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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挑战与机遇

2015年，对于马来西亚而言，或许是一个充满挑战

的年份。大宗商品陷入低潮、消费税的来临、令吉

汇率贬值等经济课题，与其他诸如伊斯兰国(IS)潜伏在

国内、灾后重建等宗教、政治与民生等课题，都在左右

着政府的运作能力，以及人民的生活环境与素质。

这些相对悲观的情绪，目前依然在发酵当中，以致

市场似乎不太关注许多正在发生的大事件，当中就包括

了2015年底即将落实的东盟共同体。东盟共同体，实

际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课题，早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

就已在媒体与兴论平台出现；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进，

东盟共同体
您感觉到了吗？

封面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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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逐步转向其可行性的质疑与探讨。

在马来西亚面对着“内忧外患”之际，马来西亚政

府还在2015年接下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这无论对

于马来西亚还是东盟而言，都存在着莫大的挑战与考

验。必须注意的是，除了需在年底完成东盟共同体的落

实，东盟还许下了同样要在今年底完成“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工作，并拟定出《2016–

2025后东盟体宏愿》这一后续的发展规划等。与此同

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已踏入第五个年份，双

方还需为如何打造“升级版”的自贸区给予进一步的规

划。

众多需要在今年完成的任务，可见担任东盟轮值

主席国的马来西亚，其所背负的压力无疑是非常沉重

的。从媒体的报导来看，政府近期确实在积极处理东

盟相关的事务；但这趋势，是否又成功“上情下达”，让

民间也开始感受到东盟共同体即将来临呢？以目前的

趋势而言，似乎民间的感受依然不深。当然，这种感受

不深的情况，一般归咎于民间对类似课题的缺乏关注，

以及政府在宣传与教育方面的不足。

东盟经济共同体： 
马来西亚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挑战

撇开民间对东盟课题的认知度，仅仅就目前为止，

马来西亚政府在处理东盟事务的积极性而言，这还是

值得鼓舞的。

将在2015年底落实的东盟共同体，实际包含了

三个支柱，分别东盟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ASEAN Socio-

Cultural Community)，以及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这三个支

柱当中，东盟成员国相对看重的，以及市场与舆论更为

关注的，还是东盟经济共同体这一支柱。

而在东盟经济共同体这一环，为市场所关注的，就

是东盟成员国之间关税壁垒的取消。截至目前，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与汶莱等6国已

互撤关税；预计在今年底，除了部分例外情况，越南、

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4国也将互撤关税。关税撤销，

确实有助于推动东盟区域间的贸易活动，然而东盟经

济共同体的落实，则不仅仅在关税上的撤销而已。

根据已制定的《东盟经济大蓝图》(AEC Blueprint) 

，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确立，主要包含了四大支柱，分别

为统一市场与生产基地、区域竞争力、均衡经济发展，

以及全球经济融入。换言之，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设立，

并不只关注与东盟区域内的经济事务，更在于将东盟

经济融合一体，以面向全球经济市场。

然而，如此庞大的愿景，是否能在2015年底之前

得到落实，市场无疑给了最大程度的质疑。毕竟，根

据东盟秘书处公布的2012年东盟经济共同体积分表

(Scorecard)，除了全球经济融入的部分完成了85.7%

以外，其余三大支柱的得分都少于70%，其中统一市场

与生产基地这一支柱只完成了65.9%。统一市场与生产

基地这一支柱，包括了商品、服务、投资、资本与人力资

源的自由流通等，其措施包括关税的撤销、设立单一窗

户的交易系统、简化投资条例等等。也就是说，市场所

热议的关税壁垒课题，只是东盟经济共同体其中一个

支柱的小环节而已。

要在剩余不足10个月的时间，倾全力去完成这些

剩余未完成的措施与项目，相信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任

务。必须理解的是，东盟在上个世纪末的最初设想是，

要在2020年完成这共同体的建设；而这一设想却在

马来西亚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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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之际被提前至2015年初完成。

而在2012年11月18日，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

国务秘书高金洪在第21届东盟峰会后举行的发布会上

表示，东盟领导人决定将2015年12月31日设定为建立

东盟共同体的最后期限。换言之，这为东盟共同体的建

立提供了一个为期12个月的“缓冲期”。以目前更多的

说辞与诠释是，2015年12月31日东盟共同体的确立，

并非是一个完成的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意味着

东盟成员国将以朝向全面共同体系而迈进。

就以东盟经济共同体这四大支柱而言，截至目前

尚未完成的部分至少有10%以上，而这剩余的部分大

多是共同体建设的难点。其中，统一海关标准、贸易准

则、金融部门自由化、确保投资受到保护、消除有关地

区性的直接融资障碍等诸多项目，仍有待东盟成员国

去协调与处理。这意味着，马来西亚担任轮值主席国的

这一年间，所见证的，将会是一个荆棘密布的共同体之

诞生。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

法就在年初表示，虽然东盟今年底将正式宣布成为单

一市场，但在东盟10个成员国内自由旅行等事宜则要

等到2020年。在东盟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的

趋势下，慕斯达法坦承，要等到2020年，东盟各成员国

才能在取消非关税障碍及熟练工人流通等方面有更多

的整合。他认为，东盟的整合模式是渐进式的。

下一步该怎么走： 
马来西亚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机遇

既然东盟的整合模式是渐进式的，而正如市场所

预计的，《东盟经济体大蓝图》的任务无法在2015年

底之前全数通关，马来西亚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将

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迎接这“不完美”的东盟共同体

呢？

以大蓝图的四大支柱来看，马来西亚将会致力于

推动统一市场与生产基地这一支柱。这一支柱主要在

于确保 东盟之间的经贸与投资得到全面与自由的流

通。随着关税壁垒逐步获得撤销后，马来西亚将会在今

年的东盟会议上致力推动非关税壁垒方面的简化与撤

除。

其中，刚在2月28日至3月1日于吉兰丹哥打巴鲁举

行为期两天的经济部长非正式会议上，慕斯达法就表

示，废除69项非关税壁垒中的45项一事已有眉目。值得

注意的是，部分东盟成员国仍存在“过度的产品检查”

