以称得上是一项造福

国家各行业的高度策略性产业。

在大马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趁着未来10年内全

球医疗旅游市场将处于高速成长期，发展医疗旅游恰

逢其时。

黄丽莲强调，马来西亚政府对医疗旅游行业也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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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功夫，给予大力支持，如提供投资税赋抵减（ITA）的

税务优惠予医疗机构添购医疗器材、向世界各地推广

马来西亚的优质医疗服务及人才的培訓等等。“当然，

业界本身对医疗设备的投资、良好的医患关系，都使马

莱西亞的医疗业获得良好美誉，并深得民心。”

无论如何，当前的当务之急是，马来西亚医疗旅游

业需要加強在內地的推广活动步伐，使当地人民更了

解马来西亚作为优质医疗养生驿站的选择对象。还要

加強和內地医院、企业、旅行社、航空公司和保险集团

的合作，推出更多医疗旅游团便利、更多內地长达航班

和相关副產品，使更多人受惠。

“政府还得设法为为寻求医疗的游客，在收费上

设定优惠措施，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014关键年  发挥优势引游客
黄丽莲十分看好，马来西亚是公认的理想旅遊地

點，不但拥有阳光海滩、热带雨林等天然资源，也是热

门的購物、高尔夫等活動休闲目的地。“在医疗方面，

我们拥有身体检查、不孕不育治疗、骨科、心臟科、心

胸外科等强项加持，可为高端客戶定制行程、成立特定

的医疗旅遊配套。”

相对部份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政局稳定，是一個

安全的国家。“国内华裔社群通用华语作为日常沟通媒

介语，使中国求诊者在沟通上十分便利，基本无需担心

语言障碍。”而且，马来西亚承袭英联邦的医疗系統，

加上政府對品质和价格的监管，让患者对马来西亚医

疗系統和制度有信心。“马来西亚的医疗机构和中国旅

行社合作、医院建立转诊机制，也使兩地的医疗合作

提升至另一层面，加快患者就医，更具效率。”

未来5至10年，MHTC将致力于积极往重点国家实

行市场推广与营销工作、广泛发展医疗旅游配套、联

系医院机构参与推销策略和活动，同时不忘创造更多

联系点（point of contact）以及集中建立承载实力

（capacity building）。

更关键的是，2014年是中马建交40年周年纪念，

也是马来西亚2014旅遊年。“我們期待更多的內地旅

客前来马来西亚，以便享受高品质的医疗服務和度过

人生中一個难忘的假期。”

最后，黄丽莲充满信心地展望，马中友好关系可让

马来西亚医疗机构和中国合作伙伴定立长远的合作计

划。

为应付对马来西亚医疗旅游日
渐增长的需求，马来西亚医疗旅游
理事会（MHTC）于去年在香港成
立东亚区办事处。办事处主要负责
东亚区事务，范围包括中国、香港、
澳门、台湾、日本、韩国、尼泊尔和
蒙古。办事处为「一站式」服务中
心，可为求诊者可以提供最新的医
疗信息及协助，亦为有兴趣参与医
疗旅游业人士提供最新的行业信
息及支持。

MHTC赴港成立东亚区办事处
提供最新医疗信息与协助

自其成立以来，MHTC香港已促成中国和马来西亚私营医院签署了9份的合作意向书，共同探讨在医疗旅游和医疗
专业知识交流上的合作机会。中国医疗旅客的数目也从2010年的8,075年名至2012年的16,331名，可见国内对医疗旅
游服务的需求殷切，而心脏科、心胸外科、肿瘤科、不孕不育科、骨科、整形外科等，均为受中国旅客欢迎的专科。

(由左至右) MHTC在香港成立东亚区办事处开幕典礼上，剪彩嘉宾包括杨永强
教授、MHTC东亚区总监黄伟权先生、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贾沛年先生、前马来
西亚驻港总领事纪礼古明汀领事、MHTC首长执行长黄丽莲博士、马来西亚医
疗旅游健康大使陈百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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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years ago, the traditional economists said the “investment, consumption and net import” are 
the three major forces to drive a nation’s economy.

The modern economists nowadays however said the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will be 
rely on the three new major forces, namely “deepening of township, rising of consump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nminbi”. Today, the engine is ready to be started.

It has not gone unnoticed that the new three major forces will lead China out of the dull, high savings 
and “top down” big investments, to a more balanced-developing rational consumption social model.

The leaders from China and Malaysia take this great opportunity to set the ambitious target of striving 
bilateral trade amount of US$160 billion (about RM500 billion) by 2017, it seems to us that they have a 
unique vis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better about how the market players from various industries have prepared 
themselves enough to seize this hug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e latest edition of MCCC business 
magazine will explore into the four major areas of people’s livelihood, namely the “Clothing, Food, 
Housing and Travel”, and let the industry experts share their own experiences.

The latest cover story of MCCC featured the business captains of their respective industries. 

For Clothing, our editorial team interviewed Tomei Consolidated Berhad, the jewelry player that has 
established strong reput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s well as FCE Enterprise Sdn Bhd, the am-
bitious and young player in the garment industry.

For Food, we have invited Hai-O Enterprise Berhad, the healthcare food products company that has 
long-term partnership with the medium enterprises, as well as Superb Diversified Sdn Bhd, the bird’s 
nest exporter, to share with us about the various ways to consumer bird’s nest.

For Housing, we have the experienced CLS (MM2H) Sdn Bhd, property giant Mah Sing Group, as well as 
Rafflesia Education Group, which has some international school partners.

For Travel, we have the highly-reputed Malaysia Healthcare Travel Council and the Imperial Dental 
Specialist Centre.

Without a doubt, during the interview grilling session, we also wish to initiate and inspire other busi-
ness people, to join us in this inspiring “brainstorming” journey.

Malaysia & China Striving for  
160 billion dollar Bilateral Trade by 2017

Let’s begin with “Clothing, Food, Housing and Trave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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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E Enterprise Sdn Bhd Managing Director 
   Alan Ong Yeow Fooi

For a layman, running a garment business is always 
viewed as a wishful thought to make profitable business. 

However, only those who are in the business will know, that 
the only key to big success is pouring in the patience and 
determination.

According to FCE Enterprise Sdn Bhd managing 
director Alan Ong Yeow Fooi, unlike doing “volume” 
business with the businessmen from China, which provides 
only small profit margin despite big volume, the Malaysian 
garment players are heading towards boutique concept and 
tireless research & development to enhance the technical 
contents.

“By doing that, the quality will be improved and 
separate one from its competitors, hence maximizes your 
strength comparing with the peer,” he said.

In China, Ong said, due to the unhealthy trend of 
plagiarism, which has not been able to be cured, the 
garment industry will be the first to get affected, testing the 
patience of those quietly hardworking players who roll up 
their sleeves and hands-on in their business.

As the saying goes, know the enemy and know 
yourself, then you can fight a hundred battles without 
defeat

“If the product quality is being taken care of, we need 
to have a better brand positioning. Firstly, is to register the 
brand name, to avoid the registered brand being used by 
others.

Comparing with the prices of garment in China, Ong 
holds the view that FCE Enterprise’s garment is considered 
affordable product for the mass market.

“At this stage, products with relatively lower prices are 
being neglected in the market. We are eyeing on the male 
consumers group,” he said.

Ong further said that despite the female garment 
is everywhere, but due to the too many giant players 
overcrowding the market, it has long ago become a red 
ocean market that is very much saturated.

“It would be better to explore the blue ocean market 

instead of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in the red ocean. I think 
the modern generation of male has become trendy and 
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spend money on buying clothes,” 
he said.

On age perspective, FCE Enterprise is eying on the 
middle class people, aged 30-45.

“It’s simple. People who fall into this category have 
stable income and job, they are considered a pragmatic 
consumer, and it certainly fits well to our products which 
aimed to target the middle class people,” said Ong.

He suggests that unless the garment players want 
to pursue the luxury market that will provide high profit 
margin and high yield, or else, they should avoid themselves 
from falling into their self-constrained single niche market.

Begins with OEM,  
focus on own brand name in later stage 

Ong said the garment industry is in an arena where 
it will be eliminate out from the market if it does not make 
progress.

“A couple of years ago we were still doing OEM, but for 
us to continue survive in this industry, we have to focus on 
our own brand name and make a name for ourselves,” he 
said.

Commenting on his next move, Ong said FCE 
Enterprise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s largest Hong Kong 
Gift and Premium Fair 2014, focusing on pushing its high 
potential “Huntmer” brand to the market. 

“Through these publicity platforms of mixed 
purchasing and marketing, we (Malaysian players) will get 
to know mor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We show them our 
sincerity. The most ideal outcome is to reach an mutual 
understanding, to collaborate on cross-selling in each other 
markets and hence enjoy mutual benefit.

According to his experience, most entrepreneurs in 
China have a sense of trust sentiment to the Malaysian 
businessmen, especially the Chinese.

“I will put in more efforts on micro-management in 

Since the China reform, along the “world factor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oute, the miracle of “volume” was 
created.
However, following the rising cost of labor in China, it has not gone unnoticed that the production lines of 
garment manufacturing have been shifting back to Malaysia. Statistics has also showed that the world’s main 
consumer markets have shifted slowly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and Europe, to the highly 
populated Shenzou market. That implies that the China has changed from its net exporting model to “produce 
sensibly, enjoy consumption”, a post-industrial model.
Moreover, while the people from China are moving into middle class, they are pursuing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Hence, even “buying clothes”, a daily consuming habit, would become very different.

FCE Enterprise Sdn Bhd managing director Alan Ong Yeow Fooi emphasize on three major areas in doing business, 
integrity and trustworthiness in any business, customer-oriented in services sector, as well as continuous learning for 
any entrepren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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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my customers to feel that they are being respected 
and treasured. 

For example, he said, customers will be given an 
exquisiteness box when they purchase any garments from 
FCE Enterprise.

“This is a strategy I’ve learned from a chocolate shop 
in Japan, where they have this concept to put their products 
into an elegant box. The fact is, this strategy has attracted 
many repeat customers, and it has increased our overall 
customer loyalty,” he said.

Made his fortune in Hebei
For the matter of fact, Ong had in April 2009, 

encountered a fated opportunity, when he reached an 
mutual agreement with a supplier in China, subsequently 
jointly established Hebei Garment Trading Limited.

He said in China, its parent company name, FCE 
Enterprise was not allowed to be registered as a brand 
name, as its Chinese name means “Number One”, making 
no other players to willingly become the number two player.

However, being the captain to steer the ship, Ong 
always uphold the steady, step by step business model.

“We have spent five years to gain a foothold. Starting 
from zero, now owning 30 sales representative offices and 
employ more than 20 staffs in the trading channels, we 
have to endure and be tough during the difficult times,” he 
said.

Ong said Hebei Garment Trading Limited has yearly 
revenue of some 20 million yuan. Its products are widely 
available in not only China, but across Australia, Singapore, 
Saudi Arabia, Brunei and Philippines. 

In the coming five years, he said, the company has a 
five-year and eight-year roadmaps. 

“We want to expand 50 sales representative offices 
within five years, with another 80 offices within eight years,” 
he added.

For the time being, Ong said, the company will focus 
on Guangzhou and Shanghai, the two major provinces 

as the stepping stones. Going forward, it will expand its 
footprint in Beijing and Shenzen, as well as other first-tier 
cities.

Hoping for more supports  
from government

Ong said behind the substantial amount of bilateral 
trade target set by the leaders in China, it must be based 
on some reliable data and study. “Or else, none of any big 
country will simply announce a number. What is important 
now is that all business sectors would want to grab a slice of 
cake,” he said.

“Should we realize the US$160 billion bilateral trade 
target, the next mark is US$180 billion. At least, I am 
confident that China, with a growing population, will not 
experience a declining trade,” he said.

“My point is, it is time for the local business players to 
stop being a Jaguh Kampung,” he said.

Ong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further support and 
recognize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to allocate more financing 
support.

“For instance, through the activities and events 
organized or co-organized by MATRADE, providing free 
accommodation and foods for the foreign delegates, who  
are the targeted consumers, Malaysia can pave way for its 
long-term partnership after a couple of times of leaving 
good impression,” he said.

In addition, Ong also called the government to loosen 
the foreign labor policy and discuss the issue of labor 
market with China, to put garment manufacturing on the 
list of encouraged business industry, as well as providing 
import duty exemption for the raw material and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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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ei Consolidated Berhad Founder and Executive Chairman 
   Tan Sri Datuk Ng Teck Fong

Amongst the successful jewelry players in Asia, Tomei 
Consolidated Berhad has today not only gained a 

foothold in the Malaysian gold jewelry market, but it has 
also expanded aggressively in the China market.

Listed on the Main Market in Bursa Malaysia eight 
years ago, Tomei operates 70 gold, diamond and jewelry 
shops in the home market, 11 jewelry shops in Shanghai, 
China, seven jewelry shops and one jewelry factory in Viet 
Nam, as well as one jewelry factory in Myanmar.

“We have confidence that with the strate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to be 
strengthened further, that will certainly facilitate more 
collaboration and closer contacts between the people in 
both countries. With the help from the government-to-
government relationship, the target will be achieved,” said 
Ng.

Strengthen market presence in Shanghai 
In an interview with MCCC, Tomei Consolidated Berhad 

founder and executive chairman Tan Sri Datuk Ng Teck Fong 
is very optimistic on the China market, as the country has 
the consumption population of 1.4 billion people, allowing 
the group to be safeguarded by the largest consumption 
group of the world.

“To capture the jewelry market in China, we have 
decided to enter Shenzou. Shanghai is our starting 
point because this is the centre to the China’s economy, 
transport, technology, industrial, finance, trade, exhibition 
and shipping sectors,” he said.

Shanghai’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is the highest 
among all cities in China, backed by the strong consumption 
power.

Since the first day, Tomei has a prospective and 
strategic plan on Shanghai, the super tier-one city.

“Should we gain a foothold in Shanghai, I believe we 
are more than equal to tackle the market at other provinces 
in China,” said Ng.

He told the reporter that the group is now targeting 
the young and middle aged consumers in the jewelry 
market in Shanghai and the areas nearby.

Based on his experience as an industry expert, Ng 

said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y from traditional arts and 
innovative design is the unique advantage for Malaysian 
jewelry players.

“For us, our designs bring in the multi-racial elements. 
We also used the modern technology and craft from Europe 
and the US,” he said.

He added that Tomei’s product has a design concept 
that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with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design elements from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Overall, Malaysian jewelry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s 
are strong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Besides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 
our strength also includes the production chain in the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ODM),” said Ng.

On another note, Ng said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can 
be challenging, especially on price war and design level.

“The people in China have a strong and fast ability to 
imitate. To compete against the market players in China, we 
must always in a good shape,” he said.

G2G relationship is good for business
Ng however hopes for a stronge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hence bringing more 
convenience and ease for the investors in both countries.

“For example, we would be more than happy to see 
entrepreneurs to get Visa-free access, the fast and simple 
application process for the employee to get Visa, the fast 
and smooth clearance for the import and export goods, 
remittance transfer as well as financing facility and etc,” he 
said.

In order to create an ideal business environment, 
he suggests the authorities to abolish some complicated 
regulations.

“Both parties should set up more banks to provide 
financing facility. The international routes and the 
frequency of flights should also be increased, allowing the 
businessmen from China and Malaysia to stay in touch 
closer, while the shipping and logistic flow smoothly,” said 
Ng.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tatistic compiled by China Gold Association, the China’s gold consumption in 2013, 
jewelry consumed 716.5 tonnes of gold, represented a year-on-year growth of 42.52%, while gold bar consumed 
375.73 tonnes of gold and recorded a year-on-year growth of 56.57%. The gold consumption by jewelry and gold 
bar reached 1092.23 tonnes, accounted for 92.8% of yearly gold consumption amounting 1176.4 tonnes. For the 
seventh consecutive years,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gold consumption country, contributing some 25% of 
global demand.
The double digit year-on-year growth in consumption has shown stronger appetite in gold demand from the 
people in China. Further to that, it also showed that the jewelry has an irresistible charm to the people in China.

Tan Sri Datuk Ng Teck Fong said Tomei is eyeing on Shanghai jewelry market, while young and middle age groups are the 
targeted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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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b Diversified Sdn Bhd Director Lim King Siong

Today, bird’s nest is no longer the tribute gift to the 
Emperor, but it has entered into every home of ordinary 

citizens. Moreover, bird’s nest product has evolved and its 
purpose has been diversified, aiming to tackle the young 
consumers market in the future, in becoming their favorite 
food.

High demand from young white collars 
“The economic boom in Shenzou saw many youngsters 

leave their villages and seek for living in the cities. The 
emerging of middle-income group and small-capital group 
has also seen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living standards, 
hence increased the demand of healthcare products,” he 
said.

Lim King Siong, director of Superb Diversified Sdn Bhd, 
the bird’ nest products exporter, said under the one child 
policy, four elderly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in China are 
looking after one youngster.

“The youngsters nowadays have no trouble in making 
a living, hence the income earners know how to reward 
themselves better by consuming supplementary food 
products,” he said.

Assuming this is the one and only child of two families, 
surely this is a generation that will be taken good care of. 
“For example, Malaysia’s most famous red nest is highly 
beneficial for the brain cell and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of 
a new born baby, hence seeing great market demand,” he 
said.

However, red nest is an ultra-rare type of edible bird’s 
nest as it is often found only in the limestone cave, which 
its mineral soaked into the nest after a long period of 
oxidation.

“People always believe that if one eats an organ of an 
animal, then it will be good for the corresponding organ in 
one’s body, hence making the undersupply of red nest,” he 
said.

This has also caused the ‘fake red nest dispute’ in a 
couple of years ago, making the local bird nest players to 
suffer injustice.

“At that point in time, the bird nest business was 
badly affected. In addition, the swallow has become lesser 
and the bird house was under pressure, causing a lot of 
bird nest players to exit their business. Even we ourselves 
were one of the few players who were able to grow from 
adversity,” he said.

“We never give in. We continue to educate the 
customers from China, the largest bird nest consuming 

country, on how to identify the real and fake bird’s nest. At 
the same time, we hope the government to guard the pass 
strictly, find out the bad apples and punish them severely, 
more importantly is to restore our justice,” he said.

Meanwhile, Lim added that the young entrepreneurs 
could show their sincerity and host status by serving bird 
nest as the dishes at social occasion.

He said the daily lives and taste of youngster are 
changing constantly and if the bird nest business does not 
want to be eliminated by the new generation, it has to inject 
fresh elements into their brands.

“We diversified the ways to consume bird nest, we 
made it as a pastry, moon cake and desserts,” he said.

China has special favor on Malaysian bird nest 
Comparing with other bird’s nest exporting countries 

in ASEAN, Lim opined that Malaysia has a better advantage. 
“The government-to-govern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has become clos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from two countries has become 
stronger. The people from China always have special favor 
on Malaysian people, scenery and product goods. Hence, it 
wouldn’t be difficult for Malaysian exported bird’s nest to 
win the heart of the China market again,’ he said.

Tourists from China will surely visit the bird’s nest 
shops in Malaysia. Due to their trust on Malaysian products, 
the business volumes contributed by the tourists are also 
fairly good.

Exporting bird’s nest is a good business 
Lim believes that as long as the policy on exporting 

bird’s nest is transparent, the local bird’s nest players will 
be benefited.

“If we receive government’s support, the bird’s nest 
industry should be able to capture at least 20% (US$32 
billion) out of the US$160 billion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by 2017,” he said.

He anticipated that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s special 
envoy to China Tan Sri Ong Ka Ting to strive for clearer 
policy.

“We are hoping for the export procedure to be 
simplified, so that the industry players can avoid from 
wasting human resource but come back with an empty 
hand. If we continue to stay where we are, I’m afraid that 
our country’s competitiveness will be moving backwards,” 
he said.

Behind the origins of bird’s nest is a beautiful legend. Cheng Ho, the fleet admiral during China’s early 
Ming Dynasty, and his ocean fleet encountered stormy waves and anchored at an inhabited island in Malay 
Archipelago. Shortage of food, they incidentally found the bird’s nest on the cliff. Cheng Ho ordered his comrades 
to harvest the bird’s nest, wash it and cook it with then clean water, then eats to satisfy their hunger. Days later, 
each and every crewman are in a good shape. Returning to China, the Yongle Emperor was given the bird’s nest 
as a gift from Cheng Ho. Since then, bird’s nest has became the tribute gift for one to visit the Emperor and the 
Ministers.

Superb Diversified Sdn Bhd director Lim King Siong,”The nutrition’s value of edible bird’s nest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Our next move is to educate more people about the various ways to consume bird’s nest, not only they will eat healthily, 
but also in a trend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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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O Enterprise Berhad General Manager Tan Kee Hock

Malaysia has reached a meaningful milestone for 
becoming the third largest Asian country (after Japan 

and Korea) to hit the US$100 billion mark in the bilateral 
trade with China.

Hai-O Enterprise Berhad general manager Tan Kee 
Hock said following the country’s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 the past years, the group had also built strong 
friendship with many Chinese enterprises.

“We are not only one of the largest importers of 
healthcare food products from China, but today, various 
healthcare food products under the stable of Hai-O have 
also begin to enter the huge China market in full force,” he 
said.

Tan said the high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has 
made the peopl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care and 
healt-living. “As the living quality of the people continues to 
improve, healthcare products market in China is in a midst 
of booming period.”

As Hai-O has team up with well-known healthcare 
product players in China for strategic alliance, Tan believes 
that with the sharing of marketing channel and marketing 
system, Hai-O will be able to bring in more local brand and 
Hai-O self-made brand products to the China market.

“For instance, Hai-O and the local bird nest company, 
Home of Swallows, have collaborated a series of bird 
nest products, dubbed “Yan-O”, which combined the 
vast marketing experience of Home of Swallows that 
complements with our multi-level marketing system, 
has entered the market in China in a quick pace and win 
reputation,” he said.

Healthcare products is itself a selling point 
“Speaking of healthcare food industrial, especially in 

China, the developable market space is still very wide.”
Business is business, said Tan, opining the value of 

healthcare food products is itself a selling point.
On the market size, Tan said the first tier and second 

tier cities in China will become Hai-O’s main marketing 
camp. “People in these cities are high-paid but inevitably 
stuck in the sub-health condition,” he said.

“Therefore, healthcare products focus on healthy-

living and natural healthcare elements. Next, the product 
quality need to be well-managed, while the price is being 
set at a reasonable level,” he said.

Tan shared his experience that following the 
collaboration with some famous healthcare product 
enterprises in China, Hai-O has gain a strong foothold in 
China market, while the product quality and brand image 
have also improved. Subsequently, this had also increase 
the customer satisfaction for buying and consuming their 
products.

“It is our hope that when the people in Malaysia and 
China think of ‘health’, they will think of ‘Hai-O’,” he said.

In the Malaysian healthcare food industry, the most 
attractive product for the consumers in China is still 
locally-produced here in Malaysia, such as Tongkat Ali, bird 
nest, chicken essence, fish essence and other home-grown 
premium products.

“The unique ingredients have to be mixed by the 
most advanced food processing technology, while the local 
players are fairly experienced in packaging,” he said.

Tan acknowledged that the healthcare food products 
market in China is currently lacking of reasonably price and 
trustable product quality guarantee.

“Every single healthcare product old enterprises in 
Malaysia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on fast-growing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riding on 
the wave to reintroduce their old brand name in the new 
chapter of the new era,” he said.

The statistics showed that the tot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has accounted 23% of the tot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This has shown that 
Malaysia maintain its unique charm and continue to take 
the pole position in the ASEAN, being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China in this region.

“This is an adding bet in facilitating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ompanies in China and Malaysia. With the 
friendly relationship, we can expect a good trading policy. 
China has recently loosened its policy in importing bird nest 
from Malaysia, is certainly the best evidence of that,” he 
said.

Entering into the second tenth years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is facing the various changes in terms of aging 
population, workers loaded with higher working pressure, the increase of healthcare awareness following 
stronger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fast-changing living standard.
In the recent years, many problems has started to occur in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as most areas in the 
country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haze and air pollution, the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has turned worse.
Thes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had made the consumers in China become more concern about healthcare 
and healthy living food products. As the saying goes, “Healthcar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aking medicine”.
That means, the healthcare products, are now widely applicable for all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not only China, 
regardless of their age groups and income status.

“If you don’t go forward, you’ll go back”. If an enterprise wants to grow, or a product to be long lasting, it has to be on par 
with the society development, as the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are never ending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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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ing not to forget “4P”,  
teaming up with the giants 

Tan noticed that many healthcare product old 
enterprises in China had in recent years improved their 
packaging and made a fresh presence to the consumers.

“Perhaps some of these enterprises should not 
concentrate too much on the packaging strategy, because 
this can be misleading to the consumers, if the product 
quality has been neglected, hence affect the rights of 
consumers and bring severe damage to the reputation of 
the industry as a whole,” he said.

He cautioned that marketing strategy should never 
forget the theory of “4P”, namely product, pricing, placing 
and promotion, not even one can be neglected.

“After the Malaysian enterprises entered the China 
market, we should come out with a right concept of 
packaging and marketing. If the “4P” marketing strategy is 
not neglected in the packaging process, then the packaging 
strategy wouldn’t breach the consumer rights.

Going forward, Hai-O will team up with more 
enterprises from China in creating strategic alliances 
of industry giants. The group will also develop more 
international brands to benefit the Malaysian consumers.

“Hai-O will focus on developing our own brand 
products, while using our proven marketing strategy on 
multi-level marketing, providing a strong base for us to 
meet the sales target,” he said.

The consensus forecasted that from 2013 to 2015, the 
earnings per share of Hai-O is anticipated to increase by 2% 
to 2.6%.

Tan said the Malaysian companies may take the 
advantage on the Chinese culture to bring in local-made 
healthcare food products to the China market.

“The Chinese’s healthcare products and the healthy-
living habit of the consumers in China is a good match. Our 
sales experiences tell us that any products attached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are easily acceptable by the consumers 
in China. Products such as bird nest, chicken essence and 
other Malaysian-made healthcare products will see their 
names on the top list of consumers for sure,” he said.

US$160 billion target is just a beginning 
Tan believes firmly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will become closer while the industries 
involved will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China will invest US$500 billion abroad in the next 
five years, Malaysia as a unique investment destination is 
a selling point. In the future, the collaboration will not be 
confined to just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but also including 
the team up of enterprises to benefit the people. I hope we 
can take a big leap towards this target in the Year of Horse,” 
he said. 

Tan believes that Malaysia and China will concentrate 
more on tactically perspective, as in moving forward and 
backward together at the same pace.

“The long history of culture interaction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will escalate further to economic 
interaction. In the same region, not only we can share 
the same product, but also the sharing of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production capacity, as well as sales and other 
industry-related matters, providing the better quality 
product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for both countries,” he 
said.

Finally, Tan said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n benefiting the bilateral trading 
activities.

“We should explore on simplify the procedure of 
getting import license for healthcare food products, to 
shorten the length of getting approval, and incentivizes on 
the import duty,” he said. 

