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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人们对西域已有一定的了解。战国时

期，中原文化传至遥远的西方，秦统一后，与西

域的联系更为密切。西方称谓的“China”，就是从“

秦”字音译的 “赛尼”、“希尼”（Sinae）转变而来。至

西汉建元年间，张骞率众万余随从出使西域，进一步加

强中土与西域的交往，使丝绸贸易更为兴旺。

“丝绸之路”的线路，初时有围绕西域境内的两

条，皆由长安（今西安）与洛阳出发，经河西走廊到敦

煌，再分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西出阳关，经昆仑山

北麓西行，逾葱岭而到大月氏（今伊犁），至安息（即波

斯、今伊朗），南入身毒（今印度）；北路，从敦煌先出

玉门关，经骀天山南麓的龟兹（今新疆库车），过大宛（

今费尔干纳盆地），南下安息，向西可达大秦，此大秦

非中土之秦国，而是拜占廷，即东罗马帝国。南北两条

丝路，都是两汉时代的丝路。

西出阳关上丝路
时至隋唐，丝路增至三条。第三条称“新北道”，走

更北的路线，从敦煌出发后，北取哈密，沿天山北麓西

行，渡伊犁河至碎叶（今吉尔吉斯坦托克马克），到达

“丝绸之路”辟于何时？始于何处，终于何点？“海上丝路”又始于何处，终于何点？“丝绸之路”运送哪些商

品？“海上丝路”为何亦称为“陶瓷之路”？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如何带动海上贸易？明清两代的海禁诏令，对

商贸有多大的打击？

曾是航海大国的中国，两百年后如何被西方强行打开口岸？郑和七下西洋600年后，中国如何痛定思痛再次启

航？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路

海上丝路再启航
六百年后沉思郑和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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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木图。

佛教艺术圣地敦煌是商旅出关前的聚集地，辞敦

煌之后，走北路的出玉门关，奔南路的出阳关，至此，

商旅将真正体会到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大漠孤

寂。

丝绸是“丝绸之路”运送的高档奢侈品，瓷器亦

然，运至君士坦丁时，可卖很高的价 钱；身穿中国丝

绸，家用东方瓷器，都是贵族的表征。其他来往商品，

还有宝石、金银器、皮革、药材、香料、核桃、石榴等。

丝绸与瓷器成为中国强盛文明的象征，使西方对中国有

良好的印象，认为中国是一个富饶的地方。

隋唐之后，至两宋年间，西北游牧民族盘据关外，

加上沿途古城，如高昌与楼兰，因气候变化而严重衰退

甚至荒弃，西域之路已越来越不适于商旅，丝绸之路亦

没落，悠扬的驼铃声逐渐消失于大漠。

乘风破浪扬帆去
中国东南沿海居民靠海吃海，自古以来，积极向海

发展。造船技术至唐宋两代，已臻当时先进水平，指南

针与观星定向的运用，更奠定中国扬帆远航的基础。陆

上丝路受阻，却促使另一条丝路“海上丝路”进入黄金

时代。中国南方的商旅开始开拓海域，借东北与西南季

风扬帆远航，不但延续了陆上丝路贸易，更使海上丝路

贸易蓬勃发展。

谈海上丝路，必须谈15世纪初叶中国航海家郑和

七下西洋的壮举，以及对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的影响。郑

和在宋元海上交通的基础上，从1405年（永乐三年）

至1433年（宣德八年）的28年间，七次率领船队远航，

从江苏刘家港出发，跨南海过西沙至东南亚，取马六甲

海峡入印度洋，经锡兰北上波斯湾，西至红海，转赴东

非；对促进睦邻关系与发展海外贸易，起了重要的作

用。

郑和舰队远航，从浅海奔向蓝海，打破了中国长久

以来闭关自守的束缚，表现了中国的强盛与开放。相对

于丝绸之路的驼队，海上丝路的船队有更大的运载量，

可载送更重的物品，这是海上丝路的绝对优势。

瓷器香料伴丝绸
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与香料，因此，海上丝路亦

被称为“瓷器之路”与“香料之路”；往来的其他商品，

有罗马的玻璃器皿、非洲的象牙犀角、东南亚的玛瑙

宝石等等。海上丝路的频繁航运，推动了造船业、冶金

业、五金手工业及日用品手工业等。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性质何在？对社会经济有何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图片来源：中国百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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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与影响？有史家认为，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主要

是在“靖难之役”之后追剿建文帝的残余势力，争取万

国来朝以巩固皇位；亦有史家认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

属于“贡赐贸易”，亦即是明政府以赏赐，换取各国的

贡品，其中以奢侈品居多。

郑和下西洋虽有展示中国富强与促成万国来朝的

政治任务，在另一方面，亦的确开辟了通往西方各国的

海上交通，以适应对外贸易和各国来朝的需求。

协和万邦求安定
在郑和下西洋的前后28年，前期与后期的性质有

显然的改变，即前期附带政治目的，后期则演变为着重

经济。郑和前三次下西洋是处于政治上的需要，主要任

务是缓和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各国的紧张关系，增强

海上实力，打击并瓦解流亡分子与倭寇对沿海地区的

威胁，以建立区域和平环境。

后四次的远航活动，主要任务则在南亚以西的地

区，发展中国与西亚与东非各国的友好关系，及促进经

济文化交流。如果说郑和追剿文帝残余势力远至波斯

湾的忽鲁漠斯、红海的亚丁、和东非的木骨都束，那是

比较牵强的。

相对于前期的政治目的，郑和远航的后期目的，是

在于谋求内外稳定和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如果对明成

祖在同一时期努力巩固中国边疆、频繁遣使异域的外

交活动作综合思考，即可发现郑和下西洋之举，实际上

是中国对外关系总政策的其中一个环节，真正的整体

目标，是在于谋求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

不占外国一寸土
自秦汉以降，中国的对外方针都着重于“防”，万里

长城就是历代典型的防御工事。至明成祖时期，历史条

件开始变化，对外方针除了坚持“防”的一面，亦着重

于“放”。总目的是“内安诸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

共享太平”，以“四夷顺则中国宁”的思路走和平道路，

争取“区域和平”的目的。

郑和所执行的外交政策，是积极推行对外开放的

睦邻原则，除坚持“厚往薄来”的精神外，更遵守和平

友好的原则，加强与海外各国的文化联系，争取一个和

平环境，使明朝国泰民安，是一种“其志盖欲其暂劳而

永逸”的政策。

郑和与海外国家友好往来，以货物与金钱进行交

易，而非进行海盗式的掠夺与霸权。被引用最多的历史

事实是，郑和七下西洋时，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却没

有占领外国一寸的土地，没有把外国殖民化，没有建立

军事要塞，也没有掠夺他国财富。这是一个大国在相对

安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外国进行的和平与友好交往。

苏泥烧成青花瓷
据《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东西洋考》、《

西洋番国志》等籍记载，郑和船队所载商品，有青花瓷

器、盘碗、茶叶、五金、丝绸；载回的物品除了被认为是

奢侈品的殊方珍异之外，亦有五金、药品、食品、布类、

香类、用品、木料、颜料等重要工业原料。郑和船队主

要是以中国的手工业产品换取各国的土产特产，强烈刺

激了国内的手工业生产与发展。

中国陶瓷业用源自南洋苏门答腊的“苏泥”和来

自加里曼丹的“勃青”原料，烧出极受欢迎的青花瓷

器；“以西洋红宝石为末入泑”，烧成“创古之未有”的

祭红瓷器。宣德年间的瓷窑原料，有暹罗（泰国）的风

磨铜、天方（阿拉伯）的硵沙、三佛齐（苏门答腊）的紫

石、勃泥（汶莱）的胭脂石。满剌加（马六甲）王宫和暹

罗宝塔与寺庙的琉璃瓦，都是郑和船队运去的。这些

都是中国与海外国家通过海上丝路互补有无的经济贸

易。

郑和在中国社会经济已达到某一个程度的基础上

扬帆远航，下西洋之壮举，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经

济进一步发展，使当时的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

芽。海外对瓷器的大量需求，促使江西景德镇瓷器制造

业迅速发展；大批丝织品出口，扩大了江南苏杭地区的

丝织生产。

郑和七下西洋更直接推动造船业，使造船及相关

行业蓬勃发展；江苏南京太仓、浙江宁波、福建泉州，

及其他地方的造船事业发达，造船技术亦不断提升，可

制造载重逾千吨的远洋巨舶。这一切，都为明代的航海

与经济事业带来跨历史的契机。

航海档案尽销毁
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八月十二日，明成祖病

逝。继承皇位的明仁宗却不支持下西洋的活动，下令船

厂悉数停造大船，并颁布停航西洋的诏令。郑和下西洋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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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壮举中止得很彻底，连下西洋的档案都很快被车驾

郎中刘大夏销毁，以致航海资讯尽失。刘大夏所给的理

由是：“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且死万计，纵

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明代中叶至清代的海禁诏令，使明初的中国航海事

业从巅峰骤然走向没落，600年来，一直是一个极具争

议的决定。究其原因，是“贡赐贸易”大于“商品贸易”

，经济效益抵不住明政府的庞大财务负担；其次，郑和

下西洋有异于西方国家掠夺金银矿产及香料的殖民扩

张活动，因为资源的掠夺会给航海提供源源不绝的资

金。

列强战舰轰大门
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发布第一道禁海令，

至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止海禁，期间相隔近两

百年。在这期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

家竞相拓海，1521年，亦即是郑和下西洋百多年之后，

葡萄牙人的舰队开到中国沿岸，以武力强逼中国开放通

商门户，最后建立了澳门殖民地；荷兰人侵占澎湖，强

行登陆台湾；西班牙人则攻占台湾基隆，荷西两国分割

台湾为殖民地。

英国商船于1637年抵达广州，其后以鸦片为商品，

荼毒中国百姓，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更强迫中国割让香

港，开放通商口岸；日本则觊觎中国东北丰厚物资，制

造事端开战，割据台湾，侵占东三省。近代中国闭关锁

国数百年，积贫积弱，受尽西方列强凌辱，割地赔款，

被瓜分与半殖民化。

郑和面向西方世界，原本为中国提供一个 “走

向蓝海”的优越历史机遇，然而，中国却错过机遇，让

机会留给当时相对落后却剽悍的西方国家。中国未能

持续明代初期“走向蓝海”的大趋势而发展为海洋大

国，600年后的今日，人们仍引以为憾，耿耿于怀。

郑和船队波澜壮阔的展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和

平主义及友好交往，对比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与侵略

行为，中国近代史的现实发展，昭示了沉重而悲痛的教

训，使现代中国不得不认清国际逆向形势对经济发展

构成的严峻威胁，更必须重新探讨繁盛时代的发展轨

迹与潜伏的危机。

改革开放扭乾坤
中国在20世纪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在短短三

十多后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至21世纪初，中国

正努力推行一个重大的强国计划，要在短期内再次成

为世界领先的海上大国。

中国领导人去年提出宏观的海洋战略以及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蓝图，宣示了回归“海洋时代” 

的决心。当前的世界贸易，大部分都通过海上航线完

成。海上航线的安全、自由和公开，须有海军的保障。

海军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海洋战略的前提。

中国发展海军的行动相当务实，逐步“从浅蓝走向

深蓝”，努力打造一支远洋海军，缩小与世界其他国家

海军的实力差距，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捍卫经济利

益。“中国的海洋之路充满障碍，但中国会与各国理顺

海洋关系”，此语表达了中国领导的态度与毅力。

建设商港走蓝海
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已在公海远 航，并积

极在几年内自行建造多三、四艘；与此同时，中国亦建

造先进的驱逐舰和核潜艇，常规化在南海与东海的巡

航。

“走向深蓝”之后，中国海军须负担三种任务：

第一、护航，如在索马里打击海盗，保护中国商船与油

船；第二、撤侨，在紧急时期调派军舰至动乱地区运载

中国公民；第三、救灾与其他人道主义行动，如参与马

航MH370失联客机的搜救行动。 

此外，中国已在海外建立多个贸易和原材料基地，

中远集团于2008年获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2号及3号

码头的特许经营权，赢得进入东欧、黑海的要道。中国

亦进入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并在斯里兰卡建设科伦坡

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在南亚与印度洋再获立足之地。

中资企业的投资与建设，经济效益大于军事考量。

在维护经济发展与区域和平方面，中国有须通过

积极的对外宣传，让外界了解海军发展的必要性；定期

发表海军发展白皮书，提高军力透明度，将有助于减少

外界对中国海军发展的猜疑和担忧。 亚洲国家有须从

中国悲痛的近代史去理解中国军事发展的需求，不能盲

目随有心人的 “中国威胁论”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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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pre-Qin era, people have a certain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Region. Center-

China culture was spread to the far west during war time, 
after Qin unified, a close relations is formed. Western 
title of ‘China’ is learned from ‘Qin’ word transliteration, 
transition from ‘Husseini’, ‘Heaney’ (Sinae). Zhang Qian 
leading tenth of thousands followers to Western region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s during Silk Route Han 
era, contributed to the silk trading.

There were two main Silk Route routes initially, 
departed from Chang-An (now Xi’An) and Luo Yang, pass 
by He Xi corridor to Dun Huang, and divided two routes 
of south and north: The south route begin from Dun 
Huang to Yang Guan, through Kun Lun Mountain in the 
North West, then Cong Ling by Darouzhi (now Yili), to An 
Xi (i.e. the Persia, now Iran), moving south to Shen Du 
(now India); the North route, from Dun Huang to Yu Men 
Guan, moving to south of the Tian Shan Mountains Qiu Ci 
area (now Xinjiang Ku Che), after Da Yuen (now Farg‘ona 
vodiysi), South to An Xi, to the west and reach Da Qin. 
This Da Qin is not in Qin, but the Byzantine, which is East 
Rome Empire.

West Off Yang Guan to Silk Route 
During Sui and Tang Dynasty, Silk Route has 

developed to 3 routes. The 3rd route named ‘ New North 
Route’, which is a further route heading North, from Dun 
Huang to the north Ha Mi along Tian Shan Mountains, 
crossing the Illi River to Sui Ye (now Tokmak), to Almaty.

Traders will gather at Dun Huang, the city of 
Buddhist Art, after that head to north to exit at Yu Men 
Guan, moving south to exit Yang Guan. At this point, the 
traders will experience the loneliness in the desert after 
Yang Guan.

Silk is a high-end luxury ‘Silk Route’ deliveries, as 
well as porcelain. When it was managed to be shipped 
to Constantine, it can be sold at a high price. Noblemen 
symbolize their wealth by wearing silk clothing and 
possessing eastern porcelain items. Other than that, 
they trade precious stone, gold and silver ware, leather, 
herbs, spices, walnuts, pomegranate and etc.  The 
silk and porcelain repres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prosperity, which share a perception to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fertile land.

After Dynasty Sui and Dynasty Tang, until Dynasty 
Song, the nomad in the west nort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unfitted for business travel, hence the Silk 
Route also declined. Plus along the city, such as Gao and 
Loulan, due to climate change and severe recession, the 
traders slowly disappeared from the desert.

Sail With the Wind 
Southeast coastal residents in China are familiar 

with sea. They are extremely expertise in ship building 
industry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y, furthermore 
they mastered the skill of compass orientation and 
stargazing, providing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China 
trading journey. The obstacles faced on the land route 

When does the ‘Silk Route’ started? How it begin? Where does ‘Sea Silk Route’ origins from? Where is 

an end? What are the goods being transported? Why is also known as ‘Ceramic Route’? Chinese 

Admiral Zheng He seven voyages to the West Ocean, how did he stimulate maritime trade economy? 

What is the impact on the boycott from both Ming and Qing dynasty? How was China being forced 

by the West to open up ports,despite their great maritime experience? 600 years after the voyage, 

what are the lessons learned?

Building 21st Century Sea Silk Route— How it begins

The Return of Sea Silk Route
Rethinking Zheng He’s Journey  
  to the West 600 Years Ago

Written By | Liu Wu Chiu
Translated By | Liew Jia T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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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resulted an alternate route, forming the golden era 
of ‘Sea Silk Route’. China trading activities blossomed by 
leveraging on the monsoon for sailing. This continues the 
trading business from the land, and the trading activities 
on the sea also flourished. Zheng He the Song Dynasty 
Admiral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history of Sea Silk Route, 
with his amazing achievement by sailing to the western 
region for seven times. From 1405-1433 (28 years), he 
started from Jiang Su Liu Jia Gang, stepping foot across 
the sea to southern Xi Sha to South East Asia, passing 
Malacca Strait to Indian Ocean, then from Ceylon head 
north to Persian Gulf; west to Red Sea and route to East 
Africa.

Zheng He’s great voyages to the West Ocean 
symbolized China as a strong and open nation, shattered 
the traditional image of a close nation. In compare with 
the Silk Route on the land, Sea Silk Route has more 
logistic capacity in terms of volume and weight, creating 
an absolute advantage to them.

Silk, Porcelain and Spice 
The trading commodities are usually silk, porcelain 

and spices. Therefore, Sea Silk Route was also 
called ‘Porcelain Route’ and ‘Spice Route’. The traded 
commodities include glassware from Rome, ivory and 
Rhino horn from Africa, gem stone from South East 
Asia and so on. Sea Silk Route also helped improves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 metal crafts and daily necessities.

What’s the purpose of Zheng He’s voyage? How has 
that influenced the economy? The historian believe that 
the Yong Le Emperor sent Zheng He to the west mainly 
because he wants to strengthen his throne by having his 
name known among countries after the ‘Battle of Jing 
Nan’. On the other hand, some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Zheng He is collecting luxury goods to pay tribute to 
Ming government.

Despite the fact that Zheng He had demonstrated 
the strength of China as well as his political will to make 
China to be known to various countries, the voyages had 
definitely pioneered the route to many countries to meet 
their trading demands.

Harmony and Stability
During the 28 years period of Zheng He’s voyages to 

West Ocean, the nature of the visits has a clear change. It 
was started with a political purpose, but the later focuse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y. His first three trips was 
made for a political purpose, mainly aimed to ease the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East Asia countries, 
as well as to enhance working relationship on the sea, 
combat and disintegrate exiles and pirates threat on the 
coast in order to bring peace.

The main tasks for the following four trips mainly 
focused on West and South Asia region, to develop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West Asia and East 
Africa, and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t doesn’t justify Zheng He’s trips in the later years to 
Persia and Red Sea if the intention was purely political.

Zheng He’s voyage on the later stage was to pursuit 
stability internal and external, and development of close 
relations between regions. Looking at Emperor Yong Le’s 
effort during that time to stabilize China’s frontier, it’s 
obvious that the effort made by Zheng He was a similar 
intention applies to foreign region, to create a peace and 
stable environment.

Not a Single Inch of Foreign Accounts
Ever sinc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China’s foreign 

policy is focused on ‘defence’, The Great Wall is a typical 
ancient defence.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began to change 
during Yong Le period, other than ‘defence’, ‘open’ is also 
as important. The ultimate aim is to create internal calm, 
achieve harmony and peace by eliminating inequality.

Zheng aggressively promoted an open and friendly 
foreign policy. He held the principle of “giving more than 
receive”, and comply with the principles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Zheng He maintained good relations with many 
countries, maintaining balance by trading and business. 
Zheng never raid any inch of land from others although 
he has the ability to do so.

 ‘Su Ni’ Porcelain
According to a few books; ‘Ying Ya Sheng Lan, ‘Xing 

Cha Sheng Lan’, ‘Dong Xi Yang Kao’, ‘Xi Yang Fan Gua 
Zhi’, Zheng He’s ships contains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pottery, tea, metal and silk. The traded goods inclusive of 
luxury item and also hardware, medicines, food, fabric, 
spice, daily supplies, timbre, paint and other important 
industrial materials. Zheng’s traded mostly handicraft 
made in China in exchange for national indigenous 
specialty, this strongly stimulated the domestic 
handicraft production.

An important material in making precious blue 
white porcelain is from Sumatra, called ‘Su Ni’, and 
another ingredient named ‘Bo Qing’ from Kalimantan. 
By adding ruby in the craft created extraordinary red 
porcelain. The raw material of porcelain during Xuan 
De era are from various places, namely from. Thailand, 
Arab, Sumatra and Brunei. The glazed tiles on Palace in 
Melaka, pagoda and temple in Thailand are imported 
from China by Zheng He.

Zheng He’s journey to the West Ocean have stirred 
up China economy by a huge step, at the same time 
capitalist was budding in the society.  Overseas demand 
for a large number of porcelain, Jing De Zhen porcelain 
followed with a rapid growth in production. Large amount 
of silk export from Su Zhou Jiang Nan area expand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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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production.
Zheng He’s sailing activities directly promoted 

the growth of shipbuilding, all industry related to 
shipbuilding had also flourished. Jiang Su Nan King Tai 
Cang area, Ze Jiang Ning Bo area, Fu Jian Quan Zhou 
area and all industry prosper; shipbuilding technology 
was also blooming, which has the ability to produce over 
a thousand tons of giant ship. All this brings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the Ming Dynasty across maritime and 
economic undertakings.

Termination of Marine Archives
On year 1424 August 12, Yong Le Emperor died. The 

heir, Ren Ming emperor, who does not support the activities 
on the Western region, ordered to put all shipbuilding on 
halt, and suspended all voyage to the West Ocean. These 
have put Zheng He in a complete suspension, including all 
the related archives are burnt to ashes. 

The suspension on sailing happened in Ming Dynasty 
and had contributed to the fallen of China maritime 
industry. In 600 years this has been a highly controversial 
decision. There are two main arguments, the trading 
goods are‘Tribute goods’ than ‘Merchandise goods’, it was 
accused that a huge financial burden on the economic 
which need the government to bear. Secondly, due to no 
involvement in colonial expansion, it’s arguable that by 
claiming ownership on others’ land can bring in endless 
supply of money.

Power of Battleship
Since suspension of maritime was given during Ming 

Hong Wu ear (year 1370), to year 1567 where the ban 
is abolished, in this 200 years Portugal, Spain, Holland 
and Britain are all trying to resume maritime activities. 
Portuguese lead their battle ship to China coast on year 
1521, forces China to open trade portal, and finally 
established the colony of Macau; followed by Dutch 
invaded Peng Hu, Taiwan’s forced landing; Spanish then 
seized Kee lung, Dutch and Spanish both split colony.

British merchant ships arrived in Guang Zhou at 
year 1637, using opium as commodity and then poisoned 
Chinese, after two Opium Wars British forced China to 
cede Hong Kong, opening up a trading port; Japan also 
eyeing on China’s natural resources, finally declared a war 
to create disturbance.

Zheng provided a Blue Ocean route for China with 
superior historical opportunity, however China have 
missed the chance and the opportunity falls under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initially was far behind China. 
China failed to continue the early Ming Dynasty glory days, 
even after 600 years this is an unforgettable regret.

Zheng He successfully displayed China’s great power, 
friendly and peaceful in nature, comparative colonialism 
and aggression of the Western powers. This appears 

to be a sad and heavy lesson that modern China has to 
recognize.

Reform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till early 21 century China 
has been trying to implement a major power plan to 
regain the world leading in maritime they once had.

Chinese leaders put forward last year a marine 
strategy and blueprint for building the 21st Century Sea 
Silk Route, declared determination of a comeback. Most 
of the current world trades are done through the sea 
routes. Sea route is safe, flexible and transparent, must 
be safe guard by Navy. The main task for Navy is to ensure 
the premise of the marine strategy.

China’s development of naval operations are quite 
pragmatic, gradually from step by step  and strive to build a 
blue-water navy, closing the gap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the strength of the navy, and to defend the economic 
interest in a complex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ommercial Port Construction
Now, China first aircraft carrier ‘Liao Ning’ is sailing 

in the sea, and they are actively building a few more ship 
craft on their own; at the same time China is also building 
advanced submarines and destroyer, cruising routine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East China Sea. Ever since China 
resume maritime operations, China Navy is responsible 
for three missions: First, to escort, for instance to combat 
pirates in Somalia to protect Chinese merchant ships and 
oil tankers; Second is evacuation, in times of emergency 
they are responsible to deploy warships to safety evacuate 
Chinese; Third is on rescue mission and other disaster 
relief., such as participation in Malaysia Airlines MH 370 
aircraft missing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In addition, China has established trade and raw 
material base in overseas, COSCO Group received 
commercial permit from Greek port no.2 and 3 of Piraeus 
in 2009, gained their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ente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Black Sea. China has also entered 
the Pakistani port of Gwadar, and operating in South Port 
Colomo International Container Terminal in Sri Lanka, 
finally regaining market share in South Asia and India.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funded enterprises have 
greater economic influence than military considerations.

In maintaining regional pea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has to go through proactive 
outreach, to let the outside world understand the need for 
development of the Navy; regularly publishes White Paper 
on naval development, enhance military transparency will 
help reduce mistrust of the outside world. Asian countries 
need to learn from the grieving China’s modern histor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military development. 