、“产品标签必须使用当地语言”等非关税壁垒，这些

都有碍东盟区域商品与服务自由流通的发展。

另一方面，除了积极推动剩余未完成的任务外，

马来西亚为了要确保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取得相关

成就，主动出击拟定《2016-2025年后东盟远景》的

规划，将被视为关键的任务。毕竟，着眼关注几成“定

局”的东盟共同体已有所限制，反之规划未来10年的发

展大方向与大目标，才是马来西亚应该在这一年头所

要认真处理的事项。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2月12日曾表

示，东盟在未来10年间应成为世界第7大经济体，国内

生产总值(GDP)在2020年之际达到4万亿美元，这意

味着未来10年的增速将翻倍。倘若要实现这一翻倍增

长的宏愿，一个全面的未来10年发展大蓝图就需要被

确认下来。

除了在东盟经济共同体方面的致力外，马来西亚

这一届的轮值主席国，还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引领东盟

成员国与其他区域伙伴达致更深厚的合作关系。换言

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个涉及东

盟10个成员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与

印度这六个区域伙伴的协议，就必须在今年底之前，取

得实际性的进展。

与 另 一 个 区 域 伙 伴 协 议 - -“ 泛 太 平 洋 伙 伴 协

议”(TPP)不同的是，参与RCEP的国家将包括东盟的10

个成员国，TPP则只是涉及4个东盟成员国。同时，伴随

着美国与日本之间在TPP的“大斗法”，市场相信TPP在

短期内都不会有任何进展，这主要在于奥巴马政府在

中期选举（去年11月初）中失利。选举的失利，促使美国

的TPP之路更加难走，甚至可能面临全面落空的结果。

因此，与其等待一个未必能落实得了的TPP，马来西亚

应该把焦点关注在RCEP的谈判上。实际上，RCEP的

合作框架无论对于马来西亚，还是东盟而言，都是利多

于弊的。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投资合作 
回顾与发展

随着2014年APEC会议、东亚峰会、东盟峰会、东

盟10+1、10+3会议、RCEP峰会的召开，贸易与自贸区

建设问题再次成为中国与东盟共同发展合作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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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随着东盟共同体的落实在即，以及自2010年以

来，东盟区域内大约99%的商品都采取了“零关税”政

策，中国－东盟贸易额显著提升，相互投资速度加快。

据东盟贸易数据库统计(ASEAN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额

约3466亿美元，同比增长7.5％，是同期中国外贸整体

增速3.3%的两倍多，中国对东盟贸易已占中国对外贸

易总额的十分之一以上。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第四大出口市场与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前三季度中国对

东盟出口额约1926.3亿美元，同比增长9.3%；自东盟

进口额约1539.7亿美元，同比增长5.3%。

同 时 ，据 东 盟 与 联 合 国 贸 易 发 展 会 议

(UNCTAD)2014年10月发布的《2013-2014年东盟投

资报告》数据，2013年东盟内部贸易在东盟整体中约

占24.2%，是东盟总GDP的25%左右。这一数据其实

表明，即使单单在东盟区域贸易上，依然存在着巨大的

增长空间。

至于东盟＋3的贸易额相当于东盟内部贸易额的两

倍，东盟＋6与东亚峰会国家贸易额则占到了东盟整体

的60%，贸易增速十分显著。在2015年，东盟继续与中

国、韩国、澳洲和纽西兰、印度、日本进行自贸区谈判，

预计多边贸易额还将进一步提升。

此外，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也于2014年9月

开始首轮谈判。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中国与东盟

确定了2015年各领域的合作项目清单，将2015年确

立为“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启动30亿人民币的中

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与3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

合作基金，并承诺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性贷款。

2015年底是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最后期限，同时也

是RCEP结束谈判达成协议的时期。东盟国家是中国

多项区域伙伴关系协定中的主要成员国，而对于东盟

来说，中国也是最活跃的对话伙伴之一。中国为区域一

体化创造了新的动力，无论是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AIIB)，还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国

与东盟成员国都将从互联互通中受益。

对东盟成员国来说，每一个东盟主要贸易伙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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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然而，东盟整体贸易无论在方向还是构成方