He concluded that many countries such as Thailand 
and China have open their Visa policy, hence successfully 
attracted large group of tourists and businessmen from 
China.

“This action taken is a catalyst to the tourism, trade 
and economy in Thailand. Hence, Malaysia should move 
faster to increase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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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S (MM2H) Sdn Bhd Managing Director Jason Ow Ye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environm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CLS (MM2H) Sdn Bhd managing 

director Jason Ow Yeang highlighted the three major 
opportunities that MM2H can seize.

Firstly, Canada, the favourite place for the Chinese to 
migrate, terminated its investment migration project which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close to 30 years, causing the 
migration application made by some 60,000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from China to be stranded.

Secondly, the regulated policy on the property market 
in China and its negative impact on speculative property 
buying have made the investors to seek for opportunity 
abroad.

Thirdly, the modern foreign buyers are now favor 
on buying condominium, while Malaysia’s condominium 
market is relatively new and cheap.

Ow Yeang said CLS has been heading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increasing competitiveness to improve itself. 
“We made great effort to provide individual services to our 
clients, as well as providing quality product and price,” he 
said.

“We will also undertake the self-improvement 
programme, in order to provide our customers the latest 
information about migrating to Malaysia. Or else, if we 
made a wrong suggestion to our customers on residential 
location, causing inconvenience on traffic and other 
problems, our clients would find themselves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ir living here.

Since the inception of CLS, he said, the company has 
submitted more than 200 applications, with a high success 
rate of 99%.

“Our financial results in the coming two years will also 
grow substantially by 100%,” he said.

Diversified clients portfolio,  
emphasize on follow-up services

”CLS’s targeted customer group is well-diversified. 
Including the foreign business individuals, (aged above 40), 
investo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buying property abroad, 
those who wish to find a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and 
living standards (aged above 21), as well as the citizens in 
the tier-one city in China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said Ow Yeang.

“Of course, we won’t neglect the tier-one, tier-two and 
tier-three cities, that have huge developing potential,” he 
said.

The Chinese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a group that is 
good in doing business, and they are the momentum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rowth.

“The clients from China who participate in the MM2H, 
especially those business individuals aged above 40, 
many of them are consid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doing new 
business here in our country,” he said.

Should these clients from China decide to do business 
in Malaysia, it will help to spur the growth of economy and 
related-industries, hence creating more job opportunities, 
he continued.

“Therefore, we have identified several major cities 
in China, to negotiate a collaboration plan with the Visa 
application company in the local. Beginning on searching 
the customers, we will subsequently provide the premium 
“MM2H” Visa application services to our prestige 
customers,” he said.

The programme, he said, will provide the Visa’s length 
of about 10 years, hence allowing the consumers from 
China to enter or exit Malaysia as frequent as they want.

“Next, we will provide an one-stop and individual 
follow-up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 customer’s demand, 
that includes buying a car, buying a local property, business 
investment and consultation on healthcare insurance, 
arranging education for the children, as well as applying 
for housing loan or personal loan, etc. These dedicated 
services is to ensure the customers to live happily while 
enjoying the best and ideal family living.

Impact of housing cooling measures  
is temporary 

The boom of local economy, low consumption and 
diversified cultures,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preserv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ll also attract household 
from China. Besides,the language spoken by the Malaysian 
Chinese, as well as the eating and drinking habit, can make 
them become closer.

For the investors from China, the Malaysian property 
market provides investment potential, as the property 
prices is equivalent to the second-tier city in China, even 

Since the launching of MM2H in 2002, Malaysia has successfully attracted 23,000 foreigner households. Out of 10 
foreigner households, some three to four households are from China.  
As at 2013, some 3,400 people from many provinces in China, especially those provinces along the coast, made 
the application on MM2H.
On allocation ratio, China is holding the pole position among the top ten contributing countries to the MM2H. 
The question is, will the strong trend sustain? What would MM2H do in order to operate in the long run and 
continue to win the heart of the family from China?

CLS (MM2H) Sdn Bhd managing director Jason Ow Yeang said the team should emphasis on ‘eager to make progress’, 
while operating in business should emphasis on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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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en ten years ago.
“Here is all about freehold land, lower down payment 

and high rental yield. In addition, The Greater KL, MRT and 
High Speed Railway will push the property development 
even further,” he said.

Survey result showed that property prices in Malaysia 
is the world’s number 99, but the rental yield is however 
the world’s number nine. Considering the property prices is 
only one third of China’s, this is a good investment in every 
way.

Despite the housing cooling measures introduced 
in the recent years, causing the sentiments of  property 
buying to slowdown temporarily, such measures however 
can only distract the market attention, but not to the extent 
of hurting the market.

“As long as the government continue a gradual pace 
to cool down the property market, the demand will return 
steadily,” he said.

Malaysia provide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purchasing 
property as it remain below market price.

“A series of housing cooling measures will only make 
the fatigue speculators to sell off their property in hand 
urgently, while this is just the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investors to negotiate the price and purchase the property 
lower than the market price,” he said.

Moreover, Malaysian real-estate market is now 
entering its golden years (2013-2018), as the government 
is concentrating on develop the golden zone, as well as 
pushing for urbanized area, financial district and tourism 
hotspots.

Ow Yeang suggested the developers to provide more 
offers and discounts to offse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gulated policy.

Open the migration policy, aiming  
for transaction value of RM700 million 

However, Ow Yeang opines the MM2H will continue to 
face the problem of not being able to fully cater the market 
demand.

“Hong Kong, Canada, US, Singapore, Australia and 
other traditional mainstream destinations of migration 
had raised their threshold much higher. While Malaysia has 
the clear advantage of investment capital, in the long run 
however, if we want to get a slice of cake in the migration 
market, the open migration policy is the way forward,” he 
said. 

Numerous of competitors is another big test. “In order 
to stand out, the players must be adaptable and keep 
coming out with innovative marketing technique,” he said.

“In the first stage, we strive to push our services up to 
a more matured and professional category. Subsequently, 
we provide our customers a better and convenient service. 
These includes the Visa service for MM2H, tourism, 
property selling and buying, decorate, rental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etc. In the next five years, we aims to become 
the top three representative companies for the MM2H’s 
Visa service, and hope to achieve a transaction value of 
RM700 million.

As a conclusion, MM2H will provide a convenient 
channel for the quality investors from China to invest in 
Malaysia, while property is a very attractive investment 
item. Follow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from China are 
getting the MM2H’s Visa, th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will flourish, hence driv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oth countries.

On another note, this programme will allow many 
people from China to enjoy the premium living standards in 
Malaysia, including to get international level education at an 
affordable price, as well as top-class medical service.

Top Ten Perfect Selling Points of MM2H

1) 100% risk-free

2) 10 years free-access Visa, higher efficiency on 
approval process

3) Interest fixed-deposit is tax-free, having 
flexibility on deposit withdrawal

4) Convenience of banking and finance services

5) Tax-free offshore income, tax-free pension

6) To purchase Malaysian property

7) Subsidy on buying vehicles

8) Ide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9) To apply for maids

10) Enable business investment and part time job

(Source: CLS (MM2H) Sdn. 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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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 Sing Group Berhad Group  
Managing Director and Group Chief Executive 
  Tan Sri Dato’ Sri Leong Hoy Kum

Leong said the property investors and home buyers from 
China share the same vision with Mah Sing, opining 

the value of properties as “an asset that would appreciate 
constantly as time goes by”.

“We have been providing attractive rental yield and 
capital appreciation in the recent years, and our track 
record speak for itself,” he said.

Leong said the fact that Malaysia has a transparent 
property law as well as a non-complicated tax system, 
allowing the home buyers afar from China to purchase 
property here at ease, is one of the interesting charms on 
the list.

“As for us, we provide high-quality propertie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CONQUAS) introduced by Singapore’s Building & 
Construction Authority (BCA), as the guideline. Many of our 
project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this assessment system,” 
he said.

In addition, Mah Sing believes in quick analysis and 
careful assessment, and is willing to take business risk 
when necessary.

“That explained how we expand our properties 
portfolio from four projects to 46 projects today. Our 
current gross development value (GDV) and unbilled sales 
stood at RM28.8 billion, while our products covering across 
all major cities in Malaysia, be it Klang Valley, Kuala Lumpur, 
Penang, Johor and Sabah,” he said.

Thanks to the similar culture of Malaysia and China, 
Leong is confident that the property investors and home 
buyers from China will see the value of premium property 
created by Mah Sing. 

Considering the potential of property investors from 
China, Mah Sing has established a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Shanghai, China, providing consultation to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to purchase real-estate in Malaysia.

Leong told the reporters that Mah Sing owned some 

strategically-located land reserves, sufficient for the 
development purpose in the next eight to 10 years. “Our 
land banks spanning across four major cities of the country 
and located at the heart of each city centre,” he said.

Eyeing on pragmatic international buyers,
putting efforts on after-sales service

Malaysia and China’s target to hit a bilateral trade of 
US$ 160 billion by 2017, certainly will be the common goal to 
achieve by each and every local property developers.

“Mah Sing will see this target as our motivation, not 
only to constantly remind ourselves that we should go 
beyond our limit and increase our competitiveness, but 
more importantly is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growth of local property industry,” he said.

Speaking on ways to identify potential buyers, 
Leong revealed that Mah Sing is eyeing on the pragmatic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that are hunting for residential 
properties at a reasonable price, located in close vicinity to 
high potential commercial and tourism areas.

“Those property investors who are looking for strong 
potential on yield, rental income in the long run, as well 
as steady growth in the medium to long term, are all our 
targeted customers,” he said.

He also acknowledged that so far, many investors from 
China are satisfied with the price appreciation and rental 
yield of Malaysian real-estate.

“As for us, we will provide another “customer 
satisfaction” level. From the moment we hand over the key, 
that’s when we begin our after-sales service,” he said.

The group specially trained a multilingual professional 
customer service team, dedicated to provide top class after-
sales service to the customers.

“Being a property developer,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an excellent after-sales service is necessary, while our 
customer service personnel will be the first one to liste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n Malaysia has emerged in the recent years, as the foreign investors are in views that our 
country is the most cost-effective place for home-buying in the region. In light of that, where is the charm of the 
local property market after all?
The Vision 2020, which was introduced by the government, is only six years away, while Malaysia strives to 
become the top 20 livable cities in the world. Are we prepared enough to achieve this ambitious goal?
Mah Sing Group Berhad, being the country’s top 10 property developer, will be celebrating its 20 years 
anniversary soon. In terms of local sales, the group is currently the second largest property firm in Malaysia.
Mah Sing Group managing director and CEO Tan Sri Dato’ Sri Leong Hoy Kum will share with us about his view on 
what makes the home buyers from China show special favor to Malaysian real-estate, as well as how the local 
property developers will prepare themselves to seize this huge business opportunity.

Tan Sri Dato’ Sri Leong Hoy Kum upholds the win-win relationships with customers, shareholders, employees, business 
partners and contractors. “When our home buyers enjoy price appreciation and benefit from rental fees, they will come 
back to visit us again. This is a very realistic and practical way to build up our reputation,”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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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feedback from the home buyers. We aim to improve 
further after every interaction with them, hoping to provide 
better experience for the home buyers,” he said.

For instance, Mah Sing has set up the M Care 
professional service counter to provide an one-stop and 
comprehensive after-sales service for its customers. 
The services also include pre-sales service,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leasing, sales, decorating 
works, relocation service and etc.

“We also introduce the loyalty programme, dubbed ‘M 
Club’, to provide additional benefits to our home buyers. 
The customers of Mah Sing can enjoy the buyer’s repeat 
purchase discount, entitle for buyer’s incentives, birthday 
surprise and many other special offers,” he said.

All eyes on Asia region 
Malaysia has a total land area of 330,000 square 

kilometers, while the population growth has made the 
developable land become lesser. The prices of property 
in the city area have escalated in the past ten years, while 
the home-grown property developers flourished as the 
industry boom. 

“At the moment, the biggest challenge facing by the 
property developers is to carve out a niche in the crowded 
market, while we have decided to develop a middle market 
to high-end property,” said Leong.

“With that, we also chanted, ‘Strive to become a self-

made premier lifestyle developer’, and ‘Location, Quality 
and Brand’ as our slogan,” he said.

“To cater the market demand, we firmly believe the 
impact of brand name and uniqueness,” he said.

Going forward, Leong said Mah Sing will continue its 
focus on the model of landed township and high-rise mixed 
development, a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group.

“We also emphasis on developing the niche industry 
as well as strategically-located commercial area and retail 
mall,” he said.

“Of course,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brand 
name and improve our after-sales service. For instance, 
we are no longer building the house only, but to create 
an integrated community. The residents in the residential 
area will feel at home. Each community is gated guarded, 
while the park, club house and other facilities are also 
available. Moreover, we will organize various activities in the 
neighborhood,” said Leong.

“In the future, we might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business diversification, but right now, our focus is to do 
what we know the best, property development. After all, 
Malaysian real-estate market has not reach its peak yet,” he 
said.

In the near future, Leong hopes Mah Sing to expand 
its global footprint, and to become a regional property 
developer.

Source: CLS (MM2H) Sdn Bhd

CHARTS: Fundamentals comparison of the real-estate markets in Malaysia and China

Fundamentals Malaysia China
Loan interest About 4% About 6%

Down payment 10% 30%

Tenure
Most are freehold lands，also with 99-year 

leasehold estate
70-year leasehold estate, the resident does 

not own the title deeds

Rental yield 5% - 8% About 2%

Policy control Sound legal system，no policy control No investment value

Quantum of appreciation 8-15%，suitable for long term investment Almost nothing

Type of investment Any property above RM1 million commercial property only

Number of units purchase No limit Restrcited

House size Comprising area Construction area

Loan 50%-80% of property price
Down payment for secondary house cannot 

be lower than 60% of property price

Parking lot At least one (1) free parking lot Not included

House type Simple and compact Rough house

Secondary market Active Not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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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fflesia Education Group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Teh Siew Lan

In an interview, Rafflesia Education Group CEO Teh Siew 
Lan said the group had in the recent years actively 

engaged in strategic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activities 
at the first-tier and second-tier cities in China, through the 
education fair in China as well as utilizing its network and 
contacts.

She analyzed that often the middle class and high 
income household in the first-tier and second-tier cities in 
China are hav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mindset, hence 
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overseas 
countries to further studies.

“These children in the first-tier and second-tier cities, 
they themselves are also equipped with certain level of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they are more prepared to be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she said.

However, Rafflesia international school also provide 
English classes for the oversea students who need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communication and writing skill at the 
soonest.

Teh said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s under the stable of 
Rafflesia mainly cater for the demand from middle class and 
high income household in first-tier and second-tier cities 
along the coast in China.

“We recruiting target is the aged 10 above children 
who have a certain level of English proficiency,” she said.

In the midst of macro-economic and social functioning, 
Teh opined international schools like Rafflesia is basically 
playing a supporting role.

“We always strive to make the foreign investors 
and professionals not to worry and anxious about their 
children’s study,” she said.

Exp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increase English proficiency

Malaysia has provided not only a good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but it is also the country which has protected 
the Chinese culture at the best, after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Children that grow in such a multi-racial and multi-
lingual environment will have better advantage,” she said.

For instance, Teh said, the UK Cambridge’s O level 
and A level offered by Rafflesia international school is 
considered a widely-recognized certificate all around the 
world. It is also the access pass for the students to enroll 
universities globally.

“Our leading technology equipment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 method will allow the children to study happily, 
making it easier for them to absorb traditional value and 
global mindset,” she said.

At the moment, Rafflesia international school 
has some collaboration partners, including Tsinghua 
Experimental School in Shenzen, China,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Singapore, as well as Oregon St.Maria 
School, US. The lecturers and students in Rafflesia will 
collaborate with these school partners to undertake 
academic swap programme, allowing them to experience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t oversea, hence expand their 
international horizon.

She also said that the society that consist of three 
major races in Malaysia and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has created an unique situation for th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in the country.

“Not to mention that English has already become the 
most common social language for Malaysian since the first 

When China’s new top-level leader Xi Jinping was sworn as the country’s president, he outlined the ‘China dream’ 
idea, which is heading to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e of the momentum sources from this dream is to pursue fairness and justice,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citizens growth, cultural flourishes, improve in education as well as innovative technology.
In another word, the ‘education dream’ has also been reflected from the flame of the ‘China dream’.
In fact, under the one-child policy, it is not difficult for us to understand how much the parents in China would 
emphasize on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and prospect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This can be seen by the trend 
in the past few years, where we can see that many parents from China had sent their children to the oversea 
countries to be baptized by the Western education.
Speaking of inborn advantage, due to the long period of British colonial and hence followed the formal education 
system of Commonwealth countries, Malaysia’s international schools, as well as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are 
recognized by the US, Europe and Australia.  
“Carry the flag of MM2H, beside the claim that its selling point that the study fees is only a quarter of English 
education fees, relatively cheap, how can the local education companies optimize more advantages?” she asked.
Rafflesia Education Group CEO Teh Siew Lan has got something to say.

Rafflesia Education Group CEO Teh Siew Lan:  
Learning never ends. Only education can bring up a generation of able men. School institution should seek for 
perfection, meeting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holistic education’ recognized by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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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she said.
Comparing with many countries which have a single 

language environment, the multi-racial Malaysian society 
will allow the oversea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more 
frequently in daily life,” said Teh.

Solving the parents’ psychological barrier  
“Those who lived in here will know that the expenses 

of clothing, food, shelter and transport are very cheap to 
the extent that the value is well beyond the price. Children 
that are living in this multi-racial, multi-religion, multi-
cultural and multi-linguistic society, will have a better 
tolerance on racial group, sensitivity on religion and culture, 
as well as better command on language.

Besides Singapore, Malaysia also equipped with the 
most complete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amongst the ASEAN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comprehensive government 
system and business-friendly policy.

In addition, flight from provinces in China to Malaysia 
usually doesn’t take more than seven hours. Therefore, not 
very often the passengers will not find themselves in jetlag.

“Through the MM2H programme, the parents also 
have the free access to our country without the Visa. In that 
case, it would become much easier for the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to meet up,” she said.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parents from China, to send 
their own children to overseas for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s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ir children 
will have to master the Basic English in order to 
connect with the world better.

Only by doing that, the children will find 
themselves expose to more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ly someday in the future. The 
parents, however, might worry that their children 
could forget their own cultural and ethnic roots, 
if these children were to sent to the overseas 
when they are still small.

“Do not forget, Malaysia is the only country 
in ASEAN region that has a comprehensiv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she reminds.

Teh further said that the retained and 
inherited of Chinese culture in Malaysia will allow 
the students from China to gel into Malaysian 

society faster.
On this point, Rafflesia international school is clear 

about its market position, where it is providing a full-
English school environment that is comparable with the 
studying experience in Europe and U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emphasizes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Mandarin learning, allowing the children from China 
to receive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from the holistic 
education.

Teh hopes the strong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can spur th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and contacts. 
Wh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crease, more and more people will understand deeper 
and know better about Malaysia, and eventually the 
people from China will be attracted by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 of social and education in Malaysia. 
Moreover, parents from China can do business, invest or 
work in Malaysia, sending their children to study in our 
international school.

Rafflesia’s international school is prepared to 
welcome the foreign students. It is their hope that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can implement the business-
friendly policy and reduce crime rate in a more efficient 
and comprehensive manner. By doing that, the 
businessmen from China, investors and professionals will 
be more interested to come to Malaysia.

Rafflesia Education Group’s expectation from government

More foreign investors and professionals
Loosen the Visa-application •

Tax incentives for more SMEs in China that seek for listing or dual- •
listing here in Malaysia

Reduce crime rate •

International school operation
Subsidize international school’s expenses on recruiting students  •
from oversea

Tax incentives for international school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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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ial Dental Specialist Centre Managing Director  
   Dato Dr How Kim Chuan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Malaysia is the top five hotspots 
for dental tourism, along with Thailand, Mexico, Costa 

Rica and Hungary.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the local industry players 

in coming out with some selling points, adding charm to 
the dental tourism in this country. Firstly, Malaysia has a 
competitive pricing and high-quality dental care service. 
Secondly,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proficiency of Malaysian. 
Thirdly, the government strongly supported the dental 
tourism and participates in the official established MHTC, 
helping to promote Malaysia as the ideal spot for dental 
tourism. Finally, Malaysia, being a world-famous tourism 
city, may attract patient to travel around for sightseeing, 
while attending to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Imperial Dental Specialist Centre managing director 
Dato Dr How Kim Chuan told MCCC in an exclusive interview 
that it is the institution’s target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brand in the dental care industry.

“For us, to set a benchmark of dental care industry 
in the region and globally, we will utilize the state-of-art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but more importantly is our 
culture to provide best services.

“Our main focus is to serve the middle-class to high-
end users, as 40% f our clients are coming from foreign 
patients all around the world.

How said Imperial Dental Specialist Centre is aspire to 
blend both software and hardware technology, hoping to 
provide the most complete dental care services.

“However, we will in our niche market focus on the 
dental implants, orthodontics and invisalign. At the total 
area of 11,000 sqf, the centre has employed 15 medical 
staffs who are attached to different professional industry. 
With another 50 back-up support, we are ready to provide 
one-stop dental care services anytime for our customers 
who are seeking for medical treatment,” he said.

“We believe that the Imperial Dental Specialist Centre, 
with its latest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about dental care 
industry, not only it can attract more patients from China, 
but also attract patients globally,” he said.

Three-layer services
Besides bringing in the most advanced hardware 

facilities, service quality is also important for one to operate 
a business in this market with great potential.

In order to taking good ca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need, Imperial Dental Specialist Centre provides 
three-layer services. Firstly, through the convenient online 
enquiry and the professional assistance from the support 
staff, it will provide virtual consulting. Subsequently, it will 
enter into primary care, to provide regular dental check up 
for the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Next, in the secondary care 
stage, the institution will utilize its advantage of providing 
orthodontics, orthognathic surgery and implant surgery, 
playing the role as the referral hub.

The most popular treatment of all includes dental 
scaling and polishing, dental whitening, crown, veneer, 
implant, laser gingivoplasty and full oral restoration.

Respect the customers  
While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ASEAN is trying to 

attract the huge-populated China market, the Malaysian 
healthcare industry players start off from the thinking point 
of being more humane. In every details, the local players 
have to show that they respect the customers and human-
oriented.

 “For instance, we provide accommodation, tourist 
programme and special needs for the patients,” he said.

How further said that to ensure the patients are being 
taken care of, Imperial Dental Specialist Centre collaborate 
with the reputable coordinators and intermediaries from 
Australia, New Zealand, Hong Kong and London, allowing 
the patients to take their treatment course abroad without 
any worry.

Shenzou is a huge and growing market. To get a slice of 
cake, the players have to win the heart of customers.

How opines that the word of mouth between people 
is the most realistic marketing philosophy to penetrate the 
market.

Firstly, satisfied customer is the best proof for the 

Ever since the economic boom in China, each area has gradually moved towards post-industrial era, inevitably 
facing the issue of aging labor population. This is also a necessary phase that almost every developed country 
has to go through.
Moreover, following the wealthier population in China, thing has changed, as the awareness amongst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of oral hygiene and tooth protection has increased.
Since Malaysia is the ideal destination for dental tourism, it is crucial for the dental specialist industry to 
continuously cater the demand from China market.

Imperial Dental Specialist Centre managing director Dato Dr How Kim Chuan: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our team to create smile, hoping to put a confident smile on people’s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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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of product and service, and they are also the most 
convincing spokesperson, as well as the best return for our 
dedicated team after the handworks.

He added that, “Not only we provide Imperial Royal 
Treatment, the current customers can also enjoy the Patient 
Referral Scheme should they introduce new patients for us.” 

On reaching out, How said Imperial Dental Specialist 
Centre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marketing and 
promoting activities by MMTC.

Commenting on being humane, Imperial Dental 
Specialist Centre also emphasize on grooming the talent.

“In order to ensure quality from all perspective, we 
had also built a human talent centre which is equipped with 
full-training facilities, to train the internal doctors and staff,” 
he said.

Operating a Friendship, Not only a Business  
As conclusion, following the increased demand in 

healthcare tourism, having a vacation destination where 
it is equipped with quality, the advantage of having an 
affordable price for the patients and multi-cultural, will 
be the focus of tomorrow.

“We can be very proudly and say, Malaysia is heading 
towards the right track of becoming a destination of 
dental tourism at the full throttle. 

Healthcare Tourism Award this year has also showed 
the great effort of Imperial Dental Specialist Centre 
to promise quality, patients satisfaction and pricing 
competitiveness, to gain a strong foothold by striking the 
most ideal balance of these three major factors.

“We strive for better and to provide a complete 
premium service. This is all because of our strong belief 
to build a lasting friendship with our patients,” How 
concluded.

March5: How (Right) was awarded 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Dental Care Centre award, at the 2014 

Healthcare Tourism Award in Du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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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Healthcare Travel Council (MHTC)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Dr. Mary Wong Lai Lin 

Looking at the 1.4 billion worth of potential customer, Dr. 
Mary Wong stated that MHTC already started running 

campaigns to promote Malaysia top notch quality medical 
brands, addition to that will stay connected with media and 
potential customers via official website

MHTC’s targeted customers are mainly from the main 
cities (first tier and main urban cities). Specifically above 
30s with high purchase power, which emphasis on living 
quality, particular about health and body care to promote 
Malaysia’s quality medical tourism from word of mouth.

‘On the other hand, we will work with local hospital 
and signing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Now Malaysia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Xi’an Modern Women’s Hospital, 
Xi’an Gaoxin Hospital, Jinan Jia Yue infertility Hospital, Jinan 
Korean cosmetic surgery hospital, Chongqing Huamei 
Plastic Surgery Hospital, Chongqing Modern Women’s 
Hospital signed a letter of intent for knowledge sharing.’ 
MHTC is also supporting the China local travel agency 
with marketing training,  such as Shenzhen Century Plaza, 
Jinan Ginza travel, Chongqing, China Travel Servic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cal tours.

Developing country ≠Developed medical 
standards? Capability will proves itself

Malaysia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it’s understandable 
to be doubted that our medical standard is not on par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How to get rid of this bias 
impression, became the key to winning the local medical 
tourism dominate the next level.

Dr. Mary. Wong Lai said,’ Malaysia’s medical tourism is 
the only one who needed Ministry of Health’s approval, and 
not Tourism board’s approval.

Malaysia as one of the few main country who is 
governs by straight laws, policies and safety so that visitors 
can be assured access to quality care.

‘In terms of quality, overseas patients can be assured; 
the price is also monitored by the government. China’s 

medical industry and its system is also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certification such as the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 JCI),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quality 
organization (ISQua) and Malaysia Health Quality 
Association (MSQH)’s. “

Currently Singapore government is decided to 
extend its Medisave to the appointed Malaysia Medical 
Corporation, allowing citizen to seek for medical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one by International Living 
.com, Malaysia is ranked no.3 in the world for its quality 
assured medical services with affordable price, no.1 in Asia. 
In ‘World Best Medical Tourism Hospital’, Medical Travel 
Quality Alliance (MTQUA) selects Prince Court Medical 
Centre as no.1. Kuala Lumpur is being ranked by CNN as no. 
4 ‘Best Shopping Location’, no.2 in Asia. ‘These proven that 
Malaysia Medical Tourism has advantages on the global 
ranking.’