Jointly Buil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ute

14 2014/09-12

封面专题
C o v e r  s t o r y



董中原副主席在接待我会领导
时，提出了四项十分实用的

建议，足见中国侨联对我会的高度
期盼。

第一，依托独特优势，推动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上丝绸之路
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
连接起来，通过互联互通、港口城
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等途
径，不仅造福中国与东盟，而且将辐
射南亚和中东。当前，中国与东盟经
济合作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和资
本布局。

董中原副主席希望马中总商会
依托独特优势，积极参与中国与东
盟经济合作，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通过产业转移与承接实现合作
共赢。

第二，建议针对三项主要任务，抓

住三个难得的历史机遇。21世纪是
海洋的世纪，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面临三项主要任务：一是加强
政策协调和海上合作；二是推动区
域互联互通；三是提升区域贸易投
资与产业合作水平。

在 完 成 上 述 主 要 任 务 的过 程
中，东南亚侨商应抓住三个难得的
历史机遇：一是中国扩大对东盟投
资的难得机遇；二是合作模式创新
的难得机遇；三是优化中国与东盟
合作环境的难得机遇。

目前，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当中，

很多集中在服务和贸易领域。随着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推进，今后在
制造业、农业以及其他方面的投资
力度将得到增强。董中原副主席希
望马中总商会抓住机遇，积极参与
相关投资合作计划。

二是抓住合作模式创新的难得
机遇。他补充道，目前中国与东盟
主要有5种创新合作模式，分别是
境外经贸合作区、两国双元投资模
式、跨境合作、次区域合作和建设
经济走 廊。他希望，马中总商会抓
住机遇，为创新双边合作模式献策
出力，并从中发现商机，实现自身发
展。

三是抓住优化中国与东盟合作
环境的难得 机遇。“马中总商会熟
悉中国和住在国的历史、文化和传
统，在双边合作过程中可以起到沟
通与桥梁的作用。希望马中总商会
抓住机遇，为优化双边合作环境贡
献力量。”

第三，建议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包括马来西
亚在内的广大东南亚侨商企业在金
融、贸易、制造业、房地产、农产品
加工等领域有着丰富的资源和雄厚
的实力。中国是世界海外工程承包
大国，东盟是中国重要海外工程承
包市场，海外工程承包将成为双边
合作的亮点。

董中原副主席希望马中总商会
与中国国内企业形成强强合作，在
东南亚高铁、公路、港口、能源建设
等方面加大投资，帮助中国企业“走
出去”。

第四，建议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为

中马人民长期友好作贡献。首先是
主动融入当地社会，不断推动住在
国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热心参与公益事业。

二是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帮助两岸拓展经贸文化交流和
人员往来，努力使两岸同胞感情更
融洽、合作更深化。

三是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切实
增进中国人民与马来西亚人民的相
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中马两国交流
合作，不断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路　谱写新篇章

中国侨联：马中总商会不可或缺
踏入2014年，中国将迎来与东盟国家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局之年。

中国—东盟双方将在金融合作、货币互换、建立基础设施银行、互联互通等领域，展开更深层次的自贸区合作。

因此，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发展的前景，备受看好。

2014年中旬，趁着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代表团（下文简称马中总商会或我会）随纳吉首相，中华全国归国华侨

联合会（下文简称中国侨联）副主席董中原在北京接见我会代表团之际，提出了寄望我会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

重要作用，马来西亚有望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谱写新篇章。

董中原：“中国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
大船”已扬帆起航，将更加深入与相
关国家的合作，希望马中总商会继续
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路

建 议 篇

16 2014/09-12

封面专题
C o v e r  s t o r y



He suggested four practical advices, showing ACFROC’s  
high expectation on MCCC.
Firstly, taking the unique advantage to promote 

the 21st century construction of Sea Silk Route, which 
would link China and the harbour cities in South East 
Asia countries through interconnection, harbour cities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as well as ocean economic 
collaboration and other routes. This will not only bring 
benefits to China and the ASEAN countr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o South Asia and Middle East. At the 
moment, the economic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has formed a certain size of property and capital 
planning. Deputy Chairman Dong wish to see MCCC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is economic collaboration, to 
push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Sea Silk Route, realizing 
win-win collaboration through the transfer of ownership 
in property.

Secondly, taking the three main tasks, grabbing 
the three rare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century of ocean, constructing the 21st century Sea 
Silk Route is expected to face three major tasks, which 
included the strengthening of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marine cooperation, push forward the interconnection 
in the region as well as to heighten the level of regional 
trade, investment, and property collaboration.

In the midst of fulfilling these main tasks, the 
Chinese businessmen in South East Asia should seize 
the rare opportunities of China expanding its investment 
in ASEAN, innovative collaboration model as well as 
optimizing the environment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At the moment, the China’s investments 
in ASEAN are focused on the service and trade sectors. 
Following the push forward of 21st century Sea Silk 
Route and the upgraded version of China and ASEAN free 
trade zone,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griculture sector 
and investments in other areas are also expected to be 
strengthen from now on.

Deputy Chairman Dong hopes MCCC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relate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plans. On the innovative 
collaboration model, he added that China and ASEAN 
have five models currently, namely offshore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ooperation zone, currencies investment 
model, cross border collaboration, second-tier regional 
collaboration and constructing economic corridors. He 
hopes MCCC would grab the opportunity in contributing 
policy ideas to the innovative collaboration model, 
hence discovers the business opportunity and realizes 
its self-development. On optimizing the environment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MCCC, which 
understands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tradition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can play a bonding and bridg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Thirdly, suggesting the China corporations to go 
beyond shores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operty. The corporations owned by 
Chinese businessmen across South East Asia, including 
Malaysia, have rich resources and tremendous strength 
in finance, trading, manufacturing, real estate, agriculture 
products and other industries. China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countries in offshore project contracting, and 
ASEAN is its important market, providing merits for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s.

Deputy Chairman Dong expects MCCC to make a 
strong cooperation with the domestic corporations in 
China, by expanding their investments in high speed 
railway, route, port,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other 
sectors, helping these Chinese corporations to go beyond 
China shores.

Finally, encourage the integration into local 
community, making contribution to the long term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By blending 
into local community, it will not only push forwar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fulfil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articipate in charity activities. 
Moreover, it will actively promote the peace development, 
helping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s well as to 
deepen the cooperation and harmon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On playing a bridging role, it 
will practically develop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people in China and Malaysians, 
hence encourag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Jointly Buil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ute    Write a New Chapter

ACFROC : MCCC play an Integral Important Role
In year 2014,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will build a China- ASEAN Free Trade Area and upgraded version of 
the first year of Sea Silk Route.
China-ASEAN will expand deeper cooperation in finance, currency exchange,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bank, 
interconnection and other fields.
Therefor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upgrade development is well received.
In mid 2014, Deputy Chairman of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CFROC) met with 
delegates from Malaysia Chamber of Commerce in Beijing, proposed the Chamber continue to play an integral 
important role in the Sea Silk Route construction.

A New Start

Jointly Buil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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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惠康大使正面展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伴随着中国深化改革

开放和推进周边外交的大手笔之举，对深化中国和东盟区域合作、促

进亚太繁荣，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马来西亚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离不开马来西亚的大力参与。”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适逢其时

谈到共建海上丝绸路从何起步，黄惠康大使建议，首先要顺应区域合作

的时代潮流。

他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经阶段。“亚洲区域合作方

兴未艾，但亚洲区域合作与欧洲和北美洲相比而言，还有不小的差距。”

黄惠康大使十分看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

等次区域连接起来，有利于各区域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建立和健全亚洲

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使泛亚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更具体而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包含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与机制

的创新，从而有利于改善区域内和各国的营商环境，推动区域内要素有序自由

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各国之间消减贸易投资成本与壁垒，最终为鼓舞各国

改革开放的蓄满动力。

专访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路
携手创造美好未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深远。

为了全方位解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马、中产生的正面效应，《马中

经贸》财经杂志特别专访了对两国国情皆能充份掌握的重要人物——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黄惠康。

本期封面专题且让尊贵而学识广博的黄惠康大使细说马、中应如何“共建

海上丝绸之路，携手创造美好未来”。

黄惠康大使接受《马中经贸》财经杂
志封面专题独家专访。

封面专题
C o v e r  s t o r y

了 解 篇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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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下一步是 
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

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黄惠康大

使坦言，当地仍面对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主要是东部沿

海地区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需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

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有关国家深化海洋经济合作。

“对于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紧扣中国的区

域发展战略，将助推中国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诚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还是新时代中国

外交，特别是周边外交（Neighboring Diplomacy）

的亮点。

拥有国际法专业硕士学位的黄惠康大使重申，周

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地位。

“中国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

富邻，希望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更加积极地

参与国际和周边事务，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

念，发挥负责任大国角色与作用，让周边国家得益于中

国的发展，也使中国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获得裨

益和助力。”

共建的核心—— 
务实合作　互联互通

黄惠康大使指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以经济

合作为基础和主轴，以人文交流为重要支撑，是合作、

发展的理念和倡议。基于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彼此坚

持不干涉地区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和势力

范围。

“概括来说，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内

容贵在“五通”，突出务实合作和项目合作，将给参与

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

第一通是“政策沟通”。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政

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实现各国经

济发展战略有机对接，协商制定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

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

第二通是“道路联通”。中国与周边国家需要积极探讨

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包括陆、海、空三个层面，逐

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的交通运输网络，切实解决

不联不通、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等问题。

第三通是“贸易畅通”。探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并

做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提高区域经济循

环速度和质量，让沿线各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潜力充

分释放，做大合作蛋糕。

第四通是“货币流通”。推广本币结算和货币互换，加

强双多边金融合作，建设区域开发性金融机构，降低交

易成本，通过区域安排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

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第五通是“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国与周

边国家需要夯实国家关系的民间基础，促进不同文明

之间的交流对话，加强各国人民特别是基层民众的友

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

无论如何，黄惠康大使不忘提醒道：“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

就，需要循序渐进、由易到难，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

步形成区域的大合作。”

他更进一步地举例，各方有共识和有共同利益需

求的公路、铁路、航空、河运和海运项目，能源资源开

发、管道、电力、电信项目，以及自贸谈判、方便人员往

来的政策措施等，这些庞大基建工程都应该加快协商

和推进，务实地争取实现“成熟一项，实现一项”的步

伐。

“各类项目和合作方式，都旨在将政治关系、地缘

毗邻、经济互补的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的

优势，目标是物畅其流，政通人和，互惠互利，共同发

展。在此过程中，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和友好邻国，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携手前进　共创美好未来

考虑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各国利益共享之

路，亦是各国共同经营的庞大事业，共建海上丝绸路遂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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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各国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创美好未来。诚如黄惠康大使所

言，马来西亚的角色举足轻重，且不可或缺。

如果说过去十年（2000年至2010年）是中马关系发展的“黄金

十年”，黄惠康大使希望中方与马来西亚携手合作，从以下几个方面

努力，共同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下一个十年（2010

年至2020年）打造成中马关系的“钻石十年”：

第一，继续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合力打造李克强总理首倡的中国—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及亚

太自贸区（FTAAP）建设，借助现有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将有

关项目串接起来，形成一揽子合作，争取产生整合效应，使中国和东

盟双方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第二，加快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陆上、空中、海上互联

互通建设，形成陆海空联动走廊，完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基础设

施平台；支持双方在铁路、公路、港口、航空等基础设施和海洋经济

等方面开展合作。

第三，扩大双边贸易。在巩固传统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积极扩大高

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贸易，特别是通信、生物制药、汽车、清真产

品、绿色科技产品等比重，优化贸易结构，努力实现2017年中马双边

贸易额达到1600亿美元（约5000亿令吉）的目标。

第四，推动双向投资。以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两国

双园”）建设为契机，积极宣传双方投资优惠政策，推动中马企业相

互投资，特别是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到马投资兴业，将马来西亚打造成

中国企业走向东盟和世界的首选地之一。

第五，拓展双边金融合作。完善中马双边金融合作机制，扩大双边本

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降低贸易和投

资的汇率风险和结算成本。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为本

地区互联互通提供融资平台。

第六，推进旅游教育人文交流。充分挖掘双方旅游市场潜力，加强双

方旅游产品宣传推介，扩大旅游项目投资，推动双向旅游；办好厦门

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推动更多留学生交流；支持“印象·马六甲”等大

型演出，鼓励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开拓渠道、构建平台，以多种形式

与马来西亚开展文化交流合作。

黄惠康：“愿马来西亚的朋友们更好地了解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积极参与，共
同打造中马关系的美好未来。”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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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马中建交40周年的机遇，黄惠康大使亦与《

马中经贸》财经杂志分享了他对马中关系如何实现“

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的心得，期盼与愿景。

黄惠康大使认为，自1974 年建交以来，两国从

相互了解到深化互信，从求同存异到包容共赢，从各

领域交流合作到互为全面战略伙伴，迈入了成熟、互

信、全面发展的崭新阶段。

他举例，习近平主席在致纳吉首相的信中写道，

中国和马来西亚是友好近邻。“建交以来，两国关系

取得长足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在本地

区发挥了引领作用。”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中马关系新定位。”中国

新一届领导集体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

念，重视 发展对马来西亚的关系。两国高层互访频

繁，政治互信不断深化。而且，两国充分利用发展战

略契合度高，合作互补性强的优势，在政府、议会、政

党与地方等建立了多层次、全方位交流合作机制。政

经结合，官民结合，多双边结合，在共同关切的重大问

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是中马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的强大推动力。

“安全 合 作为中马关系保驾护航。”近年来，

马中军 事 交 流 稳 步 推 进，执 法 合 作层面上不 断加

强。2013年以来，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司令

相继访华，两国海军军舰多次互访，在院校交流、学

术研讨和观摩防务展等领域开展了丰富的合作。两国

建立了执法合作联合工作机制，在反恐、缉毒和打击

经济犯罪领域通力合作，成效显著。马中正为维护各

自国家和谐稳定和构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

安全观，作出不懈努力。

“人文交流是中马友好的基石。”两国民间往来

源远流长，历史上郑和七下西洋，五次驻节马六甲。

两国人民之间往来密切，情谊深长。当中国遭遇汶川

地震等重大灾难时，马来西亚人民伸出热情援助之

手，成为海外民间赈灾捐款之最。中国与马来西亚互

为重要旅游客源国。2013年中国访马游客达170多万

人次，马来西亚也有120多万人次到访中国。两国签

署了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协定，目前中国在

马留学生超过1万人，是马主要留学生来源国，马在华

留学生也有4千余人。中国厦门大学即将在马设立中

国知名大学首间海外分校。“印象·马六甲”等大型演

出将开创文化交流新实践。中国的一对国宝大熊猫也

将在马定居，成为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使者。双方在传

媒、体育等领域也有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两国还将

在马来西亚槟城、哥达基纳巴卢和中国南宁互设总领

事馆，以更好地服务于人员往来。

“综合上述种种优势，我们愿以此为良好开端，

全面梳理合作成果，挖掘各领域合作潜力，进一步充

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与外延。我们将加强高层

互动和沟通，增进政治互信。我们将保持双边经贸合

作的平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深化在科技、能源、基

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农业、渔业等重要产业的合作，

探讨开展航空、海上和减灾等方面合作。我们将继续

推进执法安全合作，最大限度促进人文交流。我们将

加强在地区事务中的沟通，致力于推动区域一体化建

设。”

最后，黄惠康大使指出，中国将支持马来西亚担

任2015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并与马方共同打造中国—

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地区互联互通建设。

“我们（马中）将提升在关键问题上的协作与配

合，共同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繁荣和进步。”

马中建交40周年
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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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rable Ambassador Huang continues to share 
more details on how Malaysia-China can join hands to 

create Ocean Silk Route for a better future.
Ambassador Huang speaking positively, “21st 

Century Ocean Silk Route’ is a bold move to echo China 
from in-depth reform and open up, and promoting 
diplomacy. This strategy is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and to boost the economy in Asia Pacific region.”

“Malaysia is one of an important country in this 
Ocean Silk Route exercise, Malaysia’s strong involvement 
is a must.”

Building 21st Century Ocean Silk Route 
The Perfect Timing

Ambassador Huang shared with us that to take the 
first step of building Ocean Silk Route, primarily have to 
adapt to the trend of regional collaborations.

He believes tha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a necessary stage of economy globalization. “Asian 
regional collaboration is indeed on the rise, however if 
to compare with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ere’s a big 
gap to close.

Having said that, Ambassador Huang is very 
optimistic that 21st Century Ocean Silk Route will link 
up East Asia, South East Asia, South Asia, West Asia,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Asian supply chain, industrial 
chain and value chain, escalate pan-Asian cooperation to 
a whole new level.

More specific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21st Century 
Ocean Silk Route includes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which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Lower the trading 
barrier and cost of investment, eventually encourage 
the momentum of open reform by countries.

Next step, a win-win situation
Despit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ut Huang said the local government 
is facing issues with unbalanced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the east coast area which need further expansion in 
opening up.

“21st Century Ocean Silk Route closely linked to 
China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China. This will 
help China to open up to a new level.

Inde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Ocean 
Silk Route is new era diplomacy, especially is Neighboring 
Diplomacy highlights.

Ambassador Huang who has a Master’s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Law, re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China’s foreign diplomacy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round the globe

“China believes to be kind to neighbors, to be 
partner with neighbors, promote peace among each 
other, and peace will bring prosper. We hope that 
through this exercise can be more aggressive in 
participat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affairs, promote 
the ideology of ‘sincerity’, play the role of responsible 
leader, to benefit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and self-
development.

The Core— Cooperation and Interconnection
Huang pointed out that 21st Century Ocean Silk 

Route will have the economy as the backbone, cultural 
exchanges as the important support. These are the 
fundamental of the cooperation, without interfering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each country.

“Generally speaking, the gist of constructing 21st 
Century Ocean Silk Route is the 5 elements, highlighting 
the pragmatic cooperation and project collaboration, 
benefit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The first element is ‘Policy of Communications’. 
Countries may exchange opinion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olicy base on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a common ground, as well as negotiating plans 
and measures on regional collaboration, hence, through 
policy and legal system, be able to give ‘green light’ for 
the regional economy integration.

The second element is a ‘merging lanes’.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need to actively explore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Huang Huikang

Jointly Buil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ute
Join hands to create a bright future

The strategic concept of ‘21st Century Ocean Silk Route’ is forward-looking and far-reaching.
To get an explicit interpretation of positive effect towards Malaysia- China on ‘21st Century Ocean Silk 
Route’, The Malaysia China Business Magazine had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Malaysia, Ambassador Huang Huikang. Ambassador 
Huang is the key person who understands both Malaysia-China like the back of his hand.

Jointly Buil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ute

To Lear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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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roved cross-
borde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be it 
land, ocean and air, by 
gradually setting up 
a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network that 
links the sub regions in 
Asia, resolving all the 
various unreachable 
issues.

The third element 
is ‘trade efficiency’. 
Discuss the problems 
of trades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subsequently make an appropriate arrangement to 
eliminate the barriers as well as to improve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cycles, helping to 
optimize the potential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sectors in 
the region,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 cake.

The fourth element is ‘currency circulation’.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al competitiveness 
by promoting local currency settlement, strengthen 
financial cooperation, reduce cost by building reg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to resist 
financial risk.

 The fifth element is ‘communications relations’. 
One of the basis of country diplomacy is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from 2 nations. China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obligated to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s from 
a different civilization, strengthen the good relationship 
across nation, especially from the grassroots level.

On the other hand, Ambassador Huang said this 
project is a long term and systematic exercise. The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has to done gradually, and 
eventually it will lead to a regional cooperation.

He further explained that all infrastructures which 
involved mutual interest and needs, for example, route, 
rail, air, river and maritime projects and etc, all these 
massiv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should speed up the 
discussions in order to lead to gradually completion.

The effort of all various projects is aimed to practice 
practical partnership and long term cooperation. The 
goal is to benefits all parties in a smooth and harmonious 
process. China will provide assistance within its capacity 
during this process.

Hand in Hand for a Better Future
21st Century Ocean Silk Route is a project which 

has interest to share with various countries; it certainly 
is a major joint hand effort. It requires brainstorm ideas 
from a few countries to build a better future. Malaysia is 
playing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is.

If the past 10 years (year 2000-2010) is the ‘Golden 
Decade’ for China-Malaysia diplomacy, Huang hope to 

work together with Malaysia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o 
march to the next 10 years for a great ‘Diamond Decade’:

Firstly, promote o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should continue. Working towards an upgraded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as well as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 which are 
strongly supported by Li Keqiang, by leveraging on the 
existing effective cooperation platform, subsequently 
linking up a few projects and strive to produce the effect 
of integration, making sure China and ASEAN to enjoy 
mutual benefit and co-development.

Secondly,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A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s, forming a corridor 
of land, air and ocean, completing the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platform of 21st Century Ocean Silk Route. To 
support the various co-development efforts on railway, 
route, port and aviation.

Thirdly, expand the bilateral trade. Besides 
consolidate the trading of traditional major commodities, 
contribution from the trading of high-technology, high 
value-added products, especially communication, 
pharmaceutical product, automobile, halal product and 
green technology product, should also be increased. The 
trading structure should be optimized to realised the 
target of achieving bilateral trade value of US$ 160 billion 
(some RM500 billion) by 2017.

Fourthly, push forward the bilateral investment. 
For instance, the Qinzhou Industrial Park and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to be co-developed by Malaysia and China, 
are aim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preferential policy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in order to push forward the cross 
border investment amongst the corporations from both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o attract more companies from 
China to invest in Malaysia, making the latter as one of 
the most preferred destinations for Chinese corporations 
to venture abroad.

Next, develop the bilateral finance cooperation, 
by improving its mechanism, expanding the size and 
borders of bilateral foreign exchange, as well as the cross 
border trading business in Renminbi. In addition, lower 
down the forex risk and cost of trading and investment. 
Push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in Asia’s investment banks; hence provide a financing 
platform for the local interconnection.

Finally, push forward the tourism,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Exploit the potential of tourism 
markets in both countries, strengthen the introduction and 
promotion of bilateral tourism products, expand tourism 
project investments, push forward bilateral tourism, 
operate the Xiamen University in Malaysia, encourage 
more opinion exchanges amongst the students. Support 
the stage performances such as “Impression Melaka”, 
encourag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civil body to 
construct platform, hoping to develop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Malaysia in various forms.

Ambassador Huang Huikang 
receiving exclusive front page 
interview from [Malaysia-China 
Business Magazine].

Jointly Buil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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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opined both countries hav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earn trust from each oth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in 1974. 
The two also hope to achieve win-win situation from 
exchanging opin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st various 
sectors, to become the fully strategic partner of each 
other, moving towards a new stage of mature, trust and 
full development.

For instance, he said, chairman Xi had in his letter 
to Prime Minister Najib, highlighted the friendship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Ev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the people from both countries has been 
enjoying real benefits, making a real leading impact 
locally,” said Huang.

Full strategic partnership is the new position of 
China-Malaysia relationship. The new leadership of 
China holds diplomatic vision of “sincerity”, which 
emphasizes on developing relationship with Malaysia. 
Leaders from both countries made frequent state visits 
and hence deepened the political trusts. Moreover, 
both countries fully utilize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 advantage of strong collaboration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refore, multi-levels and 
full-fledged opinion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were built on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 
state assembly, political party and local authority. The 
combination of politic and economy, government and 
people, multi-bilateral relationship, aims to strive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support on the 
major issues concerned by both countries. This is the 
strongest momentum to ensure a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Malaysia relationship to continue.

A safe collaboration to escort and convoy China-
Malaysia relationship.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technic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s military and Malaysia’s had improved steadily, 
as the execution of collaboration had also strengthen 
continuously. Since 2013, Malaysia’s Minister of 
Defence and military leaders made a back-to-back visit 
to China, while fruitful collaborations were also seen 
in naval vessel visits,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 
academic opinion exchange, learning from the defence 
expo. Both countries have built a mechanism on 
execution collaboration and work. Besides, significant 
results were also seen in anti-terrorism, anti-drugs, as 
well as joint-collaboration to fight economic crimes. 
Malaysia and China had made great efforts to protect 
the harmony, trust, benefit, equality, safe cooperation.

Cultural exchange is the cornerstone of China-
Malaysia good relationship.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tretches back to Chinese Admiral 
Zheng He visited Malacca at least five times during 

his famous seven voyages to the Western Ocean. 
The people in both countries associated closely and 
shared a long-lasting friendship. During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as well as other natural disasters in China, 
many people in Malaysia overwhelmingly lent a helping 
hand, being the largest foreign contributor of charity.

On another note, China and Malaysia contribute 
to each other’s tourism sector. In 2013, the Chinese 
tourists who visited Malaysia hit the 1.7 million mark, 
while Malaysia also had 1.2 million tourists visited China. 
Both countries had signed agreement to recognize 
each other’s high level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At 
the present, the total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in 
Malaysia has reached more than 10, 000, being a major 
source of foreign students to Malaysia. Meanwhile, 
there are more than 4, 000 Malaysian study abroad in 
China. The Xiamen University’s Malaysia Campus is to 
be built as the first campus in oversea by a well-known 
university from China.

The “Impression Melaka” and other huge 
performances are expected to encourage more cultural 
discussions. A pair of giant pandas, being our friendship 
ambassador, has also arrived in Malaysia, their new 
home for the next ten years. Both countries also expect 
close collaboration and association in media, sports 
and other sectors. Consulates-General will also be built 
in Penang and Kota Kinabalu in Malaysia as well as in 
Nanning, China, in order to serve the people better.

“In light of the advantages stated above, we will 
take this as a good start, fully cooperate and discover 
potential from all industry, in order to further enrich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e will 
strengthen interactions among high level to enhance 
political trust.

We will maintain the balance, codeine and sustain 
development from both side of the trade activities, 
deepen cooperation in key industrial technology, 
energy, infrastructure, manufacturing, agriculture, 
fisheries, aviation, maritime and disaster mitigation. 
We will continue to enhance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law enforcement, to maximize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exchanges. We will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in regional affairs and dedicated to promote regional 
integration.