面，仍然相对集中。中国对于缅甸、日本对于菲律宾、

与欧盟、美国对于柬埔寨和越南一样，每个伙伴国几乎

都是相对应东盟成员国最主要的出口对象，比例可占

所在国出口额的10%以上。特别贸易伙伴之间的依赖性

降低了各国的抗风险能力，相比之下，泰国、新加坡、马

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则更多样化，对风险的抵抗

力也较强。

另外，东盟多国如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等

都有意建设核电厂。如何制定一套标准，严格的安全法

则，也是一大挑战。

在当前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赴海外投资的氛围下，

许多中国企业将东南亚视为海外投资首要目的地。同

时，中国的持续改革、转型与开放，也逐步吸引许多东

盟企业前往中国进行投资。然而，无论是有意前往东南

亚投资的中国企业，还是往中国投资的东盟企业，应该

对当地投资环境进行审慎评估。

在制造业投资方面，由于近年来最低工资的快速

上涨，东南亚国家正积极谋求产业升级，当地政府对制

造业的优惠政策也进入调整阶段。中国企业切勿抱着

产业垂直分工的心态前往当地投资，唯有对投资环境

进行深入了解，才可真正融入当地产业链。而就中国市

场而言，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退却，中国不应该再视为

是一个第二产业的聚集地，反之，应该考虑结合东盟与

中国的各别优势，发展出以服务为重的第三产业市场。

与此同时，2015年，中国自由贸易协定(FTA)将迎

来实际落实的重要一年。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东盟

的贸易总额约4500亿美元，同比增长8%，大幅高于同

期中国进出口3.5%左右的同比增速。中国-东盟双方将

在投资与服务便利化及快捷化方面实现众多的产业对

接。然而，自贸区的价值远远不是仅在贸易额本身，而

是有更广泛的意义和需要具体落实的多项领域。

设立初期，中国-东盟自贸区仅是一种简单的互补

性货物贸易FTA，在货物和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程度则

很有限，而且投资贸易的空间受到抑制。技术、环境、

知识产权等敏感性问题更是没有涉及，双边企业贸易

往来的成本依然较高。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运行进入

第五年，据报道，现在与欠发达东盟国家的贸易都是顺

差，并没有在当地形成产能，使得很多东盟国家不认为

自贸区能带给他们好处。柬埔寨、老挝、越南和缅甸资

金短缺，基础设施落后，而东盟的许多投资限制使中国

资本难于输出。因此，多渠道改变自贸区的实际效能就

有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在项目和资金落实方向上，中国已做出

许多的改善，包括资金援助、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等方

面，中国-东盟双方将以RCEP轨迹，坚持走“全面区域

经济伙伴关系”的合作发展之路，即在“全面”和“区

域”上发展伙伴关系。这些关系的形成将使中国-东盟

自贸区内容逐渐扩大，并得到逐项具体落实和发挥作

用。

东盟共同体的新难题： 
区域安全问题

东盟共同体的成立，不仅仅是经济方面落实共同

体，还需在区域安全方面取得共识。2015年1月28日，

东盟外长在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结束为期两天的正式

会议。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会议笼罩着“伊斯兰

国”(IS)恐怖威胁以及亚航和马航的航空事件等若干困

扰境遇中。与“普遍”非传统安全问题（自然灾害、海

盗、资源缺乏和基地组织恐怖威胁等等）不一样，IS恐

怖威胁和航空安全问题是目前该地区的棘手问题。

为此，东盟外长也在这次会上针对相关情况，提出

了应对方案，并表示将落实“东盟反恐全面行动计划”

。外长们表示，东盟在对抗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国”组

织的威胁时，必须团结一致，立场坚定。在这同时，各

成员国必须确保政策是正确的，经济发展机会均等，并

确保各族群各宗教在公平制度下共存共荣。在“伊斯兰

国”组织威胁的议题上，东盟外长达成了三项共识。

第一，东盟外长联名谴责该极端组织对日本人质

的斩首行为，并认为这样的行为应受谴责和法律制裁，

各方需要协力把肇事者绳之以法。东盟各国外长们也

呼吁极端组织释放所有人质。

第二，外长们也重申各国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恐

怖主义的决心，并尽快完成拟 定 东 盟全面反恐行 动

计划(ASEAN Comprehensive Action Plan on 

Counter-terrorism)。由于东盟是较为高风险（恐怖

袭击）的地区，东盟统一行动计划将对该地区整体反

恐战略取得正面作用。它也意味着各国将更好地协调

各方的反恐行动，以便彻底摧毁IS和其它恐怖组织的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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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东盟外长也认为各国必须抓住宗教极端主

义与恐怖主义的根源。为此，东盟需要检讨是否各国的

经济政策存有不足。换句话说，各国应该确保各个族裔

和宗教团体享受公平的财富分配。被外界媒体称为“

独狼”行为，法国巴黎连环恐怖袭击事件和澳洲悉尼人

质事件也在某个程度上，因少数族群或人士得不到公

平的经济待遇，而引发的。这么样确保各族群与宗教团

体获得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是东盟各国需要处理的难

题。解决该问题也是反恐的一部分。

在航空安全的议题上，东盟地区也面临重大考验。

仅次于去年三月马航MH370事件之后，该地区又被亚

航飞机QZ8501的事故所震动。在两个事件当中，我们

也认识到东盟各航空局缺乏协调能力以及单个国家救

援能力的局限。就因如此，这次的东盟外长会议也探讨

该问题，寻找不同方式以加强十国之间的人道主义援

助和搜救工作。

对于这次亚航事故，最后由印度尼西亚军方于1月

27日宣布结果，称持续一个月的亚航QZ8501航班失事

客机搜寻打捞行动结束。印尼海军西部舰队司令维多

多(Rear Admiral Widodo)当日在“班达亚齐”号军

舰上宣布，失事客机搜寻打捞行动正式结束。军方作

出了极大努力，但很遗憾未能寻获更多遇难者遗体，参

加行动的军人返回各自基地待命。

印尼国家搜救中心(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Agency)搜寻行动相关负责人塔唐·西努丁 

(Tatang Zaenudin)则表示，该机构的搜救行动仍将

继续，今后的日常搜寻行动将主要依靠沿岸附近的渔

民或组织进行。尽管目前调查人员正在分析“黑匣子”