She added, most of the Doctors in Malaysia are 
educated from the west they are skillful and safe. 
‘Friendliness of our local culture is also one of the 
attractions for China travellers. We are expecting 15% 
growth in medical traveller this year.

‘Value for money, is also another main selling point.’ 
She said, Malaysia medical industry is able to provide 
affordable quality service, especially cardiology, oncology, 
orthopedics, weight management, fertility treatment and 
etc. “Favorable exchange rates also play a role, so that 
visitors pay more favorable price, which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accommodation and transport.’

We are very seriou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and between patients and the medical 
coordinator. Especially to those who visitted the hospital, 
the doctor will spend quality time with patient to diagnose 
in depth.

In terms of diet, ethnic diversify in Malaysia can offer 
patient a wide variety of dishes, including common Halal 
food in Malaysia. After all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Patients Beyond Borders’report dated 2013, the global increment for medical tourism is 15- 25% 
per annum, it worked out a revenue of RM40-60 billion. 
On the other hand, looking at Malaysia’s medical tourism’s profit on 2012 is RM600 million, 61% higher than 
three years ago. While we think that the profit is very encouraging, in compare to the big pie which reported by 
‘Patients Beyond Borders’, the enormous potential of this industry is no doubt mushrooming.
With the bright potential of medical tourism industry, many South East Asia countries can’t wait to join the club, 
slicing from this big pie of revenue. Malaysia which enriched with natur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affordable 
medical resources, we are listed as one of the top 10 health care country in the world.
Looking at all the competition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how does Malaysia maintain our status quo as the 
top 10 in the world? Is our local medical tourism industry ready to handle the high demand from China? The 
renowned Malaysia Healthcare Travel Council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Dr. Mary. Wong Lai will bring us through the 
medical tourism industry, to have an insight of the developments and strategies.

‘In 2014, Malaysia Tourism Year, we look forward to more local visitors to enjoy high-quality medical services and 
unforgettable holiday.’ Said Malaysia Healthcare Travel Council (MHTC)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Dr. Mary. Wong Lai Lin.

44 2014/03

Cover story
封面专题



across China have been more than 20 million, slightly more 
than Muslim population in Malaysia. Once this group of 
Chinese Muslim diet or lifestyle needs are property taken 
care of, it might be another potential market.

The advantages of Malaysia Medical Tourism are 
numerous, it’s also includes the world class treatment, 
professional specialist and top quality medical equipment.

Enhance promotions and collaboration  
As the wealthy increase, plus high savings rate as a 

powerful backing, Asia has become the world’s richest 
potential for medical tourism services market. The increase 
rate of medical tourism services is gaining at double digit 
each year.

Due to the chained effect of Medical tourism, it 
is increasing the hospital’s revenue, but also to bring 
the whole country hotels, restaurants,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and legal series, and other related insur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economy transformation, in the 
future 10 years time medical tourism industry will bloom,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tourism at the right time.

Dr. Mary. Wong emphasis that Malaysia government 
is very supportive towards medical tourism industry by 
providing Investment Tax Allowance (ITA) for medical 
equipment enhancement, to promote globally on quality 
medical services and talent training etc. ‘ Of course the 
investment in the industry and the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s, are shaping the good 
reputation of Malaysia medical industry.

Nevertheless, the upmost priority now is to strengthen 
domestic promotion activities, to highlight to the local on 
Malaysia’s strength on quality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On 
top of that also to enhance the collaborations with local 
hospitals, enterprises, travel agencies, airline and insurance 
group, to introduce more convenient medical tourism 
group, more domestic direct flight and related product.

‘ The government even went one step further, try to 
offer incentive on charges for medical tourist, in order to 
attracts more people.’

The key to more tourist, year 2014  
Malaysia is a well known ideal travel destination, not 

only has sunny beaches, tropical rain forest and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it is also a popular shopping, golf and 
other leisure destinations. ‘In heath care, we have physical 
examination, infertility treatment, orthopedics, cardiology, 
cardiothoracic surgery and more, customizable for high-
end customers which available in special medical tour.

In compare to other SEA countries, Malaysia is 
politically stable and very safe country. ‘ Chinese language 
as one of the main language being used, enabled Chinese 
patients to easily communicate and stress-free about 
language barrier. ‘ Moreover, Malaysia inherited the 
Commonwealth Medical System which the government 
have straight control over the quality and price, to maintain 

the confidence of patients on the medical system and 
policy. ‘ Malaysia medical institution and China Travel 
agency will establish an efficient referral mechanism, to 
level up health care collaboration to the next level, speed 
up medical treatment and enhance efficiency.

In the future 5-10 years, MHTC will aggressively focus 
on the national marketing, widely develop the medical 
tourism package, work together with the hospital sector in 
marketing strategy, and not forgetting to create more point 
of contact and capacity building.

More importantly, year 2014 is 40th anniversary of 
Malaysia-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also is a Tourism 
Year. ‘ We look forward to more local visitors to enjoy high-
quality medical services and unforgettable holiday.

Lastly, Dr. Mary Wong is confident that the goo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ll favor a long-term partnership 
among both countries’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cope with the growing medical tourism in 
Malaysia demand, Malaysia Medical Tourism Council 
(MHTC) has established East Asia office in Hong 
Kong last year. The office is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East Asia affairs, covering China, Hong Kong, 
Macau, Taiwan, Japan, Korea, Nepal and Mongolia. 
This office will act as “one-stop” service center for 
patients to provide the latest medical information 
and assistance, at the same time to provide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medical tourism industry 
latest information and suppor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MHTC has contributed 
to China, Hong Kong and Malaysia, private hospitals 
9 letter of intent, exploring the intelligence in 
medical tourism and knowledge sharing. The 
number of Chinese medical tourists from 8,075 
in 2010 to  16,331 in 2012, showing that domestic 
demand for medical tourism services is encouraging. 
Addtion to that, Cardiology, cardiothoracic surgery, 
oncology, infertility, orthopedics, plastic surgery and 
etc. are the popular service among China 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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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条件是，大马的发展商必须拿出十足的

诚意出来。”从事基建投资与项目融资服务的

陈云祥经济硕士告诉记者，现代的中资企业作风都很

务实，谨慎。“首先，坐拥地库资源的大马发展商若要

跟中资商讨土地买卖，应该提出诚意价。”

据他撮合过的合伙做生意的心得，中资肯定会事

先对感兴趣的房地产做足功课，议价前也有了铺。“重

点是，他们相当排斥不合理的“坐地起价，漫天开价”

的手段。”

鉴于此，陈云祥建议，马资发展商宜调整心态。“

有时候，（短期）吃亏，就是为了（长期）占便宜。”

他以当前房产交易最炽热的依斯干达区（Iskan -

dar Region）为例，多家本地发展商都持着观望态

度，不敢大兴土木。“业者都在担心着房子建出来后好

景不再，未必如往日般全盘卖出，而面对滞销困境；第

二个心态是，希望以更高的价位把地卖给中资，赚取价

差。”

陈云祥强调，这两个做法，一个杯弓蛇影，一个投

机取巧，非长期的经商之道。“毕竟，大马2014新财政

预算案的打房政策，并不足以引起实际的恐惧效应。尤

其是海外投资者经过衡量后，始终都不会放弃这块本

金低，回酬高的房产市场。”

陈云祥也曾在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上，分享碧桂

园在马投资的成功案例。

马资发展商购地壮大
增添与中资联手筹码

陈云祥不畏言，既然绿地把目光投向南马，日后该

集团的足迹就极大可能从南北上，一路开发到中马吉

隆坡，甚至北马槟城地带。碧桂园从南马新山，慢慢发

展到中马区，就是最好的例子。“这股趋势锐不可当。

本地发展商是时候认清大局，探讨如何“借势、借力”

，争取与中资发展商合作、融合。”

踏入今年初，中国房产界著名企业——绿地(GreenLand)、碧桂园(Country Garden)以及万科(Vanke)

相继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美国进行大手笔投资。近期，尤以绿地高调地以在马中资发展商前所未见

的投资额的姿态，落户柔佛州首府新山市，最为瞩目。（参考文字表）

撇开向来被视作房产热点的澳、美两国不说，马来西亚在各项得天独厚的条件加持下，近年确实迅速崛

起成了海外人士理想中的“第二家园”。

根据地产顾问公司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的报告，去年中国机构投资者和散户共投资19亿美元（约

62.3亿令吉）于大马房产，超越投资在香港的8.67亿美元和新加坡的18亿美元。

为抢滩这股商机的中资发展商有备而来，马来西亚发展商该如何是好？面对汹涌而至的中资同行，又会

否侵蚀马资发展商原有的市场份额？

答案是：未必！

《马中经贸》在综合了市场与房产界人士的意见后，得出一个结论：中资与马资发展商之间，并非

单纯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反而，两方一旦建立起长期合作，“借势、借力”联手把这块

大蛋糕做大，未来将共同开拓东盟的商机！

中资发展商钟情马来西亚	

马发展商诚意合作缔双赢
特别报道｜朱国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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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所说，与成熟的国际发

展商合作，学习成熟的市场经验，为万科往海外投资的

三大策略之一。换言之，马资发展商除了标榜土地的“

诚意价”，还要拿出更多具说服力的拉拢“筹码”。

归根究底，发展商最大的竞争力“王牌”，除了地

库，就是地点。陈云祥认为，继续寻购卖少见少的策

略性，乃至于黄金地带地皮，是迈出制胜关键的第一

步。“本地发展商需要壮大地库显得事不宜迟。尤其趁

着系列打房政策短期奏效，让地价稍微回稳之际，发

展商有机会以理想的低廉成本，购入地皮。”陈云祥指

出，相对来说，中资在马的购地活动，依然面对多少门

槛与程序上的阻力。

值得注意的是，绿地在新山市所购土地的卖家，正

是在大马房产界有名望的华裔富商丹斯里林刚河。他

也是早前透过把旗下地库出售给碧桂园，成功引进首

家中资发展商的灵魂人物。由此可窥视出拥有策略性

地库资源的战略意义。

马资发展商“借势、借力”， 
联手中资享５大甜头

亚洲成功学权威陈安之曾说过：“趋势就像一匹

马，如果在马后面追，你永远都追不上；你只有骑在马

上面，才能和马一样的快，这就叫马上成功！”

总括而言，与中资发展商建立合伙关系，是确保在

未来立于不败之地。一旦与中资合伙联营，陈云祥提

出，马资发展商可至少享受５大甜头。

第一，现代房产界兴中上或高档模式，建材成本当

然会水涨船高。但本地发展商往往局限于加剧负债率

（Net Gearing）或销量难保障等心理障碍而蹉跎不

前，从而错失良机。

按一般联营方式是，当地企业供应土地，外资企业

负责建筑工作。这么做，本地发展商即无需承担建筑成

本的负担和潜在风险。

马资发展商还能利用一笔相当可观的售地回酬，

加上原有现金流，继续物色其它地库，增加购地中标

率。

第二，马资发展商可善用知名的中资品牌效益。经

多年研发，加上实力证明，中资发展商的影响力如日中

天。其所设计的元素，在庞大的中国投资者中深得民

心，已是票房保证。马资若有效善用伙伴的知名度，还

可让自家旗下其它楼盘升价数倍。

第三，学习中资企业的优点。一些历经沧桑的中资

发展商为何还能屹立不倒？其多年累积的人脉网络、房

地产创意设计、免于被淘汰的宝贵经验，对经历较少的

马资企业来说，尽是无价之宝。

第四，中资发展商掌握了核心的技术。中资从建材

研发如创新的蜂巢复合材料，到大型器件建筑与衔接

阶段，都拥有了很高含量和认授性的尖端科技。譬如，

中资有能力在陡斜的斜坡上建造别墅，根基稳扎如平

地。

第五，细观中资发展商推广销售的海外地产项目，

其“卖点”大致可划分成移民、留学、投资和休闲旅游。

可以说，中国房企正是看准了为上述目的前往海外买房

置业的中国投资者。

与中资合作，可应用中资品牌和号召力，更具说服

力提高中国买假的成功率。

诚然，投资环 境、投资收 益、营运 成本、物价水

平、教育水准、医疗素质、语言交流、地理位置、国际

外交及友善经商度等，都是吸引中资来马投资主因。更

难得的是，马来西亚也是中国进军东盟的踏脚石与营

运中心。

陈云祥也透露，目前已有两家本地上市发展商委托

他执行与中资寻求合作。

碧桂园
投资3个大型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00
亿人民币；两个月内售罄6000多套房
子，实现100亿人民币销售额

富力地产
斥85亿人民币收购柔佛州新山区6幅土
地，面积116英亩

新华联
拨3亿人民币购买柔佛州梅蒂尼（Me-
dini）B区9幅地块，总建筑面积为19.16
万平方米，料建设南洋度假中心

雅居乐
斥资4.3亿人民币取得吉隆坡一块约4.1
万平方米的土地，为首次试水海外市场

绿地

签署新山市两个项目合作备忘录，拟斥
200亿人民币进行建设；其中一项目将
成为迄今中企在马投资的最大规模房
地产单体项目

文字表：中资发展商	在马投资步伐

（资料来源：金融界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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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资发展商 中资发展商 联手效益

地库

- 拥有策略性地皮
- 有议价能力
- 可接触地方机构，有效解决

土地与建筑工程上的种种
问题

- 较难获取理想地皮
- 可无风险投资在合法的好地

皮上
- 利用当地发展商在当地圈子

的知名度

- 吸引到有素质且具策略性的
投资者/伙伴，形成长期合作

创意设计与
成本效益

- 可以从富有经验的中资联营
伙伴身上，学到无价的经验

- 从中国激烈竞争环境中，练
就丰富的市场经验

- 马资发展商少走冤枉路，实
现高效营销策略

人力资源
- 可让团队直接从中资联营伙

伴身上，学习企业需要的“
拼搏”精神

- 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及经验丰
富的工作队伍

- 双方互相学习、指教、分享
经验，养成良好有效的工作
文化精神

对中国买客
的吸引力

- 过去经验显示，马资发展商
实力单薄，难以有效吸引大
量中国买客

- 中国买客对马资发展商缺乏
信心基础，后者品牌效应也
不大

- 拥有现成的买家/投资者，锁
定潜在市场

- 有至少3成楼盘成功脱售的
保障

- 吸引到马、中两国有素质的
买家

现金/资产
负债比率

- 降低负债率
- 由中方补足

- 现金雄厚
- 有能力从中国金融机构手中

取得更好的贷款配套

- 结合实力规模，更有把握以
优惠息率，取得做发展用途
的更高贷款

资本市场／
股票价格

- 有知名度的联营伙伴扶持，
提高投资者信心

- 策略项目投资， 
提升买家信心

- 还未正式合作之前，对彼此
股东、投资者就带来了双赢
局面

开拓	

东盟市场

- 更充分了解印尼与泰国市场
- 马方友好邦交

- 在区域市场知名度提升
- 发挥团队精神

- 共同壮大品牌声誉
- 开拓东盟市场

马、中资发展商联手：效益递增

近期在2014年房地产展望的一项名为“推荐给中
国”论坛上，座上嘉宾之一的中国银行马来西亚分行行
政副总裁许赞军说，马来西亚永久地契房产及低首期款
项，是吸引中国投资者来马置业的原因之一。 

与中国相比，马来西亚置业仅需10%首期款项，在
中国需要30%。

许赞军说，中国最高仅有70年地契，马来西亚永久
地契极具吸引力。马来西亚的贷款也较为方便，租金回
报率高，甚至可用租金供房。

马来西亚购买房屋手续健全，交易安全，四季如
夏，成为吸引中国投资者的关键。“吉隆坡、槟城、新山
及马六甲都是中国投资者置业的热点。”

马房价比新加坡便宜，也是中国人购买依斯干达房
产的主因。 

有趣的是，60%中国人有兴趣拥有自己的度假屋，
供避暑或避寒，同时，也是中国人民退休养生的首选。
马来西亚的“第二家园”计划契合了他们的这种需求。

2014房地产展望	“推荐给中国”

陈云祥经济硕士是NCB集团首席执行员，也是美国APAVE集团（apave.com）东南亚区域策略董事。他也为发

展商提供房地产和基建投资项目管理服务。

此外，陈云祥也是马中企业家大会对接会主席。

陈云祥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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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联谊会上，本会不但邀请了马来西亚国际贸

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致词，还邀

得新任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莅临。这是黄大使履新后，

首次出席马中总商会的活动，对本会及马中友好关系都

是一大亮点。

慕斯达法致词时表示，中国未来5年往海外发展的

投资额达高达5000亿美元（约1兆6600亿令吉），我国

若争取其中5%，将大幅提升经济效益。“这也将会是

我为贸工部设定的关键绩效指标（KPI）一环。”

他举例，马中去年贸易额取得12.5%的双位数增

长，中国商家也在柔佛州新山金海湾及马六甲州等地进

行投资，对我国极具意义。

“马中双向往来可分成３部分，即投资、贸易及旅

游业来看，在增进与中国的贸易，贸工部取得显著进

展。但，在吸引中资却有待进步。在吸引来马观光的游

客方面，则有赖于旅游及文化部长再接再厉。”

总结2013年，中国到我国投资纪录为7亿美元。论

经济规模，这笔7亿美元纪录只是未来5年5000亿美

元投资预算的九牛一毛，显示日后仍有很庞大的开发

前景。

大年初八，华族传统社会相信是谷子的生日。这天天气晴朗，则预示着这一年稻谷丰收，国泰民安。

踏入2014年甲午年初八的傍晚时分，伴随着悠悠余晖，徐徐清风，马中总商会在吉隆坡暨雪兰莪

中华大会堂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新春联谊会，率先为马中建交40周年系列活动热身。

马中总商会甲午年新春联谊会

“不求最大	但求最好”

马中总商会全体同仁连同贸工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以及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恭祝各界“新年进步，马到功成！”

马中总商会甲午年新春联谊会

50

点活动焦

2014/03



展望2014年，标志着马中两国建交迈入40周年；

紧接2015年则迎来东盟经济共同体（AEC）的成立，

而且大马将出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也是极其重要的一

年。慕斯达法呼吁，本会鼓励更多中资企业来马开设办

事处。

他指出，贸工部将拟定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方案，希

望能在未来5年积极吸引大批外资，包括瞄准中国逾1

兆余令吉投资的5%比重，即相等于250亿美元或825

亿令吉。同时，贸工部也将致力于与中国驻马大使馆、

马中总商会合作，实现这项壮举。

黄汉良：秉持“５好”精神

马中总商会会长拿督黄漢良希望，本会新一年在

推动马中两地的经贸发展上有更大的贡献。他也提出

本会做事情“不求最大，但求最好”的理念。

“马中总商会要做的更好，首先要有宗旨好、方向

好、理念好、组织好及关系好。只有具有五好精神，商

会才能办得更好。”

谈到友好关系，黄漢良指马中总商会与贸工部有良

好关系，更获部长慕斯达法称赞为，是在做国民服务；

他也在场上感谢中国驻马大使馆方面所给予的援助。

马中建交40周年	 	
马中总商会办系列活动庆祝

黄漢良也提出，马中总商会将配合马中建交40年

的大日子，安排系列活动庆祝这富有意义的纪念日子。

当中，包括暂定在５月５日，与新华社、中国驻马大使馆

配合出版名为《光辉40载》的大型图片集，并进行全国

巡回展。另外，本会旗下的7个州属分会，每个分会举办

3场活动，希望借此广泛传播到全国各地。

“我们的7个分会也会在全国各地主办各别的纪

念活动。6月28日是马中总商会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

马中建交40周年及总会成立24周年纪念晚宴。”

此外，本会还将积极参与国内主要华团所举办的

一切活动。

席间，新春联谊会筹委会主席颜登逸说，马中总商

会向来坚持为马中企业提供经贸的大平台，包括过去３

年以不同主题举办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成功为

大马招商引资，也为两国的经贸发展做出了实际的贡

献。

至于今年的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黄漢良透露，

暂定将于9月9日移师至中国厦门举行，以更贴近地给

中国商界推介我国的投资环境。

这场新春联谊会汇聚了马来西亚的政、经、文、教

界人士及国外使节人员，在新春佳节齐聚恭贺新岁，互

道祝福。

出席嘉宾包括中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宣国兴、

中国大使馆领事参赞林动、华总永久名誉会长丹斯里

吴德芳、华总前主席丹斯里林玉唐、马中友好协会会长

拿督马吉德、马中友好协会秘书长陈凯希、董总主席叶

新田博士、客联会总长拿督杨天培、马台商联合会总会

长拿督江文洲、马台商联合会名誉总会长拿督丁重诚、

大马宗乡青基金会主席拿督斯里洪来喜、行动党副主

席郭素沁、行动党总财政方贵伦、甲洞区国会议员陈胜

尧、隆雪华堂副会长郑淑娟等等。

贸工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贸工部
将拟定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方案，希望能
在未来5年积极吸引大批外资，包括瞄
准中国逾1兆余令吉投资的5%比重”

新春联谊会筹委会主席颜登逸：马中
总商会为马中企业提供经贸的大平
台，成功为大马招商引资做出贡献。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宗
旨好、方向好、理念好、组织好及关
系好，商会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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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甲午年新春联谊会马中总商会甲午年新春联谊会

在黄漢良与陈友信（中）的带领下，马中总商会全体同仁齐声恭贺各界！

（左起）黄惠康大使在林恒毅的迎接下，阔步入场；右为林动参赞。

黄惠康大使（左）走马上任后首次出席马中总商
会新年活动，并向黄漢良（右）贺新年。

为表示敬意与谢意，礼尚往来，黄漢良（右二）赠送水果礼蓝予黄惠
康大使（左二）；左起为陈友信及颜登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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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期间，马中总商会总会长黄漢良（左二）与贸工部长慕斯
达法（右二）应景地各执一副春联。左起为本会其中两位副总
会长宋兆棠以及林恒毅。

慕斯达法与沈哲初握手。沈哲初担任纪念马中建交40
年的《光辉四十载》大型图片集筹委会主席。

慕斯达法（左二）向黄漢良（右二）赠上写上“马上有钱”
的春联一副；左起为本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以及新春
联谊会筹委会主席颜登逸。 陈凯希（中）与慕斯达法（右）亲切握手。左为陈祈福。

黄惠康大使（左五）及慕斯达法（左六）与马中总商会的领导及华社领袖齐捞生。左起为陈凯希、叶新田、林玉唐、杨天
培、右起为陈友信和黄漢良。

黄惠康大使与慕斯达法趁着见面的机
会频密交流，言谈甚欢。 慕斯达法（左五）与黄漢良（左六）联同马中总商会同仁做“恭喜”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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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结束前，马中总商会一众领导为慕斯达法（中）送行。左起为王成福、林恒毅、林玉唐、杨天培；右起为宋兆棠、刘
俊光、陈友信、黄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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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惠康大使事务繁忙，马中总商会为其送行，送上祝福。左起为包久星、林恒毅、林玉唐、颜登逸、黄漢良；右起为杨雅
发、卢国祥、刘俊光、陈凯希、杨天培和陈友信。

贵宾厢房内，赛义德诺鲁尔扎曼（左起）、慕斯达法、黄漢良以及郭素
沁言谈甚欢。

大年初八傍晚，各界领导齐集一堂：左二起为宣国兴参赞、黄漢良、
本会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以及会讯出版委员会主席兼中央理事陈云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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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包括：（一）中国将与东盟，包括马来西亚，共

建命运共同体；（二）重新打造21世纪的海上

丝绸之路；（三）筹建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黄大使出席七大华团设宴款待上，在致词中指出“

未来5年，中国将向海外投资5000亿美元（约1.65兆令

吉），其中不少于1000亿美元（约3200亿令吉）将投向

东盟的大型合作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将创造无限商

机。”

七大华团分别是华总、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马来

西亚中国总商会、大马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大马华人

姓氏总会联合会、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及八大华青，共同

欢迎黄惠康和夫人赵舒美抵马。

黄惠康透露，最近有不少中国机构来马实地考察，

身为大使，他将极力推动马中经贸合作，使马来西亚贸

易走向新台阶，真正造福两国人民。

他说，为有效解决东盟和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

设缺乏资金的困难，中国政府已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而中国将承担大多的分股。

大马满溢乡情、亲情、友情
黄大使：身处异乡，不感陌生

黄大使感慨，从踏上我国国土那刻起，即一直沉浸

在浓浓乡情、亲情和友情氛围中，丝毫没有感到身处异

乡。

他说明，乡情即“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虽生

在浙江省杭州，黄大使至今到过4个国家、12个城市长

期生活。吉隆坡将是他第十三个故乡，他遂视在座者为

其老乡。

抵步吉隆坡近2周，他也沉浸在浓浓亲情中，更见

着诸多“黄氏兄弟”。

“有拿督黄漢良、丹斯里黄家定、拿督斯里黄家泉

等人，因为我们是黄黄不分、黄黄一家。”这席话引得

全场哄堂大笑。

此外，更多的是友情，只因本地华界领袖与菁英都

是好兄弟、好朋友。“在这种背景下，我承担中国大使

的职责，感到非常高兴，相信在任期中会得到众乡亲、

众朋友、众兄弟的鼎力支持。”

极富文采的黄大使也送上4句话，表达对马来西亚

华社和人民的感情。

 1. “ 华社、华教、华商，三华兴大马”。黄大使以我国

首相纳吉所言，如果没有华社，马来西亚就不会有

今天之成就。他认为本地华社在增强凝聚力，促进

华人社团的团结互助，在发展华人经济、传承中华

文化、争取华人权益等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形成

独特的华人文化。

“我国华教是仅次于中国、香港、澳门、台湾之外，

拥有最完整、最发达、最系统的教育模式。我知道

在海外维护华人的地位和文化传统有多么不容易。

华社极其重视华文教育，在艰难困苦下，慷慨解

囊，鼎力办学，走出在海外传承中华文明的一条新

路。从独立小学、独立中学到独立大学，形成完整

的华文教育体系，作为中国的大使，我为这样美丽

的风景线感到自豪和崇敬。”

“华商的杰出代表，为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和马中友

谊作出杰出贡献，我们华人离乡背井，在海外创业，

极其不易，我们看到马来西亚顶尖的企业家，很多

2014年马中建交40周年之际，中国派遣了外交经验丰富兼国际法专家黄惠康阁下来马接任大使一职，彰

显了中国对马来西亚的高度重视。

为促进中国跟东盟与我国之间的经济、友谊发展，助大马贸易创新里程碑，黄惠康大使指出，中

国政府正落实３个“一”的周边策略。

３策略促区域经济友谊	

中马互动走向新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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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华人、华商的菁英，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力，创造很多财富和就业机会，更让我敬佩的是

这些事业有成 的华商，在慈善事业方面更不遗

余力，对华教鼎力相助，也给中国贫困地区的希

望小学和其它慈善事业很多帮助。”