Finally, Huang said that China will support Malaysia 
as ASEAN’s rotating presidency in 2015, and join forces 
with Malaysia to build a advanced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Promot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nd ‘21st Century Sea Silk Route’ regional 
interconnection.

“We will enhanc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n key issues, and together we safeguard peace, 
together we prosper and improve.”

40 years of China-Malaysia’s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Still Greater Efforts to Attain Goals

In the interview with MCCC, Ambassador Huang shared his thoughts, hopes and visions o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to see greater efforts in attaining goals.

Jointly Buil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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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实现中国梦

在经济发展道路上，近代中国一贯奉行着互惠共

赢政策，并向国际社会明确宣布和郑重承诺“

和平崛起”战略，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 友好关系。

中国的海洋战略发展，必须与外交联系一起；海军

的发展，既要前进又要谨慎，才能在相对平稳的环境，

实现富国强民的“中国梦”。

诚然，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与政治格局，是历史给

予中国的第二次机遇，中国必须把握善用，错失良机，

日后将可能面对更难扭转的格局，使“中国梦”延迟实

现。

联手共圆马中梦
马来西亚至半个世纪前独立以来，同样是秉持着

睦邻的和谐精神。作为东盟创始成员国之一，马来西亚

向来奉行独立自主、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主张

建立起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

长期来，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尽管屡见挑

战，但终究风雨同路，共赴时艰，友谊的树苗更能茁壮

成长。

跟“中国梦”一样，我国也正努力建设国富民强的

先进国“大马梦”。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

想很快将从纸上谈兵，到付诸实行，可望为马中关系发

展带来新的机遇，两国可携手合作，共圆马中梦。

踊跃寻觅新出路
惟，论经济实力，东盟各国近二十年来迅速崛起，

且纷纷主动出击，积极招商引资。

相对而言，马来西亚长 期享有的优 势 是 否 还 存

在？在我国一贯秉持的睦邻精神中，当如何与东盟各国

维持一种良性的竞合关系（cooperation-competi-

tion）？

纵观现代版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我国又是否

有望扮演更有作为的积极角色？

而且，一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形，循着构思中

的路径而言，马来西亚是否有足够的魅力，吸引并留住

从四面八方纷涌而至的外资对象？

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固然珍贵，且值得善加利用。

马来西亚又有哪一些高附加值的先进产业、人才或技

术作为新卖点，以确保留住途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而来的潜在外资？

马来西亚划分出的五大经济特区如临海的东海岸

走廊经济特区（ECER）、依斯干达（IM），又如何各显

神通，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论港口基建优势，马来西亚拥有延绵四千多公里

的海岸线，且多有天然屏幕的保卫，绝对有条件成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理想据点与避风港。特别是作为

连通太平洋与印度洋之咽喉要道的马六甲海峡。面向

南中国海的东海岸线，则有施工中的马中关丹产业园以

及扩建中的关丹深水港。

然而，在追求高效率的时代，我国整体的物流网络

建设又如何实现开放性、可持续、标准化？周边的临港

产业链又是否具备成熟的基建条件，作为随时候命的

技术支援？

在马来西亚，贯通多语言的人才有之，掌握高技术

的精英有之，深诸国际与航海贸易学问的专家亦有之。

为集思广益，我国如何号召并好好善用这些高端的人

力资源，从而为马来西亚更深入地参与到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出谋献策？

最后，在与率先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思

想的中国以及东盟各参与国保持紧密联系，实现信息

互通，建立共识，都是马来西亚各界责无旁贷的义务。

借着提出一道又一道具体而实际的疑问，好让企

业家、投资者、政府以及人民等各利益单位好好思考，

正视考验，方能从关键处着手，共同寻觅新出路。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路

中国梦与大马梦融合
共享繁荣

沉 思 篇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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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sing Chinese Dream

In the recent years, China has been pursuing a policy 
of mutual benefi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ddition to that, China has declar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their commitment of ‘Peaceful 
Rise” strategy, actively develop a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time strategy has to 
work with diplomatic t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vy, 
on one hand has to be forward, on the other hand has 
to be cautious in order to realise the Chinese dream in a 
stable environment.

The current worl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indeed is a second chance to China given by the history, 
China ought to seize the chance. Otherwise, in the 
future, China is likely to face more difficulties to achieve 
the ‘Chinese Dream’.

Achieve Chinese-Malaysian Dream Together
Malaysia upholds the spirit of good neighborliness 

and harmony since the independent half a century ago. 
As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ASEAN, Malaysia has 
always pursued an independent, neutral, non-aligned 
foreign policy, and to advocate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for South East Asia.

All this whi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despite often found challenge, but they faced 
challenges together with a stronger friendship as an 
outcome.

Similar to ‘Chinese dream’, our country is also 
trying to build a wealthy, strong and advanced country 
like ‘Malaysian dream’. With the strategic vision of 21st 
Century Sea Silk Route it soon transform from just an 
idea to an execution, this exercise is expected to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sia-
China relations, the two countries can work together to 
realise Malaysian-Chinese dream.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way
However, looking at the economic strength within 

ASEAN countri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which were 
on the rapid rise, these countries were proactive in 
approaching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In contrast, is Malaysia still enjoying the long term 

advantage? While our country consistently upholds a good 
neighborly spirit, how do we maintain a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with other ASEAN countries?

Is Malaysia expected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this 
modern 21st Century Sea Silk Route?

Moreover, once the route of 21st Century Sea Silk 
Route is decided, is Malaysia charming enough to attract 
and retain foreign investors?

Our precious natural resources deserve a good 
use. Other than that, what are the other selling points to 
ensure potential foreign investors to retain, such as high 
value-added industries, talent or technology?

How Malaysia can integrate the five economic zones 
such as the East Coast Corridor Coastal Economic Zones 
(ECER), Iskandar Malaysia (IM) with 21st Century Sea Silk 
Route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Malaysia has the advantages of port infrastructure 
with the 4, 000 km of coastline and  natural defence 
protection, perfect location and safe haven for 21st 
Century Sea Silk Route., especially Strait of Melaka as the 
connectivity of Pacific and Indian Ocean. East coastline 
facing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running construction 
of 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s and the 
expansion of Kuantan deepwater port.

However, in the pursuit of high efficiency era, how 
Malaysia can implement an open, sustainable and 
standardized logistic network? Whether the surrounding 
port industry chain infrastructures have matures as a 
standby technical support?

In Malaysia there are many talents and elite who 
have deep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international and 
maritime trades. How to recruit and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se high end human resources to contribute and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21st Century Sea Silk 
Route?

Finally, in the 21st Century Sea Silk Route first 
proposed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China and ASEAN 
maritim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to maintain close contact 
and knowledge sharing are Malaysia’s obligation.

By proposing above said questions in specific and 
practical, so that all interest parties such as entrepreneurs, 
investors, government and people could face challenges 
to find a new solution.

Jointly Buil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ute

Realizing of Chinese-Malaysian Dreams

Conclusion after Deep Thoughts

Jointly Buil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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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作为全球最大建筑工程承包商之一，连续

七年进入世界企业500强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

司(下文统称中国中铁)，即派出其全资子公司— —中国

中铁港航局三公司参与MRT项目，并赢得了数项标志性

工程项目。

为了在首都建立起完善的环状线捷运网，马来西亚

吉隆坡近几年大兴土木，处处可见大规模的捷运站和轨

道如火如荼施工中。

是项庞大工程主要涵盖3条路线，从最北端的双溪

毛糯(Sungai Buloh)直通南部的加影(Kajang)，身价总

值730亿令吉。

事实上，马来西亚MRT项目是中国中铁在海外施工

参建单位最多（8家局级集团公司）、投入技术力量最

多、重视程度最高的大型市政设施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MRT项目是中国中铁自主设计、自主

制造的盾构机（Shield Machine）第一次跨出国门参与

海外工程的踏脚石。

有关工程盾构施工分为南北线，分别由中铁上海工

程局和中铁港航局施工，其中南行线隧道（长度2583

米）由中铁上海工程局施工。

施工任务主要涵盖了从吉隆坡三马丹北港至巴生中

心站和市场中心站的区间隧道工程，

论技术含量的话，隧道掘进阶段采用了复合式土压

平衡盾构机，盾构机开挖直径6670毫米。由于全线横穿

吉隆坡博物馆等重要建（构）筑物、地下水管道河道和

情况复杂的肯泥山地质，因此施工难度极大。

确保安全质量　稳步加快进度
自从中国中铁进入施工场地起，该集团项目部参建

班底即以创建“海外地铁盾构项目的标杆、海外项目管

理的典范、海外项目人员培训的基地”为总目标，并坚守

着“确保安全质量，稳步加快进度”的总体工作思路，团

结带领广大员工克服了劳力不足、气候炎热、安全质量环

保标准高、无境外地铁盾构施工经验等诸多困难。

这个严禁的做法，也是按照总包商金务大（GAMU-

DA）和承包商南洋隧道工程有限公司的管理要求，提高

思想认识，优化施工组织，加强生产指挥。

同时，广大参建员工秉承中国中铁“勇于跨越，追求

卓越”的企业理念，发扬不畏艰难、勇于拼搏的“铁军”

精神，大力推行标准化管理，坚持“施工进度必须服从

质量安全”的原则，以“质量零缺陷、安全零事故”为前

提，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强化现场施工安全监控。

中国中铁旗下资产— —中铁50号盾构机在掘进施

工中，不仅有效保证了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而且创造了

在吉隆坡MRT项目6台盾构机中单日推进14环、单周推进

79环、单月推进248环的三个最高纪录。          

“凡为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

命脉矣。”

一个世纪之前，现代中国国父孙中山曾勾勒出前瞻性十足的“铁路梦”。交通基建，乃城市发展的先驱条件，主

宰着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

公共交通系统的便利有助促进人民流动，从而激活城市中心与周边地区相互动的经济活动。

时代的巨轮前进至21世纪，马来西亚在独立了半个世纪后，掌握了“现代版铁路”——捷运技术，瞄准在2020

宏愿年之前，打造出贯穿市区的大吉隆坡捷运项目(Greater KL MRT)。

马来西亚政府从2010年至今，分批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分发工程的过程中，海内外铁路与捷运界精英纷纷参与投

标，以求分得一杯羹。

在芸芸竞逐者当中，不难发现，成功突围而出的中资企业在高端的技术链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中国中铁参与大吉隆坡MRT

优质中企“走出去”	
踊跃投身马基建

中关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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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中国中铁还成为了MRT地铁捷运线全

线施工形象最好和进度最快的中国企业。MMC机构—

金务达联营公司主要领导对中铁港航局三公司中铁50号

盾构二次始发所做工作及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他如今年1月中旬，即三马丹北港至吉隆坡中心站区

间隧道的贯通当天，马来西亚政府官员、MRT项目业主

代表、中铁东方国际集团领导、吉隆坡部分媒体记者以

及中铁上海工程局全体参建员工共计400余人，见证了

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此贯通仪式极具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中铁上海工程

局已全面掌握境外地铁盾构技术和项目管理水平。此举

为实现企业海外经营战略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奠定了

坚实基础。

在更广泛的意义层面上来说，也把马中的双边投资

关系进一步“贯通”，对两国起到锦上添花的助力作用。

实现二次始发　征服施工难度
紧接在3月尾，中国中铁港航局三公司在马来西亚吉

隆坡地铁捷运线北线北洞盾构区间施工中再次取得重大

突破，中铁50号盾构机成功实现二次始发。  　　

中铁港航局三公司施工的地铁隧道区间为北洞工

程，全长2780米，位于吉隆坡市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和

新皇宫附近。隧道穿越中央风井和中央车站，中铁50号

盾构机在掘进施工中将有两次始发、两次过站和一次吊

出，盾构将下穿既有桥梁桩基3处、经过和下穿民用住

宅2处、管涵1处、政府和其他公用建筑7处，并下穿巴生

河。

中铁50号盾构机穿越之处地质复杂，文明施工和环

保要求极高，施工难度极大。  　　

中铁50号盾构机于2013年7月8日实现首次始发，于

2013年12月26日到达中央车站。二次始发计划工期为

2014年3月28日，受车站施工单位进度等因素制约，工

期压力巨大。

为满足二次始发工期要求，中铁港航局三公司项目

部召开了全体员工动员大会，大力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强

化盾构机待工中的维护和保养，加强盾构操作人员和后

勤人员的技术技能等综合培训，确保条件一旦成熟，盾

构就能顺利启动。

经过三个月的辛勤工作，圆满完成二次始发任务。 

总结而言，中国中铁所承包的工程部份施工顺利，

进度良好。再次印证了中企在铁路与捷运技术装备水平

及施工技术方面日益提高，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技术含量高：由中国中铁参建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地铁项目——TBM2盾构机在本地南线顺利推进，拼装完成1035环，累计
成环1449米，到达吉隆坡中心站，顺利贯通第一区间隧道，比预定节点目标提前43天。

后语　　　MRT捷运线，马引进中资的一个起步

无论如何，中资“走出去”成大势所趋，加上优质中

企具高技术含量的优势，马来西亚又如何发挥“引进

来”的魅力？

　　　陆续有来的大型基建工程！

随着马来西亚各项大型基建陆续起跑，拥有深厚经

验的中资企业有更多的技术仍有待输出到我国。中

企无疑将会持续作出更深入的付出与贡献。

从实际层面上，这也推动着马中关系从政府主导的

步伐，进一步延伸至民间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动，为更

长期的互惠互利关系铺路。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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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举办与马来西亚中资企业协会（CENAM）代表聚首的对话会，并由马

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主持了对话环节。

这场对话会是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持续致力于跟私人界维持稳健而有效的伙伴关系的其中一个策略。当局瞄

准在推动来马的投资额层面上，塑造出一个渐进而有序的生态系统。

吸引中资来马 宜渐进而有序
MIDA与马来西亚中资企业协会对话

对话会的出席者还包括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第

二副执行长拿督彭继通、中国驻马大使馆经

济商务参赞吴政平以及马来西亚中资企业协会执行主

席李中平。此外，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董事拿督黄炳

火、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首席执行

员拿督黄丽心博士也参与了这一场对话会。

在这一年内，马来西亚中资企业协会一直在支持

着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MITI）与马来西亚投资

发展局促进中资投资来马的各类活动。当中包括早前

在广州举办的投资说明会以及我国首相纳吉走访华为

研发中心展厅的活动。

回顾过去的2013年资料显示，中国已经成为马来

西亚第五大制作领域外资来源国，共有30亿令吉的投

资额，相等于22个项目。从2014年1月份至4月份，马来

西亚投资发展局一共批准了7项来自中国的制造业项

目，相等于1亿2120万令吉。

由马来西亚与中国联手打造的首个工业园区——

马来西亚彭亨州关丹马中产业园（MCKIP）备受看好，

将有助进一步鼓舞中资来马投资的兴趣。未来5年，中

资预计将向海外投资1兆6000亿令吉（约5000亿美

元）的资金。一旦马来西亚有能力吸引其中1%资金，可

望把目前的在马中资规模大幅提升5倍之多。

考虑到北京汇聚了多家中资大型企业的总部，马

来西亚投资发展局也将在今年内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这家办事处主要配合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在上海与广

州现有办事处的推广工作。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中）与一众“马来西亚商机机遇”研讨会座上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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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I Minister Conducts Dialogue with CENAM Members

YB Dato’ Sri Mustapa Mohamed, Minist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chaired a 

dialogue session with the members of China Enterprises 

Association in Malaysia (CENAM), organised by the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MIDA) on 

19 June 2014 at  MIDASentral.  

DatukPhang Ah Tong, Deput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MIDA and Mr Wu Zhengping, the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unselor of China Embassy as well as  

Mr. Keith Li,  Acting President of CENAM participated in 

the session.  Datuk Ng Peng Hey, MIDA’s Board Director 

and DatukDr. Wong Lai Sum,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MATRADE were also present.

The session is part of MIDA’s on-going initiatives 

to sustain a strong and effective partnership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in developing a progressive ecosystem to 

promote investments in the country.  

In 2014, CENAM has supported MITI/MIDA’s 

activities in promoting investments from China 

which include the Investment Seminar in Guangzhou 

and the visit of Dato’ Sri NajibTunRazakto Huawe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in Beijing recently.                                                                                                                      

In 2013, China was Malaysia’s fifth largest foreign investor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with total investments of 

RM3.0 billion in 22 projects.   For the period of January to 

April 2014, MIDA has approved 7 manufacturing projects 

from China with investments of RM121.2 million.  

Malaysia-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the first 

industrial park in Malaysia jointly developed by both 

Malaysia and China is expected to further simulate the 

interest of Chinese companies to invest in Malaysia.  

China is expected to invest about RM1.6 trillion (USD500 

billion) oversea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If Malaysia can 

attract just 1% of this amount to Malaysia, it will increase 

China’s current investments in Malaysia, five-fold.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ce of Beijing as a home 

to the headquarters of many China’s large companies, 

MIDA will establish an office in Beijing this year. The

objective of this office is to further attract high 

technology investments from China. MIDA’s office 

in Beijing will complement the promotion efforts 

undertaken by the present two MIDA offices in China i.e. 

Shanghai and Guang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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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首次参展后，踏入2014年，马来西亚建筑界业者第三次受邀参与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享誉全球的第

十四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

本届建筑双年展于6月7日拉开帷幕，直至11月23日才结束。对于全球建筑与艺术届而言，已成为一项极具标志

性的活动。

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现阶段正与马来西亚建筑师协会（PAM）合作安排本地24家来自建

筑，艺术和多媒体设计领域的参展商。

本地建筑业备受认可
马来西亚受邀参与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

其中一家参展商——iPartnership（马）私人有限
公司示这项建筑双年展为向全球展示马来西亚专

业建筑技术与人才的良好管道。
该公司董事经理英德拉（IndraRamanathan）接

受马新社采访时表示，“马来西亚获邀参与这一项凭邀请
函入场的国际盛事。而作为受邀者，马来西亚被安排在军
械库(Arsenale)展区作出展示，即是一种认可。”

马来西亚展馆在军械库展区建立了一所展馆以展示
创意。军械库展区乃建筑双年展的两大官方展区之一，另
一大展区名为绿园城堡(Giardini)。

英德拉指出，马来西亚展馆与代表们持续从这个国
际级的展览会取得良好反馈。他补充，参会者对于由马来
西亚展馆以“充足”主题创作而成的建筑杰作，所带出的
多元文化理念，都展现了十足的兴趣。

“参会者对于马来西亚和我国首都城市建筑环境展

示出的蓬勃活力，都深感兴趣。”
英德拉认为，马来西亚展馆展示出的理念，足以改

造成全球各地的建筑环境皆可适用的务实解决方案。
“不过，当这些创意落实到应用层面的过程中，将会

面对挑战。因此，这些创意需要得到政府、发展商和个人
的守护和支持。”

无论如何，英德拉表示，在米兰工作的马来西亚对外
贸易发展局队伍给予了我国参展商充足的支持，并且对
提前抵达威尼斯设置展区的展区人员给予充份协助。

“从规划过程开始，我们即与马来西亚对外贸易
发展局的米兰队伍通过互联网，定期召开视频通话会
议。”

“整个过程中，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的米兰队
伍不可或缺。他们协助了关于咨询、结算以及把展品从马
来西亚运送至双年展的工作。”　　　　(新闻来源：马新社)

Malaysia invited to Int’l Architecture 
Exhibition-La Biennale in Venice
Malaysia has been invited to participate for the third 

time in the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Exhibition-La Biennale in Venice, Italy after making an 
impressive debut in 2010.

The architecture exhibition, to be held for six months 
starting from June 7 to Nov 23, 2014, is an iconic event for 
architecture and art globally.

Malaysia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Matrade) is currently collaborating with the Malaysi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PAM) to coordinate 24 participants 
comprising architects, artists and multimedia designer for 
the exhibition.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iPartnership (M) SdnBhd, 
regards the event as a good way to showcase the talents 
and capabilities of Malaysian architecture professionals on 
a global stage.

“Malaysia has been invited to the by invitation only 
prestigious event and as an invitee and being allotted a 
place within Arsenale is a recognition by itself,” its managing 
director IndraRamanathan told Bernama.

Arsenale is one of two official exhibition venues (the 
other one is Giardini) where Malaysians has a pavilion to 
display their ideas.

Indra said the Malaysia Pavilion and delegation had 

always received good feedback from the exhibition.
He added that visitors were truly interested in the 

multi-cultural ideas based on the ‘Sufficiency’ theme that 
was produced by the architects exhibiting in the Malaysia 
Pavilion.

“They were also very interested in Malaysia and the 
vibrancy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s in our capital cities,” he 
said.

On the Malaysia Pavilion, Indra said the ideas on 
display could be translated to very real solutions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s in various loc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ideas that will be a 
challenge as these ideas require patrons and support from 
governments, developers and individuals,” Indra said.

He said the Matrade team in Milan were supportive 
and was on hand to assist the delegation from the time that 
the group arrived in Venice for the set-up process.

“We were having regular meetings on video calls via 
Internet with Matrade Milan from the time we started the 
planning process.

“They were integral in the process…assisting with 
advice, clearing and transporting the exhibits from Malaysia 
to the Biennale,” added Indra.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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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举行

大马列为主宾国

2014年7月17日 ·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总部 · 第18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马来西亚主宾国展馆推介及合同交换仪式

在7月中旬举行的第18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下文简称投洽会）－马来西亚主宾国展馆

推介及合同交换仪式上，从中国厦门远道而来的厦门市

商务局综合服务处处长邱国跃正面展望本届大会一如

既往创造的庞大商机：“我们将致力于帮助商会的客商

发现、选择和落实投资的机会和合作的伙伴，扩大大家

商务活动的网络，赢得更多的商机。”

投洽会肩负着加强双边经贸合作的使命，作为联

办单位的马中总商会和中华总商会以及扮演着支持单

位的我国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都对这场大会寄予厚望。

无论如何，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与中总总

会长拿督林国璋不约而同地提出，碍于全球经济格局充

满不安定因素及马中经济正在转型，马中要在2017年，

如愿将现有的1062亿美元双边贸易额提高到1600亿美

元（约5120亿令吉），确实面对一定难度。

“此时，洽谈会来得正是时候，有望为马中经贸注

入更多正能量。”

马中民企联手	
共创多领域贸易前景

黄漢良指出，马来西亚的经济本身正置转型期，中

国也在转型。黄漢良说，中国经济放缓，马中两国经济

转型需要时间，以致于促进马中双边贸易不断增长进

程中面对到挑战。

他认为，马中贸易额增长放缓的情况出现是必然

的。因为随着马中两国都在进行转型，中国经济因为其

转型计划而变得缓慢，导致我国的贸易也肯定会受到

影响。

“提升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发展还是会继续发展，

可是它的速度可能不足以像过去那样，每一年以百分之

20左右的速度向前发展。”

林国璋则强调，马来西亚具备很多不同的基础设

施，可供中资中国前来投资。“政府的政策加上我们的

国民，大家能够积极的来争取。就拿一年多百多亿（贸

易额水平）来讲，四年内多五百亿的可行性，是应该有

机会达到的。”

林国璋期望在马中企业界的努力下，未来5年马

和过去17年一样，第18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CIFIT）将在2014年9月8日一连4天

在中国厦门举行。

然而，和以往不同的是，配合马中建交40周

年，我国——马来西亚正式成为这一届投资

洽谈会的主宾国。

李志亮（左起）、林国璋、黄漢良以及邱国跃乐见马来西亚列为本届
投洽会主宾国，并对大会引起的回响与收获充满期待。

邱国跃（左一）赠送投洽会纪念品予林国璋（左三）。并由李志亮（左
二）、黄漢良（右二）以及隋永亮（右一）等人见证。

点活动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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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双边贸易每年获得超逾100亿美元（约

320亿令吉）的增长，从而在2017年实现

目标。

投 洽 会是中国招商引资的权 威性平

台。近年来，每届投洽会都吸引了全球120

多 个国家 和 地区的5 万多名客商参 与其

盛。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拿

督李志亮也明确地呼吁，马中企业宜积极

落实两国领袖确定的经贸合作5年计划，力

求马中双边贸易将在2017年实现1600亿

美元（约5120亿令吉）的目标。

他说，该项为期5年的计划下，马中

将致力扩大相互贸易与投资，而其中经被

确定以便联合推动的领域则包括农业、能

源、矿业、资讯工艺、基本设施、工程、旅

游、物流及零售业等。

“马中企业包括民间商业组织，将可

在促进两国贸易及投资合作方面，扮演重

要的角色。”

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去年国

事访问大马时，与大马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达致共识，要把马中关系提升迁至全面战

略伙会关系，其中就包括国防、科 技、金

融、教育、旅游、相互投资与经商等领域。

“统计数字显示，大马是继日本及韩

国之后，与中国的双边贸易突破1000亿美

元（约3200亿令吉）的第三个亚洲国家。

“我希望马中总商会及中总，将与中

国的商业组织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两国贸

易及投资活动。”