数据，以确定客机失事原因，但多项因素造成的困难非

常大。印尼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C)向国际民航组

织 (ICAO)提交这起空难的初步调查报告马来西亚与

新加坡已分别于1月14日和1月19日结束搜救任务。

总 体 来 看，多 国 统 一 协 调 开 展 分 析 工 作 和 信

息共享 的目标 始 终未能 达 成。在 这一点，安邦 咨询 

(ANBOUND)认为东盟应该认真考虑亚航总裁，托尼·

费尔南德斯(Tony Fernandes)的地区航空局建议。作

为统一的航空局，该机构可以专门负责监督航空安全

工作和协调空中交通的管制。这不但可以减少航空事

故，它也能避免人员的伤亡，最终提升乘客对航空业的

信心。再说，本地区的航空公司，如亚航和马航，也将

得到更好的保障。更重要的是，统一的航空局将促进

航空市场的统一，进一步推动东盟经济体。

总体来看，东盟各国对这两个新安全问题的考虑

和行动都反应了该团体的响应力。虽然东盟一体化的

进展之路还较漫长，但我们不能忽视东盟面对重大和

棘手挑战的极强应对能力。如东盟在冷战时期结合起

那样，IS恐怖威胁和航空安全等问题必然强化东盟对

问题的响应力，即更加强化东盟的团结。

东盟共同体的新难题： 
自然灾害篇

当印度洋海啸十周年祭日来到时，人们还未及完

全从修复和重建中停歇，大暴雨导致的洪灾又开始在

东南亚国家大肆侵扰。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泰国、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连降暴雨，已有数十万人被

迫从家园离开。人们再次开始关注：灾害频发的东盟

国家是否做好了快速从洪水肆虐中继续发展经济的准

备？

据报道，去年12月29日一场热带风暴席卷菲律宾

南部，数千人撤离；在马来西亚，洪水造成乡村地区的

民众缺少食物、电力等物资供应，急待救援；马来西亚

大部分学校新学期开学将推迟一周；马来西亚半岛6个

州属的灾民人数一度突破23.98万人。吉兰丹州灾民人

数破16万人，是水灾灾情最严重的州属。马来西亚吉兰

丹水灾救灾委员会主席呼吁全大马人民响应赈灾，丹

州目前急需饮用水、面包、白米、罐头食品和蜡烛。吉

兰丹政府呼吁有心捐赠者可先捐这5样物品来应急。

另据大马公共工程局针对东海岸各州路况公布的

最新情况，各州水灾与土崩所涉及的路段增加了不少，

几乎所有通往吉兰丹、登嘉楼、彭亨、霹雳四州的公路

皆无法通车，并且无替代路线。

马来西亚交通部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说，这次的

水灾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整个吉兰丹州都受灾，除

了持续下雨之外，水势也不像以往在数天内就消退，水

位是持续长时间都不退减。他认为2014年是“多灾多

难”的一年，惟有需看到国人团结一致，能克服掉一个

又一个难关。但大马交通部长就政府在应对东海岸水

灾上“反应迟钝”的抱怨进行驳斥，强调政府立即采取

了行动。

人们近来正对10年前的印度洋海啸开展纪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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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重温应对系统建立和灾害经济讨论的重要。2004

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亚齐特区发生9.1级地震，随

后引发百年不遇的印度洋海啸。这场自然灾害波及东

南亚、南亚及非洲东部多个国家，共造成23万多人死

亡，数十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总额约100亿美元。

这次灾害也促使国际社会加强防灾合作，提高海啸波

探测技术，并且从无到有，建成印度洋海啸预警系统。

有分析指出，灾害中重振经济，不仅仅是物质上或

政治制度成为影响因素，更体现在包括教育在内的社

会治理层面。然而，灾害管理水平仍然是东南亚国家从

灾害中重振经济的巨大瓶颈。目前，东南亚国家社会发

展水平与有些灾害频发的国家— —如日本、美国等存

在巨大差异，尤其是灾难预警、灾后应对等方面既缺乏

成熟的管理和应对经验，又在多个层面亟需改进，这使

得各项灾害造成的损失一再地侵染有关国家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

在印度洋海啸对印尼经济造成巨大伤害后，泰国

水灾、菲律宾洪水灾害，以及近来东南亚再次发生的洪

水危害，使我们看到，如何从灾害中重振经济是该地区

国家不得不真正重视的切实问题。灾害经济管理迫在

眉睫。

有鉴于此，马来西亚在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当

儿，也应该就自然灾害的课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毕竟，

所谓的自然灾害的发生与应对，并非属于各别国家的

责任，而是一个应该由区域国家共同承担的功课。

东盟共同体： 
一个缺乏民众认知与参与的环节

假设 走在街上，随 意向一 个陌生 人 抛出一 个问

题：“你知道什么是东盟经济一体化(AEC)吗？”相信

十之八九都会跟你说“不”。倘若再问一个问题：“你

知道汽车价格未来会下调吗？”相信他们都会这样回

答：“噢，这是民联与国阵都在大选前许下的承诺，前

者要降更多，而后者会慢慢下调。”