打造中马钻石10年
2. “华侨、华人、华裔，三友助中华”，华侨现在

的祖国是马来西亚，但中国是大家的祖籍国，他

套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马时说的一席话：“

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是中马友谊的见证者、亲历

者、推动者，没有华人、华侨的努力，就没有中

马关系今天的大好局面。”

3. “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三好续情缘”，马

来西亚是中国周边地区可靠的好邻居，也是中

国的好朋友，因为彼此在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

助、文化上互动。

“马中两国还是好伙伴，我们在经济、贸易、金

融、旅游、教育、文化等各方面都经常合作，并

拥有丰硕成果，这个情缘，就是古代的联系、当

今的友谊、未来的合作，孔子曰‘三十而立，四

十而不惑’，马中关系进入第四十个建交年代，

所以说马中关系已迈入‘不惑之年’，在未来10

年，中国政府提出要打造东盟国家，包括马来

西亚之间的‘钻石10年’，所以我们为此继续努

力。”

他指出，在去年，中马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千

亿美元大关，达到了1千零60亿美元，这个数字

使马来西亚成为亚洲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

日本和韩国，也使马来西亚连续第六年成为中

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目标是到了2017年，双边贸易额要突

破1千600亿美元，而到2020年，需要超过2千

亿美元，让中马贸易关系继续走在东盟关系的

前面，所以贸易会增加，投资也会增加，中国

的投资少于马来西亚投资的状况很快就会改

变。”

4. “马年、马来、老马，三马齐开泰”，他说功成马

到，功成在马来西亚，作为新任的中国大使，他

将秉承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秉承为民服务的

精神尽力做好自己的职责，促进两国关系。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纪事簿

1963年

马来西亚建国后，中华民国于翌年在吉隆坡设立领事馆。

1969年

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

1974年

中华民国因马来西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裁撤其总领

事馆。

1974年5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马来西亚建交，并开始派遣驻马来西亚

特命全权大使。

从1975年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派遣了１４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黄

惠康阁下大使为2014年1月份新上任的中国驻马全权大使。

黄汉良：

马中经贸首破千亿美元	
翼再接再励更上一层楼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黄漢良认为，马中2013年经贸额
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约3200亿令吉），达1060亿美元
（约3380亿令吉），在东盟名列第一，有赖于全国民众
共同努力的成果。

接下来，他希望我国政府日后设法简化两国签证的
办理程序，减少繁文缛节，让马中双方经贸合作更上一
层楼。

无论如何，黄漢良也点出，中国往大马的投资表现
尚且差强人意。他谨代表大马工商界，寄语新任大使黄
惠康带动更多重过上加，前来我国设厂和投资。”

正值马中关系春暖花开的时刻，黄大使履新后可谓
肩负起更艰巨的任务，俾使两国关系继续迈进。“这是
非常艰辛的一条路，不过，我国华团会始终支持，并大力
配合大使馆的任何活动，尽量为黄大使献一份力。”

黄惠康曾担任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大使，黄漢良幽默
地分析道，尽管吉隆坡（大马首都）无法与纽约相提并
论，但吉隆坡。

“所谓“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马来
西亚有专属的特色，尤其是在南海争端的时候，马来西
亚取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上我国的华团在公共
外交上，可协助大使馆，协助新大使完成任务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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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团设宴欢迎新中大使黄惠康

马中友好关系振经贸 筑友谊

黄惠康大使（左七）与马中总商会同仁留下纪念性合影。

马来西亚客家籍贯乡团难得齐聚一堂。

黄惠康大使与赵舒美伉俪（前排左5）出席七大华团设宴款待，并与一众华团及接触华商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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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惠康大使与马中总商会一众中央理事合影：惺惺相惜。

黄惠康大使与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及分会理事合照：有缘相聚。

黄惠康大使（左三）与马中总商会各州分会理事代表祝酒：谈笑风生。

黄惠康大使（左）入乡随俗，趁着新春期间与方天
兴（左2起）、吴德芳、林玉唐及符之庆齐捞生。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左二）与黄惠康大
使（右二）握手言欢。左为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
长陈友信。

丹斯里方天兴（右）敬请黄大使（左）就座享用大
马美食。

黄惠康大使成为各人竞相合影的人物：众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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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妙玲以一家发展商为例，该发展公司与客户签署
兴建工程，整个工程需2年施工期才能竣工。“

问题是，以签署的合约没注明明年４月起落实的消费
税，导致发展商可能需要承担兴建成本的消费税；该客
户有权基于合约不涵盖消费税条例而拒付，最终损失
的是发展商而已。”

换言之，一旦掌握了消费税的实际操作，即可避免
陷入合约条款的“灰色地带”，从而付出不必要的沉重
代价。这个代价包括金钱上的损失，或是与合作伙伴及
客户的关系蒙上阴影。

尽早掌握消费税，还能避免执法单位的沉重罚款对
付。黄妙玲指出，逾期注册消费税账户的商家，往往需
要为自己的责任与违例行为付出代价（参考文字表一）

。她强调，消费税的影响涉及一个企业的各项环节，如
日常交易、资金流动、市场行销、定价策略、商业合同拟
定、采购日常记账等，稍有差池就可能导致公司蒙损或
中罚单。

陈云祥则指出，在策略上，一个懂得配合消费税
而“变通”的商家，更能突围而出。“假设你确定公司的
进项税大于销项税，享有从关税局索回的优惠（参考文
字表二），你还是可以善用这一点，让消费者相信贵公
司不会胡乱把成本转嫁到客户身上。比你的竞争者懂更
多，然后把知识派上用场，始终是有利的。”

他补充，用作处理消费税的会计核算软件虽非万
能，但少了这一套系统，则会事倍功半。“消费税是根
据交易记录为基础，交易量越多，通常越难以人手方式

“你和竞争者销售同一样产品，彼此在采购成本与价格定位上势均力敌。然而，如果你比别人更快配合
消费税（GST）调整了营销策略，降低或避免直接向消费者的口袋掏6%消费税的负面影响。那么，你觉
得，消费者会先考虑购买哪一家产品？”

距离落在明年4月1日的消费税落实期，商家只有一年的时间作热身准备。为了让本会会员比其他商家更
快一步掌握消费税的实际运作，并开始采取应对的行动，马中总商会财经与投资委员会在3月中旬举办了
《12个月内准备好应对消费税研讨会》。

研讨会请来资深的YYC	ADVISORS税务部主任黄妙玲女士及IT界精英——NCB	TechVision	私
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陈云祥硕士现身说法，为与会的50名出席者分享专业知识与经验，让出席
者们获益匪浅。

《12个月内准备好应对消费税研讨会》

快一步掌握消费税
免亏损夺先机

黄妙玲（右二）：提早准备迎
接消费税有利于公司运作。
左起为陈云祥、马中总商会副
总会长宋兆棠、财经与投资
委员会主席罗章武以及YYC 
ADVISORS消费税董事陈
顺达。

日　期： 2014年3月15日
地　点： 马中总商会会议室
主讲人： YYC ADVISORS税务部主任黄妙玲女士 
  NCB TechVision私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陈云祥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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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每一单交易。还会面对交易数据遗漏、不正确输入
税务状况、免税代码（tax code）不明确或重叠种种问
题。因此，会计核算软件是一个辅助商家符合消费税制
度的高效工具。”

一年筹备，步步为营
既然消费税对一家企业如此具影响力，商家在紧接

下来的一年筹备期内，究竟该如何周详地规划？
黄妙玲建议，首先在2014年３月至4月应着手开始

初步审查（参考文字表三）。4月期间，还要同步进行评
估研究。完成后，５月至９月即要逐步实行消费税核算。
同一期间（6月至9月份），商家不能忽略测试新的会计
系统。待公司内部准备就绪后，在10月至12月份，则是
时候申请消费税账户。

“经过上述的阶段，踏入2015年1月至3月份，商家
基本根据官方要求或反馈，为准备消费税工作进一步
调节；只是要在３月份前，特别留意特别退款（Special 
Refund）事项，也要留意电算存货数额。”

在税务组别当中，她说明，商家必须留意应纳税与

非纳税的分别（参考文字表四）。“精明的商家需要了解
哪些生意是标准税率（Standard-Rated），那些物品
属于零税率（Zero Rated）。”

目前，政府已确认农业产品、主要粮食、家禽与相
关用品、鸡蛋与鱼类、1个月内首200度电用电量、净化
水、部份零件等等都属于零税率物件。豁免税率的商业
性服务则涵盖轻快铁、巴士、葬礼、德士／出租车、大道
收费、水运交通、私人医疗服务与教育服务、金融服务
等等。

“豁免税是商家不可以征收消费税，同时也不能向
关税局申请回扣。比如医护人员的听筒被征6％消费税，
但医药服务不能征税。因此，医药成本增加，有可能会
涨价。”

无论如何，她提醒，商家必须妥善保存每一笔账目
记录的正、副本。“其实税务局接受经过扫描的账单副
本。但，当局有权以资料模糊为由，要求商家补交帐单
正本；为保险起见，我们建议客户企业保留帐单至少７
年以防万一。”

文字表一：	逾期注册消费税帐户，	
	 需付沉重罚款代价

* (Late Registration Period：逾期注册天数)
 (Amount of Penalty (RM)：罚款金额(令吉))

文字表二：	消费税如何运作

文字表三：	筹备消费税时间表 文字表四：	税务组别

资料来源：YYC ADVISORS

632014/03



反涨声中迎2014年

危机中见转机
整理|朱国滨

“涨”——马来西亚2013年度汉字	

每一年靠近尾声，中港台日韩新马等受过华夏文

化熏陶的地区，都会让民众参与，票选出年度

汉字，以反映民声。

日本年度汉字“轮”字，寄语历经多灾多难的日本

民众聚集为一体，团结一致；韩国对“倒行逆施”四字

成语最有感触，因朴槿惠政府上台后违背国民期望；新

加坡人票选出“雾”字，反映年中“爆表”的空气污染指

数；中国台湾选了“假”字，勇于正视年内相继爆发的多

起食品安全事件；中国以“房”字做总结，与国内高昂的

房价密不可分。

焦点转向大马。2013年底，由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

兴公布，在10个候选字当中（参考文字表一），“涨”字

获得压倒性的36.19%得票率，反映了至少四份一以上

大马人民在过去一年内的心声。

选后百物涨	人民敢说不

大马政府在经历505（5月5日）大选后，实施了多项

津贴合理化措施如削减汽油、白糖津贴，公布消费税实

施日期及推出剧增的吉隆坡市政厅门牌税以及公共交

通费如巴士、轻快铁。接近年尾，政府又允许官联公司

调涨电费和大道过路费。（参考图表A）这些措施牵一

发动全身，致使百物不断喊涨，百姓生活百上加斤。

一个“涨”字让马来西亚人民与商家承受压力，最

终促使民众挺身而出，勇敢站出来“Say No”（说不）。

2013年12月31日元旦夜，国内多个非政府组织号

召在极具象征意义的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了一场抗议

涨价大集会（又称独立广场跨年集会，下文一律简称集

会）。

不过，集会主要号召方— —“降低生活费运动” 

(TURUN)主席莫哈默阿占沙法已作出事先声明，澄清这

在2014年进入倒数之际，马来西亚这个跨年活动却特别“火热”。冲着反涨（主张反对政府选后调涨民需用品）

课题而组织起来的抗议涨价大集会（马来语：Himpunan Turun 2013）声势浩大，民众以跟往年不一样的方式

迎接新的一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执政者并没有使出“硬手腕”手段应对该集会，或强硬对待聚会人士，表现出专业的执法

态度。

国内民众经过多次维权运动与维权集会的洗礼，也没有步上中东“阿拉伯之春”的后尘。反而，集会期间警民

之间展现出高度克制、非政府机构的据理力争、执法者成熟应对的理智，都为筑建大马未来更美好的愿景注入

了“正能量”。

在2014年进入倒数之际，马来西亚这个跨年活动却特别“火热”。冲着反涨（主张反对政府选后调涨民需用品）

课题而组织起来的抗议涨价大集会（马来语：Himpunan Turun 2013）声势浩大，民众以跟往年不一样的方式

迎接新的一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执政者并没有使出“硬手腕”手段应对该集会，或强硬对待聚会人士，表现出专业的执法

态度。

国内民众经过多次维权运动与维权集会的洗礼，也没有步上中东“阿拉伯之春”的后尘。反而，集会期间警民

之间展现出高度克制、非政府机构的据理力争、执法者成熟应对的理智，都为筑建大马未来更美好的愿景注入

了“正能量”。

整理|朱国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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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集会绝非要推翻政府，只想以“和平情愿”的方式，

表达人民对生活费高涨的不满。

无论如何，这场集会最终和平解散，成功之处在于

警民之间的高度克制与尊重，避免了不必要的暴力冲

突。

元旦夜过后，我国始终焕发着危机过后见转机的曙

光。

集会和平聚散　警方执法有理

集会前夕，警方一度警告，如有人准备滋事，警员将

在人群中“一乱即捉”。

集会当晚，警方封路驻守，严正以待，却也因此保障

了集会没有被有心人士“劫持”。

晚上９时许，从约定的聚集点出发的民众手举字牌

高喊“人民万岁”及“政改”口号，现场未见警方干涉。

9时30分后，集会者开始边走边高喊“Turun”（马

来语“降价”意思）步行至独立广场。警方阻止进入广

场，但双方没有爆发肢体冲突。

约晚上11时，集合者终于获警方放行，与原本在场

内的倒数者会合。不过在大约11时30分倒数活动舞台

上的表演进行途中，有不明人士向舞台抛掷物体干扰表

演，当局为了安全起见，当局马上取消表演节目并关上

舞台灯光。

市长在午夜12时前5分钟的致词草草结束。原订在

零时1分燃放烟火节目也罕见地被宣布取消，原安排在

午夜12时至凌晨1时的表演节目则同样取消。

此时，占据独立广场的集会者高举手机亮灯，以示

抗议物价齐涨。

尽管舞台被抛掷东西而导致节目取消，但是警方并

没有强行驱散人群，只是尽责地维持秩序，并作出友好

让步。

最终集会者在倒数后渐渐散去，整个活动和平落

幕，与会者与执法者皆平安跨年。这显示出，马来西亚

公民逐步形成高度克制的维权意识以及执政者逐步迈

向成熟的应对手法。

会后，执法单位也表现出按程序办事的专业态度。

警方指出，集会至少抵触3项罪行，分别为没向警方申请

和报备集会触犯和平集会会法令第9（5条文）、参与游

行而抵触和平集会法令15条文、以及硬闯警方人牆抵触

刑事法典第186条文（阻差办公），将採取严厉行动对

付。

另一方面，金马警区主任再努丁指出，出席集会者

因试图硬闯警方筑起的人牆，造成两名警员跌伤，送院

就医。他赞赏指，警方在集会全程都保持忍耐的态度，

目前已设立有专案小组针对集会事件调查，以揪出涉案

者。 

反涨课题牵连甚广	

政府宜“放长线”施政应对

 无论如何，大马律师公会主席梁肇富发指出，

大马宪法赋权给国人召开和平集会，无论它是通过庆祝

或抗议集会方式进行。这意味着，国人能行使宪法赋予

“涨”字成为马来西亚２０１３年度汉字，“反涨”则成了平
民百姓对政府的诉求。

乱　　选贪 
变　　换争 
黑　　忧苦涨
马来西亚十大候选汉字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年度汉字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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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合法地表达对国家问题的关注或反对声浪。

 因此，面对维权意识日益成熟的民众与选民，

政府今后在施政时兼顾国家利益与民生福祉将更加责

无旁贷。

至于对外来投资商来说，政治稳定的理想经商环

境，乃考虑是否投资某个国家的决定性因素。惟，我国

这一波的公民运动对外资来说，却未必是一项负面发

展。

此次集会有三大诉求，即抑制造成生活成本增加

的各项源头、呼吁政府勿违背全国大选前的承诺，和杜

绝所有的浪费和紕漏。

对于外资而言，电费、运输费为一大开销源。抗议

涨价主张若奏效，至少有望向执政者施压，促使施政者

重新考虑制定更全面的电费或其它能源费调整。来到这

个年代，聪明的执政者不会冒着得罪选民与促使外资撤

走的风险。

即使出名以“大家长威权式管理作风”的新加坡，

在经历了去年选民往反对党靠的打击后，去年给了人民

一个“大礼物”。即宣布天然發電成本降低，在接下來3

個月，新加坡电费平均下调1.7％，也恰好与大马成強烈

对比。

姑且假设电费调涨已成大局，相信政府未来更会高

度重视设定更优渥的招商引资条件，以留住外资。外资

雇用不少本地劳工，而这些劳工又是拥有投票权的公

民。

面对在野党的步步紧逼，执政者更不敢对包含吸引

外资在内的关键表现指标（KPI）成绩单表现掉以轻心。

否则只会给反对党多一个攻击的“软肋”。

考虑到大马人民普遍对生活成本已颇有怨言，政府

在维持现阶段的３％低失业率关键表现指标，将更加用

心。毕竟，因失业而引发的群众暴动潮，近些年在西班

牙等欧美国家已得到活生生的印证。就业情况长期没保

障也是引爆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线，已成各国领导人最好

的借鉴。

大马执政者经历了2013年505大选的冲击后，相信

已认识到外资对我国经济贡献的重要性。留住与吸引外

资的主旋律将不会有任何变数。

换句话说，只要保持理智与建设性发展，无论公民

护权，维权活动导向哪一个局面，对外资来说，长远来

说利多于弊。

诚然，围绕在一国经济的施政方针，既是经济课题，

也是政治课题，更是攸关百姓福祉的社会课题。人民越

发关心自身权益的今天，将推动政府更加透明化施政。

今后，当人民的声音愈受重视，加上跟崛起中的邻国在

争取外资的竞争白热化，都一再考验着我国领导人加速

落实“政府转型计划”（GTP）和执政团队内部改革的步

伐。

2013年大马“涨”风不断

5月6日
全国大选成绩出炉，国阵在222个席位中斩获133席连任。反对党民联虽只
获89个国会议席，但赢得51%投票率比例。

9月3日

政府削减汽油、柴油津贴。RON 95汽油价格上涨20仙至每公升2.10令吉，
柴油价格也上涨20仙至2令吉。政府表示此举将让国库今年省下约11亿令
吉，往后每年则可省下33亿令吉。

10月26日

首相纳吉于2014年财政预算案汇报会上，宣布取消白糖津贴20仙，白糖价
从每公斤2令吉10仙涨至2令吉30仙。同时，预算案拟定于2015年4月开始实
施6%消费税（GST）。

11月13日 吉隆坡市政厅宣布，将在2014年起调整门牌税，调涨幅度可能达到200%。 

11月14日
马来西亚学生巴士业者联合会要求车资调涨30%；马来西亚学生车联合会希
望政府提供补贴柴油，否则从明年起，学巴车资至少调高20%。

12月1日
马来西亚能源部宣布，从2014年1月1日起，马来西亚半岛电费将涨价14.89 %
，即从原本的每千瓦时33.54仙调高4.99仙至38.53仙。

12月11日
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SPAD）透露，巴士、德士、轻快铁和火车等的票价可
能会在明年（2014年）调涨。

12月17日
马来西亚工程部宣布从2014年1月1日起，国内15条高速大道过路费将各调
涨0.5至2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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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部就班，开放市场	

为了刺激萎靡不振的汽车工业，大幅提振汽车及

周边零件出口，重新打造成东南亚区汽车工业

基地，马来西亚政府近日推出了众人引颈期盼的《2014

年国家汽车政策》。该报告提出了两个“亮点”：亮点一，

将按计划全面开放汽车生产市场；亮点二，将允许外国

企业在当地生产低碳节能型汽车（EEV）。

在经商无国界的今天，该政策旨在从宏观角度，拟

定合理化汽车领域的课税架构、发展供应链、提升技术

和技术人员素质等关键环节。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预计到了2020年，该政

策将能额外制造15万个就业机会。目前共有55万人投身

汽车工业。

到2020年，我国制造业8成外国劳工将被马来西亚

当地的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所取代。即使在顺应市场

开放的脚步之际，政府在试图照顾国民生计的出发点还

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尽管全球部分国家实行强制性汽车报废制

度，我国政府表明并不会硬性处理。而是从明年（2015

年）起，逐 步 伸 缩 性 落 实自愿性 旧 车 性 能 测 试 计 划

（VVI），减轻用车族负担。

贸工部表示，虽然政府希望刺激汽车产业竞争力，

但国家汽车政策依然为国产车“普腾”提供适度的保

障，包括继续援助宝腾，协助提升出口量及素质，并希望

能减低营运成本和增加供应商。 

此外，政府还会给予国产车适量的开放研发奖掖和

培训奖掖。同时，鼓励进行更多本地汽车产业附加价值

的“增值”活动。

汽车进口自由化，节能车款趋势化	

《2014年国家汽车政策》面世当日，马来西亚贸工

部长慕斯达法宣布，为了让大马汽车产业更具竞争力，将

整理|朱国滨

新国家汽车政策护航
大马重拾区域汽车王国光辉

马来西亚自1983年产出“普腾”（Proton）系列轿车，

加上各家知名海外汽车厂商陆续来马设厂，汽车产业

一直是我国执政者极重视的策略性产业。

至今，汽车国产税占据入口车税务的三分二，绝对称

得上是维持政府持续运营的税收支柱。

随着区域市场一 体化，东盟经济共同体（AEC）成

型，政府早年已表态会循序渐进开放我国汽车领域。

惟，更多务实派商家与拥车族对此暂持观望态度。

鉴于此，每年围绕不同“主旋律”而设的国家汽车政

策（National Automotive Policy），不仅牵引着本地

汽车业者及拥车族的情绪，也成了外资，尤其是汽车

业蓬勃发展起来的中资企业家关心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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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资20亿令吉来落实这项政策，并从今年（２０１４年）

起进一步开放汽车政策，主打生产低碳和节能车辆，以

吸引国内外投资，协助大马打造成东南亚节能车辆生产

大本营。

马来西亚政府希望，通过新的政策使国内生产的节

能车在2020年占国内汽车生产总量的85％大比重。与

此同时，马来西亚政府还大刀阔斧，决定废除施行多年

的汽车进口准证制度，允许车商自由进口汽车。

诚然，此举标志着“普腾”面世以来，本地汽车工业

政策方面作出的重大转变。此前，为保障国内汽车工业，

政府只允许外国汽车制造厂商在该国生产或装配发动

机容量1.8升以上的大排量汽车，大大成了招商引资的阻

力。

《2014年国家汽车政策》则一改这个局面，即对计

划生产或装配发动机容量1.8及以下的外国汽车厂商开

出“绿灯”。

落实力，成败关键

十 分了 解 国 内 宏 观 经 济 局 势 的 大 马 评 估 机 构

（RAM）首席经济学家姚金龙博士指出，政策制定者提

出了美丽的愿景，但能否成事，在于执政者的落实能力。

姚博士认为，减少对国产车的保护，可提高业者的

竞争力。他指出，随着泰国不时爆发政治动乱，不能完全

保障外资的利益，汽车业的跨国公司有可能考虑迁移生

产线至我国。

论经商环境竞争力，虽说我国常标榜如气候、人民

通晓多元语文及理想地理位置的利好因素。不过，若执

行力不足，一切皆是空谈。

距离实现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不到两年的时间

内，国产车如何吸取海外同行的优点，调整市场方针、迎

合市场趋势，是姚博士给予的建议。

马来西亚乃东南亚惟一有自主乘用车品牌的国家，

一度成为东南亚区域的汽车生产重镇。

但面对崛起中的邻国，我国汽车产业该何去何从？除

了每一年在国家汽车政策上推陈出新，更宜从最核心的

硬体技术如研发阶段（R&D）与人才培训层面下足苦功，

方能一劳永逸，重拾昔日光辉。

新国家汽车政策6个路线图：面面俱到

马来西亚汽车科技路线图(MATR) 
拟出最新的绿色科技趋势及展望，且包含合理化汽车领域的

课税架构。

马来西亚汽车供应链发展路线图(MASR)  
维持零件制造的营运及效能，同时提升管理系统、营运和商

业系统的品质，以维持测试和实验产品的产能。

马来西亚汽车人力资源发展路线图(MAHR) 
全面提升汽车领域的劳动力，同时透过现有项目，在本地训练

中心提升技术和操作员的素质。这也包含发展特定汽车产品

和混合动力汽车(Hybrid)组件、引擎和传输系统的人力资源。

马来西亚汽车领域再制造路线图(MARR)
为汽车业者拟出再制造、规范和最佳实践规范，让我国成为东

盟的汽车制造中心。这也提供指南，以优化组件的再循环和复

原力。

马来西亚土著汽车发展路线图(MABR) 
专注于国内土著汽车业者的科技、人力资源和供应链的发展，

提高土著公司的竞争能力。该举措符合政府制造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土著企业家。

汽车发展授权设施处理(ATF)框架 
作为指南，该框架欲转变汽车售后市场，发展更完整且持续性

的汽车领域。

马来西亚汽车市场：路标清晰

2013年纪录

国内汽车市场3成车价已下调3%至17%，已
降价的车款包括普腾的Saga SV, PerSona SV; 
第二国产车的 ViVa, alza, MyVi S SerieS；new 
Honda Jazz，以及 niSSan alMera。

2014年预期

贸工部旗下马来西亚汽车研究所(Mai)预计，
国内汽车总销量(TiV)将达到67万辆，相等于
2%的按年涨幅。

2017年诺言

政府允诺，将制定「汽车降价框架」(CPr)，按
计划逐年降低车价20%至30%，从而惠及各
阶层消费者。若情况许可，政府愿意减少税
务，惟这胥视政府的财务状况而定。

2020年目标

大马汽车出口至少20万辆，其中85%将属于节
能车款(eeV），汽车零件出口额至少100亿令
吉。

（资料来源：《2014年国家汽车政策》报告书） （资料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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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南洋华人奋斗史 

人文纪录片百花齐放
“出门，光景十年。衣衫，风波扯破。母亲，苍老已若何？归家，何日归家？”

这是摘自由胡德夫演唱的《下南洋》主题曲——《过番》（过番是闽粤方言，旧时指称广东福建人们称到

南洋谋生）的首两段歌词。

歌词意境中，参透着无限唏嘘，叫人感慨。
特别整理报道｜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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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居

海外，历史悠久，每个朝代出於不同的背景，中

国人或为经商，或为谋生，或为逃难，一批紧接一批地

选择离乡別井或被逼漂泊异地。海外华人的血泪史与中

国的历史紧紧相扣。

随着中国社会自我认识的深化，南洋国度，尤其是

马来西亚愈发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近代史的

重要历史课题。

相较于“东南亚”这个地里名词，“南洋”这个名

词，对老一代曾在此生活过的华人则意味着更深的含

义，承载着文化与历史的重量。

早期的南迁华人凭着任劳任怨的刻苦精神，在南洋

这片富饶的土地上，造就了多段极富传奇色彩的奋斗史

事迹。

随着华人创意影视业的迅速发展，近年多部用心理

顺和记载南洋华人奋斗史的纪录片相继播出。

“历史的真实比虚构的文学更精彩；关键是如何活

化这一段淹没的历史，重现在现代观众的眼前。”