他呼吁大马企业应善用投洽会—马来

西亚主宾国展馆平台，广泛向国际社会推

介大马的产品、服务及投资机会。

此外，李志亮也提到，中国厦门大学

在大马设立其在海外的第一所分校，也标

志马中关系进入新的里程碑。

他说，这所分校预料将于2015年9月

份招收首批5 0 0名学生，并于2020年增

至5000人，最后达致1万名学生的目标。

届时，学生将来自中国、大马及其他东盟

国家。

黄汉良：去年同比跌10%	 	
马中首半年贸易仅增4.6%

黄漢良说，今年前半年马中双边贸易

额只增长4.6%，比去年同比下降了10%，

显示今年马中双边贸易要有新的突破面临

一定的困难。

黄漢良相信，双边贸易增长放慢的主

要原因，是因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南

海课题导致中越及中菲贸易不乐观等。

无论如何，提到第18届中国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马来西亚主宾国展馆一事，他

呼吁大马商家善用平台，展示大马品牌产

品。

岀席仪式主宾为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

部长拿督李志亮，其他嘉宾包括马中总商

会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名誉会长丹斯里

林玉唐、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副总会长

刘俊光、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执行顾问丹

斯里拿督宋兆雄、中国厦门市商务局综合

服务处处长邱国跃、厦门市会议展览事务

局展览营运处副处长隋永亮等。

林国璋：长期共同努力结果		
马中经贸规模非理所当然

林国璋说，马中双边贸易要在2017年

达到1600亿美元目标，对中国来说，可能

是一个小数目，但对大马而言，却是一笔

很大的数目。

林国璋说，马中40年前刚建交时的双

边贸易只有区区的7亿美元（约22亿4000

万令吉），达到当前的经贸规模，以在3年

后的1600亿美元目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事，而是两国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

他 举 例，在 过去 包括 于马中建 交 初

期，大马商家与中国经商需通过国企，获

得入口准证后放可进口中国产品，后来发

生1986年的蕉柑事件后，中总前总会长丹

斯里黄文彬向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不懈

争取后，政府才逐步放宽限制，才岀现今

天的良好局面。

林国璋：“马中1600亿美元
贸易额目标需大家积极配
合，例如致力吸引更多中国
企业来马投资基本设施及
棕油下游工业及其他农产品
等，推进马中贸易发展。”

黄漢良：“做为中国可以信任
及依赖的朋友，马来西亚肩
负着重大责任，希望大家继
续努力，使马中两国贸易能够
继续发展。”

邱国跃：“投洽会作为全球
规模最大的投资类博览会，
将成为各国之间开展投资
洽谈和合作的一个高端的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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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2014年全国常年会员大会

背负时代义务 迈向多元种族

刚过去的6月夏末，马中总商会2014年全国会员

大会圆满落幕。

拿督黄漢良总会长致辞时表示，本商会目前主要

由华商领导，今后将进一步深化多元种族的结构，更能

呈现马来西亚多元种族融合的面貌。

“我们会从青年团理事切入，招收一些中庸及开

明的友族青年进入团队，携手为马中友好关系共同努

力。”

黄汉良不忘重申，“马中总商会是一个非政府组

织，关心政、经、文、教事务，我们要理事贴近会员群

众，走群众路线，让我会成为民间商会的首选。我们必

须不断地努力学习，掌握时代脉搏，务实地处理一切在

身边的事务。我们不争最大，但求最好。”

除此之外，黄漢良也强调，马中总商会持续地定

时举办活动，尤其是年度重头戏— —马中企业家大会

（MCEC），至今已达到一定水平和知名度。

“接下来，我们必须设法提升每一场活动的层次

与方向，深化马中企业家大会内容。最新的2014年第

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4）首次前往中国厦

门举办，可望吸取更多经验。”

加强秘书处功能
同时，为了让会员获知总商会最新资讯，黄漢良强

调，将致力于加强秘书处的功能，打造专业的形象。

“我们将设法提升现有的秘书处功能及加强与官

方政府的联系，以提供会员更多有关马中最新的贸易

资讯，巩固马中两国经贸联系。”

他补充，马中总商会继续扮演民间商会的角色，与

随着时代的发展，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下文简称马中总商会）的性质与作用起了变化。惟，万变不离其

宗，总商会始终坚守本商会创办之初的宗旨与目标。

展望未来，马中总商会亦将发挥另一大特色——多元种族色彩，招揽更多友族精英，朝着这个既定目标发

展。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左三）：我会肩负著历史责任及时代义务，对会员认识歷史的要求也逐步提高。左起为第一
副总会长陈友信、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总会长拿督黄漢良、永久荣誉会长丹斯里拿督林源德、秘书长卢国祥以及总财政
拿督黄锡琦。

2014年6月28日 · 马中总商会三楼会议厅 · 马中总商会2014年全国会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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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政府保持密切联系，达致“上传下达”

的角色。

成立马中关系研究会	
邀新科华裔部长参与

黄漢良指出，马中总商会为提升马中

两国双边关系，短期内将成立马中关系研

究会，邀请重新入阁的华裔部长参与，以

壮大总商会的贡献。

他说，该研究会主要是针对如何提升

马中关系，探讨更良好的方案，有效拉近马

中关系。

“马中总商会和官方政府互相合作，作

到上传下达，争取落实公平和谐的社会目

标。为了马中经贸发展和人民友好关系，本

商会也与中国有关方面保持交往互动。”

反对呈落实伊斯兰刑事法法案
会员大会当日，马中总商会通过了4项

议决案，内容广泛涵盖了政治、贸易及教育

的课题，其中包括反对伊斯兰党向国会提

呈落实伊斯兰刑事法的私人法案。

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 长 陈友信 指

出，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联盟聘请伊斯兰刑

事法学者到全国巡迴演讲 有关回刑法问

题的讲座时，多名开明派学者在总结时认

为，不合时宜的回刑法是始终不能执行或

暂时不能在我国执行。

据了解，出席讲座会的穆斯林可分为

两派，一 是认为永远不能在马推 行 伊刑

法，另一方则认 为当前 不適合推 行 伊 刑

法。虽然如此，双方对不适合推行伊刑法

的看法是一样的。

“在伊刑法中，偷窃几千令吉將会遭

截肢，反之贪污数10亿令吉却不在刑法惩

罚中，因伊斯兰先知时期没有贪污观念，

而他可以公正的推行伊刑法。”

在先知时代，伊刑法是落实在穆斯林

占主要人口的国家。学者认为，假如现在

要实行该法，全国90%的人口必须是穆斯

林，同时没有贪污、朋党等，才可以考虑该

刑法的可行性。

他说，基于伊斯兰刑事法阖明若是偷

东西就得面对截肢的惩罚，当时在先知年

代，偷窃是非常大的罪恶感，我国如今最

大的问题如贪污等，却没有在伊斯兰刑事

法的范围内。这变相造成罪案和惩罚程度

标准不一。

他说，学者认为伊斯兰刑事法永远都

不能在我国执行，因为现代人类并没有像

先知一样公平对待每人，相反是若落实伊

斯兰刑事法，会出现不公平的惩罚。

黄漢良认同并总结出，伊斯兰刑事法

虽然只適用于穆斯林，但在相关法律的执

行上將会牵涉许多复杂问题，对非穆斯林

的影响深远，因此伊党需顾及非穆斯林社

群的感受与权益，主动收回私人法案。

积极提案促　马中往来免签证

另一项提案的关键在于，吁请大马和

中国外交部给予两国人民免签证便利，以

促进两国民间友好往来。 

黄漢良指出，中国和泰国即将签署免

签证协议，大马作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

东盟国家，更应把握机会，尽速提供免签

证便利，鼓励两国人民互相往来。 

“尤其是MH370事件零中国游客却

步之际，我国政府应主动伸出橄欖枝，向

中国人民释出善意，以吸引该国游客回流，

促进本地旅游业。”对此，本会將致函大马

外交部及中国驻马大使馆。

黄漢良总会长：“马中总商会
以共同理念为基础，不以利
益挂帅，从而凝聚一班志同
道合的企业家集合起来，共
同为会务发展而献力。”

陈友信“多个穆斯林学者认
为该刑法是永远或暂时性。
都不能在我国执行。”

坚决反对回刑法，并致函呼吁伊斯兰党主动撤回该私人法案，• 
政府应该毫不犹豫拒绝该法案，以维护联邦宪法的精神。
致函我国外交部及中国驻马大使馆，给予马中两国人民免签证• 
的便利。
致函华总及中总呼吁华团结合共同力量，推动马中经济贸易发• 
展并维护两国友好关系。
呼吁政府从全民角度实行教育改革，包括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 
题及无条件承认统考。

马中总商会2014年全国常年会员大会通过４议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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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锡琦总财政汇报商会财政情况。1.	

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黄文华律师（左起）、第一副总会2.	
长陈友信、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总会长拿督黄漢良、
永久荣誉会长丹斯里拿督林源德、秘书长卢国祥以及
总财政拿督黄锡琦详细地向出席者汇报各自岗位的进
展。

出席者们认真翻阅马中总商会起草的会员大会文件册。3.	

马中总商会会员服务委员会主席李国源主持新进会员4.	
交流会，成功促进出席者之间的交流。

出席者积极提出疑问。5.	

黄漢良总会长（右）：將进一步深化我会的多元种族结6.	
构。左起为陈友信第一副总会长与陈凯希久荣誉会长。

马中总商会领导层与会员们踊跃出席2014年全国会员7.	
大会。

马中总商会交易考察委员会主席张联兴汇报出国考察8.	
的活动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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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中总商会的盛情邀请下，马来西亚国际及工

业部长副部长拿督李志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黄惠康博士也应邀莅临，成

为座上主宾，使得当天晚宴生色辉煌。

此外，中国大使馆陆海空三军武官陈卫大校武官、

马来西亚外贸发展局（MATRADE）首席执行员拿督黄

丽心博士、马中友好协会主席拿督马吉德、马中商务理

事会董事拿督马汉坤、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中国驻马

马中建交40周年联欢晚宴
马中总商会24周年会庆

青年团成立10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2014年欣逢马中建交40周年，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下文简称马中总商会）也迎来了创会24周年的历史性

时刻。

为了庆祝这一个别具意义的日子，马中总商会于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举办了马中建交40周年联欢晚宴暨马

中总商会24周年会庆/青年团成立10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这一场“三合一”欢庆晚宴场面浩大，筵开逾80席，并邀请上千名马来西亚、中国以至东盟与全球的政商名

流与会。

席上觥筹交错，宾主共欢；加上马中建交40周年，让来自各界的出席贵宾普天同庆，充满正能量。

李志亮（左五）与黄惠康（左六）以及由黄漢良（左四）带领的一众马中总商会代表与嘉宾们齐声共唱生日歌、吹蜡烛和切
蛋糕，迎来了晚宴的高潮。左起为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团长丁扬岗、副总会长林恒毅、晚宴工委会主席刘俊光；右起为名誉会
长嘉谷、永久荣誉会长林玉唐、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以及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

2014年6月28日(夜) · 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 · 马中建交40周年联欢晚宴暨马中总商会24周年会庆/青年团成立10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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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漢良：“能在同一天共庆
三个重大意义的周年庆典，
让这一天成了非凡的纪念
日。”

李志亮：“尽管马中之间的经
贸关系巩固，但数字并非唯
一联系两国的原因，马中文
化交流是加强两国人民关系
最具意义的管道。”

黄惠康：“（马中）双方将在
基础设施建设、承包工程、
农业及高科技领域展开合
作。”

大使馆领事林动参赞、武吉敏登区国会议

员方贵伦、马来西亚贸工部经济与贸易关

系组高级主任王成福、马来西亚中资企业

协会执行会长李中平等也是座上嘉宾。

与会的各国驻马外交人员则包括来自

新加坡大使馆的王景荣最高专员、寮国大

使馆的Khamphan ANLAVAN、越南大

使馆的Nguyen Hong Thao博士、泰国

大使馆的Krit Kraichitti、印尼大使馆的

Herman Prayitho以及菲律宾大使馆的

Medardo G. Macaraig等。

同时，还有杰出企业的代表人士，如

中国工商银 行（马）副总裁谢少雄、中国

银行（马）执行总裁王宏伟、发林集团执

行董事林珠德、合荣董事经理谢耀良、海

鸥企业 总 经 理 陈祈福、马银 行 代 表Ta n 

Kwang Ming等等；媒体界人士则有新华

社胡光耀社长、星洲日报首席执行员许春

与总编辑卜亚烈、南洋商报总编辑荘宗南、

光华日报副总编辑郑彩凤等等。

当然，当晚宴会还汇聚了海内外各政

商名流及不少友族官员赴宴支持，令这场

盛会倍增光彩。

晚宴期间，也穿插播放介绍本会最新

完成的介绍影片以及包括由海鸥集团盛情

呈现的精彩文艺表演的文娱节目。

马中投资趋向平衡	

2013中资达6亿

席间，黄惠康博士在上台致词时，也为

出席者捎来多则好消息，喜上加喜。

他透露，去年的马中两国投资趋向平

衡，2013年中国向大马的直接投资比2012

增加193%，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2亿

多美元（超过6亿4000万令吉）。

黄惠康正面展望，随着马中决定进一

步探讨两国双园的发展方向，即马中关丹

产业园区（MCKIP）及中马钦州产业园区，

马中之间投资不平衡的状况将很快有所改

善。

另一项好消息是，中国政府已批准马

中关丹产业园区总值14亿美元的首个大型

项目。

黄惠康透露，该中国企业将在该产业

园区投资14亿美元（约44亿8000万令吉）

，以资打造一座年产350万吨钢材的炼钢

厂。

他说，中国今年将瞄准进一步促进该

国对马的投资。随着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

里纳吉较早前访华及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对

谈时，中方已说明，在关丹产业园区首个大

型项目已获得中国政府批准，这个大项目

即将动工。

中企来马投资兴趣增

黄惠康强调，中国企业对大马投资的

兴趣不断升温，并举例当局最近接待不少

来马考察的中国企业，他们皆对大马展现

出浓厚的兴趣。

“双 方将 在 基 础设 施 建 设、承 包工

程、农业及高科技领域展开合作。”

另一方面，黄惠康指大马明年担任东

协轮值主席国，中国会积极支持大马在促

进地区和平友好、各国和谐共存发展方面，

作出更大贡献。

去年马中贸易量破千亿美元

黄惠康总结表示，他对马中未来关系

前景充满信心。他回忆道，1974年两国贸

易总量还不到今天贸易1天的量，当时马中

贸易只有2亿美元（约6亿4000万令吉），

但去年马中贸易量已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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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1974年增加了500倍。

“马中经贸的发展实实在在促进两国政

治关系及人民交流，也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福

利。”

认真研究毛燕出口

同时，黄惠康还强调，中国政府决定认真研

究大马提出有关毛燕出口、婴儿奶粉出口及扩大

中国向大马投资等要求。

提到最近马中各地不断庆祝两国建交40周

年，黄惠康指这证明两国关系不但建立在马中领

袖高度互信之上，也建立在两国民间牢固友谊之

上。

“我代表中国大使馆向所有为马中关系的

今天作出努力及贡献的各界朋友，表示敬意与

感谢，希望未来40年两国更友好及亲密。”

李志亮：去年中资项目达148项

李志亮总结马中2013年经贸纪录时指出，

去年大马在中国的投资项目达148项，实际投资

额达2亿8000万美元（约8亿9600万令吉）。

他说，同期中国在大马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额为2亿1000万美元（约6亿7200万令吉）。

他表示，2013年马中双边贸易总额达1060

亿美元（约3392亿令吉），按年增长11.9%，中国

连续5年是大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

源地及第二大出口目的地。

“马中从相互了解到深化互信，从求同存异

到包容共赢，从各领域交流合作到展开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这是两国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他指出，马、中作为十多年同舟共济的老朋

友，从基层建设到人道主义等，两国都互相扶

持。

“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及中马钦州产业园区

正式启动，更说明马中双边贸易合作进入新阶

段。”

他看好，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及中马钦州产业

园区將成为中国东盟產业园新合作的典范。

“从1974年建立邦交起，马中两国关系就日

益增进，我们要感谢我国第一任首相敦拉萨和

中国前总理周恩来，他们的远见造就两国深远

友谊，马中的交情越来越密切。”

黄汉良：青年团也招友族团员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强调，马中总

商会是多元种族商会，他们将致力发展国民团

结工作，该中央理事会已有友族理事，今后青年

团也会伸出橄榄枝，招揽更多友族团员。

黄漢良在致词时提到，马中总商会肩负着

发展和推动马中经贸的时代使命，该会将继续扮

演与政府合作推动两国经贸活动的民间角色。

他指，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访华期间与中国

总理李克强签订了有32项内容的《联合公报》，

在在表现出两国在当今世界中的合作友好与互

信互助精神。

此外，在南海频频出现争端而纷纷扰扰之

际，黄漢良也提出，我国采取与支持平等协商的

中庸立场，贵在以和为贵。

“大马在南海纷争中支持平等协商，化解对

抗的精神，符合中国的南海立场。我国明年担任

东协主席国，对南海问题必能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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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举行前，马中总商会第十届中央理事召开中央理事1.	
会议。公共关系委员会主席戴振标（右二）向各理事汇
报有关委员会工作进度。

马中总商会领导主持中央理事会议。前排左起为中央理2.	
事拿督Kesav	Kumar	Agarwal、晚宴工委会主席兼
副总会长刘俊光、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总会长拿督黄
漢良、首席执行秘书周美馨、秘书长卢国祥以及副总会
长宋兆棠。

黄漢良总会长与刘俊光副总会长热烈迎接马来西亚国3.	
际及工业部长副部长拿督李志亮。

马中总商会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左）与李志亮副部长4.	
（右二）握手问好。

黄漢良总会长与马中总商会一众领导热烈迎接黄惠康5.	
大使的莅临。

黄漢良总会长与来自越南驻马大使馆的Nguyen	Hong	6.	
Thao博士交换卡片，建立与东盟关系。

黄漢良总会长（右四）与马中总商会领导迎接马来西亚7.	
外贸发展局首席执行员拿督黄丽心博士（右五）。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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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柔佛州分会会长张春胜（右一）带领一众当1.	
地代表赴宴。左起为副秘书蔡国耀、秘书林保福、第一
副会长杨永凯、理事拿督斯里张城福。

晚宴工委会主席刘俊光（右）连同马中总商会秘书长卢2.	
国祥（左一）与总财政拿督黄锡琦（左二）迎接泰国驻
马大使Krit	Kraichitti。

马中总商会砂拉越州分会会长拿督刘增强（左起）、名3.	
誉会长拿督嘉谷、Nguyen	Hong	Thao博士和黄漢良
总会长合影留念。

黄漢良总会长带领中央理事与两位贵宾——黄惠康大4.	
使与李志亮副部长移步到晚宴大厅。

马来西亚知名艺人童冰玉主持晚宴活动。5.	

晚宴席间，丁扬岗青年团团长（左）与合荣董事经理谢6.	
耀良（右）频密交流。

晚宴出席人士西装革履，衣香鬢影。7.	

“干杯！”刘俊光（左起）、李志亮副部长、黄漢良总会8.	
长与马中总商会名誉会长丹斯里林伟才为马中友谊畅
饮。

致辞者的精彩演说，赢来出席人士的热烈掌声。9.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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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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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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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座嘉宾，齐聚精英。1.	

马中总商会黄漢良总会长代表向赞助方赠送致谢纪念2.	
品，表示衷心感激。

黄漢良总会长（左七）、黄惠康大使（左九）与李志亮副3.	
部长（左八）与一众赞助方代表人士在台上合照留念。	

为表谢意，黄漢良总会长（左二）送上致谢纪念品予李4.	
志亮副部长（右二）。左起为晚宴工委会主席刘俊光与
黄惠康大使。

在李志亮副部长（左二）见证之下，黄漢良总会长（左5.	
一）送上别具南洋色彩的木制马莱屋模型予黄惠康大使
（右二）。右为马中总商会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

2

1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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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工委会主席刘俊光致词时热烈欢迎和感谢各位出1.	
席人士。

马中总商会青年团成立10周年纪念仪式简单而隆重。今2.	
后青年团将持续扮演重要角色，为马中总商会注入源源
不断的朝气！

由海鸥集团盛情呈现的精彩文艺表演，精彩纷呈。3.	

出席人士对介绍马中总商会的直幅深感兴趣。4.	

马中总商会秘书长卢国祥（左四）与秘书处同仁共聚畅5.	
饮。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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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性晚宴

中马建交是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

突破，马来西亚是第一个和中国大陆建交的东

南亚国家。建交后，两国关系总体发展顺利。双方在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全

面展开，并取得丰硕成果。马中经贸额去年达到1,062

亿美元更展望2017年达到1, 600亿美元。两国外交部

于1991年4月建立磋商制度，迄今，中方在马来西亚古

晋设有总领馆，马方在中国上海、广州、昆明和香港设

有总领馆。

(二)	加强双边关系
两国于1974年5月3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第一

个和中国大陆建交的东南亚国家，泰国政府目前已经

着手研究让中国旅客免签证入境的事宜，身为在东盟

国家第一位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希望中国方面加快在亚

庇设立总领事馆，同时也希望两国政府能豁免签证，或

者至少放宽申请的程序，以便加强两国人民的互访及

交流提供便利。

(三)	应设防堵边防漏洞
自从马航MH370客机失踪事件发生后，接二连三

发生的不幸事件对大马旅游业来说是雪上加霜。希望

政府能针对治安问题推出良好的解决方案，尤其是让

游客包括中国市场恢复对大马的信心。唯有生命财产

不受威胁，商家和人民才能上下一心拼经济。此外，沙

巴州首席部长拿督斯里慕沙阿曼宣布沙巴东部安全指

挥区已经增添30艘多用途快艇及2架巡逻飞机以加强

提升沙巴州东海岸保安，增加适当设备予指挥区协调

的保安部队，让警察、武装部队和海事执法机构更有

效率的防守边境安全。

(四)	沙巴州设立分行
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都是中国五大银行的

其中两家，目前两家银行已在吉隆坡开和古晋已开设分

行。希望这两家银行可以加速在亚庇开设分行。我国首

相拿督斯里纳吉已批准在西安设立领事馆，同时也希

望中国在沙巴州快速设立领事馆以便处理签证事务。

沙巴州有许多优势，地理位置离中国很近，交通方便、

旅游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到沙巴州的中国游客人数更

是不断增长。

(五)	旅游业双重打击
自从仙本那再传来绑架游客事件，尤其今次涉及中

国游客，人质事件引起中国旅客来马旅游信心更是雪

上加霜。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5月30日晚上宣布，被绑

架的中国女游客高华赟和菲律宾籍度假村女员工已经

获救而且将护送其回国，对重视中国游客市场的沙巴，

肯定会降低负面影响。希望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馆可以

协助沙巴度过这次的难关，把沙巴的美丽风光和正面

资讯带回去中国。

沙巴分会庆祝马中建交40周年

东马首场庆典　打响头炮
马中总商会沙巴分会会长拿督刘国城寄语：

今晚是马中总商会沙巴分会庆祝马中建交40周年而
举行的历史性晚宴。

适逢今年喜迎马中建交40周年纪念，同时配合马中
总商会将推出系列重点欢庆的活动，以进一步拓展
且深化马中企业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沙巴是东马
第一场庆典活动。

为表尊重,沙巴分会会长拿督刘国城出动该州属绝无仅有
的“天字一号车”——SA1车牌的名贵轿车迎接风尘仆仆
而来的贵宾。

2014年6月12日 · 沙巴亚庇丹容里拔沙巴客家大礼堂 · 会所开幕典礼、四周年庆典暨马中建交四十周年庆之三禧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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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学而（左起）、拿督叶生、拿督林中财、丹斯里刘瑞1.	
发、彭育明副部长、刘全阁下、副首席部长拿督陈树
杰、拿督黄漢良、刘顺泰、Datuk	Abidin	Mading-
kir以及陈友信齐剪彩。

马中总商会领导代表与东马知名人士——必打丹中华2.	
商会新任会长刘顺泰（左三）与中国驻古晋总领事刘全
（左四）会面合照。

刘全阁下（左起）、拿督黄漢良、刘顺泰以及副首席部3.	
长拿督陈树杰驻步欣赏我国首相纳吉与中国主席习近
平的历史性合照。

刘顺泰（左一）赠送纪念品予副首席部长丹斯里百林吉4.	
丁岸（中）。右为胡义基。

胡义基（左起）、陈友信、拿督陈沺铼、丹斯里刘瑞发、5.	
拿督黄漢良、副首席部长丹斯里百林吉丁岸、刘全阁
下、刘顺泰、拿督叶生、拿督雷远生见证切蛋糕仪式。

拿督黄漢良（左起），刘全阁下，沙巴副首席部长拿督6.	
陈树杰，和刘顺泰，接受当地媒体采访。

胡义基（左起），拿督雷远生，夫人孙霞（兼领事签证7.	
部），总领事馆刘全阁下，刘顺泰以及陈伟裕难得一
聚，合影留念。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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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40年，同时也是马中总商会砂分
会成立三周年，能与各位见证历史，同欢共庆，并且能参与【马中
光辉40年】及一系列的筹划活动，我感到非常荣幸。

马中建交四十年来，两国无论在正经贸易合作发展、双方友
好关系都取得很大的进步。 多年来，我国始终都是中国在东盟
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双方贸易额更是取得超过800%的增长，统
计数据相当亮眼。

两国的经贸取得长足的发展，归功於两国长期以来保持稳
定的友好关系。 

在民间交流上，马中两国人民来往密切，尤其是本地的华
人，与中国更多了一层血脉相连的关系，不论是在情感上还是联
系上，都密切关注中国，往来更是紧密。 本地不少社团常举办寻
根旅行团，前往中国探亲寻根问祖；而中国人民则赴马见识中华
文化在南洋扎根的成果，两邦互惠互利共创双赢的同时，也为两
邦之间赢得漂亮的旅游人次、外汇及庞大的消费额，推动了本区
域的旅游发展。

四十年来，马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交流、文化教育、生活习俗、
饮食起居、手工艺品互相影响促进，使马来西亚成为全世界多元
种族、多元文化教育、和谐共处社会及国家的良范。 在欢庆马中
建交40年的当儿，且让我们紧扣彼此的双手，将马中两国犹如好
兄弟般的情谊传递下去，共创辉煌，合作无间！

砂拉越分会欢庆马中光辉40载

砂分会成立三周年 同欢共庆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前左四）与砂拉越分会会长拿督刘增强（前左三）中国驻古晋总领
事刘全（前右四）、砂州第二财政部长兼地方政府与社区发展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黄顺舸（前左
五）以及一众贵宾们上台、展示“馬中建交40週年纪念暨砂分會成立3週年紀念”牌匾。

2014年7月12日 · 拉越诗巫晶木酒店宴会厅 · 【马中光辉40载】【马中建交40周年纪念暨砂分会成立3周年纪念】双庆典晚宴

马中总商会砂拉越分会会长 

拿督刘增强寄语：

中马建交是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一个重

要突破，马来西亚是第一个和中国大陆建交

的东南亚国家。建交后，两国关系总体发展

顺利。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

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全面展开，并取得丰

硕成果。马中经贸额去年达到1,062亿美元更

展望2017年达到1, 600亿美元。两国外交部

于1991年4月建立磋商制度，迄今，中方在马

来西亚古晋设有总领馆，马方在中国上海、广

州、昆明和香港设有总领馆。

感谢各位出席今晚的晚宴，尤其是来自远方

的贵客们，希望你们能好好放松一下，在今天

的晚会可以尽兴而归！ 

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们的活动获得总会的大

力支持，还有筹备会及工作人员的付出，使今

晚的双禧庆典晚宴可以顺利举行！

焦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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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砂拉越分会理事向来宾敬酒致意。1.	