两个看来毫不相关的课题，实际上将牵扯出一个

关键的问题，东盟共同体在即，但马来西亚民间似乎仍

未准备好迎接其来临。更重要的是，伴随着消费税、安

华事件、物价高涨等负面情绪使然，加上首相纳吉所面

对的党内外压力，马来西亚政府是否持续积极应对东

盟共同体，仍是个未知数。这些国内的负面情绪，已深

度影响着国民的思绪，让东盟共同体这一课题，无法在

民间产生共鸣。

事实上，民间共鸣的失却，并不仅在于东盟共同体

这一课题上。不妨从民众陌生感、文化与历史隔膜、关

税与非关税障碍、邻国的竞争与保护主义等几个方面来

谈论。最简单的，就从马来西亚社群对东盟共同体的认

知与了解。事实上，数据上所提供的“繁华景象”很大

部分只是停留在政府对贸易与外交政策上的致力，如

降低关税等等，但对于在国内推广东盟一体化意识上，

多年来都没有显著的效果。

必须要说明的是，民众对于东南亚与东盟的概念

不清晰，实际上会影响到东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种

情况类似于欧洲与欧盟之间的不同处，也就是地理位

置与组织架构上的区分。但有趣的是，也与欧洲情况有

所不同的是，东南亚国家除了东帝汶以外，其余10个国

家都是东盟的成员国，而东帝汶目前也在申请加入东

盟。这或许就让民众产生一种错觉，误以为东盟就等同

于东南亚国家。

不妨从东盟拉近至马来西亚的现象来谈。单单一

个马来西亚，就有西马与东马两个板块，若非过去几届

的全国大选，相信这两个板块的群众，对于另一端的群

众仍有许多陌生的感觉。即便是近年来的石油税、沙巴

拿笃入侵事件、IC事件等课题让西马与东马之间开始

出现彼此加紧认识的迹象，但两者之间的鸿沟依然存

在。这种陌生感的现象产生，主要在于教育推广、媒体

宣传、政策推动等方面无法有效地完成其应有的任务

所致。

同样的情况也将出现在东盟之上。东盟组织、东

盟经济社区、一体化进程等等，看来就只是各个政府

相关单位的合作模式而已，尽管所谓的东盟之间的关

税架构、基建设施等看似准备就绪，但对于私人领域

而言，他们看待东盟的态度，依然只是一种地域上的差

别而已。也就是说，对于马来西亚的进出口贸易业者而

言，对东盟之间的贸易，实际上并无异于对海外其他国

家的贸易，压根儿没有一种境内或区域贸易的感觉。

这基本上会牵引出一个问题，即政府会做出政府

自己合意的数据，而企业或民间则有自己另一番的态度

与看法。这种情况若持续下去，只不过会让东盟经济一

体化变成一种“貌合神离”的组织架构，也就是一种看

似严密，但实际松垮的联盟。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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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乃至于整个东盟成员国，都有必要解决内部

对于东盟经济一体化的陌生感，而形成一种真正全民

共享的实体组织。

从这种陌生感，也牵引出第二个层面上的问题，即

文化与历史隔膜，以及关税与非关税障碍的难题。上述

提及的数据就指出，东盟6个较发达国家之间的货物关

税已取消了99.65%，这是相当令人鼓舞的。但问题在

于，虽然大部分的货物关税已取消，但由文化与历史隔

膜所产生的非关税障碍，才是真正阻扰东盟经济一体

化的趋势。

不能否认的一点是，整个东南亚在历史上几乎都

是殖民历史，而东盟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着一些文化与

历史的隔阂。就以马来西亚来说，近期的菲律宾南部苏

禄军入侵事件，就反映两国之间的历史瓜葛。因此，沙

巴入侵事件，可被视为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之间在外交

课题处理上的缺陷。事实上，在菲律宾南部除了有着苏

禄军（王朝）的后裔外，还有着摩洛族群这一分离组织

的存在。马菲两国曾在去年承认摩洛族群的合法性，并

让他们着手设立自治区，但这一举动却看似边缘化苏

禄后裔，因而引起的反弹将是自然的。

除此之外，马来西亚与泰国南部的纠纷、印尼与马

来西亚的岛屿争端、南沙群岛（南海）主权争端、印支

半岛之间的族群与军事纠纷等等，这些政治与外交上

的课题，若未能取得妥善的处理，无疑将会对东盟经

济一体化带来严重的影响。虽然东盟各国政府在部分

课题上已签署特定的合作协议，但很多时候这些协议

只是停留在政府的层面，而未下达至涉及的群体，促使

纠纷与争端依旧持续。其中包括泰南边境在今年初签

署协议后，就发生了连串爆炸事件。

泰南问题、沙巴与菲律宾的问题、马印两国的岛屿

争端等等，这些从目前看似无关痛痒的外交与政治课

题，虽然不会影响马来西亚与这些国家的整体贸易活

动，但对于要落实东盟经济一体化而言，依然还是一个

潜在的绊脚石。毕竟，所谓的一体化概念，就是一种通

行无阻的格局，这些瑕疵是无法得到容忍的。

除了政治与外交上的非关税阻碍外，延伸下去就是

马来西亚与邻国竞争形态所产生的非关税，甚至是关税

的障碍。如果说上述提及的可能是间接性的问题外，这

将是直接影响到马来西亚能否真正投入参与东盟经济

一体化的关键。

汽车、钢铁、洋灰、船务等备受政府保护主义庇佑

的领域将是大马未能准备走向全面开放的问题所在。

这实际上关系到大马在制造领域的竞争问题。必须注

意的是，大马目前正明显地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Mid-

dle Income Trap)的困境，从竞争力的角度而言，大

马企业仍然无法晋身至高端产业链。

相比起东盟其他成员国，新加坡与文莱已经属于

高收入国家，两者的制造领域都趋向高端科技发展，而

泰国、菲律宾、印尼，甚至近期崛起的越南等，则仍落

后于大马，这让大马看似东盟老二的感觉。但是，大马

的优势目前已完全不显著，尤其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的竞争上已被这些邻国的崛起所冲击，而大马也开始