正因为南洋华人故事的曲折、真切，且题材处处，

近年来沿此“主旋律”开拍的纪录片推陈出新，呈现出

百花齐放的局面。

南洋华人社会变更： 
映照中国文化淹没历史

接近2013年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

下属北京新影世纪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

常青集团的鼎力支持下，特别策划制作了一部全面反映

南洋华人发展历程的十集高清纪录片《下南洋》。

该纪录片追溯几个世纪华人移民南洋的血泪，在朝

廷遗弃与当地血腥排华夹缝中，回眸中华民族的心灵特

质，荡气回肠。由周兵导演、麦天枢总策划，张晓卿投资

约2400万人民币（约1200万令吉），重现湮没的历史。

该纪录片是目前中国国内投资最高的纪录片，共分

为《华南之洋》、《异乡家园》、《血泪南洋》、《百年兰

芳》、《千年家族》、《母国春秋》、《北望之心》、《开放

之门》、《南洋祝福》等十集，每集投资约二百万元人民

币（约三十二万美元）。《大国崛起》的麦天枢为总策划

兼创意总监，中央电视台导演周兵为执导。

该纪录片自播出后，在收看率和口碑上都屡创佳

绩，赢得第11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 

最佳纪录片系列节目奖。

周兵说，此前自己的创作更像是精美的“明信片”

，但著名学者麦天枢的思想给这部片子以巨大的思考空

间。“他让我们这个年轻的团队一次一次走进南洋，在寻

访华人历史的时候，用心灵的思索追寻历史，用摄像机

关注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华人当下的行为和命运。”

周兵继续诉说，“南洋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从南

洋的今天和历史脉络来看，或能为中国大陆的当下和未

来提供答案。“尽管常在福建和广东做拍摄，但是，我

在南洋拍摄同样的祠堂、同样的传统文化、同样的华人

表情，我感觉他们的内在是完全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华

人、汶莱的文化、新加坡的华人，让我的内心受到一种

中国传统文化的震撼和感触。他们内在的东西，几百年

间，通过价值的传承、地域文化的传承，艺术形式得到

保存。对比当下的中国，尽管还有着中国的面孔，却不

是传统的、根上的东西。”

谈及拍摄过程中南洋华人带给自己的震动，周兵坦

言，首先涌起的是一种强烈的惭愧感。“南洋华人有一

种融入骨髓的文化传承的东西。”他介绍说，南洋华人

保留了很多文化的形式，比如说在一个新加坡的祠堂里

混杂着道教、儒家文化的仪式，青年人每年都会参加这

个仪式。其中一个有趣的观察是，有些人甚至不会说中

国话，但是还在屋子挂着“堂号”。

麦天枢表示，期待能有更多类似《下南洋》的纪录

片出现，“能让这个社会稍微沉淀一下，庄严地看待自己

的历史”。

因此，中国摄制队来马另一重头炮，将会是中国当

红的文化艺术品牌《印象》系列走向国际的第一站——

《印象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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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纪录片将会是另一部漫长的历史剧作，演绎古城

变貌，并涵盖古城中数个民族和几代人在这块土地上生

长的面貌。

《印象》品牌创办人王潮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构思与拍摄期间，当她拨开历史的尘埃，深入看下去，

感动之情油然而生。“我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和睦相处、

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共通共融。在一个天地中，同在一片

土地上生存，“当地人的和谐包容，不禁让人追问，这到

底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不是中国人或者马来人有多了不

起，而是他们在融合之后一起安乐生活了几百年。”

王潮歌表示，让《印象》落足马六甲“是一种缘份

和感应”，也或许是“祖先想要藉由他们去传达使命”。

她本身对马六甲这座幽幽古城散发出来的人情味，

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良好“印象”。逗留期间，正当人生

地不熟的摄制队团员留在街上慢慢步行回酒店，这些团

员通过向居民问路顺利地回到酒店，让他们感受到古城

人的善良与热心。

她 感动于当地 华 裔努力保 有丰富的中华文化传

统，“我上次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元宵节，路上人潮涌动，

舞狮看灯放烟花，就是一个地道的中国节；而我们中国

人自己过元宵节又是如何呢？”

此外，早前还有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制作

的《华人世界》、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的《华人移民史》

系列，都为中华民族「家国观」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鲜

的角度。

马来西亚自制纪录片：本地视角出发
所谓灵感无国界。中国专业摄制队的视角，在描述

南洋华人身份的变迁，固然可映射出母国的变迁，并探

索南洋对于中华文化的自我理解以及对当下中国人自省

与思考的价值。

惟，对于道地的故事，道地的摄制团队还能运用更

为“本土化”的独特镜头“说故事”。

首先推荐的是，标榜着“上一代人的故事，下一代人

的感动；追溯昔日华人南迁事迹，分享今日华人非凡成

就。”的《启航》系列纪录片。

《启航》故事内容丰富，主要讲述早期华人南来的

奋斗史，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移民南来的缘由、南来的途

径、移民抵达马来亚的生活情况。当中，更描述了“卖猪

仔”（泛指出外打工的契约华工）、苦力和新客的辛酸。

除了男性移民的血泪史，与女性移民相关的猪花、

红头巾和妈姐的故事也将在节目中娓娓道来。

另外，《启航》将会带领大家一起探索私会党，巴巴

娘惹（马来语：Baba Nyonya，或称土生华人），华人

会馆形成，私塾，华人名人，日本统治马来亚期间屠杀

华人的事实等事迹。

在大马免付费电视台《八度空间》播出后，赢得本

地华人观众的一致好评。顺应观众的热烈回响，原班摄

制团队也连续炮制了《启航》第二、第三季度。

由本地华人纪录片“先驱者”— —椰楼映画国际

影视制作公司成立的《扎根》摄制队伍南征北伐，从马

来半岛东海岸的吉兰丹河开始拍摄，续而南下槟城，穿

越吉隆坡和马六甲三大历史名城，抵达最南端的柔佛新

山后，还远赴中国四大侨乡之福建省及广东省，记录一

系列华人南来在本土扎根，並跟本土多元文化交融，承

传，流变和发扬的动人故事。该纪录片还在２００７年期

间荣获第6届马来西亚奥斯卡（Anugerah Oskar 2007

）最佳纪录片导演奖殊荣。

此外，椰楼映画也推出了多部人文纪录片，如以“

马来西亚华人”身份出发和自省的《活在我乡》、深入各

个籍贯方言群探索华人移民史的《话说籍贯》、纪念马

来西亚华人新村成立六十周年的《我来自新村》、忆述

华人来马后辛劳开辟百年老街《老街故事》、讲述华人

在大马走过百年路的《百年》、反映与华人生活息息相

关传统行业的《老行业》、关注母语教育去向的《我来

自华小》、叙述华人在大城小镇奋斗故事的《家在马来

西亚》等等。

“生计，看似希望。希望，已蹉跎十年。度春夏秋冬

暑寒，盼明日好过今朝。”胡德夫继续幽幽鸣唱着。

或许，对于我辈华人来说，眼前的生活安逸且幸

福，难以感受到当年祖先飘洋过海的彷徨与辛酸。难能

可贵的是，有这么一群用心的幕后制作人员，舍弃流水

作业的粗制滥造方式，用行动寻回「文化祖国、文化民

族」的精神源泉。

这再次提醒我辈，凭着炎黄子孙的特别身份见证“

新中国站起来”，分享中国崛起中带来的“红利”的同

时，更应正视本身的根在哪里，文化的根在何处，才能

了解未来的路往何方。

南迁华人先贤的故事，无论故乡来自哪里，都会成

为新时代华人的“后事之师”，鞭策着一代又一代的华

人饮水思源，构建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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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第二大桥通车 

马中友好新里程碑
在万众期待的聚焦注视下，由中国和马来西亚共同建设的马来西亚槟城第

二大桥正式通车了！这项耗资14.5亿美元，全长22.5公里（其中跨海桥

长16.5公里）的东南亚第一大跨海桥梁，连接槟岛东南部的巴都茅

(Batu Maung)和威省(Georgetown)的巴都加湾(Batu Kawan)，将

为促进槟城州更快实现均衡发展目标。

无论如何，槟城第二大桥除了技术创新、新建地标之外，它拥有

更深层的意义价值。该大桥奠定了马中技术合作的成功经验，

并引领着马中关系通向更美好，更广阔的亮丽前景。

整理报道｜元谷

黄惠康大使： 
马中建交４０周年的“礼物”

新上任的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就指出，槟城第二

大桥是马中合作的象征、马中建交40周年的礼

物。

配合槟二桥开幕而首次官访槟城，黄惠康形容，此

趟行程是他的仰慕、感恩及合作之旅。

他说，槟城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历史名城，华社在此

扎根已久，这里也有大马首家华文小学，与中国文化有

密切关係。

“此趟也是我的感恩之旅，因为这里是中国国父

孙中山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时期，南洋机工为中国抗爭

做出贡献，1938年毛泽东也曾高度赞扬大马华侨的贡

献。”

他补充道，“至于合作之旅，是进一步推动马中关

系朝向新发展。”

马中技术磨合“大跨步”

从2008年启动，人民引颈期盼的槟城二桥历经了5

年施工期，最终在2013年基本竣工。该工程汇聚了中马

两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极大关注、辛

勤汗水和聪明智慧。据估计，第二大桥预计可减少25%

檳城第一大桥的交通流量，造福子民。

中马合作建设槟城二桥是中国政府与马来西亚政

府领导人在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达成

的共识，也是迄今中马两国间最大的合作项目。为

了解决建桥所需的资金问题，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该项目

提供了优惠买方信贷。大桥建设期间，中马两国的高层

领导、交通部门负责人和槟城州政府官员多次到现场视

察，关心大桥的进度。

据悉，马来西亚槟 城 二桥 是中马政 府间合 作的

EPC（设计、采购、施工）项目，为马来西亚近20年来最

大的土建工程项目。大桥的建设由中国知名的建筑企

业—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马来西亚建筑公

司UEM公司及其他当地公司合作建设。

中国港湾（CHEC）承担了大桥的第一标段工程，

负责技术最复杂的水下基础工程和主桥建设。马来西亚

建筑公司则承担桥面、引桥和陆上部分的建设。中国港

湾公司在大桥的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母公司——中国

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全产

业链的优势，整合设计、商务、施工、设备、资金等方面

的优质资源，优质、高效、安全、环保地完成了第一标段

的合同任务。

该桥的建成，充分展示了中国桥梁建造的技术水平

和实力，对马来西亚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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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农业合作 

蓄势待发
根据人口学近年调查显示，全世界每秒钟大约出生4.3人、每分

钟大约出生259人、每小时大约出生15540人、每天大约出生37万

人、每年增长约8296万人。

这一连串数据，都预示着，全球各地日后将进入人占土地资

源趋少，供人三餐温饱的农业产出相对愈来愈重要的资

源竞争大时代。

当中，中国贵为世界第一大农业国，目前仅以全球

9%的耕地养活着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从实

际行动上暂缓了全人类食用资源紧张的问题。

马来西亚的耕地资源虽小，却同样长期以务农立

国。惟，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经济模式渐转型至对

外型工业国，粮食链开始出现无法自供自足，半数蔬菜

需依赖进口菜，且入口量还逐年增长。

正置中国鼓励农产业技术硬实力“走出去”，位处

赤道热带雨林而坐拥肥沃耕地、良好气候的马来西亚遂

成为一处理想目的地。

随着马来西亚锐意减轻依赖农产进口量，中国农业

技术则一日千里，可预见到两国在农产食品层面上将密

切追求互惠互利，共缔双赢的关系。

刚踏入２０１４年年初，马来西亚即凭着为外资提供

的优惠政策甜头，吸引了中国农业企业及官方机构，来

马研究新品种肥料及探讨培植食用菌。

１月中旬，在马来西亚农业及农基工业部长拿督

斯里依斯迈沙比里见证下，马来西亚农业与发展研究

院（MARDI）、全宇工业有限公司（All Cosmos）及山

东省农业科学院达成共识，签署了为期5年的合作备忘

录，旨在巩固马、中两国农业领域合作与交流。

马来西亚农业与发展研究院理事会主席拿督法迪

尔说，这次“铁三角”伙伴的合作范围包括官员互访、交

换资料、合作研究与培训等。

法迪尔说，大马农业发展研究院代表马官方机构，

全宇工业有限公司属于私人界代表，与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合作。三方分工合作。“研究院及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将

倾 向 于

研发工作，而全宇

工业有限公司则负责商业化

产品。”

2015年推出新肥料
据透露，三方目前正着手研究4合1的新品种生物肥

料，内含生防因子用来防治植物细菌性病害，可更安全

消灭农产品害虫，预计将在今年杪或明年初完成研究，

并推出市场。“这种肥料可让农民减少使用化学农药，

实现绿化环境的理念。”

此外，马方也看好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合作成

果。毕竟，山东乃是中国种植蔬果最多的省份。

这项备忘录指明，马来西亚农业与发展研究的研究

员将有机会涉及有关绿色科技的研究项目，为培训大马

农业界更多技术人员打开大门。

与此同时，一家由大马全宇生物科技控股有限公

司与中国山东保益集团公司联营的公司— —Wor ld 

Green Biotech私人有限公司则在柔佛哥打丁宜县

（Kota Tinggi）投资1亿令吉，以占地100亩地段充当

研发及培植食用菌生产线，并引进中国独门培植食用菌

技术。

这意味着，尽管我国地处赤道，四季如夏，但也有

望种出只适宜低温气候的杏鲍菇，彻底颠覆了传统种植

方式，也为培植更多新种类农产铺路。

无论如何，这项壮举已无疑将引导本地人发展食用

整理报道｜元谷

76

中关系马

2014/03



菌这门新兴行业，有助我国开拓国际市场。

WorldGreen Biotech私人有限公司与

山东省农科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签署食

用菌科技研究合作备忘录，促成了这桩前景无

限的合作。

日产6千公斤杏鲍菇
马来西亚作为油棕种植大国，在利用油棕

废弃物生产生物有机肥及栽培食用菌方面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World Green Biotech总执行长单伟坤

说，今年5月份起投入首阶段（20英亩）的培植

计划，可日产6000公斤重的杏鲍菇，估计明年

6月将全面投入生产运作，一年至少产出100

吨符合规格的杏鲍菇。

他强调，“生产、包装及分销都将在柔州一站式完

成。”

单伟坤透露，大马人其实对杏鲍菇的需求量相当庞

大，该新兴行业的前景发展潜力蓬勃。首阶段的杏鲍菇

原产品将着重在本地分销，若发展取得满意成果，未来

可望能带动出口外销。

提升大马农业地位
全宇生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总执行长拿督彭士豪

透露，大马日照充足，属热带雨林气候，所以本地大部

分杏鲍菇现阶段皆是国外进口。国际市场行情显示，泰

国杏鲍菇市价每公斤值3令吉，源自韩国及荷兰，较为高

档的杏鲍菇则是每公斤15令吉。大马人民对杏鲍菇情有

独钟，却得付出昂贵代价。

彭士豪指出，虽然大马缺培植杏鲍菇的气候优势，

但透过该研究所的高科技栽培食用菌技术，相信在本

地也能培植新鲜及世界级高品质的高档食材。

他说，贯彻健康种植文化理念，配合研发种植技术

及管理，让业者更了解时下食用菌新兴行业的科技及未

来发展潜能，提高大马在农业出产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力，紧扣国际市场大门。

高科技培植高品质菇类
老龄化，是每个国家经过蓬勃发展过后，必经的阶

段。养生，即成了全民饮食的一种新观念。

World Green Biotech私人有限公司主席拿督苏

可尔指出，菇类是大马美食佳肴普遍的食材。新鲜的菇

类具健康养生及医疗功效，提高人体自身抗氧化力及免

疫力。

2008年的研究报告指出，每一名大马人一年至少食

用1公斤菇类，预计2020年食用量增至2.4公斤，与国际

市场需求量看齐，尤其是杏鲍菇深受欢迎，趋势更为显

著。

他表示，大马人对杏鲍菇需求量大，由该公司配合

研究所的食用菌高科技培植及研发技术，在本地打造

生态精品现代农业，培植高品质杏鲍菇将成为深受欢迎

的投资行业。

他表示，目前最主要的菇类种植生产地在柔州巴罗

（Paloh）及麻坡（Muar），未来引进培植杏鲍菇技术，

可促进本地食用菌的产量，并带动食用菌产品在本地及

出口外销，也有望开发食用菌其他产品。

柔州拨地供研发
无论如何，深诸外资重要性的州政府在促成这次跨

国合作上，同样功不可没。

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柔州州务大臣拿督斯里卡立

诺丁表示，上述计划获得柔佛州教育基金（YPJ）在哥

打丁宜区提供土地资源，为培植及研发食用菌用途。

他说，政府希望透过教育与培训，采用新技术及科

技管理方式种植解决本地传统农业面对的困境，让更多

本地人获益，以解决粮食生产成本上升压力。

他 指出，柔 州现 有基 设 完善，也是 生物 科 技 枢

纽，如今引进国外的培植食用菌技术，料可为国家“开

源”——即带来新的农业营收。还能将杏鲍菇打造成为

我国其中一项丰富的天然资源与原产品，一举迎合国内

外需求。

772014/03



马中投资指南手册

助中资轻松
来马投资

为加速招商引资，马来西亚政府大胆地勾勒出多项美丽的大蓝

图与极具前瞻性的愿景。

然而，如何与同样有野心引外资的东盟邻国分庭抗礼，成

败关键就在细节中一决胜负，正如西方谚语所言“魔鬼

（成败）在细节之中”（Devils in the details）。

为了在“细节”下功夫，马来西亚

工商界特别针对中资投资者量身

设计了一份资料充足的“大马-大中华区投资

指南”，让中资得以全方位网罗在马投资的大

小事。

马中友好协会会长兼马中总商会名誉会长拿

督马吉德说，纵使大马与中国经济关系良好，但在双方

投资额方面不成正比，即大马到中国投资10令吉，中国

却只为我国注入1令吉。因此，各造需探讨有关问题及找

出“解决方案”。

致力吸引更多华资
曾担任我国驻中国大使的马吉德在为“大马-大中

华区投资指南”主持推介礼致词时指出，近年中国成了

关键的资本出口国，而大马眼前的挑战是，如何吸引更

多中国商家来马投资。

对比美国及欧洲在经济复苏中出现许多不确定性，

马吉德认为，很多人的投资目标从西方转移至东方，本

地商家宜抓住这机会，扩大发展范围。

他赞扬“大马-大中华区投资指南”手册对投资者的

助益，其3成内容是由英杰辈出的英迪国际大学派出学

生完成。

英迪吕林会计师楼合作 
推出马中台港投资指南

英迪国际大学与吕林会计师楼合作推出“马来西

亚-大中华区投资指南”手册，从企业家角度对比大马、

中国、台湾及香港这4个司法管辖区的投资体系及监管

要求，让投资者更充分了解本地投资环境。

这份投资手册，将有助投资者对比这些地区的整体

条例、经济环境及相关优势，利于在投资前先拟定明确

决策。

该手册划分四部分。首部分说明各地区人口、国内

生产总值、就业率、每月通胀及汇率详情；第二

部分为投资环境，分析四地的商业构造、投资需求、

税制、政府奖掖、就业情况等。

第三部分是股权投资，提供证券市场资料；第四是

说明国际贸易，如跨境贸易须知，最后则提供当局联络

详情。

提供地区性专有名词
吕林会计师楼高级合伙人吕清才博士指出，该手

册也提供一些地方上的专有名词，让投资者掌握更多细

节。

他说，目前马中关系良好，彼此更在钦州及关丹建

设姐妹产业园区，如今投资平台已有，问题在于很多人

不了解当地的司法及管理程序。

“很多商家有意进入这些地区投资却不熟悉其投

资环境，这手册可协助他们以快捷掌握详情，减少自行

收集资料的时间。”

他希望该手册能协助创造共同区域市场，深入促进

马中经济。这手册目前只有英文版，当局筹备着华文版

本，预计４月至５月期间对外推介。

有兴趣获取投资指南者，可致电给吕林会计师楼

要求索取，电话为03-27768000，其官网则是http://

www.lerlum-hlb.com。

整理报道｜元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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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起航赴神州
共建海上丝绸路

承袭着过去举办过“东盟－中国合作论坛”及连续三届的“马中企业家大会”的宝贵

经验，2014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4）确认将冲出国门，前往中国厦门，参

与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CIFIT，下简称投洽会）。

2014马中企业家大会将于9月9日，与投洽会（9月8日至11日）同步进行。

更具划时代意义的是，这一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把主题定为“扬帆起航赴神州，

共建海上丝绸路”。

2014马中企业家大会

顶着这个诚意十足的光辉主题，2014马中企业

家大会筹委会主席拿督林恒毅展望，这次前

往中国办大会有望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去年访马，兴起了热

潮。习主席还提出了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想法。我国凭着策略性地理位置及马中友

好关系，将成“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目的地。”

他表示，在这个划时代的大背景下，才华洋溢的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遂灵机一动，妙笔提出

了“扬帆起航赴神州，共建海上丝绸路”的主题。“这

主题寓意我们将驱动马中总商会和马来西亚这艘“大

船”，远赴神州中国办马中企业家大会，并为海上丝绸

之路的理念贡献一份绵力。”

大会进入筹备期  望商界官方齐相应

林恒毅表示，马中企业家大会在大马与区域，尤

其是中国的企业圈子中，都积累了一致正面的口碑与

品牌认可。“对部份中国单位来说，我们大会更成了定

期出席的常年活动，受到广泛的重视。”

他进一步补充，马中企业家大会拥有三大特色，

有信心保证。第一，大会参与者以来自多元领域的企

业家为主，商机处处；第二，历届大会每年都成功吸引

３００至５００名海外企业家，对海外人士有号召力；第

三，大会期间特地举办对接会（Business Matching）

，业务配对上取得实际的成果。

“简单来说，大会这个平台帮助各位参与的商家

做成生意、找到理想的对接对象或伙伴，建立起了好

口碑，就不怕没有人潮。”

接下来，林恒毅期待本地华社、各种族企业以及

官方对2014马中企业家大会给予大力支持。“我们这

次是把马来西亚各项热门行业与投资环境“带出去”

神州宣传，势必惠及国内无数的行业人士。”

“筹备期间，我们难免会遇到人力、经费方面资

源不足的问题。毕竟，马中总商会始终是一家非盈利

机构。而且，基于地理上的距离因素，也会让经费开销

吃紧。因此，我们衷心希望获得本地官方机构与大马

商人的热烈响应，参与，以便共造双赢局面。”

拿督林恒毅希望，各界人士热烈响应及官方鼎力支持， 
助2014马中企业家大会把大马各热门产业“带出去”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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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２年再挑大梁 
把压力转化成“正能量”

曾担任过第二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的林恒毅有信

心，新一届大会将办得更好。“承蒙会长与各中央理事

给予的厚望，接手这个重任，压力一定会有；但如何把

压力，变成自我鞭策的“正能量”才是关键。”

他表示，庆幸的是，这次大会已获得马中总商会７

个州属分会的承诺，将个别组团共襄盛举。“我们还会

让７个分会的领导们拜访厦门当地商会，建立起地方

商会对地方商会的联系。”

林恒毅指出，在筹委会阵容方面，这次更开了先

河，委任了５名“副将”（副主席）。“经验告诉我们，

这个务实的做法是为了让工作分得更细，才能把工作

做到井井有条，又环环相扣。”

他补充，这做 法也延 续了马中总商会 一直 秉 持

的“薪火相传”的传统理念。“江山代有人才出，透过

让更多有魄力的人选加入团队，将能持续培育接班

人，实行永续经营。”

落户厦门投洽会 
皆因“天时、地利、人和”

询及为何让大会落户厦门，林恒毅分享道，筹委

会在考察了中国几个城市后，认为厦门集合了“天时、

地利、人和”的多重优势。

“事实上，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华商对厦门企业家

肯定已经感到很亲切。首先，厦门的福建省与马华商

有着血缘与经商层面上的密切联系。马华商多为福建

藉贯人士，近代福建也成了公认的侨乡据点之一。因

此，如果称厦门是马华商的“娘家”，相信也不会言过

其实。”

那么为何会选在第十八届投 洽 会呢？林恒毅指

出，单单是去年举办的第十七届投洽会，就吸引了全球

１１８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境外客商与４万中国境内

客商参会。“而且他们都是专业买家或投资者，相信能

够成为大马商人的潜在客户或合作伙伴。”

据了解，投洽会自１９９７年创办至今，已崛起成为

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影响力最广的投资博览

会。同时也成为各国政府机构和企业进行高级公关、

展示形象、宣传策略、洽谈项目、共享商机的绝佳平

台。

大会首次赴神州，林恒毅充满信心，这一届参会

者不但增广见闻，还能认识到高素质的企业家。“我们

会根据过往严禁的筛选标准，邀请具权威的主讲人坐

镇；在对接会环节，则会筛选高素质对接单位。”

马来西亚“主宾国” 
把马来西亚“带出去” 

投洽会期间，马来西亚将以最高规格的“主宾国”

姿态登场，2014马中企业家大会则是系列重点活动之

一。

“除2014马中企业家这个重头戏，我们还在探讨

着把庆祝马中建交４０周年图片展一并进行，既凸现我

会的诚意，也起到一举多得的妙用。”

此外，马来西亚主宾国的系列活动内容还包括“

投资马来西亚专题论坛”、“马来西亚旅游节”及“马

来西亚美食周”等等，相当多元丰富。

席间，投 洽 会主办方还计划让“海丝”（海上丝

路）与“陆丝”（陆上丝路）交汇，即举办主宾国马来西

亚与主宾省新疆投资合作洽谈会。

据了解，作为主宾国的马来西亚馆总面积达８００

平方米，展区位于厦门会展中心一号馆中心站区旁。该

展区是整个展会最中心位置，不但人流密集，且客商

资源丰富，媒体与参展人士关注度更高。

文字表：举办主宾国活动的目标

１）强力促进马来西亚的招商引资

２）扩大宣传，快速提升马来西亚的国际影响力

３）推动马来西亚企业开拓广阔的中国市场，	
	 进一步促进中马经贸合作。

４）促进中马两国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全面合作，并取得实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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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增长潜能