主宾们为“马中建交40周年暨马中砂分会成立3周年”2.	
双禧庆典晚宴主持“亮灯开幕仪式”。

主宾们共切双喜庆典蛋糕。左起为拿督刘增强（砂分3.	
会会长）、拿督黄汉良（马中总会长）、拿督斯里黄顺
舸、刘全总领事、拿督刘乃好、沉国基（诗巫省省长）。

马中砂分会财政赠送纪念品予马中总商会会长拿督黄4.	
漢良。

中国驻古晋总领事刘全阁下及拿督斯里黄顺舸在纪念5.	
牌匾上签名，见证庆典隆重举行。

拿督刘增强（右二）赠送纪念品予主宾首长丹斯里阿迪6.	
南沙登，由拿督斯里黄顺舸代领。

马中总商会砂分会会长拿督刘增强（右二）赠送纪念品7.	
予刘全总领事。

研讨会上，贵宾们聆听讲师的演说，左起为丹斯里拿督8.	
张晓卿爵士（马中总商会名誉会长）、刘全总领事、拿
督黄漢良（马中总商会会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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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为许益品、丹斯里拿督张晓卿爵士、拿督刘乃好、1.	
拿督黄漢良、刘全、拿督刘增强、沉国基、陈发枝。

开幕主宾中国驻古晋总领事刘全阁下为研讨会举行开2.	
幕敲锣仪式。

众人在一张志明1974年5月29日中国主席毛泽东与大3.	
马首相敦拉萨会面，对马中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
图片前合影。

研讨会筹备会主席江宗淼赠送纪念品予开幕主宾刘全4.	
阁下。	

贵宾们在晚宴上合影留念。5.	

工委会主席江宗淼（中）主持发问环节，左起为讲员庄6.	
国土博士及何启良博士。

工委会主席许益品先生赠送纪念品予马中总商会会长7.	
拿督黄漢良。

贵宾们欣赏诗钟冠顶的得奖作品。8.	

嘉宾们在欢迎宴上合影留念。9.	

瑞狮迎宾。1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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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度重视马来西亚

马粤合作前景一片大好

中国（广东）—马来西亚服务业合作座谈会的支
持单位为马来西亚外贸发展局（MATRADE），

并由中国广东省投资促进局以及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
承办。

这场座谈会吸引了海内外逾百家当地企业和商家
与会交流。

吴政平：彰显中国重视马来西亚
中国驻马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吴政平说，在两国政

府的积极推动，两国企业家们的携手努力下，将来的合

作领域和合作规模会不断的扩大，双方经贸关系必将

在“互利共赢”的稳健基础上，健康发展。

吴政平认为，这次在马来西亚召开“现代服务业”
合作座谈会，实现中国与广东经贸合作的密切，更彰显
中国政府对马来西亚的重视，把双方合作推向更高更
深的愿景。

吴政平说，广东是著名侨乡和中国历史上最重要
的对外通商口岸，与马来西亚的贸易往来和人员交往
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

的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蕴藏着无限商机。
“在未来，广东省和马六甲将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交接点。”

黄汉良：广东是马商“财神爷”
中国广东省为一个重要经商之都，马中总商会会长

拿督黄漢良更风趣地形容，是马来西亚投资者的“財
神爷”，必须紧紧拥抱。

他指出，中国企业来马投资近年来有上升趋

势，2013年增长193%。“中企主要投资领域在金融和

房地产，希望日后将有更多的高科技产业来马投资及发

展。”

加上正置中企大量涌向国外投资的“黄金期”，估
计未来5年将有5000亿美元（约16000亿令吉）资金外
流，黄漢良希望马来西亚将能吸引其中10%的资金。

“中国走出去的过程中，预料将有更多广东企业
来马投资。”

此外，黄漢良也鼓励本地企业家，广东的商机蓬
勃，世界500强的企业，大部份都在这省分投资，十分

随着中国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4月份率领政、经代表来马举办大型经贸合作交流会之后，广东省商务厅再

接再厉，时隔4个月后举办了一场讨论范围更深入的中国（广东）—马来西亚服务业合作座谈会。

这场座谈会汇聚了马粤各界精英人士，体现马中经贸合作交流之密切及水平之高，并彰显出中国广东省政

府对马来西亚的高度重视，有望将两国合作推向更深更广层次的美好愿景。

主办当局与嘉宾手连手展示诚意，矢言共同打造双边经贸新平台。
左起为马中总商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名誉会长拿督赛益、拿督杨天培、吴政平、朱基菲、郑建荣、黄漢良、覃红、马中总商
会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副会长拿督林恆毅、名誉会长古玛、会务顾问拿督陈金锭以及副秘书长李志贤。

2014年8月8日 · 吉隆坡洲际酒店 · 中国（广东）—马来西亚服务业合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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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马来西亚企业界和投资者前往开拓。
黄漢良看好，广东省目前正全面落实经济和产业转

型，並加强推动服务业。
黄汉良提到，广东省和马来西亚的投资互动性很强，

并希望马来西亚到广东和广东来马投资，有相同的比重，

这样才能落实新的海上“丝绸之路”。

他不忘提醒，目前马来西亚和广东的经贸，已从“点
对点”升华到“面对面”层次，对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朱基菲里马末：
马企考虑投资广东各领域

马来西亚外贸发展局副总执行长朱基菲里马末博士
（Dr.Dzulkefly Ahmad）肯定地表示，广东省对我国
的地位举足轻重，马来西亚许多企业都会到该省投资经
商、双方在建筑、金融服务、教育、物流及旅游等各领域
展开深度合作。

他说，自2009年起，中国已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
伙伴国，并希望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去的当儿，将有更多中
国企业前来我国。

为了吸引更多中企，朱基菲里马末透露，政府正在考

虑放宽更优渥的条件来吸引广东的企业前来马来西亚投

资。

他说，马来西亚与广东省的双边贸易额达2千亿令
吉，佔马来西亚对外贸易的14.5%。主要是电子产品和化
学化工。

郑建荣：
粤马互补项目多盼获新贸易契机

中国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郑建荣说，马来西亚和广东

有很多可以互补的项目，例如马来西亚热带水果可以在广

东开拓更大市场；同样的，广东的旅游业可以在马来西亚

找到新出路。

他希望，两边今后能取得新的贸易新契机。
据透露，马来西亚目前在广东的贸易额，在东盟中排

名第三。
最新资料显示，马来西亚与广东双方进口总额达368

亿1000万美元，占马中贸易额的4分之1，而对广东直接
投资的项目达799个，实际外资金额是7亿9500万美元。

“其中，马来西亚的棕油及水果在广东省，尤其是珠
江三角地区有广大的需求市场。”

覃红：
广州具多重优势各国企业纷立足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多年，广州市国际投资促进中心
主任覃红博士指出，广州仍然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中心和前

沿。“广州完善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平台，不仅对内辐射泛

吴政平衷心希望，“在座嘉宾
和企业家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
广东经贸发展，获取更多更好
的合作项目和发展机遇，中国
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也将一如既
往地为各位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协助。”

黄漢良：“展望未来，广东与马
来西亚经贸合作基础稳固，双
方有着紧密相连的地缘人缘优
势，产业差异性和资源互补性
强，中国企业应该借助两国地
理相近的优势、马来西亚的亲
商政策，以及全东盟地区将近
6亿人口的市场规模，进一步
开拓马来西亚的商业机遇。”

朱基菲里马末希望，广东的企
业也来马来西亚投资，增进两
国之间的关係。

郑建荣：“广东省是中国最大
的旅游出口国，我省民众也热
衷于选择马来西亚为主要的旅
游目的地。”

覃红：“广州正秉持一贯的开
放包容精神，不断深化与全球
跨国公司和行业龙头企业的
交流与合作，积极打造对外开
放“升级版”，合作与发展商机
无限。希望各位朋友抢抓这一
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参与广州
新一轮改革开放，在一片沃土
投资发展，再创佳绩！”

珠三角地区，同时对外也已
经 辐射到港澳台、东亚、东
南亚乃至欧美，这里蕴藏着
无限商机。”

她 还补充，广州的多重

优势还包括集聚各种资源要

素、公认为中国营商环境的

标杆、持续着力建设法治政

府以及产业环境明显优化。

覃红进一步建议道，特
别值得投资者关注的三大趋
势，即战略性主导产业发展、

建设自由贸易园区以及进一

步开放投资领域。

“广州确定了重点发展
的十大主导产业，即三大现代

服务业、三大先进制造业、四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包
括汽车制造、精细化工、重大
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与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与
节能环保、商贸会展、金融保
险、现代物流。”

座谈会在集思广益与抛
砖引玉的氛围下圆满结束。
期间，举办方特定设定互动
环节，出席人士无不踊跃发
问。所触及的课题十分多元
化，涵盖了人 力资 源、新 能
源、港口物流运输问题、新科
技园区、清真产品与认证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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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当局当表与一众嘉宾在交流会后合影。1.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拿督林恒毅（右）趁机向郑建荣副2.	
厅长（左一）与本会名誉会长苏瑞古玛（左二）介绍第
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的筹备进展。

马中总商会会长拿督黄漢良（左）与马中总商会会长拿3.	
督黄漢良（右）再度聚首。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投资发展部负责人周芯如（左）与广4.	

东省商务厅副厅长郑建荣（右）相见欢。

马中总商会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左起）、中国工5.	
商银行公司金融服务部主管林国发以及周芯如互换名
片。

周芯如（左起）、苏瑞古玛及中国广州市国际投资促进6.	
中心主任覃红博士初次见面，互相介绍。

周芯如（左）与大使馆商务处秘书交流。7.	

1

2 3

4 5

6 7

点活动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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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服务部主管林国发（左）与马中8.	
总商会名誉会长名誉会长拿督赛益（右）话题投契。	

马来西亚投资者协会（MIA）主席拿督林华成博士提9.	
出有关新科技工业园区的疑问。

马中总商会青年团理事吴奕升询问有关物流程序的问10.	
题。

座谈会吸引逾百家当地企业和商家与会交流。11.	

中国广东省投资促进局孙斌副局长主持座谈会。12.	

济济一堂：座谈会汇聚马粤各界精英人士。13.	

座谈会前，中国银行马来西亚执行总裁王宏伟（左）与14.	
马中总商会永久荣誉会长拿督杨天培（右）茶聚闲聊。	

拿督林恒毅（左）与林国发（右）闲话家常。15.	

覃红博士、拿督林恒毅与郑建荣副厅长言谈甚欢。16.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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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调查报告今年5月出炉，马来西亚在参与竞争“最

佳经商地点”的82个国家中，排名第19。我国的

排位甚至超越英国、法国、韩国及日本这些先进国。

至于区域排名，马来西亚这次的位置维持不变，在17

个国家中占据第6名。

涵盖对未来五年预期
经济学人信息部国家预测报告说，它们旨在调查82

个受访国家的业务模式、其经商环境的品质及吸引力，这

也反映出一些公司制定全球业务战略的主要标准，这不

只仅基于历史性条件，也涵盖对未来五年的预期。

报告指马来西亚的市场机会将增加，这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政府致力于提高私人部门投资水平。

“较高的全球排名说明了一种迹象，即（马来西亚）

政府的改革措施，将克服许多结构和政治障碍。

“马来西亚在区域的排位不变，也说明他（与邻国）

仍面对激烈竞争。”

经济学人信息部指出，综合观察榜上有名的亚洲国

家情况来看，主要具有两项共同点：以金融与外商投资为

主的良好政策环境以及涵盖国际最佳实践的竞争政策。

此外，各国之间争取打造国际金融，制造业和物流业

的枢纽中心，也有助带动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

无论如何，在2014至2018年“投资者友好国家”排

名中，新加坡与上次一样位居榜首，预计在未来5年，该国

仍是投资者热门地点。

这也意味着，尽管马来西亚在塑造经商环境的表现近

年来突飞猛进，但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马来西亚大跃进5个排名

投资者友好国
马来西亚第19
根据经济学人信息部（EIU）最新的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排名，马来西亚在2014至2018年期间跻身“投资者友好

国家”前20名，比上届大跃进了5个排名。

一份报告的2009至2013年“投资者友好国家”排名中，我国位居第24名。

投资者友好国家排行榜（首20名）

 2009年-2013年 2014年-2018年

国家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新加坡 8.56 1 8.65 1

瑞士 8.41 2 8.52 2

香港 8.34 3 8.39 3

加拿大 8.15 7 8.30 4

澳洲 8.18 5 8.29 5

瑞典 8.20 4 8.26 6

美国 8.02 8 8.25 7

新西兰 7.09 11 8.18 8

芬兰 8.16 6 8.18 9

丹麦 8.01 9 8.16 10

挪威 7.89 13 8.01 11

德国 7.99 10 7.98 12

智利 7.81 14 7.89 13

台湾 7.68 16 7.85 14

爱尔兰 7.30 20 7.79 15

荷兰 7.94 12 7.78 16

比利时 7.69 15 7.69 17

奥地利 7.61 17 7.62 18

马来西亚 7.15 24 7.56 19

以色列 7.17 23 7.50 20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信息部（EIU）

（消息取自：星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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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在2012年曾排名第10位。

根据2014年FDIC报告显示，马来西亚致力于建立
在电子、汽车和机械生产的竞争力地位，以提升

价值链至高科技的技术密集领域。
科尔尼指出，尽管经济复苏缓慢和不平均，商业执

行员如今对全球前景更为乐观。大部份企业领袖认为此
乐观情绪将在未来12个月转化为增加外来直接投资。企
业更急于将手上庞大现金储备转化为制造业投资。

“亚洲吸引了约三分之一的外来直接投资，保持为
国际投资者的首选地点，外资流入只比2011年的历来最
高峰低5%，亚洲比其它地区更具韧性。”

亲商政策  吸引外资
专家表示，马来西亚的亲商政 策是吸引外资的主

因，而合理化补贴及建立优质人力资本也带来加分。
马来西亚排名跃升受到投资界的欢迎，经济学家盛

称赞此强劲投资情绪为一大成就，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经
商成本高涨之际，这是马来西亚快速移向更高价值链的
迹象。

Etiqa保险及回教保险研究主管吴保云指出，马来
西亚在全球排名出现任何改善，都是正确方向和突显了
马来西亚在外来直接投资方面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拉动外资主要因素  是政策非排名
另一位经济学家表示，拉动外来直接投资的主要因

素是政策，而非排名。排名是行销卖点，但非常具说服
力。排名升高等于发出一个讯息：“情况在改善中，大家
喜欢我们！”

他认为，早已决定要在哪一国的投资者，将不会受
这类排名影响，但尚拿不定主意的投资者可能会被动
摇。一些“骑墙派”可能在数国提出申请，并都获得批
准，最终可能被此高排名所吸引。

吴保云补充说，对国家、组织和个人而言，重要的是
以排名作为衡量标竿，该排名可作为一个寻求改善的指
标。

他认为，马来西亚在2014年的FDIC排名改善，是基
于两大因素，即第13届大选后投资情绪转佳，以及其它
新兴市场的况情况恶化。

新兴市场面对国内挑战
另一位经济学家指出，亚洲每一个新兴市场各自都

有本身需面对的国内挑战，例如，中国正重新平衡经济，
印度和印尼正进行结构性重组，泰国面对政治危机。

虽然换首相和政变并非首次，但投资者可能会将之
考虑在内。

马来西亚正进行补贴合理化，电费和汽油起价，以
及落实最低薪金制，令员工和经商成本大增。因此，马来
西亚的竞争力胥视于政策支持其成为高收入国的目标，
以及能否快速提升价值链，尤其是要建立充足的优质人
力资本。

经济学家表示，专注于人力资本和生产力，将是向
前迈进的关键。以日本为例，尽管日本连续20年面对通
缩，经济仍表现良好。                       （消息取自：星洲网） 

投资信心指数连升十级

马来西亚排名25升至15
全球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A.T.Kearney）发布的2014年外来直接投资信心指数（FDIC）显示，马来西亚的排

名从去年的第25名，连升10级至第15名的位置。

2014年外来直接投资信心指数
国家 2014年排名 2013年排名 变动
美国 1 1 0

中国 2 2 0

加拿大 3 4 +1

英国 4 8 +4

巴西 5 3 -2

德国 6 7 -2

印度 7 5 +1

澳洲 8 6 -2

新加坡 9 10 -2

法国 10 12 +2

阿联酋 11 14 +3

墨西哥 12 9 -3

南非 13 15 +2

瑞士 14 18 +4

马来西亚 15 25 +10
瑞典 16 - -

智利 17 22 +5

西班牙 18 16 -2

日本 19 13 -6

意大利 20 - -

比利时 21 - -

荷兰 22 - -

丹麦 23 - -

土耳其 24 - -

印尼 25 24 -1

资料来源：科尔尼（A.T.Kea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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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期间，蔡福智暂时卸下商人的身份，以一位

来自“马来文化摇篮”吉兰丹人的深厚情感，殷

切地表示出其欣赏松格布之情。“我本身既非常喜欢从

生活中体验美术。在亲眼看到松格布经过人手一针一

线编织而成的过程后，内心更是充满感动。”

他补充，普遍一匹松格布的织纹缝制，短则需时数

周，长则耗时数个月。“传统上，松格布交易的旺季集中

在斋月期间，平日的销量则不会特别热烈。不难理解，

在如此高技艺的入门要求，加上耗时、优质材料和独特

性的加持下，一匹松格布料动辄定价数千，乃至数万令

吉，看似价格不菲，终究只是一分钱一分货而已。”

奈何，他也感慨道，这一番努力却因为无人识货，

引不起市场热烈回乡，而如同其它传统而悠久的文化产

业一样，面临着被时代巨轮淘汰的挑战。

“如此演变下去，现代人或年轻一辈，还有谁肯传

承这一门传统文化产业？届时，更谈不上要进一步地把

这门文化产业发扬光大了。”

无论如何，蔡福智对于推动松格布现代化之路满

怀期望，所以在5年前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另设“

智尊贵族服饰”部门，专门经营松格布采购，缝制、生产

与销售业务。

三大挑战　三大转机
蔡福智直接总结出，经营松格布这盘生意，遇到三

道难关，那就是价格、用途与设计。有趣的是，这三道挑

战的门槛环环相扣，但如果化解得宜，则能迎刃而解。

先说价格这道门槛。蔡福智举例，如果一匹需时两

个月缝制织纹的松格布能够卖出2000令吉，技工平均

一个月只有1000令吉的收入。这收入仅仅足够技工的

基本生活开销用途。

“所以，我们就要设法让价格降至大众可负担范

围。如果要让普通人也能买得起，就要在设计层面上，

多花点巧思。”

在设计上，该公司大刀阔斧，把一整匹松格布剪裁

成数段小部分，再别致地修剪成松格布作成的短沙笼

（kain samping）或其它周边产品。“这么做，有助一

般消费者买得起，也符合了现代人追求设计精致的商品

的需求。”

跟以往局限在皇室专用穿戴的用途不同，智尊贵族

服饰另辟蹊径，创新地将松格布制成领带、披肩、手巾、

头巾、礼物袋等等，使价格更大众化，并且更贴近现代

生活。

论质感，松格布的织纹花俏而不落俗套，作为一套

正式礼服的“点缀”（如领带或手巾），能起到画龙点睛

之效。

从成立智尊贵族服饰至今，蔡福智在推广松格布产

业上，一直扮演着先锋角色。智尊贵族服饰透过积极参

与海内外各种展会和商贸活动如马来西亚国际清真产

品交易会（MIHAS）、新加坡举办的Visit Kelantan展

会、台北的马来西亚美食与文化展会。

为了保留一项悠久而无价的文化产业，一家企业愿意不惜倾注出多少心血，毅力与耐性？

当大家一味跟从流水作业，追盈逐利之际，难得的是，依然有不少良心企业或有心商人在经营着

一盘意义远不止于“为赚钱而赚钱”的生意上。

这一期《创业人生》就找来智尊代理有限公司(Omni Mal Agencies Sdn. Bhd.)创始人兼董事经理

蔡福智，从头细说他是如何发掘到马来西亚独产的松格布(Songket)——人手一针一线织出的美。

当这一丝情感在脑海中扎根后，又如何推动他一步一脚印地经营这一门文化产业？

智尊求新 求精 求变
　　「松格」风华再现

业人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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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福智：只要把本地自古以来
独有的高贵布料 — — 松 格布
（Songket）穿在身上，即使身
处异乡，马来西亚的同胞们始终
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团结起来
（A Unique Way to Unite）。

“最重要是，从新让人们认识到，雍容华贵的松格布不再是贵族的专卖

品，而是能衬托一般消费者品位的装配物品。”

他补充，一般现代机械流水线无法产出人手缝织的松格布细致纹路。松

格布制成的现代风格饰件亮丽，且带有独特的高贵典雅气质。由于手工制成，

每一件均是独一无二的珍品。

追求精致化	 用途普及化
在建立起多元化的松格产品组合后，蔡福智透露，下一步就是要追求商品

精致化和普及化。“我们希望从企业与政府各部门，开始培养穿戴松格产品的

文化。”

在马来西亚官方部门，每逢周四为“峇迪日”（Batik Day）。公务员们为了

响应国家推广峇迪文化的号召，都会纷纷穿上峇迪服饰上班。

无论如何，蔡福智认为，相比起峇迪服饰，松格服饰如领带、披肩更能达

到轻松百搭的效果，也符合公务员与上班族的整体专业观感。

同时，他也观察到，当日本工商人员出国送礼品，无论是小工艺品或小糕

品，都会包裹在设计印有精美的日本图案的布袋中。“足以见到日本人的文化

自信。”这也激发了智尊贵族服饰把松格布制成精美且廉宜的礼物袋的灵感。

“我很期待，有那么一天，能够亲眼目睹到充满本土风味的松格布再次受

到国人的珍惜与海外人士的重视，让松格布风华再现。

他深入浅出地分享道，要把一门文化产业现代化，必须做到“求新”、“求

精”和“求变”。

诚如蔡福智所言，在面向市场时，他在寻找着懂得欣赏其产出品——松格

布价值的真正用家。“我的目标是，建立起支持智尊贵族服饰的客户群。因为

只有真正的用家会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是为了保留与发扬美好的文化产业而

奋斗。”

松格布，在马来文具有刺绣
的意思。源远流长的松格布编织
技艺博大精深，早已不再局限在
刺绣，而是使用金银色或金属线
材作纬线，以凸现布料的织纹，让
布料看起来格外雍容华贵。

松格布是一种昂贵且外观华
丽的布料，通常被用来作为婚礼
或正式场合的服饰。一般马来平
民，只能在婚礼时才会穿上松格布
做 成的礼服。因此，马来人结婚
被称为「一天的国王」（「Raja Se-
hari」）。

无论如何，至今经历过数个
世纪变迁，马来族群今天依旧维
持松格布作为皇室与正式场合服
饰的作用。至今，除了婚礼，平民
也 开始在 正 式 场 合 中 穿上松 格
布。

目前，松格布在其主要生产
地：吉兰丹州、登嘉楼州和彭亨
州，原来各有不同的特色。吉兰丹
州的松格布织纹小巧精细，而登
嘉楼州的松格布织纹色彩多姿。
彭亨州的松格布则以传统纺织布
的设计作为基础，织纹设计比较
单调。

松
格
布
源
远
流
长	

三
州
产
物
各
千
秋

小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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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信起家　百忍成金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以和为贵　百忍成金	

林玉唐接受《经贸人物》专访时，与记者分享道，经营一家企业，

不可能永远顺畅无阻，全无障碍或挑战。“凡是以和为贵，尽量

不要和别人正面冲突，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

往往在处理 危机的过程中，林玉唐更能深刻体会其人生指路明

灯——先父的宝贵训诲。“当年，我父亲教我凡事要忍让、守信用、重信

诺、脚踏实地。”