缺乏所谓的人口红利，只能依靠外劳来维持这些中低

档的制造产业链。

不能忽略的是，国内约99%的企业为中小型企业，

并为大马贡献着约30%的国内生产总值，但这些企业

多半都是从事中低端或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同时，这些

企业也是国内使用最多外劳的企业。倘若东盟经济一

体化逐步开通，而大马政府又必须在东盟经济一体化

下松绑这些保护政策，国内的制造业无疑将失去出口

的竞争优势，甚至也面对着来自东盟进口市场的冲击。

因此，提高竞争力是唯一解决的方案，但这又是谈

何容易的一环。与汽车领域同样的问题在于，提高竞争

力的呼吁并非是今日才出现的话题，这约莫已提出了十

数年。然而，依靠外劳成“瘾”、成本因素考量而不选

择转型高端产业链、政府多年来的政策保护等等都让

国内的制造业失去了提升竞争力的士气，而只是选择

在舒适区求存。所以，当政府推出最低薪金制等措施

后，企业的反弹力量最大，就足以证明国内企业几乎都

没有能力应对未来经济一体化后的挑战。

从上述的多项因素中可以发现，大马无论是政府

还是民间，几乎是在战战兢兢中应对全面开放的东盟

经济社区。但所幸的是，这并非大马独有的问题，其他

东盟成员国亦同样面对着类似的障碍。换言之，东盟共

同体的诞生，若没有更好的规划与民众参与，其诞生不

过将是一次的“催生”，但实际的发展，很可能将只是

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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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may be a challenging year for Malaysia. Economic 
issues, such as the downturn of bulk commodities, 

introduction of GST, depreciation of the ringgit, as well as 
various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such as the 
threat of Islamic State (IS) in the country and after flood 
reconstruction, are all affecting the operational capabilities 
of the Government,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These relatively pessimistic sentiments are still brewing, 
and as a result, the market does not seem to be concerned 
about many other bigger events that are taking place, which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Community by the 
end of 2015. In fact, the ASEAN Community is not a new topic; 
the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had started discussing about 
it since the late 20th and early 21st centuries. However, as 
time progresses, focus of the discussion gradually shifted 
to its feasibility.

To both Malaysia and ASEAN,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assuming the Chairmanship of ASEAN in 2015 
is full of challenges and obstacles, as Malaysia is facing 

external woes and internal tensions. It must be note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Community 
by end 2015, ASEAN also pledged to conclude negotiations 
on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RCEP)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and to develop 
the draft of the Post-2016-2025 ASEAN Economic Vision and 
Plan. At the same tim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 has entered its fifth year, and the 
two parties need to layout future plan on an “upgraded” 
CAFTA.

Malaysia as the Chair of ASEAN in 2015 undoubtedly 
shoulders heavy burden, as there are many tasks that need 
to be completed this year. From recent media reports, the 
Government is indeed working on ASEAN-related matters; 
however, will this effort succeed in disseminating the 
information to the people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Community is imminent? Current trends show that 
the people lack interest. Of course, this lack of interest is 
mainly due to the lack of concern among the public on such 
issues as well as the lack of promotion and education by the 

Can you feel the  
ASEA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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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ASEAN Community:  
Challenges Facing Malaysia as ASEAN Chair

The issue of public awareness of ASEAN aside, the 
enthusiasm shown by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thus far in 
handling ASEAN-related matters is plausible.

The ASEAN Community to be established by end 
of 2015 comprises of three pillars, namely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and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And among these 
three pillars, ASEAN member countries, the market and 
public opinion are more focus and concern on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With regard to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the 
marke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removal of tariff barriers 
among ASEAN member countries. So far, six countries, 
namely Malaysia, Indonesia, Thailand, Singapore, the 
Philippines and Brunei, have mutually eliminate tariffs; it 
is expected by end of the year, except in some exceptional 
cases, four other countries, that is Vietnam, Cambodia, Laos 
and Myanmar, will mutually eliminate tariffs. Tariffs removal 
does help promote trade within the ASEAN region, bu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is more 
than the removal of tariffs.

According to the AEC Blueprin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mainly consists of four pillars, 
namely single market and production base, competitive 
economic region, equit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In other wo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does not 
only focus on economic affairs within the ASEAN region, but 
also aims to integrate ASEAN as one economy to compete in 
the global market.

However, the market has certainly casted the greatest 
doubt over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grand vision being 
implemented before the end of 2015. After all,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scorecard 
published in 2012 by the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achieved 85.7% of measures under the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pillar, but scored less than 70% for the 
remaining three pillars, of which it implemented 65.9% of 
measures under the single market and production base 
pillar. The single market and production base pillar includes 
free flow of goods, services, investment, capital and skilled 
labor, with the measures consist of the elimination of tariffs, 
establishment of a single window trading system, simplifying 
investment regulations, and so on. In other words, the hotly 
debated tariff barriers issue is only one small part of one of 
the pillars of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It is absolutely an impossible feat to complete all the 
remaining unfinished measures and tasks in less than 10 
months time. Furthermore, it must be understood that the 
original plan conceived by ASEAN in the last century was to 
comple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ty in 2020, but 
the plan was accelerated to 2015 in 2007.

On November 18, 2012, at a press conference after 
the 21st ASEAN summit, Soeung Rathchavy, Secretary of 
Stat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announced that 

ASEAN leaders had decided to set December 31, 2015 as 
deadlin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Community. 
In other words, this provides a 12-month “grace perio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Community. According to 
recent rhetoric and interpret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Community by December 31, 2015, is not a finish 
point, but rather a starting point where ASEAN member 
countries will move forward toward a comprehensive and 
common system.