放眼今日全球市场，清真贸易及其需求不但成为焦点，还以销量超标的杰出表现，印证了这块利基市场（niche 

market）日益重要。至今，迎合穆斯林人口市场的清真产业，已崛起成为迅速发展的国际性产业一环。目前，全

球共有１８亿穆斯林人口，占了全球人口２３％比例，并且按年以1.8％增长率持续扩大当中。单单是清真食品就

估计每年带来７０００亿美元的庞大商机。一旦加上非食品类商品，如服饰和个人护理用品，全球清真产品市场

贸易估计达到每年23兆美元的规模。

马来西亚清真贸易产业

全球清真业面貌演变

顾名思义，清真业乃根据伊斯兰教方式制作及

生产食品，但该产业的意义远高于通过对食

品规范进行规定而已。随着清真产品与服务在现代崛

起进程中，强调大众接受的普世价值，人们开始真正

了解这项新兴产业。

人们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加上增长中的全球人口

购买力提升，都在为涵盖教育、融资、健疗、化妆、服

饰、旅游、物流等多元层面的清真业蓄满能量。

即使是非伊斯兰国家，也透过迎合清真业需求，

取得了经济上的增长。随着人们受教育普及率提高，各

国经历飞跃式发展步伐，将有助形成一个更富裕、文

明及发达的社会，并趋向追求像清真业般安全、优质

产品。

目前，东南亚和中东是清真产品的两大市场。东南

亚拥有2.5亿清真消费人口。当中，泰国虽然是非伊斯

兰国家，但当地在全球清真食品出口市占率中排名第

六，崛起成为知名清真出口商之一。其它领先的清真业

出口国还包括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印度、英国及美

国。巴西瞄准的市场据点都集中在中东、土耳其及欧

洲国家。

清真业业者一致看好，伴随着穆斯林人口迅速成

为高收入人士一份子，消费购买力、旅游需求提高，清

真市场十分有利可图。

无论如何，该产业的潜能现阶段依然备受低估，

遂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毕竟，目前的清真食品供应

量只够迎合全球２成的穆斯林人口需求而已。

马来西亚的增长作用

环 视全 球清真业，马来西亚的地位可谓举足轻

重。我国一向被视为值得参照的注目焦点之一。由大

马政府通过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发展署（JAKIM）和国

际贸易与工业部（MITI）提供了多项清真措施。马来西

亚伊斯兰教发展署是国内唯一受认可颁发清真认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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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机构。

在 贸 工 部 的 旗 下，还 成 立了 清 真 工 业 发 展 局

（HDC）以促进本地清真业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发展局

（MATRADE）负责组织全球规模最大清真商品交易

会— —马来西亚国际清真产品交易会(MIHAS)。至今

年，该交易会进入第11个年头。

除了善用MIHAS这项盛大的旗舰展促进宣传，扮

演着我国出口促进机构角色的对外贸易发展局还肩负

着发展我国商品向全球出口的使命。在贸工部的带领

下，对外贸易发展局也负责为有意拓展清真产品与服

务市场的本地企业，探索新贸易商机。

刚踏入2014年，外贸易发展局即确认了涉及46个

市场的147项宣传活动。有关宣传活动涵盖参与世界

各地的相关贸易展览会、向指定市场组织认知课程、

举办宣传活动以吸引海外展商与贸易参展人士、组织

采购活动等。

同时，外贸易发展局也跟本地企业家密切合作，

透过善用大马贸易网络、基建设施和技术优势，共同

开发供出口的产品。该发展局不时推动着本地企业面

向贸易采购商、发掘外拓市场的商机潜能、评估市场

及针对国际法规提供意见。

无论如何，马来西亚清真业标准广受全球认可和

接受，乃一大竞争优势。为保障清真业利益，大马标准

局（Standards Malaysia）设定了12项清真业相关标

准事项。

由于马来西亚清真认证制度审慎采用良好作业规

范（GMP）及良好卫生规范（GHP），为大部份伊斯兰

国家对受到本地清真认证的产品注入了信心。这显示

出，透过认证优势建设的信赖，既遵从了伊斯兰教条，

也奠定了全球最佳实践的模范。

马来西亚致力发展清真业，使我国成为全球清真

业市场中一处极具魅力的投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

我国透过鼓励公众与私人领域联手合作，朝着全球清

真业贸易枢纽的目标迈进。

马来西亚在全球清真市场发展及贸易中，一直扮

演着关键角色，今后还会继续为全球穆斯林与非穆斯

林市场服务。

马来西亚国际级清真认证食品展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马来西亚每年都会举办全球

清真周（World Halal Week）。来到２０１４年全球清

真周，将主打两大主要活动— —第十一届马来西亚国

际清真产品交易会以及世界清真研讨会（WHC）。预

计吸引２万名贸易参展人士。

定在4月9日至12日，在吉隆坡会 议中心举办的

2014年马来西亚国际清真产品交易会旨在为海内外参

展人士提供有力平台，介绍清真产品与服务。踏入第11

个年头，该交易会已壮大至全球最大规模级别，投资

回报率也相当可观。

为精益求精，对外贸易发展局每年还会在交易会

期间，还主持了采购任务计划（IBM）。

这项计划成功撮合了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与放

眼扩展海外业务的交易会参展商。单单在２０１３年，

超过４８９名海外采购商与３９１家大马企业达成商业

配对。采购任务计划进行期间，共召开了４０２０项商

务会议，并带来了超过超过1.3亿美元（约4.1亿令吉）

的销售量。

因此，采购任 务 计 划成功奠定了为全 球清真市

场，创造出无数新企业联盟的大平台。这十年里面，马

来西亚国际清真产品交易会在采购任务计划期间成功

创下高达21亿美元（70亿令吉）销售量。

由对外贸易发展局近年组织清真交易会所吸引的

庞大海内外代表团人潮来看，反映着全球清真市场及

其产品日益受到关注。

因此，对外贸易发展局呼吁，清真产品企业家宜响

应马来西亚国际清真产品交易会，以便接触更多清真

商家，拓展人脉与贸易网络。该交易会将成为大马与国

际清真生产商占尽商机，营销产品至海内外市场的全

球清真市场据点。

第十一届马来西亚国际清真产品交易会定于４月

９日至１２日，在吉隆坡会议中心举办。如有兴趣，敬

请联络马来西亚国际清真产品交易会秘书603-6203 

4433。或电邮至enquiry@halal.org.my。如要更多

讯息，请浏览www.halal.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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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两会，全面深化改革

2013年达致两个“万亿”美元

刚踏入2 014年1月中

旬，广 东省 两 会（

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 议 第十一届广东

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隆重

开幕。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开启了中国新一轮全面改

革的序幕，于2013年末接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

省委书记的胡春华，就在中

共广东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开幕期间强调：“必须抓住新的机遇，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增创发展新优势，再创

广东新辉煌。” 

是次广东省两会的会场内外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倡的节俭治国理念，即不摆鲜花、不铺红地毯、不挂空飘。形

式虽有所简化，但意义非凡。而且，会议资料瘦身，会期缩短，效率高且成果丰。

广东省两会聚集了700名人大代表以及900多名政协委员齐聚羊城。各界领导聚焦社会热点，传递民生关切。透

过积极建言献策，谋划广东未来。

权威的中国国家画报《人民画报》总结这场广东省两会指出“观点在这里碰撞，力量在这里凝聚。追逐梦想的征

程，从这里迈出坚实的脚步。”

在深远意义上，广东省两会的召开，则凸显了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团结鼓劲的主旋律，展望广东未来发展方向，

必将对这块改革开发的前沿热土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深远意义上，广东省两会的召开，则凸显了解放思想、改

革创新、团结鼓劲的主旋律，展望广东未来发展方向，必将对这块改革开发的前沿热土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广东省稳居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

广东省的经济在现任广东省省委书记胡春华和省长朱晓丹的集体领导下，取得骄人的成就。

2013年，省内GDP（生产总值）达到6.23万亿元人民币，进出口总额达1.09万亿美元、达成了２个万亿美元的经济

奇迹，成为中国的经济强省。

现任政府积极落实“三个定位”和“两个率先”的指导思想：努力发展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

开放的先行地以及探索科学发展的实验区。并且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本届省政协会当局邀请了祖籍广东省的丹斯里古润金、彭忠良及本会黄汉良总会长参加。黄会长被选为世界各

地华人代表的班长。在领导接见时成为发言人。

（照片取自：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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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开局之年
2013年，被誉为广东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的“开局之年”。

这一年内，广东省人民政府顺利完成主要任务，本届政府则开局良好。省政府去年的主要工作成绩包括：

第一，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第二，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第三，珠三角转型发展和粤东西北振兴发展并进，区域城乡发展协调性增强。

第四，深化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活力动力进一步增强。

第五，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加强。

第六，加快发展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人民生活持续改善。

总结过去一年，广东省有效应对了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2014年 完成“十二五”目标关键年
放眼2014年，更标志着广东省全面深化改革的第

一年，乃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当前我省正处于经济社会转

型升级爬坡越坎关键阶段，经济周期性波动与长期积

累的深层次矛盾叠加、结构性矛盾与体制性矛盾叠加、

经济下行压力与社会矛盾凸显叠加的挑战依然十分严

峻，发展的内外环境仍不容乐观。”他补充“但经济保

持平稳健康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仍面临转型发展

的难得机遇。”

按照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的部署要求，今年省政

府将紧紧围绕主题主线和“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

标。广东省将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把改革创新贯

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激发市场活力，加快

转型升级，促进优质增长，提高开放水平，推动绿色发

展，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努

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新的一年，广东省瞄准生产总值增长8.5%，人均

生产总值增长7.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8%，进出口总额增长1%；地方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增长10%；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

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3.5%以内；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完成

国家下达年度计划。

办好“十项全能”
广东省人民政府则自我期许，办好“十项全能”，包括：

第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重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第三，加快建设创新型广东。

第四，大力推定产业转型升级。

第五，着力提升对外开发水平。

第六，扎实抓好“三农工作”。

第七，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

第八，提高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水平。

第九，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第十，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广东省省委书记胡春华（左七）与受邀各国委员合影。左六为本会黄漢良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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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走向世界，重视华侨贡献
1月17日上午，在胡春华、朱小丹及省政协主席朱

明国在广州“高规格”接待了列席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

议的一众海外华侨华人和海外侨胞特聘委员，与广大

的海外侨胞嘘寒问暖。

诚如朱明国所言，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海外

侨胞情系桑梓，心系广东，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鼎力

相助。“如果没有海外华侨华人的支持，广东的改革开

放不可能取得今天的丰硕成果。家乡人民不会忘记你

们。”

胡春华赞赏在座诸位海外侨胞的付出，无论是亲

身重回广东发展人士还是身居海外着者，皆热心为广东

省建设做出贡献。胡春华表示，广东在加快改革发展

还是扩大对外开放层面，都欢迎华人前往广东创业，寄

望华侨华人发挥更大作用。

“现在我们走向世界，对国外有一些了解，但还没

有建立与世界各地深层次的联系。海外侨胞长期在国

外工作生活，与住在国有着紧密联系，无论是我们“引

进来”还是企业“走出去”，海外侨胞都恩改广东对外

开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广东已经在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5所办事处，当中大部分是依托当地的华侨商会而建。

贵为座上嘉宾的马中总商会会长黄漢良正面评价，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让海外华侨华人

感到骄傲，备受鼓舞。黄漢良也是海外华侨列席组召集

人之一，除感谢省政协邀请海外侨胞列席会议，也向省

委省政府和省政协主要领导同志在百忙中会见海外侨

胞致上谢意。他承诺，未来将竭尽所能支持广东经济

社会发展，并在海外积极宣传介绍中国和广东。

重建二十一世纪丝绸之路 
加强东南亚国联系

2014年起，广东正按照着中央的要求，重点打造二

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将涵盖东南亚、南亚、东

非等地。其中，东南亚更是核心的经贸之地。

目前，广东与东南亚的经济贸易接近一千亿美元，

占整个国家对东盟经济贸易的四分之一。若从历史的

脉络按图索骥，广东即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东南亚

华侨华人社群中，广东籍也是占多数。

胡春华肯定地说“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责无旁贷。下一步将推进对外开放，我们会进一步

与东南亚国家密切联系。”

论对外贸易规模，广东省足足占了中国全国的四分

之一比重。该省对外经贸的发展成果，关系到中国的对

外交往以及全方位打造跟世界各国的联系纽带。

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左六）与受邀委员合影。左五为本会黄漢良总会长。

胡春华、朱小丹及朱明国“高规格”接待列席省政协十一
届二次会议的一众海外华侨华人和海外侨胞特聘委员：
嘘寒问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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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国梦奋斗，南粤梦想启航
朱明国指出，广东省的自主创新能力已连续１３年

蝉联全国第一位。与此，广东仍是中国内地第一经济大

省，在世界国家地区排名中跃居第１５位，与并列的韩

国看齐。

同时，黄漢良看好，作为中国改革前沿省份的广东

省近年来保持着8%至9%的GDP（生产总值）成长纪

录，表现亮眼，颇有建树。“单单在去年，广东省即成为

中国第一个实现了两个“万亿美元”目标的省份，可喜

可贺。”

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预计，2013年广东全省

生产总值达6.23万亿元人民币、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

比上年增长8.5%。进出口总额达1.09万亿美元、增长

10.9%。换句话说，广东成为全国首个GDP总量和进出

口总额预计双双突破万亿美元的区域经济体。

而在拉动广东GDP增长的“三架马车”中，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18.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2%，

进出口总额则增长10.9%。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的民营经济对整体经济增长

贡献比重，扩大到52%，显示出当地蓬勃的市场活力。

黄漢良认为，广东与海外华侨华人建立了密切联

系，形成了强有力的向心力。他补充，由于国外宣传的

是西方议会制民主，大家对中国式民主不甚了解，造成

许多华裔子女误以为西方民主才有人权。“通过应邀列

席此次会议，海外侨胞大开眼界，对中国的民主政治

制度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政协的提案很多都得到

回复、落实，尤其是省委书记、省长亲自督办省政协提

案，非常难得。”

黄漢良进一步建议，今后应该加大力度宣传中国

人民政协制度，宣传东方民主，以对其他国家提供有益

的借鉴，而非一窝蜂移植西方议会制民主。

胡春华与黄漢良英雄所见略同。胡春华指出，中国

的民主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民族形式。“下一步

我们将会设法完善民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和人民政协制度。中国的发展，不仅在经济上要走一条

自己的路，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

省委第十一届三次会议确定了广东到2020年的改革方

案，我们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不断改革，是

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断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黄漢良展望，中国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

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国

梦也是海外华侨华人的梦，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共圆中

国梦；待时机成熟，全球再次进入新格局，届时有望见

证到东风再一次压到西风！”

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右）颁发证书本会黄
漢良总会长（左）。

广东省省委书记胡春华（右）接见本会黄漢良总会长（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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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与世界各国的良好关系、国内旅游、发展经
济，马来西亚政府推出极富吸引力的“马来西亚——我
的第二家园”计划（MM2H）。中国作为马来西亚的友
好国家，关系融洽且互信度高，出现不少中国公民前来
询问及参与。

由于看好“第二家园”计划前景，温馨家园有限公
司（Sweet Home Garden）2年半前便开始成立，以
便为外国人，特别是中国公民，提供贴心的一站式服
务。

温馨家园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刘荣发表示：“
我们是其中一家于2012年10月18日在上海与中国银行
（Bank of China）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马来西亚第二
家园计划指定代理。”

“因此，一旦中国银行银行的中国顾客询问到有关
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的问时，中国银行便会推荐给
与它签署备忘记录的指定代理。”

他表示：“中国银行向我们推荐不少中国公民，这
也让我们有机会向这些中国公民讲解有关马来西亚第
二家园计划的优点。”

“一条龙”服务	 让客户安心
刘氏也表示：“温馨家园有限公司提供的是贴心的

一条龙服务，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一见到有外国人来
询问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便马上介绍房地产给他
们。”

“对我们而言，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并不只是房
地产买卖，它还包括了解外国人参与这项计划的需求，
以让他们可以安心及安全地在此生活。”

“所以，顾客到我们这里询问，我们的服务人员便
会先与他们交朋友，了解他们的需求，让他们熟悉这里
的环境。除了为他们办理申请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
的手续，也会带他们看看周围的环境，让他们满意一个
地区的环境之后，我们才会介绍有关地区的房地产给
他们。”

刘荣发表示：“每一位顾客的需求都不一样，一些
需求是要国际学校在附近，一些则希望有良好的医疗
设施等等，所以，我们贴心地在他们购置房地产之前，
解决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

反应热烈　前景亮眼
刘荣发说，由于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具备许多优

势，询问及参与该计划的外国人出现迅速增长的趋势。
所以，他非常看好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的前景和展
望。

他说，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的优势包括手续简
单，办理速度快。而且无年龄限制、无英语要求、投资
门槛低，申请周期在目前各个国家的移民项目中最短。

此外，刘荣发认为：“对于我而言，第二家园计最
吸引人的计划之一，便是一人主申请，全家可获签。此
外，60岁以上的父母也可随行，并可带一佣人进入马来
西亚。”

“同时，他们还可无需移民监和无限制出入境，即
可以自由进出马来西亚，任意居住、无地点和时间限
制。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身份每10年更新一次。”

刘荣发补充说，申请者还可让子女享受国际高等
教育的机会。因为马来西亚延续了传统的英国教育体
系，拥有良好的英文学习环境。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
申请者子女可以就读学校，私立学校或国际学校。（上
篇）

温馨家园  贴心服务

商业资讯

温馨家园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刘荣发（左）在各种活动
场合都会向感兴趣的中国人士讲解“马来西亚——我的第
二家园”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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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马商界，一提起丹斯里李深静

这位传奇华商及由他一手创办的

IOI集团，无论对于华巫印哪一族

群人士，都不会感到陌生。

甫踏入2014年1月份，IOI集团即成

功分拆出旗下房产臂膀——IOI产

业，首日上市以58仙或23.11%溢

价，打响头炮。

而且，IOI产业股价表现的如虹气

势不断，还在富时大马30成份股（

前30大上市企业）占了一席位。

然而，在母公司——IOI集团如此

耀眼的光环底下，IOI产业今后将

有何大计？面对国内外开发商百家

争鸣，竞争激烈的竞技场，IOI产

业又如何运筹帷幄？

事实上，国内许多早年营运的传统种植业者，靠

着坐拥大片策略性土地的优势，纷纷转型至房

产领域。

一众种植业者当中，极具前瞻眼光的李深静很早

就顺应时势，具策略性地涉足至大马房产业，并在国内

外交出标清的成绩单。

这次趁着让子公司IOI产业上市的时机，李深静也

善用了过人的管理智慧，分别委任长子拿督李耀祖掌

种植业（IOI集团），幼子李耀昇管房产业（IOI产业）的

方式，初步规划了接棒的工作。

IOI产业首日上市股價表現气势如虹，首宗交易即

溢價70仙或27.88%至3令吉21仙，最高曾攀升至3令吉

56仙，以市值115億令吉之姿，一度成為国内市值最大

的产业發展公司，傲视群雄。

上市前，IOI集团宣布限制献售10.7亿的IOI产业股

票予前者股东，也获得40%超额认购率。

这股鼎盛买气的背后，显示出不少投资者对李深

静及其家族管理能力投下的信心一票。

亲眼见证着IOI产业登上行情板的李深静坦言，企

业市值的排名并不重要。“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公司

是否可以持续成长。”

李深静说，IOI产业将投入于长期投资计划，意味

着公司将展开相关方面的发展。他进一步补充，IOI产

业也会把触角延伸至国际市场，朝着国际产业公司的目

标挺进。

承袭着父亲一番期望，李耀昇也在上市当天展露

出信心满载的大将之风。他说道“今天（上市表现）有

个好的起步；这表明市场对我们期望颇高，所以我们必

IOI产业有限公司亮丽上市

放眼国际市场
整理报道｜雷蒙

90

市之路上

2014/03



须加倍努力，不负众望。”

遥想当年，李深静年纪轻轻领群 雄，执掌IOI集

团，创下“全马最年轻CEO”的纪录；今日，且看同样

朝气勃勃的李耀昇如何把IOI产业发扬光大。

冀发展值3年增至160亿 

上市后续推动海外业务
首先，IOI产业甫上市，就率先让IOI集团股东释放

价值。对一众股东而言，有利无弊。

完成上市后，该公司管理层已设定好全盘计划。如

继续推动海外房产计划发展，放眼未来3年可將国內外

方产计划发展总值，由现阶段的60亿令吉扩大至160亿

令吉。

李耀昇看好，IOI产业在投资控股业务方面建立更

大的组合，籍此收取更为稳定的经常性收入。他补充

说：“大马城镇发展项目（Township Project）依然是

我们不可或缺的业务一环。” 

他说，海外房产计划目前在整体业务中仅贡献5%

至10 %，放眼海內外房產业务未来3年內，可各达至

50%业务比重。

“海外业务而言，我们现阶段仅集中在新加坡与

中国厦门这两个市场，目前暂无意寻觅新市场。毕竟单

是厦门，市场发展潜能已相当庞大。”

论地库规模，他指出，IOI产业持有的海內外地库

总面积达1万175英亩可供发展，其中约400英亩地库位

在厦门，国內地库约近9000英亩。

“除了计划在3年內將发展总值提高至160 亿令

吉，我们也放眼，透过提高海外房产业务贡献，每年营

运获利达至10亿令吉。”

据母公司IOI集团2012財年业绩显示，房产业务获

利仅约5亿令吉。

提及分拆房產业务，会否影响公司派息政策，李深

静说，IOI集团將续维持原先的50%派息政策，IOI产业

也將设下类似的派息政策。

首季赚1.1亿
截至2013年9月30日的首季，IOI产业净利报1亿

1245万令吉，或每股盈利3.47仙。

该公司向马来西亚交易所（Bursa Malaysia）呈

报，首季营业额报3亿2592万令吉。

IOI产业放眼30亿销售
刚上市不久的IOI产业的季度净利虽以“亿”计算，

但该公司管理层并未满足于现状，陷入固步自封。

该公司管理层放眼在2014与2015财政年，取得25

亿至30亿令吉的庞大销售额。该公司还希望每年获得

10亿令吉营运盈利。

大马表现稳定
无论如何，IOI产业目前驻有业务的大马、新加坡

和中国市场，政府接续打房，多少会冲击到公司今年表

现。

尽管区域掀起打房凤，IOI产业仍放眼提高在新加

坡和中国的产业计划，以期藉着海外产业的扩张步伐，

抢夺区域市场的增长商机。

该公司预期，大马市场稳定；待中国厦门首项发展

计划竣工，可带动公司收入；而新加坡市场的高档产业

市场遭打房措施冲击，所以在当地市场的表现将受影

响。

需求回温可期
尽管政府在2014年财政预算案祭出系列房产降温

措施，但李耀昇相信，有关新措施只为遏制投机活动，

并不影响购买该公司产业作为长期投资的稳定投资者

群（Long Term Investors）。

“我们相信购屋者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这些

措施，一旦他们完全消化（新措施），产业需求将会逐

步回扬。”

展望未来，我国依然是该公司的主力发展市场，预

计可作出60至70%营业额贡献，其余贡献则来自中国

与新加坡。

目前，IOI产业拥有逾1万英亩的庞大地库（Land-

banks），分布在大马（9944英亩）、新加坡（6英亩）

与中国厦门（50英亩）。

整体营收贡献方面，除了马来西亚大本营之外，该

公司的新加坡业务占了25%比重，而厦门则占15%。换

句话说，海外业务将占公司营业额的35%至40%比重左

右。

展望未来3年，该公司在我国、新加坡与中国的产

业项目发展总值（GDV），将分别达到100亿令吉、30

亿新元（约77亿令吉）及50亿人民币（约27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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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最近我听人说，如果你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就等于是白赚了。我觉得这句话

十分有意思，才做出裸捐的决定。”

年届七旬，２０１４年恰好步入喜寿之年的海鸥集团董事经理兼马中总商会荣誉会长

陈凯希，首开大马华商“裸捐”的风气，以身作则为社会献出了一份造福弱势群体的“

大礼”。

整理报道｜朱国滨

堪称地球上最富有的两位名人——科技领袖比尔•盖茨与“股神”巴菲特名成利就

后，不但乐于将财富悉数投入慈善事业，更积极向各地富豪伸出橄榄枝，壮大慈

善力量，已成为本世纪的佳话。

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乐善好施同样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继承和传

载了中华民族勤劳、豁达、善良以及奉献的美德。

尤其是马来西亚华商翘楚，在以自强不息的辛勤精神积累财富后，往往都会贯彻“取

自社会，用于社会”的社会责任。

这一股精神在陈凯希身上，即得到最好的印证。

新年伊始，陈凯希即开诚布公，他将在百年归老后“裸捐”，无私捐出个人名下的所有

资产包括股票、房产、储蓄及公积金，以成立基金会协助弱势群体。

“很多人在世时未能很完善地地分配资产，以致百年归老后，无法再做出对社会有意

义和贡献的事。

家人支持　望开风气	
近代兴起的“裸捐”概念，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一种精神上的传承，做这个决定需要具

备足够的勇气与智慧。

陈凯希在出席华团晚宴致词时透露，在和家人商讨后，他决定在去世后捐出个人名下

财产作为慈善基金用途，让慈善事业得以永久传承。

所谓为善不落人后，陈凯希强调，虽然为善不应敲锣打鼓公告天下，但如果旨在宣扬

慈善，让社会人士受惠，他认为就应大事宣传，以起拋砖引玉作用。

海鸥集团董事经理

陈凯希
百年后甘“裸捐” 
　　 开风气望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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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希 传奇一生 
陈凯希的名字，在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华人社会几乎家喻户晓，其奋斗史也极富

传奇色彩。

陈氏祖籍福建省安溪县，1937年生于马来亚居銮。日本南侵期间，童年的他就随父

母奔波逃难。

因家境贫寒辍学，陈凯希初中二年级走向社会谋生。陈氏从底层做起，在橡胶园

割过胶，在罐头厂削过菠萝，还摆过地摊，修过自行车。1965年，又因政治牵连，被关

进监狱长达8年。

1974年，陈凯希获释后审时度势，认为应趁着马来西亚正进入经济平稳发展时

期，投身经贸领域，营商做生意。他随即获出任英丰经理，想以经商来为大众做点事。 

同年中马建交，马来西亚掀起一股中国热。中国商品大受欢迎。陈凯希看准时机，

即和好友商议创办专销中国货的公司。1975年海鸥公司开业。公司取名海鸥，就是取其

精神，寓意像海鸥一样有毅力、有勇气展翅高飞。

进入80年代，马来西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华人中的老人和妇女

对保健品的要求日益增长。海鸥集团专注推销中国商品如中药、药酒、保健品、茶叶，

至今已深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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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登高一呼下，陈凯希期待，最终用他的实际

行动感染、影响和带动成千上万个本地富翁们打开慈善

之门。

“我希望这项宣布能鼓励更多人响应善举，让更多

需要帮助的机构和团体受惠。”

身家或过亿	 造福弱势群体
贵为我国首位宣布“裸捐”做慈善的富豪，陈凯希

的身家到底有多少，这问题一直引起外界的好奇。

陈凯希坦言，他本身也难以估算日后“裸捐”将有

多少钱，只能确定股票将会占最大笔数目。

市场估计，其身家保守估计过亿，单是个人名下的

股票目前价值就超过3000万令吉。

至于陈凯希的个人身家总数，则难以准确计算。

虽说他目前个人名义下拥有价值超过3000万令吉的股

票，但这些股票在他百年后价值将增长多少，仍是未知

数。

无论如何，陈凯希热心公益，做善事向来不落人

后。自2010年起，他每年都会把名下股票分红约100万

至200万令吉，悉数捐给有需要的团体。

陈凯希在华团晚宴上，也和妻子陈秀英联名捐出

50万令吉给11个团体。

“取自社会，用于社会”
陈凯希曾说过，企业的利润固然来之不易，是一分

钱一分钱辛苦赚回来的，但每一分钱都来自社会。“因

此，赚钱要赚得有意义，做人要做得更有意义。”