林玉唐的先父林金木为人敦实，非常看重个人信誉，生前一再地叮

嘱自己的孩子，做人凡事要忍让、守信、重承诺及脚踏实地。至今，先父

这一番教诲让在林玉唐的耳际缭绕，最后更成了发林集团贯彻的管理经

营理念方针。

对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或许不能明白这一份沉着与容忍背后有多

大的信念与智慧。这是一份“遇到困难时不退缩、不与人正面冲突、沉

着承受考验，不变应万变”的沉着自信，永不落伍。

无论如何，林玉唐也分享了他在创业期间，跟其它企业家一样，有

风也有浪。尤其是在创业初期，由于他的年纪尚轻，社会经验不足，许多

人怀疑他是否有足够资金及技术去完成一些大型的工程计划。“某些时

候，危及即是转机，只要应付得宜，就能把危机转变成生机，并使公司的

业务取得进一步的拓展。”

“其实。一个人的成就也和他的做人态度有很大关系，主要是要积

极，面对困难时要想办法解决。”

无论如何，林玉唐给激进的年轻人的忠告，还是一句：“凡事要忍”

。“忍让并不是吃亏，也不是认输，即使真的吃亏，吃亏也是一种福气。”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一句老祖宗传下来的忍让格言，蕴含着厚德载物，宽和容众的豁达意境。

惟，说易行难。在生活中、在职场中，乃至于在事业的经营路上，若要贯彻这一美德，就得多一份

阅历，多一份待人处世的睿智。

在发林集团(FARLIM Group)董事主席兼总裁丹斯里林玉唐身上，完全能够感受到其胸怀广阔

的个人修养与气度。像大海一样，足以容纳无数江河细流，终而成就了林玉唐的过人胸襟容量。

丹斯里林玉唐
经贸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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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起家　守时信用
准时竣工　保障信誉	

这么多年来，林玉唐始终坚持以“信”待人，因为相

信别人亦会以“信”待之。

是以，一路走过来的经商过程中，他一直坚持以诚

信为本，维持良好的口碑。他认为，卓越信誉对一家公

司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个人的成就也和其做人态度有

莫大的关系。

“言而无信的人不能做朋友。一个人的成就也和他

的做人态度息息相关。”

林玉唐感慨地说，“多年的经验使我领略到，要

成功要靠朋友。特别是对待股东、员工，一定要诚恳合

作。”

“守时的人可以建立自己的信用，说话才具有说服

力，别人才会看重你和你的意见。”

在地产界，每一项建筑项目的完成进度，反映一家

地产公司与其经营者的信用声誉。林玉唐对自己的要求

是，一定要按时甚至提前交房。“有时来不及，漏夜赶工

也要完成。”

至今，林玉唐可以很自豪地说，从他手中完成的项

目，98%都是提前交房的成功经验。他不忘跟读者分享

早年创业期间的其中一段经历。“有一次挖地基时，挖

着挖着就挖不下去了，因为全是石头。要把石头打下去，

非常费劲且耗时。”

但是，当时候的林玉唐临危不乱，对部下说：“就算

是加班加点，就算是增加成本，甚至是亏本，也要保证

按时按刻，如质如量地交房。”

他说，“要做就做最好的，我觉得这是应该时刻保

持的态度。”

林玉唐也相信，多数人都要用生命去奋斗，他坚信

的一点是“坚忍不拔是成功之匙。”

“我们或许要用很多时间去达致计划完成的事，

但，我们一定得不断努力尝试，直到实现目标为止。”

凭着这个坚定的信念，林玉唐闯荡马来西亚地产业

40年屹立不倒，所谓万丈高楼从地起，发林集团建盖的

房屋一栋接一栋，创造了北马槟城一个品牌传奇。

眼光独到　趁势而起
善用危机　思考周全	

谈到发林集团最引以为傲的代表作，林玉唐表示，

莫过于在槟城开辟，具有独立城市条件的“亚依淡新市

镇”（Bandar Baru Air Itam）。

亚依淡新市镇占地356英亩，总共拥有超过1万5

千个单位的房产，属于一个自供自足的市镇。

上世纪80年代，未经改造的亚依淡镇却只是荒地

一片，且遍布着多栋非法建筑，治安环境恶劣。政府一

直想进行社区改造，却苦无良策。

1982年，通过与邱公司联营合作模式，林玉唐毅

然投得这个项目。“我决定在这里建一个美丽的新市

镇，建很多漂亮的房子，住户们都跟快乐的生活在新市

镇内。”

然而，他面临一个刺手难题——拆迁问题。当时，

原本在这块土地生活的人口机构非常复杂，有马来人、

也有华人。“他们在这里居住了多年，建了房，种了地，

要说服他们搬走非常困难。”

尽管公司派出专责的协调员进行说服工作，但林

玉唐不时亲自出马，显示诚意。

当林玉唐思考这些问题，都要做到面面俱到。最

终，他想出周全的良策：为这些拆迁户提供最优惠的待

遇— —有一间木屋的住户，换一套新屋；有菜地的农

户，给予额外补偿。

考虑到这些原住户日后的生活问题，他还提供了一

些工作职位予前者。比如咖啡店的服务生，甚至还送给

他们一间铺面，可以开个杂货铺或其它小店。

奈何，情况远没有想象的简单。每每林玉唐成功说

服某原住户，隔日就有第三者在中间挑拨，一切工作又

得从头再来，事倍功半。

“那个时候，每天真的是忙得焦头烂额，有时连喘

息的机会都没有。”尽管如此，林玉唐从不曾后悔接过

这个挑战。

1985年上半年，历时3年的拆迁工作终于告一段

落。等到最后一户人家搬出荒地，林玉唐长长地舒了一

口气。他不但解决了该市镇的发展问题，而且解决了一

个让政府头疼的社会问题。

待房子建好后，这些拆迁户搬进了新屋，看着和过

去截然不同的房子，都非常满意。

新市镇规划期间，林玉唐立志要建起最好的房子。

为此，他不惜千金请了最好的设计师来做规划。

1990年，新市镇竣工后，发林集团荣获“首相素

质奖”，成为同年唯一获得此殊荣的房地产开发商。

两年后，新市镇再下一城，赢得马来西亚建筑部机构

的“1992年最佳城市策划大奖”。

时至今日，亚依淡新市镇内除了建有民宅、店屋与

办公楼之外，还设有购物中心、学校、诊疗所、医疗中

贸人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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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警察局及各种休闲娱乐设施。

如今，人们更常以林玉唐创办公司的名字— —发

林集团，直接把亚依淡新市镇称为“发林”。这个名字

几乎成了这个新市镇的正名了。

“发林”被视为槟城其中一个人口与房屋最密集

的地区，发林集团將该项目一步步推向城镇化，让坊间

更流传一种说法，即「10个槟岛人一人住发林」。

由于发林集团的办事处就设在这个新市镇里，林

玉唐分享道，当每天走进这个市镇，听到人们由衷地赞

美新市镇的美丽，他都会感到欣慰的自豪。

眼见“发林”从当年的荒地华丽转变成今天的高楼

建筑物林立，交通枢纽发达，人口密集，林玉唐的心里

不期然萌生起一股成就感。

取诸社会　用诸社会
不断提升　自强不息	

尽管林玉唐在个人事业上创造了多项前无古人的成

就，但出身草根的他始终念念不忘在生活线上挣扎的

同胞们。因为对中下层人民的难处感同身受，他将这种

关怀注入事业，造福基层。

“发林的计划多数是集中在兴建中低价房屋，因

为这才是市场上最殷切需要的。这么做，也能让中低收

入的人民有机会买到属于自己的屋子。”

林玉唐可说是槟城兴建最多廉价屋的私 人发展

商，共兴建超过四千个单位的廉价屋。

“取诸社会 ，用诸社会。”，这是林玉唐一贯与众

人分享成就的方式。

“这是应该的！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也得到快

乐。”

从林玉唐谦恭有礼的谈吐，很难令人察觉到他只

有小学程度的教育背景。

“从生活中学习，不断的自我提升。我学英语是因

为承包合约及建筑图测都是英文。如果不会英文很难

做事，工作很麻烦，也很难和别人沟通。”

膝下儿女　独当一面
前线退下　尽享人生	

林玉唐坦言，如今他能够拥有眼前的成就，父亲的

教诲居功至伟。如今，育有1男2女的林玉唐，转换了角

色，扮演别人的父亲，接过了培育下一代成才的天职。

林玉唐回忆道，经过数年前因心脏不适入院的遭

遇后，就逐渐卸下了多个社团的重要职务。并且尽量减

少出外应酬，把更多宝贵的时间留给家人。

“老实说，我当过惠安公会会长、福联会会长、也

担任过三届华总总会长、五届槟州华堂会长、商会前任

副会长，感谢华社给予我的信任与大力支持。无论如

何，从社团退下后，我还会关心华社事情。若有需要的

话，在能力所及之处，我仍会尽力而为。”

另外，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成功并不能以金钱来

衡量。“钱固然重要，但是家庭和朋友一样重要。一个

幸福的家庭，身边有朋友陪伴在侧，对人生是一种助

益。”

他认为，人生成功真正的意义，在于人对美满感情

的向往。

“每次生活上面对任何问题时，我都是依靠朋友

和家人的支持与鼓励，才能继续向前跨进。我参与了社

团工作数十年，也应该考虑从前线退下来，让孩子逐步

参与这盘生意了，是时候慢慢的把孩子训练起来了。”

目前，林玉唐的公子林珠德已经进入发林集团的

管理团队，担任执行董事一职。林珠德刚过三十而立之

年，放眼本地经商界，朝气勃勃的林珠德犹如一颗崭

露头角的“闪耀之星”。

至于林玉唐膝下的另一位千金幼女林珠蒂早前在

英国考取大律师资格后获得中国政府全额奖学金，到

北京大学攻读法学硕士，成为第一个考取中国法学硕

士的英国律师。在父亲给予充足的支持下，林珠蒂表

示，双重学习背景促使自己有了跨国、跨法系的视角，

并获得一个更开阔的发展空间。

2009年2月8日，丹斯里林玉唐在《文化
中国四海同春》新春文化晚会上，代表
华总赠送《纳吉接福》墨宝予我国首相
拿督斯里纳吉，首相欣喜接受纪念品。

丹斯里林玉唐在出席一项由中国国
务院主办的大会上，与时任的中国
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握手问好，右
为时任的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
林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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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北京世华盛会

构建和谐侨社

606世华大会

2014年6月6日，来自世界119个国家的500多名代表

齐聚北京参加由国侨办主持的第七届世界华侨华

人社团联谊大会。

代表们聆听了国家主席习近平重要讲话，也听取

裘援平主任的继往开来，相融共赢，全面深入推进和谐

侨社建设的开幕式演讲。其内容鼓舞人心。杨洁篪国务

委员也讲了话。当天的焦点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下午3

点的接见并合影环节，最为高潮。代表们列队在人民大

会堂三楼金色大厅恭候主席的到来。受邀出席本届大

会的马中总商会相关人士除我之外，还有荣誉会长杨

天培、名誉会长杨忠礼、古润金、林国璋、林玉唐、张晓

卿，我们都各别与主席握手问候。

中华儿女3个同源，同根，同魂，同梦
中国政府对全球华侨华人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

系，激励大家在构建海外和谐侨社的大道上大步迈进，

不懈追求。习主席问好大家后表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

汪汪，充分表现出他的爱侨情感。

他说道，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

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

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

6月6日，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共同举办的“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开幕。来自119个国家和地区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华侨华人社团及华人社区服务机构负责人500余人与会。国务委员杨
洁篪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主持开幕式并作了题为《继往开来 相融共赢 全面深入推进和谐侨社
建设》的主题报告。本届大会以“服务社区、和谐发展”为主题。

文：马中总商会总会长黄漢良
30-0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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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梦。共同的根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

同德。我们一定能够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新

篇章。习主席精深诚恳的讲话深得大家的共鸣和认同，

三个共同是“同根，同魂，同梦”，成为世界华人的共同

点，勾划出海内外华人的合作团结统一的共同基础。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问题
专题论坛上，中央党校赵振华教授全面深入分析

了中国目前的深化改革道路。他认为，三中全会的定调

将影响全世界。中国过去30年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也出

现了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只有

执行深化改革才有出路，才能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是特色社会主义，促进国家治理和提高治理能力。

现代化靠共产党领导才能达到上管下理的目的。

他提到深化其它6项改革，包括：（一）深化政治体

制改革；（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三）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四）深化社会生态文明改革；（五）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及（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当前国际热点
茶歇后，金灿荣教授分析了国际形势，国际格局与

中国外交。他认为，中国外交韜光养晦，有所作为，目前

加重了“有所作为”的比率。他认为，大象躲在蚂蚁后

面不实际。他指出，邓小平时代搞全方位外交，不结盟

外交。现在要海外安全保障，大国外交周边国家外交，

发展中国家外交而中美外交是重中之重。

当前国际热点，分别是：（一）马航MH370失联，他

认为一定要找到真相，如果有阴谋一定会影响中马关

系；（二）乌克兰局势；（三）中日关系，主要是钓鱼台，

防务识别之争议；（四）中美关系与其他大国关系；（

五）朝鲜半岛核爆，张成泽被杀，离散家属见面都是问

题所在。

他认为，东海以战避战，而南海维持现状。中美关

系以后越来越紧张。

“华社之光”巡礼
本届大会独创新的“华社之光”巡礼，作为世界各

国华社活动的表帅，以鼓励海外华社在传播中华文化

或慈善事业的贡献。马来西亚的董教总是受到表扬的

单位之一。平心而论，也是实至名归。事实上，马来西亚

有更多好人好事可以搬上舞台。弘扬中华文化在大马比

比皆是，屡见不鲜。

全球侨界盛会
本届大会以推进和谐侨社建设为主题。围绕着这

个中心思想，做了全面周详的布置和安排，凝聚了侨界

正能量，紧扣时代主题，鲜明而内容丰富，形式新颖。

习主席接见，华社之光增强同源共感，深切了解共建和

谐侨社的重要性。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精神喻言于表。

本届大会还受到海内外媒体的重视，大肆报道，盛况空

前。可见国强则侨强，国兴则侨兴的道理。

和谐侨社还倡议：(1)入乡随俗，与邻为善；(2)守

法诚信，照章行事；(3)自重自律，文明厚道；(4)感恩回

馈，履行责任；(5)团结互助，依法维权；(6)尊师重教，

传承文化；(7)与桥为侨，沟通中外；(8)乐于奉献，争做

表率。

希望各国侨社以此互勉之。

构建和谐侨社
这次国务院侨办把今年活动主体定为“和谐侨社”

，非常确切和具有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上好多侨团都在争做老大，以便在国侨

办凸现其重要性，以谋取更高层次接待和尊重。尤其在

拍照排位时有个显著的位置。这种争做老大的作风严

重影响了侨社的和谐。

实际上，社团大小完全取决于在当地社会的作为，

由社会人士来评定和认可。不是夸出来的，而是做出来

的奉献。

马中总商会的座右铭是“不争最大，但求最好”，务

实工作，紧贴时代脉搏，与时俱进。马中总商会大公无

私的奉献精神，加上精诚团结，敢为人先的作风而赢得

掌声。

华社不应分大小，先后，而在于她的作用和影响。

华团不在大，有光则明。

构建和谐侨社是时代工程，靠彼此的相互尊重与

合作。各尽所能，各司其职。侨社和谐，指日可待矣。

会后侨办安排5组分批访问考察。我们60人来自二

十多个国家由侨办吴刚处长带领由龙江侨办李凡副主

任和孫燕副处长陪同。访问圆满成功。我作为团长一路

合作愉快。大庆厦立华巿长晚宴上我讲了話。在大庆团

员开心高兴。在哈尔滨王宪槐书记接见并讲话我也讲

了话。反应还好。省长陆昊介绍省情很全面深入浅出，

非常有益。晚上統战部长赵敏请大伙晚宴。黑龙江之旅

开心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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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华大会　汇聚精英

聚首畅饮。 见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开幕式。

刘春锋主任（前排左四）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
大会部分侨领合影。前排右二为马中总商会黄漢良总会长。 聆听演讲。

裘援平主任与马来西亚华侨人士合影 马来西亚华侨代表团西装革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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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外桃源

绿化宁谧 无价瑰宝

葛丽丝园处于城市中心的地标性位置，距离市区只需5分钟车程，并

且只需3分钟即可抵达日落洞高速公路及槟城大桥，交通非常便利。

同时，葛丽丝园距离渡轮码头也只有短短5分钟车程，前往槟城国

际机场只需15分钟。无论是海、陆、空都便利的交通衔接，让住户可以轻

松到达目的地。

而且，一旦耗资63亿令吉的“两岸三通，一个槟城”计划— —新关

仔角(New Gurney Drive)至峇眼亚占(Bayan Ajam)海底隧道及三大

干公路，即丹绒武雅(Tanjung Bungah)至直落巴港(Teluk Bahang)

道路。日后待乔治市内环公路及亚依淡(Air Hitam)大道落成之后，将能

进一步纾缓繁忙的交通，为住户带来更便利的生活。

葛丽丝园为住户创造一个人与自然融洽相处的完美居家。葛丽丝园

让人们就算是处在城市的繁华之重，也能拥有与自然相处的机会。

由马来西亚知名房地产发展商诺亚房屋地产发展有限公司(Nova 

Mulia Development Sdn. Bhd.) 倾力打造的葛丽丝园善加利用天然

资源，让整栋建筑充斥着健康的绿化氛围，领导着住户走向环保健康的

绿色道路，并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三中坊》七大特点
一站式批发中心

获马来西亚纪录大全评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汝来3批发城，集零售中心与一站式概念商场特色于一身，创业至今
已有12个年头。最近，汝来3批发城加入了另一商业店铺新成员——三中坊，势必再次成为全城焦点，引起更大
的轰动。

自2001年12月份建成的汝來3批發城为消费者供应
着来自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批发商品。汝來3批發城这座占
地165公顷的庞大批发中心迅速成为马来西亚人以促销
特价购得特色产品的必到之处。

而占地200万平方尺的三中坊备受看好将为汝來3批
發城重新塑造出截然一新的购物体验。作为该地区的最
大商城，三中坊拥有充足的空间容纳分散在汝來3批發城
各个角落的现有商家。从而建立成一个足以迎合更广阔
购物市场的中心点。

七大特点
为了充份体现一站式商场的理念，位于汝來3批發城的三
中坊凭着独特的七大特点，成为吸引批发商与消费者慕
名而来的一大号召力。

特点一：稳定的价格升值与租金收益回报
具有过去12年的物业价格升值卓越表现保障。• 
12%的预期租金收益。• 
大部份单位由开发商占用，以确保商场的可持续运作。• 

特点二：零售商多元化
集中了广泛且多元的利基零售商。• 
零售行业涵盖结婚、汽车配件、灯饰、纺织、家具、手袋、• 
箱包、地毯、花园设备等等。
具系统化的轻松购物服务。• 

特点三：每年迎来百万人客
拥有最多购物者的全国最大批发零售中心。• 
常见国内其它州属访客与外国游客乘搭旅游大巴而来。• 

特点四：室内设施的舒适与便利性
为汝來3批發城唯一配有空调设备的室内商场。• 
能够多个入口驶入商场的安全室内停车场。• 
设有座位区与休息区。• 

特点五：餐饮店铺
为增添更多便利而设的综合餐饮场所。• 
露天咖啡馆，餐馆和休闲餐饮场所任君选择。• 
美食广场提供经济实惠用餐选项。• 

特点六：家庭娱乐
汝來3批發城魅力中心。• 
室内与室外皆设有游乐活动。• 
设有小型4D影院，灯光与音乐喷泉，3D街头艺术，3D投• 
影映射和大型户外LED电视/扩增实境。

特点七：策略地点
连接两条大道：加影芙蓉大道与南北大道。• 
距离汝來收费站只有2公里。• 
距离吉隆坡国际机场与LCCT廉价机场只需很短的车程。• 
位于汝來3批發城的正门入口。• 

A ONE-STOP destination in Malaysia’s Largest Wholesale Centre. 
Located in the award-winning Nilai 3, dubbed as “The Largest Wholesale 
Centre in Malaysia” by the Malaysian Book of Records, Sentral Bazar is 
the latest addition to the 12-year old retail hub featuring a one-stop 
concept mall.

Initially set up in December 2001 to offer wholesale goods from 
China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 the 165ha retail district quickly 
became Malaysia’s go-to centre for specialty items at great bargains.

With the current size of 2 million sq. ft. of retail activities. Sentral 
Bazar is poised to reinvent Nilai 3’s wholesale shopping experience. 
Being the biggest mall in the area, it will be large enough to house 
existing traders who are currently scattered around Nilai 3, thus 
creating a central venue to capture a wider market of shoppers.

7 Defining HigHligHts
Living up to its concept of a one-stop venue, SL Mall is characterized 
by 7 defining highlights which makes it that extra appealing to 
both retailers and shoppers.
1)Steady price appreciation and rental yield return

Proven track record for property price appreciation for the past 12 years•	
Projected rental yield of 12%*•	
Substantial units will be taken up by the developer to ensure the mall ’s •	
sustainability

2)Variety of retailers
A wide selection of niche retailers all under one roof•	
Wedding, lady & car accessories, lighting, textile, furniture, handbag, •	
luggage, carpet, garden equipment and others
Organized sections of goods easy shopping•	

3)Recorded millions of visitors to Nilai3 every year
Malaysia’s biggest wholesale retail centre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	
shoppers
Visitors from other states of Malaysia and foreign tourists arrive in tour •	
buses

4)Indoor comforts & convenience
The only indoor mall within Nilai 3 with full air-conditioning•	
Provision of indoor car parks in a secured premise with multiple entrances •	
into the mall
Seating areas and resting zones•	

5)F&B outlets
Integrated dining venues for added convenience•	
Alfresco cafes, restaurants and casual dining options•	
Affordable dining options at Food Court•	

6)Family-oriented entertainment
Nilai 3’s centre of attraction•	
Indoor and outdoor amusement activities•	
Including mini 4D theatre, lighting and musical fountain, 3D street art, 3D •	
projection mapping & large outdoor LED TV/Augmented Reality

7)Strategic location
Served by two major highways; LEKAS & North-South highway•	
Only 2km from Nilai toll plaza•	
Short drive to KLIA & LCCT•	
Located at the main entrance to Nilai 3 wholesale centre•	



目前，AVANI 雪邦黃金海岸渡假村乃AVANI酒店

与度假村（公司）旗下第五项产业项目。AVANI酒店与

度假村则是由泰国美诺酒店集团于2011年自创出的充

满活力的高档品牌。

AVANI 雪邦黃金海岸渡假村位于雪兰莪南部地区

的雪邦区域，相当接近于时常举办马来西亚一级方程

式大奖赛的雪邦国际赛车场。距离吉隆坡国际机场，

也只需45分钟车程。

前身为金色棕榈树海上别墅及水疗中心的AVANI 

雪邦黃金海岸渡假村，拥有独具匠心的棕榈树形状设

计美感。今年2月21日，随着度假村总值1500万令吉的

首期翻新工程完成，度假村重新以“AVANI”品牌的全

新面目示众。

度假村设有392个具现代感及环境舒适的水上别

墅。入住宾客可以选择配备完善设施的高级客房，家庭

别墅，双卧室别墅以及三居室别墅。

对于追求个性化服务的宾客，还可选择一流的管

家服务，届时可尽享迎宾饮品、特别办理登机手续等服

务。

度假村的其它设施还包括餐馆、两间酒吧和一间

休息室、AVANI水疗、充满乐趣的沙滩活动、儿童俱乐

部、无边际游泳池以及全球规模最大，占地840平方米

的宴会厅。

度假村的餐饮店则包括Sepoi Sepoi, Bila Bila, 

Hai Sang Lou, Perahu, Stimbot, Buloh Bar, Selat 

Bar以及Bayu Lounge。

对于追求刺激的宾客，度假村附近建彩弹射击、射

箭、卡丁车和沙滩车等刺激游戏一应俱全的极限冒险

乐园。其它周边的旅行和游览活动精彩纷呈，包括红树

林游船、F1雪邦国际赛车场游、巴甘拉郎农业游，游布

城，马六甲历史之旅，大象保护区旅游和吉隆坡最好地

点之旅。

现阶段，紧接着早前的设施提升工作，AVANI 雪邦

黃金海岸渡假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第二期的翻新工程。

这一阶段的工作将涵盖打造第二个500平方米的全新

游泳池、儿童和青少年俱乐部、池畔酒吧、游乐场、幼

儿池等设施。

同时，Sepoi Sepoi餐馆和露台还会在其连接的

运动酒吧发展出“海峡 - 食品街的艺术”的全新概念。

这一项最新的设施改善主要为了让前来AVANI的宾客

提供更多的设施和食物种类。

AVANI品牌重塑

渡假村迈入第二期翻新工程

在马六甲海峡形成的天然避风港怀绕下，AVANI 雪邦黄金海岸渡假村这一处独一无二的热带世

外桃源，精心为住客塑造了方便出入，且具有“家外有家”的温馨感觉。

在一片占据了沿岸22公里海岸线的雪邦黄金海岸之上，AVANI 雪邦黄金海岸渡假村在主要的

海滩上拥有着一片绿意盎然的郁葱花园，并在延伸开去的温暖浅水区上，建立了独特的吊脚楼棕

榈形建筑群。度假村独特之处，再再体现了马来西亚最优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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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rounded by the sheltered waters of Malaysia’s 

Malacca Straits, AVANI Sepang Goldcoast Resort offers a 

unique tropical hideaway that blends easy accessibility 

with a feeling of home away from home. Set along Sepang 

GoldCoast ’s 22 kilometre shore, the resort has a mainland 

beachfront setting with lush gardens and a palm structure 

built on stilts extending over warm shallow waters, 

embodying the very best of Malaysia.