At the moment, at least 10% of the four pillars of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re yet to be completed, and 
mostly are the difficulties facing the establishment to the 
Community. ASEAN member countries still need to coordinate 
and settle many tasks, such as the harmonization of custom 
standards and trade rules, liberalization of financial sector, 
removal of investment protection, elimination of obstacles 
hindering regional direct financing, etc. This means that 
a problematic Community will be born in the year that 
Malaysia assumes the Chairmanship of ASEAN.

Earlier this year, Datuk Seri Mustapa Mohamed, 
Malaysia’s Minist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said 
that although ASEAN will officially call itself a single market by 
year’s end, big things like seamless travel within the 10-nation 
bloc would only come in 2020. As ASEAN member countries 
ar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ustapa 
admitted that only by 2020 ASEAN member countries could 
achieve more progress i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the abolishing of non-tariff barriers and flow of skilled labor. 
He believes that the ASEAN integration model is gradual.

The next step:  
Opportunities Facing Malaysia as ASEAN Chair

Since ASEAN integration model is gradual, and as the 
market expected, remaining tasks under the AEC Blueprint 
can not be fully implemented before the end of 2015, what 
measures will Malaysia as the ASEAN Chair take to welcome 
this “imperfect” ASEAN Community?

Among the four pillars of the Blueprint, Malaysia will 
dedicate on the promotion of single market and production 
base pillar. This pillar is to ensure complete free flow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in ASEAN. As tariff barriers have 
been gradually abolished, in this year’s ASEAN Summit, 
Malaysia will be committed to promoting simplification and 
elimination of non-tariff barriers.

In the recent two-day 21st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Retreat held in Kota Bharu, Kelantan, from February 28 
to March 1, Mustapa said that out of the 69 non-tariff 
measures that had been identified, 45 had been resolved.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some ASEAN member countries are 
still imposing non-tariff barriers such as “excessive product 
inspection,” “product labels must be in the local language,” 
which hinder the ASEAN region from achieving free flow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order to make its mark as ASEAN Chair, the Post-
2016-2025 ASEAN Economic Vision and Plan initiated by 
Malaysia would be considered a critical task, in addition 
to actively promoting the remaining unfinished tasks. This 
year, Malaysia should focus on drafting out a plan to chart 
the direction and goals of ASEAN in the coming decade; 
after all, the ASEAN Community that is almost a “forg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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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has its limitations. On February 12,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said that ASEAN would 
be the seventh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10 
years, with the combine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expected to reach US$4 trillion (RM14.3 trillion) by 2020, 
which means the growth rate in the next decade will be 
doubled. A comprehensive blueprint for the next 10 years 
will need to be in pla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vision of 
doubling growth.

As ASEAN Chair in 2015, Malaysia also needs to focus 
on how to guide ASEAN member countries to achieving 
more profound partnership with other regional partners, 
on top of working on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In other words,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RCEP) between 10 
ASEAN member countries and six regional partners, i.e. 
China, Japan, Kore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India, must 
made practical progress before the end of this year.

In comparison to another regional partnership 
agreement—“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RCEP included 10 ASEAN member countries, while TPP 
only involved four ASEAN member countries. Meanwhile, 
thanks to the “battle of wits” between the U.S. and Japan, 
the market generally believes that TPP will not make any 
progress in the short term, and this is mainly due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losing the midterm elections (in early 
last November). Losing the elections has made the road 
to TPP more difficult for the U.S., worse still, it might not 
reach a conclusion. Therefore, instead of waiting for the TPP, 
which might not be implemented, Malaysia should focus on 
RCEP negotiations. In fact, RCEP cooperation framework will 
be more beneficial than detrimental both for Malaysia and 
ASE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hina-ASEAN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With the 2014 APEC meeting, the East Asia Summit, 
the ASEAN Summit, the ASEAN 10+1, 10+3 meetings, RCEP 

summit, trade and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area once 
again become the core issues of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With the immin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ASEAN Community, and since 2010, 
about 99% of the goods traded within the ASEAN region 
have adopted a “zero tariff” policy, as a result, China-ASEAN 
trade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mutual investment has 
also accelerated.

According to ASEAN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2014, trade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totaled about USD346.6 billion, an 
increase of 7.5%, more than double of the 3.3% overall 
growth rate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in the same period, 
and China-ASEAN trade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one-
tenth of China’s total foreign trade. ASEAN is China’s thir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fourth largest export market 
and second largest source of imports.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China exports to ASEAN totaled USD192.63 billion, 
increased by 9.3%; imports from ASEAN reached USD153.97 
billion, increased by 5.3%.

Meanwhile, according to the ASEAN Investment Report 
2013-2014 jointly released by ASEA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Development (UNCTAD) in October 
2014, intra-ASEAN trade accounted for 24.2% of ASEAN 
trade as a whole in 2013, and accounted for about 25% of 
ASEAN total GDP. This data shown that there is still a huge 
room for growth even within ASEAN regional trade alone.

Meanwhile, trade of ASEAN+3 was twice of that within 
ASEAN, and the trade of ASEAN+6 and countries of the East 
Asia Summit accounted for over 60% of ASEAN overall trade, 
all of these show remarkable acceleration of trade growth 
rates. In 2015, ASEAN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China, 
South Kore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dia, Japan on FTA 
negotiations, which is expected to further boost multilateral 
trade.

In addition, the first round of negotiations of an 
upgraded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had also begun 
in September 2014. Under the framework of “One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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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oad,” China and ASEAN have determined a list of 
cooperative projects in various fields in 2015, initiated 
2015 as the ASEAN-China Year of Maritime Cooperation, 
earmarked RMB3 billion for the ASEAN-China Maritime 
Cooperation Fund and another RMB3 billion for the ASEAN-
China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und, as well as pledged to 
provide USD10 billion of concessional loans.