他始终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自社会，用

于社会。”这一富有哲理的经商之道，也是海鸥公司成

功的秘诀之一。

多年来，陈凯希和他的海鸥企业从未间断过对教

育、慈善、文化团体的赞助。海鸥集团以回报社会为己

任，既支持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也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

社会形象，从而赢得了企业的成功和社会公誉。

裸捐资产交基金会处理
在现代社会经营慈善事业，是一门考智慧的学问，

不再只停留在施与受的阶段。捐赠者或集团得有耐心，

建立起具系统性的永续经营规划方案。

陈凯希相信自己的这项决定，将能永续地贡献社

会带动更多人回馈社会，也是对社会最实际的贡献。

陈凯希说，他将裸捐岀来个人名义下的一切产业，

将交由一个基金会处理，至于这个基金会的名称，目前

仍在考虑中。

他说，暂时有两个方案，即：第一个做法，以他本

人的名字（陈凯希）命名；第二个做法是把基金统称

为“海鸥基金”。

他说，“海鸥基金”是目前已存在的基金，若确定

以其命名，这项基金的规模将需要加以扩大。

“我的家人将不可享受此基金下的任何利益，唯

可以参与管理。”

陈凯希在商场上的奋斗史也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本

地华商。

论中华文化传承功绩，陈凯希更是一直积极推动马

中两国华商的合作及民间交流，并于1992年和马国著名

马来诗人奥斯曼阿旺联手成立马中人民友好协会，在促进

马中关系上同样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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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and Finance公司的品牌排行榜综合了品牌价

值、品牌评级等全方位因素考量。汽车品牌占据

28个席位，占比5.6%。东风品牌总排名第405位，较

2013年提升47位；2014年，东风品牌价值为36.63亿

美元，较2013年27.71亿美元有较大提升，东风品牌评

级为A（优等级别）。

回顾2013年度品牌价值排行榜中，“东风”即已位

列31位，蝉联中国最具价

值汽车品牌。2014年初，

全 球 最 大 品 牌 咨询 机 构 

Interbrand在中国发布

了2013最佳中国品牌价值排行榜，汽车行业仅有两家

跻身榜单，东风汽车公司延续2012年的成绩，排名27

位，继续位列汽车行业首位。

东风汽车晋身五百强品牌

整理｜朱国滨

据权威的品牌价值研究公司BrandFinance发布的2014年全球五百强品牌榜单，在上榜的28个汽车品牌当中，

东风汽车（Dong Feng Motor）成为惟一登榜的中国汽车品牌。

同时，东风汽车公司最新总结2013年度经营业绩报告显示，该公司去年共销售汽车353.5万辆，按年增长14.8%

。实现销售收入4533.6亿人民币，年增24.4%；上缴税费40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12.1%，综合市场占有率达16%

比重。

面对来势汹汹有技术，有声誉的跨国汽车竞争者，这家历经45年沧桑岁月的大型国有汽车制造商老央企，到底

如何身体力行办到该公司自我期许的“领先之志，无所不达”？

吹响大自主号角重现活力

朱福寿：想一想，汽车产量做出来后，增量各方面没有形成品牌效
应，大家买第二辆车就不会买这个品牌了，这是个问题；现在进入
了怪圈，没有盈利，又不敢投资，过分追求销量，过分追求市场占有
率，这些经营行为，未来肯定要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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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响大自主号角重现活力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东风汽车品牌今天固然奏

响了凯歌，尚不能忽略早年吹响起的“大自主”号角。

“少壮派”创新“大自主”	
东风品牌重获新生	

东风的“大自主”战略自2011年启航，成了最重要

的分水岭。当时，被誉为“少壮派”的朱福寿刚刚就任

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一职，便把目光瞄准自主品牌。

谈到东风品牌的自主进程中，首先需要抛弃的，是

历史包袱。此前，由于组织机构的错综复杂和多年以来

形成的集团领导的单点式管理，东风的自主品牌存在

着各自为战、相互之间缺乏统筹与协调的局面。

经过长时间的思想碰撞和市场研究后，2011年底，

东风 发布一套取材自《易经》，颇富东方哲学味的“

乾”D300计划（参阅图表一）。根据该计划，到2016

年，东风总体自主品牌销量将达到300万辆，包括大乘

用车板块和大商用车板块。这项极力强调永续发展、面

向世界以及开放自主的“改革”倡议，要付诸实行，挑

战性十足。

作为东风大自主的直接操盘手，正值壮年的朱福

寿对此表现得相当冷静。他说，自主乘用车这块，东风

汽车公司是后起事业。“其创业之艰难性，事业之复杂

性，成业之长期性，从业之光荣性…东风要形成自己的

比较优势，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倍感压力。”

坚守三大原则，踏上自主之路

不久，在一次内部管理干部大会上，朱福寿首次

提出东风大自主战略和大自主需要遵循的三个基本原

则。他用三句话概括：第一，发挥特色，各有侧重（意旨

按照先后顺序，有条理地处理事情）。对于目前已有优

势和特色的各项业务，应尽全力发挥；未来三大业务要

各有“侧重点”去推进。

第二，统一规划，有序调整。过去三个业务各自为

阵，现在则要统一规划，产品要统一规划，开发也要规

划，再分到三个流水线去生产。

第三，守土有则，协调发展。如果计划交给东风柳

汽干，在这个区域里就要“守土有则”。所谓协调发展，

三个业务又是一个整体，产品统一规划有分有合。这样

才能统而不乱。

在实践过程中，朱福寿还认识到，在一个不成熟的

快速增长的汽车市场，效率与程序比，应是效率第一，

程序第二。

以2005年至2009年高速增长阶段的汽车市场为

例，比亚迪、吉利、长城和奇瑞等为首的民营企业，其

制度决定了它们的效率非常高。“说干就干，可能今晚

老板做决定，明天就能执行。在这一阶段，冒进和激进

往往能抓住机会，赢得机会。”

然而，朱福寿的第二个判断是，在当前微增长阶

段，应是程序第一，效率第二，谨慎和稳健成为优势。

东风做自主品牌，追求的当是平衡发展。何为平

衡？当然是既要发挥整体管控和整体规划优势，又要

发挥各个板块面向市场的敏感度。

朱福寿称，“（当时候）采取了平台整合和战略整

合的方式，推进东风大自主战略，发挥协同效应。”

来到2013年，东风汽车公司又在品牌战略层面，

为“大自主”实行了统一规划。在上海车展期间发布了

以“自豪向前”口号的东风乘用车品牌，这是第一步。

紧接第二步，在该母品牌旗下划分出了东风风神、东风

风行、东风风度三个子品牌，依序主打“关爱家庭”、“

时尚科技”及“专业信赖”的卖点，迎合不同消费者需

求。如此一来，这“三驾马车”互不竞争，且创造出协同

效益。

在各类协调工作的推进下，2013年，东风自主品牌

汽车销售已达127.1万辆，按年增13.4%，从行业第三大

业者，跃居成行业第二。而且，旗下曾陷入困境的自主

品牌乘用车销量也达到了65.56万辆，相等于27.3%按

年涨幅，凌驾在行业平均增幅之上。

自主品牌成败　未来３年关键年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朱福寿看好东风汽车近

十年“改革”累积的实力基础。“东风最大的优势是已

构建近10个从研发、企划、生产、制造到销售为一体的

独立事业部单元（生产流水线）。”

东风汽车的第二个优势是，产品结构与市场需求

结构相挂钩。如乘用车销售比重占76%，商用车占24%

，与市场销售结构接近。“这是经过10年调整的结果，

把过去以商用车为主的产品结构，调整到跟市场同步，

乘商并举，实则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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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主品牌这块，我想

2014年或者2015年可能是我

们更加重要的年份，尤其是在

2015年。”在采访中，朱福寿

对理财周报记者表示，今年北

京车展，东风将在自主品牌板

块推出一个强大的产品阵容。

其中就包括有业界已传闻两年

左右，极富神秘色彩的“东风

一号”项目。

此外，还会有神龙公司的

合资自主品牌产品G25及东风

柳汽首款轿车的亮相。“同时，

我们今年上半年将把风神、风

行的商品全部整体规划完，协

同资源一起来做，三条战线一起推进”，朱福寿深入简

出地勾勒出东风汽车日后续打自主品牌的策略蓝图。

谈到自主商用车这一环，朱福寿表示，东风在内部

也做了一个顶层设计。因为目前为止，除东风商用车和

东风股份以外，挂东风双飞燕商标的商用车也还有将

近十个小企业如云汽、特商、实业公司等单位。“所以今

年上半年，像专用车、经济型商用车，都要实现优化。

优化以后，要正式推出第二品牌。” 

据朱福寿介绍，今年东风汽车公司的春季营销研

讨会，主要集中在物联网、车联网、互联网方面。眼见

网销模式大行其道，朱福寿展望，未来东风或将在物联

网方面有所布局。 

入股雪铁龙	防长线买保障	

对中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商东风汽车而言，现在对

陷入困境的法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标致雪铁龙集团

(PSA Peugeot-Citroen)出手相助，可能是在为应对

将来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

东风汽车豪掷８亿欧元（约11亿美元）收购标致雪

铁龙14%的股份，入主成为大股东之一，持股比例与法

国政府相同。 

这又能否称得上是一盘如意算盘？

首先，东风汽车确实凭藉这笔投资获得了重要收

益，尤其是可以与经验更为丰富的法国汽车生产商进行

研发合作。东风汽车在中国经营它与标致雪铁龙集团

的合资公司。东风汽车现在可以接触到创新转动系统

（使用压缩空气来节约燃油）等技术。

与标致雪铁龙集团的悠久历史相比，东风汽车算

是汽车行业的新兵，东风汽车在中国以外的市场主要

以重型卡车闻名。但这家中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雄心

勃勃，欲展开全球性扩张。

据伯恩斯坦研究公司（Bernstein Research）

调查显示，大部分东风汽车都是东风与外资企业成立

的合资公司生产的组装形汽车，这些外资企业除标致

外，还包括日产汽车（Nissan）和本田汽车（Honda）

，加上很快加盟的雷诺公司（Renault）。这意味着，在

研发方面，东风汽车的投注成本小于全球性汽车生产

商。

目前，东风旗下自有品牌轿车占公司乘用车总销量

的八分之一左右。无可否认，标致雪铁龙集团拥有更高

的品牌知名度以及从变速器到发动机等更高端技术，

这些将给东风汽车在亚洲市场的扩张增添动力。

无论如何，截至２０１３年6月份，东风汽车的现金

保有量为40亿美元，这笔钱不能带来多少收益，因此

押注标致雪铁龙看似值得一试。

（部份摘自“环球网”，“华尔街日报网”，“搜狐汽车网”）

图表一：“乾”D300计划

100 2014/03

国品牌中



＼孔令龙特许会计师
利安达LLKG国际特许会计公司

凯翔税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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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税益于经济转型

为何 要 实 施 消 费 税 ？从 政 府

的角度来说，我国独 立至今

所征收的税务中，即有民众耳熟能详

的“Income Tax 所得税”。而所谓的

Income，就是所得或收入，这样的税

制比较直接。其机制是个人的收入或

是企业的盈利“所得多少”，便缴多少

税。

然而，这样的税制，在 某种程 度

上，可能难于侦测出纳税人手头上真

正拥有的“现金”，相对来说，纳税人

手头上的现金，其实也不能真实反映

其所赚取的盈利多寡。而这样的缘故，

容易造成漏税的发生，导致国家财政

损失。

消费税则是一种针对“消费con-

sumpt ion”的行为征税，因此无论

纳税人收入多少，赚了多少，若其消费

高，所要缴交的税务便高；若消费低，

则所需缴付的税务便低。在这样的制

度下，消费者“花多少，给多少税”，

即“有钱消费多的人士，给多些税；

没钱消费少的人士，给少些税”，这将

协助政府侦测出纳税人的“现金出纳

Cash Out”能力，进而减少漏税甚至

是逃税的问题，并协助平衡与缓解社

会日渐贫富悬殊与财富分配不公的矛

盾，利于国家迈向经济转型。

非“全新”税制的消费税

其实消费税对马来西亚来说，并

非“全新”的税制。它是取代现在普遍

征收10%税率的销售税(Sales Tax)，

以及6%的服务税(Service Tax)，即 

“10%+6%”。这两者皆是相当过时的

税制，如销售税在1972年已实施，服

务税则在1975年开始实行，多年来隐

藏着许多弊端。这些都是让政府想推

行消费税，改革税制的原因之一。

自财政预算案公布后，很多人问

我，一旦实施消费税，此税制对我们日

常生活的影响到底会有多深呢？甚至

也有人问，一旦消费税实施并取代销

售税，会否也会取消进口车税，而让进

口车价相应调降？其实这是错误的观

念，虽然消费税是政府向应课税物品

及服务征收的税项，包括所有进口的

物品及服务，但消费税所取代的是销

售税，非进口税(Import Duty)。

无论如何，消费税的机制很简单。

假设 批 发商向零 售商征收 的销 项 税

(Output Tax)高过其买货时的进项税

(Input Tax)，零售商就必须缴付净消费 

税(Net GST)。反之若向零售商征收的

之销项税低于买货时的进项税，批发

商可以索回已缴付的净消费税。这是为

了避免消费税征收的重叠和累积，最

终实质税务负担落在消费者身上。

近期，我获邀上国营电视TV2的清谈节目“您怎么说？”。期间主持人与关税局

助理主任所谈及的，范围皆环绕与关注消费税是否会影响民生上。有鉴于此，

就让我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项时下最受全民关注的热门课题。 

自2004年10月9日首次在2005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政府欲实施物品及服务税（

消费税）以取代现有的销售与服务税，已非新鲜课题。然而，在国家今届大选

成绩尘埃若定，政府终于在2013年10月25日，公布2014年财政预算案时，宣布

将于2015年4月1日实施消费税，税率定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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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例，若批发商进口一台价值RM500的电视

机，并缴付6%的消费税，即RM30。过后该批发商以

RM700将相机转售予零售商，该零售商付与批发商的

消费税为RM42。所以有关批发商在扣除售卖货品的

RM42销项税，可索回共RM30的进项税，并仅向政府

交纳RM12的净消费税。 

在接下来的交易中，所有涉及的交易商必须以进

项税扣除销项税，向政府呈报并缴付净消费税，直至

该电视机售至最终消费者。以上为例，消费者共付给

零售商RM1,060(即RM1,000为售价，RM60为消费

税)，也就是说，政府在这次的整个供应链的最后交易

获得RM18的消费税，而整场交易获得共RM60的消费

税。

因此，一般人若到外用餐，目前要缴交6%的服务

税，若被6%的消费税取代后，这些餐饮费会起价吗？

另一方面，进口商品及本地制造商品之10%的销售税，

被6%的消费税取代后，价格是否会上涨？依照以上的

解释，照理说现有的市场物品及服务的价格，应该不

会上涨，相反的，消费税的实施，可能让一些物品的成

本降低，并与现有的价格不相上下。

税制实施将造成短暂市场情绪上通膨

而我们平日进行的日常活动与消费中，如购买家

庭用品、办公室用品、从菜市场购买蔬果及冷冻鸡只、

到停车场泊车、理发以及利用医疗等服务等等，在新

税制底下，这些当中的一些必需品，将会被列入零税率

或是豁免税率的范围，而无需缴税。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当此税制实施后，市场

还是可能出现短暂的市场情绪上的通膨。 

写到这里，您可能会问我，到底哪些人在消费税

底下，所受的影响最深？是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仰

或低收入者？在我看来，有两个群体的消费人将受到

的影响最大。第一是退休人士，他们是没有收入来源

或者是依赖少许固定退休金过活的群体；第二是低收

入者。由于这两个阶层的民众，目前是无需缴付所得

税，或是仅需缴付很低的所得税率，一旦消费税实施

的话，若他们消费高的话，所要缴付的税务比率将会

很高，影响最深。 

因此，当消费税实施后，纳税人的消费模式将变

得非常重要，即您买的物品或所使用的服务，到底是

属于零税率、豁免税率仰或标准税率的范围，将一一

影响您所需缴交的消费税额度！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销项税(Output Tax) - 进项税(Input Tax) = 净消费税(Net GST)

让我们来看看以下图表解说： 

销项税(Output Tax) - 进项税(Input Tax) = 净消费税(Net GST)

消费者 (End-consumer)

进项税 = RM30

批发商 (Wholesaler)

销项税 = RM42

扣：进项税 = (RM30)

净消费税 = RM12

零售商 (Retailer)

销项税 = RM60

扣：进项税 = (RM42)

应缴消费税 = RM18

(消费者应缴消费税额)

政府实收消费税总额

RM30

RM12

RM18

RM60

RM500 + RM30 (GST)

RM700 + RM42 (GST)

RM1,000 + RM60 (G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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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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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期间 

在八月三十一日马来西亚国庆当天，我们公司5位同事有小刘，小李，小

黄，小林及我准备就绪，浩浩荡荡从吉隆坡直飞南宁。我们当中，还有几

个是初到中国的新兵，但不要小看他们，他们都拥有英格兰爰丁堡，赫瑞特大学

的房地产管理学学位，也是老板的爰将，他们都身负重任，务必把最好和最专业

的服务呈献给中国朋友。

在九月三日至九月六日这4天的展销活动中，小弟才真正体会到从小就熟读

的一句成语—人山人海，这南宁东盟博览会实在太多人了，这盛况也只能在中国

这样广大的市场见证到，由此更加强了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在南宁国际会展中，观展的中国朋友也感到非常惊讶可在这里中看见马来西

亚的房地产，且大家都对我们的产业资讯很感兴趣，频频询问。这也证明了马来

西亚房地产还在中国人海外投资组合中的首选当中。

这短暂的4天展会，也提供了良好机会和来自各省各地，各行各业的中国朋

友有着直接的交流，更加俱全的了解他们对市场的看法和需求。他们也好奇的问

中
国
东
盟
博
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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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博览会
    非“马”不可 东盟博览会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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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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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气候温和，夏长冬短， 
年平均气温在21.6度左右

东盟博展览会的第一天，我们于公司展销厅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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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们马来西亚人能说出一口标准且流利的普通

话，有者还认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经过一番

解释后，才相信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笫一洞，吉隆坡

的甲洞。 (马来西亚地方名称，马来语为Kepong)

在众多中国朋友询问中，最多人想了解的是马来

西亚的房产价格。也有不少人询问吉隆坡，柔佛，马

六甲和槟城的市场趋势，发展前景，投资策划，回酬

率等等问题，由此可见许多中国朋友对马来西亚都有

一定的认识。这众多的询问者也反映着更多的期待，

再加上政府所推介的“我的笫二家园计划”，如虎添

翼地增加了投资者的兴趣和信心。当然，我们非常珍

惜这次的参展机会，因此公司在这次的参展中，也拟

定了“旅游看房团”，以方便投资者可先考察后购房

的决定，

仔细想一想，我们这一次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

色，也就是为国家拓展旅游业和房地产投资，对国家

的长期发展及建设带来重要的经济效益。因此公司

也在这次展销中对外招商回马，更欢迎中国房地产开

发商委托我们进行在马来西亚内地的市场销售或物

色马来西亚地段开发商机。我们将以房地产管理学

的专业知识，精准的提供市场分析，釆用土地经济学

的精髓去考证各类房产投资可行性，以确保为客户

带来可观的回筹。

中国的展览馆真的非常大，我们一连四天由下

车地点走到展销厅，路程都有一定的距离，再加上为

观展的朋友们积极地讲解，一行五人无不感觉到体

力透支，腰酸脚疼。但是在面对中国的朋友，这些付

出都得到了回报，大家心里都露出满足的笑容。尤其

一位中国企业家黄姐还吩咐我们下次到回南宁，必

需先通知她，好让她安排专车住宿，以尽地主之谊。

另有一位企业家周先生，更邀请我们到他办公室以

洽谈团购马来西亚房地产相关事项。中国人对我们

的热情款待，我们感受到了！

更有参观者要我们定下时间，短期内回到南宁

以安排一个座谈会，让中国的朋友有更充足的时间

进一步了解。与其再回到南宁，不如就办个临时说明

会，在展会闭幕后的晚上，我们假酒店的贵宾房举办

了一个约3小时的座谈，也在当场定下了他们到马来

西亚的旅游看房团行程。顿时这几天累积下来的辛

劳疲惫，顷刻间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不就是兴奋的催

化效果吗？东盟博览，实在不虚此行，中环国际万岁！

东盟万岁！！

展览期间 

广西南宁，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人多车多，可是市

容保洁上做得非常好，再加上大部分电单车改用电

箱操作，更凸显出当地人要成为环保绿城的决心。同

样是人多车多的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我们得向他

们看齐。

这里处处可见特别的招牌展示“精彩博览会，繁

荣自贸区”和“十载合作，再创创辉”，勉励南宁市民

付诸行动，美化南宁及保持城市整洁，交通通畅有

序。在南宁繁忙的路上，不时可见年轻人挥动着小旗

子在指挥人群和电单车使用马路，过后才知道他们

都是自愿服务的学生，在疏通城市通道。之后，在机

场登记时，也有义工帮忙指挥登记隊伍，不至于让来

参展的人群在机场里产生混乱。可见南宁市政府用

心良苦，在交通系统与各方面上做出最大的努力以打

造一个杰出的南宁市，以加强能力来面对这一场大

型的国际展览。

回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就是我们公司同事小黄

的一位中国客户赵先生知道我们正在南宁办展览，非

得特意派人由新疆送上十来箱的当地名产，红棗，棗

酿酒等等，足显诚意呀！这反映了这位中国客户非常

满意小黄在马来西亚所提供于他的服务。我们也不

惜行李超重，把这份人情带回马来西亚，与公司各同

仁分享中国朋友带给我们的热情。

在写这篇文稿时，小弟也在安排着公司扩展业务

的下一站，也就是四川成都—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

会（西博会WCIF 2013）。小弟在此也约定您，成都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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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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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天
登尼特集团董事经理

2014年，对中国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公司法、新商标法等各项利好

政策纷纷在这一年实施。“营改增”试点行业范围又扩大了；一元钱在中国也

可以注册公司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来越完善了……前往中国投资的大

马商家或创业人士们，这些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吗？本文笔者就2014年中国“营

改增”、新公司法、新商标法的政策亮点进行重点归纳，并结合案例作出分析

解读。

“营改增”有效减轻企业税负压力 

营改增，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指之前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

增值税，可消除重复征税、减轻税收负担。截至2013年底，“营改增”已

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成效显著。目前中国“营改增”试点有上海、北京、江

苏、安徽、福建、厦门、广东、深圳、天津、浙江、宁波、湖北等12个省市。 

现在中国“营改增”试点涉及行业包括陆路运输服务业、水路运输服务业、航

空运输服务业、管道运输服务业、研发和技术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创意

服务业、物流辅助服务业、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业、鉴证咨询服务业、广播影视服务

业、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电信业已被列入2014年“营改增”的改革任务中，并

力争2014年4月1日实施。

在税率方面，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税率为17％；提供交通运输业服务，税

率为11％；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之外的现代服务业服务（包括广播影视服务），

税率为6％；此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应税服务税率为零。

中国新公司法修改：无注册资本也可办公司 

自2014年3月1日起，修改后的中国新公司法开始施行。其中最大亮点莫过于

取消公司注册最低金额的限制，意味着1元钱注册也可以开办公司，这对初创期资

金实力不强的小微企业可谓是个良机。与2005年的中国新公司法，此次对新公司

法修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动：

一是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2005年的中国新公司法修改

后，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另有规定的外，取消了

关于公司股东（发起人）应当自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内缴足出资，投资公司可以在5

年内缴足出资等规定。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

创业投资将更便捷
中国利好新政轮番出台轮番出台

创业投资
创业投资将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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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也就是说，股东认缴

的注册资本何时缴清不受时间限制了，这大大提高

了公司股东(发起人)资金使用效率。

二是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 件。除法律、行政

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

有规定的外，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

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

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同时，

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

例；不再限制股东（发起人）的货币出资比例，对于

高科技、文化创意、现代服务业等创新型企业可以

灵活出资，提高知识产权、实物、土地使用权等财

产形式的出资比例，克服货币资金不足的困难。

三是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公司登

记事项。公司登记时，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也就

是说理论上可以“零首付”。年报制不仅可为企业

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可提高政府部门工作

效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中国所有的公

司类型资本注册都实行认缴制。其中，银行业金融

机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

司、保险专业代理机构和保险经纪人、直销企业、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融资性担保公司、募集设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劳务派遣企业、典当行、保险

资产管理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27个行业，仍然实

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

中国新商标法： 
提高侵权赔偿额至300万元 

中国是世界上知识产权制度建立较晚却是发

展最快的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建

立了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相继颁布实

施了《商标法》、《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等涵盖

知识产权主要内容的法律法规。但这种小步快跑

的发展方式必然引起中国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律体

系的不完善，中国也在不断对这些法律进行修改与

完善。在201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新《商标法》

就是其中一例。

中国的新《商标法》增加了惩罚性赔偿规定，

加大了对商标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相比之前的《

商标法》，侵权赔偿额翻了五倍多，由50万元的最

高赔偿额提高限额到300万元。加大处罚力度，意

味着加大对商标保护的力度。

另外，新商标法还理清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

力度；规定声音可以作为商标注册；首次规定了商

标审查时限最长不得超过18个月；增加了“一标多

类”商标注册申请方式；开放商标注册电子申请等

条例，这些措施的出台使得商标注册行业的规范

性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当然，中国在2014年出台、实施的新政还不止

于此。从以上几个新政可以看出，中国的创业与投

资门槛较之前已有极大的放宽，手续也更加便捷，

相对地，对无形资产保护与监管力度也愈发重视、

愈发严格，逐步与国际接轨。随着中国在不断发展

投资环境的“硬件”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软件”

的重要作用，未来保障中外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

利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也会越来越多。中国优良的“

软硬”投资环境、巨大的市场潜力，势必会吸引越

来越多的外商来华投资，让我们拭目以待。

创业投资将更便捷中国利好新政轮番出台
创业投资

利好新政 中国利好新政轮番出台
更便捷
创业投资将更便捷创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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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假期积极推动旅游业 