AVANI Sepang Goldcoast Resort is the fifth property 

under the AVANI Hotels & Resorts, a vibrant upscale brand 

launched by Thailand-based Minor Hotel Group in 2011. 

The property is located in the district of Sepang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tate of Selangor, close to Sepang 

International Circuit - home to the Malaysian Formula 

1 Grand Prix – and 45 minutes drive from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Airport. 

Formerly operating as Golden Palm Tree Iconic Resort 

& Spa, the resort has a distinctive design in the shape of a 

palm tree and was re-launched earlier this year on the 21st 

Feb under the AVANI flag following the completion of its 

phase one of a MYR 15 million refurbishment programme. 

The resort features 392 over-water villas in a contemporary 

and comfortable setting. Guests have the option of a 

Superior Room, Family Villa, Two Bedroom Villa and Three 

Bedroom Villa well fitted with amenities. For personalized 

service, guests can opt for a first class butler service which 

includes welcome drinks, special check-in service, etc.

Facilities at the resort include five restaurants, two 

bars & a lounge, AVANI spa, fun beach activities, Kid’s Club, 

infinity pool and an 840 square metre ballroom, one of the 

largest in Malaysia. F&B outlets include Sepoi Sepoi, Bila 

Bila, Hai Sang Lou, Perahu, Stimbot, Buloh Bar, Selat Bar 

and Bayu Lounge. For adrenaline seekers, the resort has 

a nearby extreme park which offers exciting games, i.e 

paintball, archery, GO-Kart and ATV. Tours and excursions 

are also available like the Mangrove River Cruise, F1 Sepang 

International Circuit Tour, Banghuris Agro Tour, Putrajaya 

Tour, Historical Malacca Tour, Elephant Sanctuary Tour and 

The Best of Kuala Lumpur tour.

The resort will be in its second phase of refurbishment 

following to its earlier upgrading of facilities, which 

will take place at Smiley beach area. Second phase 

refurbishments will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500m2 second swimming pool, a kids & Teens club, a Pool 

bar, Playground, Toddler pool and other facilities. The 

Sepoi Sepoi restaurant and terrace will be developed into 

‘Straits - The Art of Street Food’ with an attached Sports 

Bar. These new upgrades are to provide more facilities and 

food varieties for AVANI guests.

AVAni: 
Re-branded & 
second Phase 
Refurb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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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新闻发布会可谓惊喜处处，可见举办当局十分花心思。

发布会上，举办当局以充满热带南洋风情的《夏日嬷嬷茶》舞蹈

开场，顿时引起出席的马中嘉宾人士与媒体共鸣。

亚洲航空公司旗下亚洲航空长途公司(Air Asia X)首席执行员阿

兹兰奥斯曼(Azran Osman-Rani)在献词中表示：“西安，作为中国

西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在亚洲航空的航运网络版图上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

事实上，早在2012年11月份，在中国政府加大西北开发力度的方

针政策下，应陕西省政府的邀请，亚洲航空旗下的泰国公司以曼谷-

西安航线率先进入中国西北市场。航线一经开通，即刻受到西安以及

以西安为中心整个西北和泰国双向市场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地市场反

馈。“航线运作情况超出我们对新航线的评估和预期。”

他补充，自有关航线开通以来，尽管有航班时刻变更，泰国政

局动荡等诸多外 界负面w因素的多重影响，但航线的表现依旧令

人满意。“航班平均客座率为85%，该航线已运送旅客人数已超过

170,000多人次。亚洲航空首条至西安航线优异且稳定的表现，给了

我们长途公司极大的信心。”

“我们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关注西安航线市场，并开始积极筹

备。”目前为止，亚航长途公司的中国航线累计载客已经超过270万

人次，平均客座率超过82%。

亚洲航空长途公司西安-吉隆坡航线通航

鼓舞马中经贸往来与旅游交流

阿兹兰（右五）与一众重量级嘉宾推介西安-吉隆坡新航线，奠下亚航又一新里程碑。

7月3日，连续5年荣获“全球最

佳低成本航空公司”的亚洲航

空公司(Air Asia Berhad，下

文简称亚洲航空或亚航)于中

国千年古都——西安举行了融

合马、中风情的新闻发布会，正

式宣布：由马来西亚吉隆坡飞

往中国西安的定点直飞航线，

正式于7月2日通航了！

随 着 往 返 中 国 各 地 区 的 航

线增多，亚洲航空管理层放

眼，2014年中国航线的载客量

将有望突破100万人大关，实

现17%的双位数增幅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马中经贸》财

经杂志是亚洲航空公司这次盛

情邀请参与报导吉隆坡与西安

双边推介礼的唯一马来西亚媒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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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搭配熟悉动听的
旋律，舞蹈员带来充满热带南洋风情的《夏日嬷嬷茶》舞
蹈表演，炒热气氛。

新闻发布会的其中一段兵马俑表演环节中，阿兹兰神秘
地以一身秦始皇造型出场助兴，为观众带来意料不到的
惊喜。

步入2014年，随着亚洲航空长途公司运力的提升

和航线市场需求量的快速增长，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直

飞西安航班的开通可以说是顺势而行，水到渠成。

这条航线是亚洲航空公司自东南亚进入西安的

第2条航线，也是亚洲航空长途公司在中华市场继北

京、上海、杭州、成都、台北后的第6条航线。

这条航线自今年3月宣布开售以来，也同样受到

航线两地旅客的追捧。“我们期望今年中国航线载客

量能突破100万大关，达到17%的增幅。”

阿 斯 兰 形 容 道：“ 西 安 是 闻 名 遐 迩 的 历 史 之

都，60 0 0多年的建城历史令中外游客为之赞叹。作

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西安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西安周围拥有120多座帝王陵墓围绕。兵马俑坑被誉

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相信得天独厚的文化历史和

人文景观定能够吸引众多马来西亚游客到此观光。”

展望未来，阿兹兰十分有信心，在西安市建设国

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目标下，西安咸阳国际空港枢纽将

会更加繁忙，推动更多的国际航班的陆续开通，从而

对西安这个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建设起到不可或

缺的推动作用。“作为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热带

风情、多民族融合的风情，美食马来西亚瑰丽的海岛

美景也将十分吸引西安的游客休闲度假。”

“此外，作为中国最大穆斯林聚居地的西北 地

区，长期以来与马来西亚在宗教、商贸和留学等多个

领域都有着稳定和频繁的往来。这条航线对于会使

马来西亚和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族群间的友好往来

便的更加方便和快捷，也必将促进中马两个国家间在

旅游、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往和发展。”

另一方面，较早于西安的新闻发布会之前，亚洲

航空长途公司也在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KLIA2）举

行了首航仪式，马来西亚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

亚洲航空公司主席卡玛鲁丁等重要人士到机场参加

有关仪式，并为首航乘客送机。

吉隆坡直飞西安	 促进友好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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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会结束后，阿兹兰接受了《马中经

贸》财经杂志的专访，侃侃而谈亚洲航空的营运

策略和未来大计。

正如亚洲航空长 途公司的口号“让 人 人都

能飞得更远”（Now Everyone Can Fly Xtra 

Long）一样，阿兹兰正面展望，中国还有很多潜

在的新航线据点有待发展。

“下一步，我们瞄准的是，开拓第二、三线的

地区城市。中国各地区各具特色，自成一格，都可

成为极具人气的旅游目的地。”

谈到西安航线，阿兹兰表示，有了旗下泰国

曼谷-中国西安航线两年以来的成功经验作为保

证，信心大为加分。

“对于这条航线，我们的目标是全年平均客

座率达到80%以上。而要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已

经有连串的促销活动，可作为源源不绝的推动

力。”

阿兹兰看好，马来西亚与西安拥有穆斯林人

口的共同点，共享相似的宗教信仰、饮食、服装、

价值观等文化，生活作息有了共同语言，有助彼

此拉 近关系。“这会让两地民众的来往 更为融

洽。”

他举例，趁着全球穆斯林普天同庆的开斋节

将至，西安可成为穆斯林另一处体验别样风情的

旅游目的地选项。“今年也是马来西亚旅游年，

我们张开双臂，欢迎全球旅客前来亲身体验我国

的“亚洲魅力所在”。”

目前，西安的穆斯林人口达14萬，與西安毗

邻的省会（或称省城）穆斯林人口則有1千20 0

萬。

总结而言，阿兹兰认为，要达到马中设下在

2017年1600亿美元（约5000亿令吉）总贸易额

大关之前，需要促进两地人民更广泛且深远的

交流。而发展迅速的航空业，将会成为一大催化

剂。“所以，敬请各界等候我们将在中国各地区

陆续开设新航线的好消息吧！”

接下来，亚航将每周4班定点从吉隆坡飞往

西安。

西安-吉隆坡也是连接这两座城市唯一的直

飞航班。亚洲航空长途公司成功在西安降落，也

不标志着将会进一步强化公司在亚洲北部的发

展轨道。

亚洲航空的西安飞往吉隆坡航线采用了全新

空客A330型宽体客机，共有337个座位。其中12

个为商务舱可平趟式豪华座位。

这趟首航班机的入境旅客人数为252人，出

境旅客人数为366人，平均客座率为82％。“这让

我们对这条航线的未来前景，满载信心。”

阿兹兰瞄准吉隆坡-西安航线平均客座率
80%以上，实现让人人都能飞得更远”理念。

CEO阿兹兰奥斯曼：“让人人都能飞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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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付荔向

亚洲航空长途公司的到来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并高度

看好该航空公司的营运前景：“亚洲航空长途公司秉

承差异化的经营策略以及“让人人都能飞”的使命，

自2007年成立以来，依靠其全新的经营理念和运营模

式，迅速成为全世界首家真正意义上的低成本长途航

空公司。2012年11月份，亚航开通西安-曼谷航线，至

今执飞航班1185次，运送旅客17.74万人次，成为咸阳

机场业务量增长最快的国际航线。在见证亚航出色运

营能力的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吉隆坡航线将成为

咸阳机场国际航线的业务增长点。”

付荔指出，咸阳机场 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大型

航空枢纽，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第八位，全球第六十

位。“随着领导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构想，咸

阳机场的枢纽战略地位将日益凸现。西安至吉隆坡航

线的开通，将为我省（西安）与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之

间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他保证，咸阳机场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集合资

源，以便为亚航提供优质且高效的服务，并积极与亚

航展开广泛合作，联手开发更为丰富的航空产品，为

两地民众出行和经贸往来提供更多便利。

此外，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驻北京办事处旅游处

副处长罗海泽·哈里斯先生、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基础产业处马莉处长、陕西省旅游局副局长陈清亮

先生、西安市旅游局副局长余亚军先生、西安咸阳国

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付荔生先生及陕西省媒

体记者和旅行社代表近百人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并共

同庆贺亚洲航空进入西安市场第二条航线的开通。

咸阳机场新业务增长点

为庆 祝 西 安 至 吉 隆 坡 首 飞，亚 洲 航 空

旗 下的 官 方 机 票 兼 酒店预订平台“亚 航假

日”(AirAsiaGo)特别推出西安－吉隆坡往返机

票＋３晚住宿（含税），每人人民币1600元起（2

人成行的单人价格）。

“亚航假日”为亚洲航空与全球最大在线

旅游集团Expedia的合资公司。该合资公司整

合了亚洲航空超值机票以及Expedia全球酒店

资源，是中国境内唯一提供亚航机票加酒店入

住再加酒产品预订的综合服务，并提供全球

超过１０万家以上的酒店预订选择，目的地涵

盖泰国、马来西亚、香港、日本、韩国、台湾、

澳洲以及欧美等热门旅游目的地。除了以上产

品优势，“亚航假日”已实现营销本地化，支持

各类信用卡及支付宝的支付方式，并提供中文

客服热线。

“亚航假日”	
(AirAsiaGo)	

住宿无忧

付荔看好，吉隆坡航线将成为咸阳机场国际航线
的业务增长点。

阿兹兰（左）赠送亚航飞机模型予付荔（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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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本地旅游社率先亲

临中国西安进行考察，亚洲航空

专程安排了马来西亚数家旅游

社参与吉隆坡-西安首航，进一步推动两地旅游业。

受邀的旅游社包括侒旅游、PYO旅游、南方假期、黄金旅程、壩羅旅遊

以及Andalusia旅游。

此外，百乐酒店集团(Park Hotel Group)旗下的西安君乐城堡酒店

(Grand Park Xian)亦盛情招待了这支由本地旅游社和《马中经贸》财经杂

志主编朱国滨组成的考察团。其间，西安君乐城堡酒店驻店经理马伟康、

高级销售经理姚莉红以及销售经理王萍特别设宴，欢迎和宴请考察团。

西安君乐城堡酒店位于古都西安的市中心，为宾客带来古色古香的豪

华体验。该酒店专为眼光独到的宾客精心设计的298间现代客房，均可欣赏

到古城墙南门的别样景致。餐饮和娱乐设施包括全日咖啡厅、中式餐厅和

大堂吧。如需举办盛大宴会或小型的鸡尾酒会，西安君乐城堡酒店的专家

将帮助客户充分利用宴会厅和7间会议室，打造无与伦比的活动体验。

西安君乐城堡酒店

宾客豪华体验

亚洲航空董事拿督番里额（左起）、1.	

首席执行员阿兹兰、马来西亚新任

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以及亚洲

航空主席拿督卡玛鲁丁前去第二国

际机场的见证下，亚洲航空长途公

司西安—吉隆坡航线正式通航。

拿督斯里廖中莱(左三)移交纪念品2.	

予搭乘亚航吉隆坡首飞西安航线的

乘客。

兵马俑表演，气势非凡。3.	

发布会上，举办当局别出心栽地让4.	

阿兹兰以抽竹签方式，抽选出幸运

抽奖的得主。

主持人询问来自马来西亚的巫裔朋5.	

友，让本地人亲自告诉现场观众马

来西亚的美食魅力。

吉隆坡美丽的风景线与活泼的舞蹈6.	

员形成一道和谐，亮丽的文化融合

之生动景象。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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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追不追得上特斯拉？”一段时间内，是华为

内部争辩的一个问题。

多数人都认为特斯拉这种颠覆式创新，会超越宝

马。但，任正非则支持宝马不断地改进自己、开放自己，

宝马也能学习特斯拉的。

汽车有几个要素：驱动、智能驾驶（如电子地图、自

动换档、自动防撞、直至无人驾驶……）、机械磨损、安

全舒适。

任正非相信，后两项宝马居优势，前两项只要宝马

不封闭保守，是可以追上来的。“当然，特斯拉也可以

从市场买来后两项，我也没说宝马必须自创前两项呀，

宝马需要的是成功，而不是自主创新的狭隘自豪。”

这意味着，华为也就如同一辆求变的“宝马”（大

公司代名词）。在瞬息万变，不断涌现颠覆性创新的信

息社会中，华为能不能继续生存下来？不管怎么想，这

是一个摆在面前的问题。

“我们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建立起一个优质的平

台，拥有一定的资源，这些优质资源是多少高级干部及

专家浪费了多少钱，才积累起来的，是宝贵的财富。过

去所有失败的项目、淘汰的产品，其实就是浪费；但没

有浪费，就没有大家今天坐到这儿。”

华为团队珍惜这些失败积累起来的成功，若果不

固步自封，敢于打破常规，敢于去拥抱新事物，任正非

坚信华为不一定会落后。

“当发现一个战略机会点，我们可以千军万马压上

去，后发式追赶，要敢于用投资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以

人力的方式，把资源堆上去，这就是和小公司创新不一

样的地方。”

诚然，人是最宝贵因素。不保守，勇于打破目前既

得优势，开放式追赶时代潮流的“华为人”（华为员工），

是华为最宝贵的基础，华为就有可能追上“特斯拉”。

用趋势赢未来，数字化重构新商业

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

半个多世纪以来，精彩纷呈的ICT（信息和通讯）技术，汇聚成了波

澜壮阔的互联网，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人类社会和人类文

明带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已经步入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这仅仅是一个

起点，人们正在迎来信息社会的下一波浪潮——信息社会不可阻

挡。

在这个新时代潮流下，华为集团（HUAWEI，下文简称华为）聚焦

以ICT基础设施为核心的管道战略，制定融汇最新理念和技术的

SoftCOM网络架构发展战略，开放合作，与业界共同努力，支撑传

统产业完成数字化重构，推动信息社会上升到新高度！

未来将不仅属于建立在虚拟原则上的网络公司，更属于深深植根于

现实世界的产业。

华为CEO : 用乌龟精神
  追上龙飞船

国品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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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CEO : 用乌龟精神
  追上龙飞船

聚焦，华为魂之所在
任正非坦言，因认识到华为能力有限，只能在有限

的宽度赶超美国公司。“不收窄作用面（压力面），压强

（压力）就不会大，就不可以有所突破。” 

任正非估计，公司的战略发展委员会对未来几年的

盈利能力有信心，因而想在战略上多投入一点，超越美

国的主张。“但我们只可能在针尖大的领域里领先美国

公司，如果扩展到火柴头或小木棒这么大，就绝不可能

实现这种超越。”

任正非表示，华为允许员工在主航道上发挥主观

能动性与创造性，而非盲目创新，发散了公司的投资与

力量。“而且，在我们公司，眼前还有几千个核心骨干

的团结，从而团结带领了十五万员工。所以我们必然胜

利。”

毅力，华为坚持不懈
乌龟精神被寓言赋予了持续努力的精神，华为的这

种乌龟精神不能变。

“我也借用这种精神来说明华为人奋斗的理性。”

他补充：“我们不需要热血沸腾，因为它不能点燃为基

站供电。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

秩序的工作，一切要以创造价值为基础。”

任正非强调，要正视美国的强大，它先进的制度、

灵活的机制、明确清晰的财产权、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

保障。这种良好的商业生态环境，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

人才，从而推动亿万人才在美国土地上创新、挤压、井

喷。

“硅谷（Silicon Valley）那盏不灭的灯，仍然在光

芒四射，美国并没落后，它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特

斯拉不就是例子吗？我们追赶的艰难，决不像喊口号那

么容易。口号连篇，就是管理的浪费。”

问到超宽带时代会不会是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最后

一场战争？任正非这么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对

我来说应该是。如果我们在超宽带时代失败，也就没有

机会了。”

自省，华为茁壮成长	
自我批判是拯救公司最重要的行为。

谈到个人的经营心得，华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任正非分享
了一个对华为深具启发性的小故事。

“古时候有个寓言，兔子和乌龟赛跑，兔子因为有先天优势，
跑得快，不时在中间喝个下午茶，在草地上小憩一会啊！结
果让乌龟超过去了。华为就是一只大乌龟，二十五年来，爬呀
爬，全然没看见路两旁的鲜花，忘了经济这二十多年来一直
在爬坡，许多人都成了富裕的阶层，而我们还在持续艰苦奋
斗。爬呀爬……一抬头看见前面矗立着“龙飞船”，跑着“特
斯拉”那种神一样的乌龟，我们还在笨拙地爬呀爬，能追过他
们吗？”

丰富人们的沟通和生活，提升工作效率

无处不在的宽带

移动化、智能化��

大容量、超宽带��

多样化随时随地接入��

可持续平滑演进��

敏捷创新

大数据洞察行业商机��

整合资源、高效协同��

创新业务迅捷交付��

业务与商业模式创新��

极致体验

业务体验筒单化、个性化��

真实再现、多样化��

零等待、丰富沟通��

体验创造价值��

基于客户需求和技术领先持续创新、合作共赢

华为5大核心价值观 华为的价值主张

核心

价值观

成就客户

团
队
合
作 艰

苦
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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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烧不死的鸟是凤凰”，“从泥坑里爬出的是

圣人”，我们就开始了自我批判。”正是这种自我纠正的

行动，使华为这些年健康成长起来。

“满足客户需求的技术创新和积极响应世界科学

进步的不懈探索，以这两个“车轮子”，来推动着公司

的进步。”华为不时通过自我否定、使用自我批判的工

具，勇敢地去拥抱颠覆性创新。

任正非补充一点，在充分发挥存量资产作用的基

础上，也不要跨出安适区（Comfort Zone），不要怕“

颠覆性创新”砸了金饭碗。

“我们的2012实验室，就是使用批判的武器，对

自己、对今天、对明天批判，以及对批判的批判。”

事实上，华为不仅在研究适应颠覆性技术创新的

道路，也在研究把今天技术延续性创新，迎接明天的实

现形式。

“在大数据流量上，我们要敢于抢占制高点。我

们要创造出适应客户需求的高端产品；在中、低端产品

上，硬件要达到德国、日本消费品那样永不维修的水

平，软件版本要通过网络升级。高端产品，我们还达不

到绝对的稳定，一定要加强服务来弥补。”

“这个时代前进得太快了，若我们自满自足，只要

停留三个月，就会注定会从历史上被抹掉。正因为我们

长期坚持自我批判不动摇，才活到了今天。”

华为，严冬里改变格局 
早在2002年，华为开干部大会，正置IT泡沫破灭，

华为濒于破产、信心低下的时候召开的，董事会强调在
冬天里面改变格局。而且选择了鸡肋战略，在别人削减
投资的领域，加大了投资，从后十几位追上来。

“那时世界处在困难时期，而华为处在困难时期，
没有那时的勇于转变，就没有今天。我们应更有信心超
越，超越一切艰难险阻，更重要的是超越自己。”

至今，华为在德国、瑞典、美国、印度、俄罗斯、日
本、加拿大、土耳其、中国等地设立了16个研究所，进行
产品与解决方案的研究开发人员约70,000名（占公司总
人数45%）。华为还与领先运营商成立28个联合创新中
心，把领先技术转化为客户的竞争优势和商业成功。

截 至2 013 年12月31日，华为累计申请中国专 利
44,168件，外国专利申请累计18,791件，国际PCT专利
申请累计14,555件。累计共获得专利授权36,511件。

华为，让人人享有宽带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ICT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围

绕客户的需求持续创新，与合作伙伴开放合作，在电
信网络、企业网络、消费者和云计算等领域构筑了端
到端的解决方案优势。

华为致力于为电信运营商、企业和消费者等提供
有竞争力的ICT解决方案和服务，持续提升客户体验，
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目前，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已经应用于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1/3的人
口。

华为以丰富人们的沟通和生活为愿景，运用信息
与通信领域专业经验，消除数字鸿沟，让人人享有宽
带。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华为通过领先的绿色
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及其他行业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
化碳排放，创造最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7月中旬，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旗
舰专卖店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地标
性建筑－国油双峰塔(KLCC)开业。

这标志着华为旗下终端产品在马来
西亚市场的又一次提升。　

华为KLCC旗舰店是华为在马来西亚
的第三个旗舰店，也是第一家中国企业在
马来西亚首都的地标性建筑KLCC开设
旗舰专卖店。

马来西亚国际贸工部副部长李志亮
在开业仪式上表示，他希望KLCC旗舰店
的开业是华为在马来西亚发展的新起点，
并希望华为为中马两国经贸交流与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与商务
参赞吴政平说，华为在马来西亚地标性

建筑开设旗舰店，所代表的不仅是华为产
品在马来西亚的拓展，更代表了中国品牌
在马来西亚市场的开发。他说，华为进入
马来西亚后，不仅推动了本地高端产业的
发展，也为我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
推动了两国贸易额的不断攀升。

华为（马来西亚）技术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王辉说，经过几年的努力，华为品
牌在马来西亚正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他
表示，华为将继续努力，为本地民众提供
更多优质的产品。

华为于20 01年进入马来西亚市场至
今，已在本地开设了3家旗舰专卖店，271
个销售点和销售柜台。华为计划今年内将
在马来西亚全国设1000个销售点，主要
销售华为生产的各种智能手机和平板电
脑等。

中国华为公司在吉隆坡双峰塔内新开旗舰专卖店 

国品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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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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费
税
大
时
代 
!

8月初，我的另一本税务书籍《消费税大时代》顺利出版。其实在编撰与出版我

前一本税务书籍《报税达人》的同时，我已经有了将《报税达人》的内容丰富、

扩大与延续的念想，或将之编撰成《报税达人》系列丛书，让本地的群众、业者尤其

是中小企业者，在没有了语言上的隔阂下，能认识更多有关我国税务与税法的基本知

识，做好个人理财，认知如何从管理税务，节约税金，避免不必要的罚款，间接降低

税务成本。

也因为有着这样的信念，我在出版《报税达人》的同时，也已准备出版系列2-《

消费税大时代》了。

还记得，当我在英国留学时，英国已经实行了增值税Value Added Tax (VAT)

。因此，我不单从税务课堂上认识了什么是增值税，也在生活中亲身体验如何缴付增

值税。那时候马来西亚没有所谓的增值税或消费税，到我回国多年以后，仍没有人提

及这种新税制。一直要到2005年国家财政预算案中，政府才宣布了这项税务制度，

并计划在2007年1月1日实行。

然而，经过多次的波折起伏， 2014年的财政预算案才正式公布，于2015年4月1

日正式施行这项税制。人们不接受新税制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试想想，有谁会愿

意多缴付税务呢？然而，再不情愿，这项政策已经是尘埃落定，作为公民，我们只有

接受，毕竟身为马来西亚的一份子，我们有义务承担国家的税务，希望国家在增收了

税务后，能朝向更好的发展。

其实，综合人们对消费税疑惑，主要有两个，第一，可以说许多人对这项新税制

的操作概念仍旧非常模糊，第二，就是对此新税制无从下手准备。

另一方面，我国一般群众与商家对消费税，普遍尚存负面印象，甚至很多人对政

府实施消费税的目的保持怀疑的态度，更担忧商家乘机抬高物价，造成生活成本高

涨，尤其是对低收入者，如收入未达缴所得税门槛的低收入阶层，更担忧若实行消

费税，将造成他们的负担，包括是否连逛街购物时都得缴税了？许多之前没被征税

的物品或服务都得缴税，甚至是日常所吃的、用的，是否都将缴税？是否以后买书也

因需缴消费税，而被迫买贵书？而很多商家也认为消费税将对生意带来负面冲击，并

引发通货膨胀。

环环相扣的消费税操作机制

2015年4月1日起，当我国开始执行的消费税税率为6%，几乎所有在马来西亚国

内的交易及进口的物品和服务，将被征收消费税，并由商家代政府向消费者征收。

其中物品与服务供应流程里，已售出物品及服务的增值部分作为计税依据，上

消费税大时代

消费税大时代
消费税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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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卖家将替政府向下游的买家代为收取消费税。消

费税实际上是由最终消费者所承担。买卖过程中，商家

所代收减去垫付消费税差额，多的上缴于关税局，少的

则向关税局索回。

一旦实施消费税，由于有关税制将取代5-10%的销

售税以及6%的服务税，相信物价应该会与目前的价格

相差不远。加上在消费税的制度之下，商家在整个供应

流程中，扮演的仅是“代”政府征收消费税的中间人，

而在缴交或索回消费税的实际操作上，商家一旦收到供

应商的税务发票，不管物品是否已经卖出，都可以在呈

报期限内，索回进项税。但若商家在和供应商买卖供应

后的6个月内，没有还清欠下供应商的欠款，那该商家

必须在6个月后，把索回的进项税，缴还于关税局。

因此消费税不会重叠与累积，成为商家生产链上

与提供服务的成本，并导致物品价格的上涨，相反，可

能让一些物品与服务的成本降低。然而考虑到消费税

的实施将造成商家营运成本的增加，将让物品价格与

现有的价格不相上下。

违反消费税法令将面对的惩处

无论如何，与所得税不同之处，消费税的征收及呈

报乃以每一项的交易及其收得的税款为呈报依据，而

所得税乃依据年度报表的盈利和亏损呈报，并只需在

一年呈报一次税务。

因此比起所得税的征税制度，商家在消费税制度

下必须更谨慎地处理呈报细节。

而身为公司的董事、合伙人、员工、社团的委员或

个人等，都必须承担所需呈交的消费税、罚款及附加税

额的责任。

其 中 ，一 旦 商 家 的 年 度 应 纳 税 营 业 额 超 过

RM500,000，就必须注册成为消费税注册商家，若没

有在期限内进行注册，将会被罚款，罚款金额如下：

逾期注册 罚款(RM)

1-30天 1,500
31-60天 3,000
61-90天 4,500

91-120天 6,000
121-150天 7,500
151-180天 9,000
181-210天 10,500
211-240天 12,000
241-270天 13,500
271-300天 15,000
301-330天 16,500
331-360天 18,000
超过360天 20,000

总的来说，消费税是一个牵涉范围广泛且必须严

谨执行的税制，不了解消费税的商家必定觉得其架构

繁复。而几乎所有在贸易供应流程中的商家，包括进

口商、原料供应商、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之间的交

易都将涉及消费税。除了少数提供豁免供应(Exempt 

Supply)及零税率(Zero Rated Supply)的商家。

《消费税大时代》的出版，旨在尝试为读者解释

什么是消费税及其模式、征收的范围、谁必须征收消费

税、如何成为消费税注册商家、如何计算消费税以及商

家对消费税的责任等。书内分八大章节，针对消费人与

业者可能对消费税的种种疑惑，给予一一解答。其中

更希望，在消费人与业者掌握了消费税的知识，以及作

业系统，尽早为消费税做好准备，除了避免在此项税制

实施后手忙脚乱，更能在账目上小心谨慎，避免“踩地

雷”而犯错，以增加经验业务的压力，从容应付消费税

大时代的来临。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消费税大时代
消费税

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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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天
登尼特集团董事经理

美国当代政论家韦伯斯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们在一起可以做出单独一

个人所不能做出的事业；智慧+双手+力量结合在一起，几乎是万能的。如

今，面对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冲击，面对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面对

着各行各业日渐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一时间许多企业开始忙于“抢钱、抢粮、抢地

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若是继续选择单打独斗势必会让自身陷入更艰难的局

面。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获得发展就需要有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思路。

毕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单独的力量终究有限，再强大的个人也要融入到大团体中

才能发挥最大的优势。

现代企业迎来了一个从散兵游勇、各自为政到联手打猎、抱团突破的关键跨

越，企业的联盟时代已经到来。“强强联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说的就是

产业联盟。什么是产业联盟？一般来说，产业联盟（Industry Alliance）是指出

于确保合作各方的市场优势，寻求新的规模、标准、机能或定位，应对共同的竞争

者或将业务推向新领域等目的，企业间结成的互相协作和资源整合的一种合作模

式。目前，产业联盟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对产业发展、企业成长特

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联盟增强行业市场竞争力

为什么要联盟？通俗来讲，企业联盟的核心或目的只有一个：做单打独斗做不

到的事情，资源整合，以大带小，以强补弱，让联盟的每个企业都实现共赢发展。

举例来说，某个行业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或者遭遇了增长瓶颈，需要介入新领域

实现转型，但往往门槛更高，靠单打独斗，往往解决不了资金、技术、经验等各种

问题；或是一些传统行业扮演的是加工生产的低端角色，需要向高端升级或整合

产业链高端资源，靠单打独斗往往也难以实现。这些传统行业要提质增效，企业

必须要依靠联盟面对竞争，联盟抢占新领域，联盟实现整个行业和企业的转型升

级。

由于企业的联合，产业联盟能在某一领域形成较大的合力和影响力，不但能

为成员企业带来新的客户、市场和信息，也有助于企业专注于自身核心业务的开

拓。产业联盟成员可以限于某一行业内的企业或是同一产业链各个组成部分的跨

行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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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走上了联盟的道路，这些

公司通过联盟来克服资源的局限，通过联盟主宰天

下，缺乏规模或实力的公司难免被兼并或被 赶出市

场。公司日益需要联盟来维持生存和获得发展。

低风险实现资源整合最大化

相对于企业并购等模式，产业联盟的优势可以说

是十分显著的，产业联盟能以较低的风险实现较大范

围的资源调配，避免了兼并收购中可能耗时数月乃至

数年的整合过程，从而成为企业优势互补、拓展发展

空间、提高产业或行业竞争力、实现超常规发展的重

要手段。

据统计，自198 5 年以来，产业联 盟 组织的年增

长率高达2 5 % 。在美国最 大的10 0 0 家企业的收 入

中，16%是来自各种联盟。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产业

联盟开始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蓬勃

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产业联盟在中国也初见端

倪，TD-SCDMA产业联盟、宽带联盟、WAPI联盟、闪

联、清华紫光医药联盟、龙芯产业联盟等一大批高新

技术领域的产业联盟日益兴起。联盟正在潜移默化的

改变着传统的公司边界，也开始改变当前世界的经营

环境。

联盟营销是商家联合作战的大趋势

“由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的转换，就是惊险的一

跃。这一跃不成功，摔死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

者。”— —对于国内不断涌入的众多“淘金者”而言，

马克思的这句话无疑是最好的警示。

今后的市场竞争，产业品牌必须结合在一块才更

有力量，“联盟营销”这一新概念正被更多的人所认

识。联盟营销通过资源共享，盘活终端，拓宽营销道

路，推动产业整合，促进产业交易。尤其是大型联盟的

出现，必将为未来各行各业再次迎来春天创造条件。

联盟营销模式或成为众企业面对激烈市场竞争夺得销

量的潮流趋势，也必将成为未来市场营销的重要发展

手段。

事实上，企业联 盟具有绝 对优势的品牌宣传与

营销力度大大吸引了消费者和企业涉足。对于企业来

说，企业联盟不但满足了企业的营销需求，也大大增

强了企业在经营上的协调能力；而对于消费者，在收获

低价商品的同时还能够收获品牌联盟带来巨大营销的

便利，可以说是为企业与消费者带来了一个双赢的局

面。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联盟”与“

合作”已成为多个行业中企业的重要发展战略。目前

比较常见的有创意合 作产业联 盟、研发合 作产业联

盟、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市场合作产业联盟、技术

标准产业联盟这五种类型。并且，越来越多的创新联

盟也正在不断涌现出来，如城际产业联盟（Cit i l ink 

Industrial Alliance），该联盟通过股权合作、联营

合作、会员合作、互动配对以及网上网下的个性化服

务，旨在建立一个推动城市之间的结盟、产业之间的

联盟、行业之间的联合、企业之间的联营、供求商之间

的配对以及企业家之间联动的互补共赢发展平台，实

现信息共享、文化交流、资本融通、差异互补、资源整

合。

联盟时代

企业向左走
还是向右走

联盟时代

企业
企业

联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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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马可选之企业组织结构形式

在马来西亚, 外国公司可在选择注册本地公司或登记外国分公司。这里所指

的“外国公司”(Foreign Company) 是指（一）马来西亚境外注册的公

司，企业，社团，协会或其他团体; 或（二）未注册社团，协会或其他团体，根据其原

注册国的法律可以起诉或被起诉，或持有的资产，和在马来西亚没有其总行或主要

营业地点。

本地公司的组织结构主要有四种：（一）个人独资企业(Sole Enterprise) ；（

二）普通合伙 (General Partnership)与有限责任合伙 (Limited Liability Part-

nership)；（三）有限公司 (Limited Company)与无限公司(Unlimited Com-

pany);或（四）外国公司分支机构 (Foreign Branch)。这四种组织结构的主要区

别在于各自所需符合的设立条件及相应所需承担的法律风险。

个人独资企业顾名思义是指商家可以自己以个人名义注册上自己的企业。与其

他三种组织结构比较来说，独资企业在注册上的程序较为简单，只需出资人一人即

可申办。其典型特征是个人出资、个人经营。独资企业唯一的劣势在于它不具备法

人资格，这意味着个人自负盈亏和自担风险。独资企业普遍上适合于微型企业如

经营小百货的、开小食店的或提供清洗服务的。

合伙企业讲究的是合伙人之间是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关系。因此，合伙企业

的风险和责任相对于个人独资企业要分散一些。由于法律对合伙关系的干预和限

制较少，合伙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每个合伙人都有权

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这点与股东对公司的管理权利不同。普通合伙与有限

责任合伙的主要区别于后者是具备法人资格，并只允许用于经营专业服务如律师

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及公司秘书等。　

公司则为股份有限公司及无限公司这两模式。大马最普遍的公司结构为股份

有限公司。这类公司可分为私人有限公司与公众公司。这两者的不同是与他们限制

股份转让及邀请公众人士认购其股票与债券的权利。股份有限公司的其成员的个

人承担只限于股票的面值与其所持有或同意认购的股份额而无限公司则说明其成

员的债务是无限的。相对于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而言，公司的竞争优势包括

其存续期限较为更长以及具备法人资格。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是指依照外国法律在大马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必须在大

马指定负责该分支机构的代表人或者代理人。代表人或者代理人可以是自然人或

企业。该分支机构是没有自己的公司名称和公司章程，其名称中要表明该外国公司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及中国经济强劲的增长势头，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

大马”)投资者来华投资寻求发展。在此同时，基于大马在东盟十国当中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国(“中国”)的最友善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陆续登

陆大马来扩展业务。各方企业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之中，首当其冲的问题必然是

该如何选择一个符合自己企业需求的组织结构形式。这期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可在两国之间设立的企业组织结构形式 (纳闽岛企业及上海自由贸易区公司除

外)。

黄祯辉律师
中国法律服务办事处总监

法
律
观    


李素桦律师
马中总商会

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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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籍及责任形式，这是外国公司分支机构最突出的

特点。该分支机构是不具大马法人地位，而只是作为

外国法人的一部分。只能代表境外公司进行其经营范

围内的业务联络、产品介绍、市场调查和技术交流等

业务活动。不能直接进行经营性活动。

在中国可选之企业组织结构形式

与大马法系相对而言，中国的法系可说是截然不

同的。但在某种程度上, 两者却有有异曲同工之妙。

实践中，外商典型的选择有四种：（一）外商独资

企业(Wholly Owned Foreign Enterprise)；（二）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Foreign Invested Partnership 

Enterprise；（三）外资合资企业(Foreign Invested 

Joint Venture)；或（四）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Representative Office)。

外商独资企业是指全部资本由国外 投资者投资

在中国境内而设立的企业。国外投资者指的是外国的

企业、个人或合伙人（包括港、澳、台）。外资企业的组

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

式。该设立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能够取

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可自主经

营管理，不受干涉。需要注意事项是其所需的最低注

册资金、资金来源、出资方式和期限等。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是指两个以上外国企业或者个

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合伙企业，以及外国企业或者个

人与中国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

的合伙企业。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类型包括外商投资普

通合伙企业（含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和外商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这类似大马的合伙企业。需要注意事项

是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外资合资企业是指两个以上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

中国境内设立的合营企业。合资企业必须是有限责任

公司。其的典型特征有如大马的私人有限公司，合营一

方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时，合营他方有优先购买

权。合营各方按注册资本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

亏损。需要注意事项是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

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其次

是,合营在合营期内不得减少其注册资本。因投资总额

和生产经营规模等发生变化，确需减少的，须经审批

机构批准。

值得一提的是外商投资合伙企业与外资合资企业

除了共同点外，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外资合资企业

是股权式中外合营企业，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则是契约

式中外合营企业，它们的投资方式，分配方式，回收投

资方式、清算方式、合作方式、风险方式不同。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是是指设立在中国境内的

外国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常驻代表

机构，这宛如大马的外国公司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

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境外的公司承担。

无论是外商独资企业、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还是

外资合资企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除外)，它们共

同的基本特征：其法律地位都有是中国企业法人；都

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实体；开办企业的资

金中都有外国资金；可以进行进出口贸易并享受退税

等。

总结

各方投资企业不管是大马或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过程

中，专业化的优质法律服务尤其能凸显其重要价值。雇

佣律师事务所为常年法律顾问或单项法律顾问不惟是

一项值得考虑的事项，因这能为你的企业进行投资架

构设计、公司治理结构和退出机制的策划，而且还能

为你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提供法律意

见，有效的控制了外商投资企业及项目运作中的风险，

及时妥善解决了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俗语说：“谨慎能

捕千秋蝉，小心驶得万年船”。

如有任何关于大马或中国的法律疑问，欢迎联系马中总

商会！本会能为有兴趣来马或到中国投资的企业提供

咨询、评估投资、寻求合资伙伴、协助进行对接，落实

项目及执照申请等服务。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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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漢良从李邵泳手上接过纪念品。

福建荟源及浙江远大有限公司代表团访马

商讨共办“浙江出口商品（吉隆坡）交易会
 　　　　暨马来西亚福建商品展”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自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后合作不断，

去年上半年，东盟更是成为中国福建省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指出，马中邦交友好

且是战略伙伴，现在的两国经贸额已达1000亿美元（约3200

亿令吉），并希望在2017年达到1600亿美元（约5100亿令吉）

的目标。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透露，

本会将给予2014年浙江出口商品（吉隆坡）交

易会暨马来西亚福建商品展支持，通过商会把活动推

广出去，希望我国及东盟的商家前来观展。

黄漢良表示，即使早年的“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

品展”已停办，但浙江及福建省依然前来举办商品展，

足以显见十分重视大马市场。

“马中邦交友好，而且是战略伙伴，现在的经贸

额已达1000亿美元（约3200亿令吉），并希望在2017

年达到1600亿美元（约5100亿令吉）的目标。”

冀商家善用东盟平台
黄漢良接待福建荟源及浙江远大有限公司代表

团时说，我国2015年将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希望商

家通过东盟平台，推广活动及展开经贸活动。他望东

盟商家能籍此通过我国促进贸易展销，开拓更大的商

机。

他希望大马及东盟的商家能过来观展及进行採

购，而本会也会尽全力协助福建及浙江省举办商品

展。

李邵泳：100家福建企业参展
今年的浙江出口商品（吉隆坡）交易会暨马来西亚

福建商品展由福建薈源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及浙江远大

国际会展览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由马中总商会及马讯

展览有限公司协办。

资料显示，该商品展计划组织400个国际标准展

位。展品范围涵盖数大展区，为机电及建材展区；家居

用品、礼品及消费品展区；食品及饮料展区；鞋、箱包

及服装面料展区。

福建荟源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邵泳说，将

于12月11至14日在吉隆坡太子贸易中心举行，届时将

有150家福建省企业参与。

她说，福建省高度重视东盟市场，从2008年就开

始参与组织福建企业参加“马来西亚中国进出口商品

展”，

在广东省马来西亚组展经验不断丰富的基础

山，2014年广东省将充分利用近年来积累的优势买

家、合作方及展商资源，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抓住契

机，倾力打造属于福建省的海外办展。

至2012年已有5年，尽管这项商品展已停办，可是

福建省继续参与我国的其他商品展。

这场迎接会的出席者还包括马中总商会副总会

长兼交易考察委员会督导宋兆棠、中央理事兼青年团

团长兼工商事务委员会主席丁杨岗、青年团团员黄禎

辉、奥士卡国际金融投资顾问集团投资部商业开发经

理张彬及福建薈源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张声

涛。

迎接过后，本会也设宴宴请风尘仆仆来到我国的

福建荟源及浙江远大有限公司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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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华后首个招商团访马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越南爆发反中排华事件后，
第一个到大马招引华商的越南省级政府招商

团。
冯光雄率领代表团访问马中总商会，受到总会长

拿督黄漢良的接待，出席者包括该会副会长刘俊光，
理事戴振标、包久星、青年团成员黄祯辉等。

今年5月，越南抗议中国在南海探勘石油，双方在
上述海域引发对峙，过后越南民间爆发严重反中排华
暴动，不少台湾、新加坡、香港及大马等华商工厂，被
暴徒打、砸、抢、烧暴力攻击，令到一些华商撤资，之前
有意到该国投资的华资，也徘徊不入。

该事件对越南经济及旅游业打击很大，甚至有经
济专家指该场暴动可能已造成越南经济倒退十年。

外资应允留下来
针对暴动事件，冯光雄受询时说，越南政府已提

高保安措施保护外资并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排华事
件不会重演。

他说，越南政府实施的外资政策是很透明与明确
的，不幸发生排华事件后，政府很快在三天内把局势
控制下来，并协助受破坏的工厂进行重建，以及快速
处理赔偿工作。

他认为，有关的排华事件源于民众就南海课题的

情绪化演变，但目前一切已恢复正常，而受影响的外
国厂商也应允继续留下来。

加强保安教育民众
冯光雄说，政府在加强保安、把对外的保护放在

第一位的同时，也向民众进行教育工作，让他们了解暴
乱会重创国家经济，工厂不能生产的结果就是人民将
失业。

“有关不愉快事件是于5月13日至15日发生，但当
时永福省并无受到波及。而涉及并被扣留的140名暴
徒均被控上法庭，受到应有的惩罚。”

冯光雄表示，永福省欢迎大马商家前各市地投资
医药保健、兴建酒站等旅游项目、服务业、基本设施
建设及技职训练等。

黄汉良：学中国招商手法
黄漢良相信，越南日前发生的排华事件并非该国

政府所乐意看到的，并表示该国目前力拼经济，学习中
国的招商引资手法。

他说，在商家的眼中，只要认为可赚钱的投资环
境，都会有人愿意前往。

“除非有更好的选择，不然仍会有人愿意去越南
投资，我仅希望在地球的概念下大家都能和睦相处，
而越南的排华事件也将从此成为历史。”

冯光雄（左5）赠送黄漢良（左六）永福省的风景画。

越南今年5月13日爆发“反中排华”事件后，造成华商投资却步。7月中旬，越南永福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冯光雄率
领招商团到吉隆坡招引华商，并表示排华事件不会重演。

他甚至强调，越南政府也为外资提供种种投资优惠，包括可享有长达15年的10%公司税等。

“越南政府已从中吸取教训，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以保护外资，外资包括华商可放心前往越南投资。”

越南永福省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访马

承诺“排华”事件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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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举行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在马中总商会迎
接厦门投洽会组委会代表团访马，简略说明

为何将于今年9月于厦门举办的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
会、厦洽会及马中建交40周年图片展三合一盛会的“
缘起”。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投洽
会）将在9月8至11日在厦门举行，我国是这届投洽会
的“主宾国”；马中企业家大会则在9日举行。

厦门投洽会支持配合
黄漢良指出，马中总商会的工委会代表早前飞往

中国了解及考察，从而获得厦门投洽会的支持及配
合。

他表示，“此合作也提供马中总商会一个学习的
平台，同时也是一个为国家及民族作出贡献的良好时
机。”

他透露，目前该商会已经开始为此大会筹备，并
认为这是一项很大的挑战，且具有意义的工作，有必
要把此责任做得最好。

黄漢良也希望通过此合作，能为马中两国建立更
密切、深厚的合作关系，把两国经贸关系带到更上一
层。

另外，他也向厦门市商务局行业促进处处长邱国

跃说，马中总商会将率领500名会员及有意进军中国
的大马企业到中国，岀席将于9月8日在厦门举行的“
投洽会”。

出席者包括厦门市议会展览事务局展览运营处副
处长隋永亮、联络处处长助理秦惠娴、马中总商会副
总会长宋兆棠、刘俊光、拿督林恒毅、秘书长卢国祥、
中央理事戴振标、罗章武律师、包久星局绅、陈云祥、
谢中正、张联兴、内部查账彭彦彰及青年团团员黄祯
辉。

“投洽会”成招商引资平台———
厦门市商务局行业促进处处长 ●邱国跃

邱国跃也认同此合作可以更深入地促进中国与大
马的关系，并认为，两国在政治和经贸上，都拥有特殊
的美好关系。

他也赞扬拥有多元种族会员的马中总商会，“与传
统的华团相比，拥有多元种族的马中总商会，可以更全
面的促进两国之间的往来。”

另外他也借此机会，向出席者简略介绍“投洽会”
的活动，包括展览和招商论坛等。

他希望可以把“投洽会”打造成国际性的招商引
资平台，除了吸引更多外资到中国投资，也可以协助中
国企业家向外发展。

马中总商会热烈迎接厦门投洽会组委会代表团抵马。右起为黄祯辉、卢国祥、张联兴、罗章武、秦惠娴、隋永亮、林恒毅、
邱国跃、黄漢良、宋兆棠、刘俊光、包久星、谢中正、戴振标、陈云祥及彭彦彰。

为减少中国商家来马面对的签证程序问题，马中总商会决定跨国至中国举办“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MCEC 2014）。

“我们在去年（第三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发现，不少中国商家来马时面对在签证上的一些程序问题，所以我们

决定到中国举办说明会或招商会。”

中国厦门投洽会组委会代表团访马

共同探讨为98投洽会献力

98 2014/09-12

会动态本



马中建交40周年晚宴工委会

走访各国驻马大使馆之旅
配合6月28日举办的马中建交40周年晚宴，负责筹备这场盛大晚宴的工委会主席兼本会副会长刘俊光率领委员，

马不停蹄地走访各国驻马大使馆。
各国驻马大使馆代表不但表示出踊跃出席晚宴之情，也都对马中总商会在拉近马来西亚、中国以及东盟各国扮演

的推动角色上，给予肯定与鼓励。
展望未来，马中总商会将一如既往，与各国大使馆保持紧密联系，以携手迈向前景一片光明的东盟共同体（AEC）

愿境。

工委会代表拜访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赠送纪念品予大使馆特命1. 
全权大使Herman Prayitno阁下（中）。
工委会代表拜访泰国皇家大使馆，获得大使馆部长兼代表团副2. 
团长SaowalakChaichuson女士（左四）热情款待。左三为
泰国皇家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商务部）Vichada Pabun-
jertkit女士以及左一为首席秘书NattappongSuwanpak-
dee先生。
工委会代表拜访新加坡共和国最高专署最高专员王景荣（右3. 
二），右为最高专署首席秘书Tan Chee King。
工委会代表拜访柬埔寨大使馆，与大使馆代表NorodomAr-4. 
unrasmy（左三）言谈甚欢。左一为大使馆商务参赞PuthHe-
monna。

工委会代表拜访缅甸联邦共和国大使馆，获得大使馆特命全权5. 
大使ThaAungNyun阁下（左三）的热烈迎接。左一为大使馆
二等秘书Tin Win Aung。
工委会代表拜访越南大使馆，并与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Nguy-6. 
en Hong Thao博士阁下与商务参赞（右二）Nguyen Son 
Ha。
工委会拜访菲律宾大使馆，并与大使馆三等秘书兼副领事Jo-7. 
hann Venorica M. Andal女士留影。
工委会代表寮国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KhamhanAnlavan阁8. 
下（右三），右一为参赞PhongsamouthAnlavan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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