蝉联两届最佳旅行社奖	
荣获卓越会奖旅游管理公司	

旅游观光业，向来是马来西亚重点推动的热门

产业之一。这项为国家带来可观收入的产业

之所以成功，也全赖一班旅游业者的用心经营贡献的

成果。

珍珠假期（马）旅游有限公司自1993年成立至今，

在公司董事经理兼本商会秘书长卢国祥的英明带领

下，已于吉隆坡、蒲种、亚庇以及雪兰莪加影（公司总

部“珍珠大厦”所在）四大策略性城市设立分行，积极

推广马来西亚为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所谓一份耕

耘，一份收获。珍珠假期付出的努力，也得到了业界的

一致公认，并获得多项实力见证的奖项殊荣。

2014年2月20日，珍珠假期就从马来西亚旅游与

文化部部长拿督斯里纳兹里（Dato’ Seri Mohamed 

Nazri Abdul Aziz）手上，再次蝉联摘下了由马来西亚

旅游局颁发的2012/2013最佳旅行社奖（2012/2013 

The Best Local Tour Operator）。这项殊荣旨在向

表现出色且对本地旅游业发展有所贡献的业者，做出

肯定与致敬。

另外，较早前在2 013 年9月18日，珍珠 假 期 在

2013年度RAWR颁奖典礼上，还荣获了卓越会奖旅游

管理公司的奖项荣耀（The Destination Manage-

ment Company Award for Excellence 2013）。

该奖项主要由马来西亚会展局（MyCEB）设立，并由

独立的业内专家进行评分，旨在表彰表现卓越、具专

业水准，创新的商务活动对马来西亚经济推动做出重

大贡献的杰出企业。

卢勇卫（左三）代表珍珠假期上台领取马来西亚旅游局2012/2013最佳
旅行社奖，并与珍珠假期一众团队合影留念。

珍珠假期摘下卓越会奖旅游管理公司的奖项。珍珠假
期董事经理卢国祥（右三起）、副总经理吴忞倪与总
经理陈志雄及团队人员分享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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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归侨侨眷大会通过

刘国城受委任海外委员

经第九届中国归侨侨眷

大会一致通过，大会

决定委任拿督刘国城为中国侨

联第九届委员会海外委员。中

国侨联第九届海外委员，马来

西亚共有十名代表，其名单如

下：

沙巴： 拿督刘国城、丹斯里刘瑞发；
砂拉越： 拿督黄国忠；
西马： 陈凯希、邱继斌、丹斯里林伟才、拿督林福山、丹斯里郑添利、拿督黄汉良、拿督戴良业；

海外顾问：
丹斯里方天兴、丹斯里刘南辉、拿督杨天培、丹斯里张晓卿爵士、丹斯里林玉唐、
丹斯里钟廷森。

拿督刘国城领取聘书之摄。

（左起）马中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及马中总商会沙
巴分会会长拿督刘国城。

整理|黄德居

甲午年新春聚餐会，会长拿督陈天场宴请全体理事庆贺新春佳节，大家言谈甚欢，渡过欢乐新年。

由马六甲颍川堂陈氏青主办“GST讲座会”，马中总商会马六甲分会为联办单位之一， 于2014年3月3日，假King’s 
Green 酒店进行，当晚反映热烈，获得好评。

2014年迎来十周年的青年团朝气十足，
全体青年团理事齐心协力，踊跃参与筹
备十周年团庆晚宴。前排右三与右四为
第四届青年团团长丁扬岗以及第一副团
长张柏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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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中央理事与宣国兴参赞交流晚宴

感恩与惜缘之夜

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刚步

入 新 一年 的１月２日初 春

晚，阵阵的春风吹拂着，万物欣欣

向荣。本商会中央理事特意选在城

中豪华宴厅 — 阳城酒家（N ob l e 

House）设宴酬谢宣国兴参赞自上

任以来，对本商会作出的支持、协

助与贡献。当晚各领导之间洋溢着

感恩与惜缘之情，让整个交流晚宴

充满暖呼呼的人情味。

马中关 系 之 所以 源 远 流长，

除文化同根的优势之外，人与人之

间的互助、信任精神同样重要。黄

漢良表示，宣国兴参赞对马中总商

会 的活 动 都会义不 容辞，给 予大

力的支持与协助。“尤其是连续３

年举办的马中企业家大会，由于得

到宣参赞与经商处的全面配合，让

这场国际型大会越办越好，有声有

色。”

宣参赞本身则对于２０１３年

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的参与人数

之众（超过1300人）、经济效益之

高、促成马中企业家交流之盛，都

表示正面看待。

黄漢良道出，刚过去大会的主

题“激发正能量•共创新商机”，属

于众理事与工委会集思广益，体现

民主领导的产物。如他本身即提出

在全球经济未完全明朗之际，为商

界注入“正能量”是必需的；随后加

上副总会长之一的颜登逸提出的“

激发”作为释放正能量的动词，让

整体大会思想更显鲜明，起到画龙

点睛之妙。

“接下来，今年（2014年）大

会将由副总会长之一的林恒毅率领

工委会移师至北京举办，希望届时

能够得到宣参赞的指导；至于更长

远的明年（2015年）大会则将回马

举行，交由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领

导群雄。”

黄总会长乐见本商会在中国与

本地商界皆建立起一定知名度，未

来也会是一个朝气勃勃的活跃型社

团。“像今年，我会就增添了几个新

委员会，如尊重男女权平等的女企

业家委员会，由霹雳州分会副财政

刘雪俪女士掌管；还有由林恒毅主

导的国际关系委员会，则发展与东

盟友会的关系。”

他强调，为了配合２０１４年马

中建交４０周年的标志性日子，本商

会的会讯出版委员会副主席拿督沈

哲初还成功牵线与新华社合作，联

手大搞深具历史性纪念价值的大型

图片集与全马巡回图片展。

“可喜的是，连我国的国际贸

易与工业部（MITI）都向我会表示

了高度期待我会配合２０１４年马

中建交４０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在

此，我仅代表我会全体中央理事与

会员衷心希望继续获得宣参赞与经

商处的鼎力支持与协助。”

黄漢良总会长右五率领各中央理事向宣国兴参赞右六祝酒衷心表示感恩之情。

新年伊始，春暖花开之际，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以满怀的感恩之情，设宴款待多年来不遗余力，鼎力支持本商

会各大小活动的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宣国兴。

席间，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也即时宣布，待2014年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移师至北京召开后，2015年

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将返马举行，并敲定由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接棒统领工委会，再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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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马中总商会新春感恩晚宴上致词时表示，过

去总会创办人及元老的贡献值得大家的肯定，

因此感恩聚餐会有必要制度化。

“此外，我们也会將总商会历届总会长的照片放在

总会会所，让所有会员都能能够记住历届会长对总商会

的贡献与努力。”

他说，中华民族都是饮水思源、承先启后、与时並

进的族群，因此感恩是华裔须有的美德。

“马中总商会如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成绩，而我

们在过去创会、发展和改革的道路中都是一脉相传的，

就像中国的建设与改革一样，中间並没有脱离原来的宗

旨，所以马中总商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我们不能忘记

当初建会时的功臣。”

建议组东盟商会
他说，在马中总商会创会至今的24年来，隨著环境

的改变，总商会也不断跟著大气候来走，也曾经多次易

名，但是总商会始终坚持当初建会时的宗旨和目標。

“中国的经济总產值在2016年预计会超越美国，

若按照这种趋势，我们需要感谢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在

以前就看好中国前景，让我们搭对了这条船，成为马中

经贸关係的先锋。”

他也说，隨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渐重要，他建

议东盟的商会能够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东盟商会，以让

商会继续发展蓬勃。

黄漢良（右五）在眾嘉宾的陪同下一起捞生。左一起为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拿督陈天场、秘书长卢国祥、副总会长刘俊光、
会务顾问杨天德、副总会长宋兆棠、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及陈凯希；右一起为会务顾问拿督陈展鹏、丁锦清、第一副总会
长陈友信及永久名誉会长拿督杨天培。

饮水思源念恩情

感恩晚宴年年办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指出，他希望该总会

每年能够举办感恩聚餐会，让感谢元老的贡献，成

为一种感恩文化。

为表感恩之情，黄漢良（左二）与陈友信（右一）赠送
水果礼蓝予德高望重的陈凯希（左一）及拿督杨天培
（右二）。

1132014/03

本会动态



拟来马建养殖基地及派遣远洋捕捞船

马中商家合作开发渔业商机

吴南翔表示，这一趟海外 拜访行程点除大马之
外，还有澳洲与印尼。他看好，大马具备优越地

理位置及免受台风天灾的优势，有利捕捞活动及培养出
不同的鱼品，适合渔业发展。有鉴于此，中方正计划将
养殖基地转移至大马建设，事先展开了探讨养殖基地政
策的暖身活动。

“我们特别留意到大马现代渔业的发展，且跟中国
的经贸活动频繁，加上本地华商与福建省关系源远流
长。我们此趟拜访目的，旨在推动中马人民在海洋生态
发展的合作、促进高层企业对话商讨。”

另外，据吴南翔指出，福建省的800马力级远洋捕
捞船多达４００多艘。“当中占了半数的200多艘捕捞船
在印尼营业。因此，我们希望跟东马或沿海地区渔业者
探讨合作机会，以共同抢滩庞大的中国进口渔产品市
场。”

负责接待的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看
好，中国业者若来马建养殖基地，将有助增加我国渔
产，从而降低渔价，造福本地消费者。他补充，我国渔产
量越来越少，是相对造成渔价越来越贵的原因之一。

黄漢良认为，随着全球人口递增，渔产业应追求永
续性经营理念，加强和优化捕鱼技术。他举例，中方除
了注重科学化的捕捞技术之外，也关注发展海洋基地，
因此他欢迎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与大马商家保持密切
合作与资源整合。

“随着中国农业与渔业现代化发展迅速，中国将是
作为农业国的马来西亚未来的学习模范。基于海洋成为

各国重视的关键领域，我们希望国内加强与中国的共同
合作，互利共赢。无论如何，在国与国之间的磨合过程
中，大家宜保持像马中之间的友好关系，具备人道精神
和采取谅解态度，以人性化处理的包容方式解决问题，
才能事半功倍。”

他进一步以中韩关系为例，当对方国家的渔业者越
过对岸的海岸线，邻国的海洋执法者都会在几段时间
内把被扣留的相关渔业者遣返对岸。这意味着，只要能
够达到上述条件，两国发生类似的海岸纷争时，即能从
容处理。

中国福建省海域面积达到13.6万平方米，岸线长达
3752公里，并拥有2000多座海岛。去年，福建省渔产量
达630万吨，海洋生产总值5220亿元，占全省GDP（生
产总值）的26.5%。这显示出海洋经济对福建省经济起
到举足轻重的效益。

出席接待活动的马中经贸总商会代表包括中央理
事包久星、绿洲水产有限公司吴逸深、JEFI海洋资源有
限公司首席执行员陈明仁及经理何维绅、KF Wong公
司总监黄福强、文丰鱼行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洪志坚、农
业部官员马兹兰（Mazlan）、总商会执行秘书周美馨以
及副主编兼副执行秘书朱国滨。中国福建省海洋与渔
业厅经贸交流团成员为副厅长李钢生、科技外经外事
处处长吴奋武、福建省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中心
负责人陈思增以及平潭县远洋渔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卓龙雄。

黄漢良（左六）赠送纪念品予吴南翔（左五）。左一起为卓龙雄、陈思增、吴奋武及李钢生。右一起为何维
绅、洪志坚、黄福强、陈明仁、马兹兰、吴逸深及包久星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厅长吴南翔带领交流团来马，透过拥有１３００名会员并不断壮大的马中经贸总商会，探讨

与大马企业家联手建设养殖基地及进行捕捞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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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美丽传说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团 

源头采购大马特产，合作网销互利共赢

针对网销（或称电子商务）这个新兴产业的未来动
向，广西电子商务公司--美丽传说股份有限公司

（Meilichuanshuo，下文简称美丽传说）一行三人在
年初拜访本会时，与本会领导及会员作了一次深度交
流，并探讨向大马各产业供应商进行源头采购的可行
性。

美丽传说副总裁张兵看好，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殷
切需求马来西亚特产的保健品（如燕窝和东革阿里）、
调味料及食品，该公司现阶段积极引进相关产品。“举
例，我们母公司（千橡互动集团）旗下另一中文网站—
猫扑网（mop.com），即对大马保健品有着极高的咨
询频率。”

目前，千橡互动集团旗下各网站的注册会员，合共
超过２亿网民，并在持续迅速壮大中。

负责接待代表团的本会副总会长郭隆生建议，我
国特产的山竹、波罗蜜、龙珠果等热带水果拥有较长保
鲜期，可作网购品之一。“网购乃未来一大新兴趋势，我
们邀请张兵前去北京参与今年内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
马中企业家大会，分享看法。”

郭氏补充，中国电子商务网阿里巴巴去年双十一“
光棍节”收350亿人民币交易额，除了创纪录，也印证了
中国网销市场潜能庞大。 

事实上，中国的网上贸易制度正逐步健康发展起
来，官方对于制定保障网购消费者权益的措施也日益加
强。除了落实先收货后付款的明文规定外，张兵指出，

中国商务部近年也推出新法例，允许网购消费者在取得
货品的一周内退还货品。“为增加竞争力，部分商人更
会自发把退货期限延长至一个月内。”

据透露，美丽传说管理的东南亚进口商品商城“美
丽湾”（meiliwan.com）在去年双十一正式上线，１２
月份已取得数十万人民币的营业额。 

贵为首家主营东南亚进口商品的电商平台，“美丽
湾”坚持以自行采购、自建仓储、自行发货、自行控制商
品质量的运营模式服务用户。

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东南亚产品，美丽湾
进驻广西，借助广西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以源头采
购的模式整合东南亚的特色资源和稀缺资源。

在网站正式上线之后，美丽湾积极建设南宁14个
市的供货渠道，推动美丽湾销售东南亚商品。

至于美丽湾的网站设计，为了方便用户顺利找到所
需要的商品，美丽湾将商品进行了横纵两个方向的分
类：首先，从横向上按照商品产地分为泰国馆、越南馆、
马来西亚馆、中国广西馆等十一个特色国家馆。后再从
纵向将商品按照其品类分为东南亚咖啡馆、零食馆、榴
莲馆等十个东南亚特色商品馆。 

同时，美丽湾突出了科普化、药品化的的商品参数
介绍，美丽湾的一个商品介绍，含有在架批次商品的生
产日期、原产地、加工工艺、授权和认证、储存方式等近
二十项参数说明，商品介绍向药品说明书的极致功能看
齐。

会后，郭隆生（右六）赠送纪念品予张兵（左六）。左起为金桥资源总经理菲立、
Kartib Jaya私人有限公司營銷主管黄祖成、马来西亚实康总部投资总经理罗文澍、美丽传说采购经理
黄潇、美丽传说采购主管陆滨、本会会讯出版委员会主席陈云翔、老怡保国际有限公司销售董事Steven 
Ong、KVS营销公司资深总经理SK Lim、马来西亚伟富有限公司董事陈丽琴以及本会执行秘书周美馨。

随着全球进入互联网通讯的新时代，人类的消费模式已从传统的市集买卖活动，进化到足不出户也能购买心

头好的网购年代。

放眼全球，尤以逼近6亿网民，互联网普及率超过40%以上的中国市场蕴含着潜能无限的商机。

因此，如何抢滩这一股商机，也成为全球商家目光聚焦的成功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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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商务厅代表团访马

吁前往湖北武汉市参与“第九届中博会”

湖北省商务厅处长王桂生时率领3人代表团拜访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由本会总会长拿督黄漢

良亲自接待。

黄漢良表示，随着中国势力全方面地快速发展起

来，马中双边总贸易额已达到1068亿美金，对本地经济

贡献匪浅。他认为，商家宜看准时机，进军神州市场。

此外，黄漢良指出，大马第二家园计划吸引4000家

中国人在大马投资及定居。黄漢良呼吁，马中商家宜互

相配合及协调，以补助彼此资讯的不足。他举例，马中

总商会一贯十分积极响应招商会，展览活动，甚至组团

考察中国各地。

黄漢良也提出今年本商会的重头戏— —第四届马

中企业家大会（MCEC）将夸出国门，并配合第十八届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举行。他也希望王处长返国

后，可以把这消息传播给有兴趣的商家共襄盛举。

据王桂生介绍，湖北省人口大约6200万，占面积

18.59万平方公里。此外，湖北省也是著名的名胜古地。

他建议，大马商家可到当地旅游及考察，以更了解湖北

省风土面貌。

随着年代的变迁，湖北省以超过10000亿元的国

内生产总值，稳坐全中国第六位强省。在工业方面，湖

北的轻重工业都比较发达，工业产值占总产值一半以

上，其中重工业多集中在武汉、宜昌、黄石、襄阳、十堰

等地。例如，中国大型钢铁公司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位

于武汉；中国三大汽车制造厂之一东风汽车公司总部位

于武汉，在武汉、十堰和襄阳设有工厂；长江第一座大

坝葛洲坝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三峡水利枢纽

在宜昌境内。湖北矿产丰富，有大冶铁矿，应城石膏矿，

荆襄磷矿等。因此，冶金工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工业历史

悠久，比较发达。他预计，东盟地区机遇处处。他看好

东盟，尤其是马来西亚。他希望更多的大马商家到中国

湖北省参与“第九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第九

届的中博会将于今年5月18日至20日于湖北省武汉市举

办。他说，该博览会今年定调为“开放合作、转型发展、

振兴崛起”，旨在承接产业转移和促进投资贸易为主。

该接待会的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总会

长拿督黄漢良、湖北省商务厅处长王桂生、湖北省商务

厅投资促进处主任科员徐琛，湖北省商务厅投资促进

处副调研员季珣、马中总商会会务顾问缪进新、马中总

商会会务顾问丁锦清、马来西亚湖北公会会长拿督张

麒麟、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兼工商事务委员会主席丁扬

岗、马中总商会中中央理事兼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李素

桦律师、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兼会所管理委员会主席包

久星局绅、马中总商会内部查账兼工商事务委员会委员

彭彦彰、中国工商银行公司业务部主管林国发、中国工

商银行公司业务部高级经理洪冬梅、中国工商银行投

资银行部高级经理唐晨华、中国工商银行公司业务部

经理陈建声、协调员林世强、马中总商会执行秘书周美

馨以及副执行秘书郑开耀。

黄漢良（左五）赠送纪念品予王桂生（左四）。左一起为远自湖北省代表林国发、徐琛、张麒麟及缪进
新。右一起为马方接待人士，包括彭彦彰、李素桦、丁扬岗、包久星、丁锦清及缪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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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代表团访马

促企业家往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投资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代表团来访旨在探

寻合作商机，並加强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管理委

员会与本会的交流，进一步促进马中的友好往来和经

贸合作。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赞叹钦州

发展非常迅速，并强调中国总理李克强曾说过过去十年

见证了中国-东盟的“黄金”合作。2014年，中国与东盟

双方经贸升级到“钻石十年”新格局。因此，中国将全

面投资东盟，预计达到超过4000亿美元总贸易额。黄

漢良指出，首相纳吉将会在五月拜访中国，中国李克强

总理也会在六月拜访马来西亚。同时，马中总商会还会

配合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丹斯里黄家定所举办的

活动。此外，本商会也会跟和新华社联办《马中建交40

周年图片展》，并将于6月28日在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

举行纪念马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宴会。

黄 漢 良也 提 出 今 年 的 第 四 届 马 中 企 业 家 大 会

（MCEC）将在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第二

天9月9日举行，以提供方便，机会和了解的平台给所需

要的商家及企业家。他表示，去年的第三届的马中企业

家大会上吸引将近500名的中国商家参与，而且他强调

大会获得马来西亚国际贸工部和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经

济特区的支持，所以今年会更加热闹。黄漢良看好，中国

崛起对世界和平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对每个国家

都有好处。此外，他呼吁商家们考察钦州，因为钦州是

个充满商机的好地方，也是马中总商会的好朋友。

黄善荣表示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是在2008年5月29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是继上海

洋山、天津东疆、大连大窑湾、海南洋浦、宁波梅山之后

的全国第六个保税港区，也是在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的保

税港区。他强调，广西钦州保税港区还是中国距东盟最

近的保税港区，地处中国—东盟国际大通道和西南地

区出海的最前沿，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核心

平台和强力引擎。

他表示虽然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相对于新加坡和香

港比较落后，但仍有发展及投资的空间。由于该地区是

壮族自治区，所以国家将会特别扶助，因此钦州市的设

施相当完善。他引用谚语“无心插柳柳成荫”形容当地

的投资回报，所以他再次强调在投资方面往往会有想不

到的回酬。他补充，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劳动成本低，基

础设施有保障，所以非常值得投资。虽然广西钦州保税

港区目前还是一个试验区，但在红酒产业方面却取得每

年两倍增长率。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管理文员会建设管理处副处长

章太武进一步表示，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想听取商家的

建议及需要，以便在未来可以探讨如何规划及取进，进

而拥有属于合适自己的形式，因此施政方针将会是下一

步的焦点。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先生坦

然的表示，马来西亚很欢迎中国以这种方式招商，大马

也希望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发展成功，以便促进马中在

东盟贸易。对马中总商会而言，在大型投资方面，国家

企业比较有能力，相对而言，华基企业大多数属于中小

型，因此华基企业在投资方面比较属于选择性的投资。

他也进一步表示，原产品是大马优势，同时他也补充希

望中国也在马来西亚投资。

黄漢良（左七）赠送纪念品予黄善荣（左六）。左一起为黄云化、李素桦、黄克强、何斌、章太武。右一起为林
国发、宋兆棠、陈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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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代表团访马

诚邀参与马中杰出青年论坛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联络部副部长朱柳2月份率领3

人代表团拜访本会，由总会长拿督黄漢良主持

接待。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拿督黄漢良非常欢迎中国海

外交流协会联络部副部长朱柳率团拜访本会。他对于中

方一直以来特别关照大马侨胞表示感谢。“自中国的改

革开放大业来说，实现“中国梦”，是深化改革开放的伟

大目标；深化改革开放，则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

力。”

他肯定地说中国的崛起对全球华人都有好处，中国

强大也对世界华侨发挥很大的影响，让海外的华夏同

胞不再受歧视，活出尊严。“郑和七次下西洋，对大马的

影响至今不变，马中友好关系不容许任何一国挑畔。”

他举出实际例子。“就近期外媒炒作中国舰队巡弋

曾母暗沙事件而言，马来西亚国防部部长希山慕丁表

示，这是不实的的报道，并对中国军方有信心，因为马

中友好的关系是不容许战事发生。”他强调，马中总商

会是多元化的民间团体，是中国具有的国际观，长期为

马中友好关系做出努力，并积极参与所有双边的财经文

教活动。他进一步表示，马中是东盟当中最好的伙伴，

双边总贸易额也已突破标志性的1000亿美元，在未来

的五年将要达到1600亿美元。“因此，马来西亚国际贸

易及工业部长慕斯达法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和商机。”

为了配合及迎接现代海上丝绸之路，今年第四届马

中企业家大会将夸出国门，在9月份厦洽会期间正式举

行。他补充，由于国家现阶段做得还不够全面，因此马

中总商会认为有义务助国家一臂之力。他指出，自从中

国实行高级官员出国的政策措施，让许多有心来马出席

企业家大会的中国高级干部遇阻；借着这次夸出大马国

门往中国举行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的机会，可更具体

推介马来西亚以便吸迎中国企业来马投资。此外，他也

提出，今年将会与新华社共同联办马中建交40周年建

交活动，十分欢迎中方一同参与。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联络部副部长朱柳赞同，马中

总商会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便成立，马中总商会在促进

马中关系发挥桥梁作用。他强调，随着东盟进入钻石十

年，中国全力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并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善用

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

洋合作伙伴关系及基础措施，往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挺进。

他也强调，此趟目的是希望本会能够号召企业参与

这次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在马举办的马中杰出青年论坛，

以便推进和谐华侨建设及和谐发展。

除此之外，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也举办一场华人创

业洽谈会以便指导如何创业及探讨符合自己的商业模

式。“基于今年是中国建国65周年，因此将会有许多活

动展出，希望大家今年能够参与。”他也强调，中国处处

是商机，所以今年是非常好的时机。

朱柳（左五）赠送纪念品予黄漢良（左六）。左起：张躍魁、刘鹏祥、黄祯辉、文雪、宋兆棠、包久星、张联兴、林恒毅、张
彬、李素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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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马中建交40周年
马中总商会活动

精彩纷陈
日期 项目 地点

13.05.2014 上午 马中建交40周年图片集及 
图片展推介礼

ONE UTAMA SHOPPING MALL (NEW WING), PJ

13-18.05.2014 马中建交40周年图片展 ONE UTAMA SHOPPING MALL (NEW WING), PJ

28.06.2014 上午 2014年全国会员常年大会 本会礼堂

28.06.2014 晚上 马中建交40周年/ 
马中总商会24周年会庆/ 
青年团成立10周年联欢晚宴

SHANGRI-LA HOTEL,KL

09.09.2014 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中国厦门

马中总商会活动表 (待定)

各州属分会“马拉松式”接力庆祝马中建交40周年 (待定)
州属 图片巡回展 研讨会 晚宴
沙巴 12.6.2014 (四) 12.6.2014 (四) 12.6.2014 (四)

槟城 07.6.2014 (六) 07.6.2014 (六) 07.6.2014 (六)

登嘉楼 13.6.2014 (五) 13.6.2014 (五) 13.6.2014 (五)

砂拉越 12.7.2014 (六) 12.7.2014 (六) 12.7.2014 (六)

霹雳 16.8.2014 (六) 16.8.2014 (六) 16.8.2014 (六)

柔佛 05.9.2014 (六) 06.9.2014 (日) 06.9.2014 (日)

马六甲 13.9.2014 (六) 13.9.2014 (六) 16.5.2014 (五)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和新华社联合推出的光辉40载图
片集受到各界大力支持。３月中旬在马中总商会会所

举行了庄严的签约仪式。
今日签约仪式上，发林控股（马）有限公司总裁丹斯里

林玉唐、海鸥企业有限公司营业经理出德隆、碧桂园控股（
马）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陈喆及中兴控股（马）有限公司分
公司总经理张宇，分别以赞助商的身份，与马中总商会与马
来西亚新华社，签署三方合作协议书，以承诺40周年大型图
片集的出版及图片展的推行。

马中总商会会长拿督黄漢良在发言中，简述各家公司对
40周年大型图片集的出版及图片展推行的贡献。他说，“丹
斯里林玉唐慷慨解囊，投入15万的赞助资金，除了为这次图
片集出版及图片展的推行，注入强心针之外，也是建交历史
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另外，他也对海鸥企业有限公司的
大力支持表示赞赏。

再 者 ，新 华 社 也 特 别 于 同 一 日 的 签 约 仪 式 上 ，

与 7 家 公 司 分 别 签 署 新 华 通 讯 社 新 闻 信 息 产 品 使 用 
服 务 协 议 。这 7 家 公 司 包 括 优 供 有 限 公 司 、连 城 画 
廊 有 限 公 司 、中 兴（ 马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环 绿 棕 合 有 
限公司、莱弗士国际学校、华丰行集团及NCB Group of  
Companies。

林玉唐（前排左二）、黄漢良（前排左三）、胡光耀（前排左四）
、出德隆（后排六）、陈喆（后排左四）、张宇（后排左五）齐出
席“光辉40载”图片集及图片展签署合约仪式。

“光辉40载”图片集及图片展签署合约

促马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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