End of 2015 is the deadlin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Community, and also the deadline to conclude 
negotiations on the RCEP to reach an agreement. ASEAN 
is the leading member among China’s many regional 
partnership agreements, while China is one of ASEAN’s most 
active dialogue partners. China has created a new impetus 
to regional integration, whether it is the Silk Road Fund,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or the upgraded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hina and ASEAN member 
states are bound to benefit from this interconnectivity.

Every major trading partner of ASEAN is very important 
to ASEAN member countries. However, ASEAN’s overall 
trade, both in terms of direction and composition, remain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China to Myanmar, Japan to the 
Philippines, are the same a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to Cambodia and Vietnam, each partner country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major export destination of each 
corresponding ASEAN member country,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10% each country’s total exports. Dependency 
between trading partners reduces the anti-risk capability 
of these ASEAN member countries, by contrast, Thailand, 
Singapore, Malaysia and Indonesia enjoy more diversified 
trade, and hence are more resistance against risk.

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urrently encourages 
enterprises to invest abroad, many Chinese enterprises 
consider Southeast Asia as the destination for their overseas 
investment. Meanwhile, China’s continuous reform, 
restructuring and opening up gradually attracted many 
ASEAN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China. However, whether 
it is Chinese enterprises plan to Southeast Asia or ASEAN 
enterprises plan to invest in China, the local investment 
environment should be carefully assessed.

In terms of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due to rapid 
rise of minimum wage in recent years,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actively seek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wher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entered a phase of adjusting 
incentives for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Chinese companies 
should not maintain the mindset of vertical division of 
labor when making local investment, only with in-depth 
understanding on the local investment environment, can 
they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supply chain. As for the Chinese 
market, with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China should not be seen as a base of secondary 
industry, on the contrary, we should consider combining 
the respective strengths of China and ASEAN to develop the 
tertiary industry that focuses on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will usher in an important year of actual implementation in 
2015. Data showed that in 2014 China-ASEAN’s total trade 
was about USD450 billion, an increase of 8% year-on-year,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growth 
rate of around 3.5% in the same period. China-ASEAN will 
realize various industries docking through facilitating and 

expediting investments and services. However, the value of 
the FTA is not only in trade per se, there is a wider implication 
and need for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in a number of areas.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in its early 
establishment might be a simple FTA that complements 
trade of goods, with very limited openness in the trade 
of goods and services, and inhibited space in investment 
and trade. The FTA also disregards sensitive issues such as 
technical problems, the environ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bilateral trade costs facing enterprises remain high. 
With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entering its fifth year, 
according to reports, China still maintains trade surplus 
with the less developed ASEAN countries and fails to create 
local production capacity, which led many ASEAN countries 
to infer that the Free Trade Area could not bring them much 
benefits. Cambodia, Laos, Vietnam and Myanmar face 
funding shortages and poor infrastructure, while many 
ASEAN investment restrictions make it difficult for Chinese 
capital export. Therefore, multi-channel modification on 
the actual effectiveness of the FT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However, China has made a lot of improvements in 
terms of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 and funding direction, 
including financial aid, cross-border RMB settlement, and 
other aspects. China-ASEAN will follow the track of RCEP 
and commit to the cooperative path of “comprehensive 
regional economic partnership,” to develop a partnership 
that is “comprehensive” and “regional”. The formation of 
these partnerships will gradually expand the content of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and will be implemented one 
by one and to fully exert the effects.

New challenges facing ASEAN Community:  
Regional Secur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Community is more 
tha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economic community; it is 
necessary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regional security. On 
January 28, 2015, the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concluded a 
two-day official meeting in Kota Kinabalu, Sabah, Malaysia. 
Unlike the past, this time the meeting was shrouded by 
the “Islamic State” (IS) terrorist threat plus AirAsia and 
Malaysia Airlines aviation incidents. And unlike “universal”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natural disasters, piracy, 
resource scarcity and al-Qaida terrorist threat, etc.), IS 
terrorist threat and aviation security currently are among 
the thorniest issue of the region.

To this end,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committed to 
implement the “ASEAN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on 
Counter-terrorism,” on top of proposing response measures 
to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The foreign ministers also 
conceded that ASEAN must be united and stand firm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and the “Islamic 
State” extremist group. At the same time, Member States 
must ensure implementation of correct policy and equal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coexistence of various 
religious communities under a fair system. On the threat 
of “Islamic State” extremist group,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reached three consensuses.

Firstly, the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jointly condemned 
the extremist group beheading of Japanese hosta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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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urred that such act should be deplored and punished, 
and hence all parties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bring the 
perpetrators to justice.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also called 
for the release of all hostages.

Secondly, the Ministers also renewed the commitment 
to the fight against religious extremism and terrorism, and 
expedite the completion of the ASEAN Comprehensive 
Action Plan on Counter-terrorism. As ASEAN is a region 
that faces relatively high risk (terrorist attacks), a unified 
action plan for ASEAN 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gion’s overall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 This also means 
that countries will better coordinate on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s, in order to completely uproot the activities IS 
and other terrorist groups.

Thirdly, the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agreed that 
countries must address the root causes of religious 
extremism and terrorism. To this end, ASEAN countries need 
to review the adequacy of their economic policies. In other 
words, countries should ensure that all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could enjoy 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eanwhile, 
the series of terrorist attacks in Paris and hostage incident 
in Sydney that had been categorized as “lone wolf” attacks 
by the media, to a certain extent, were a result of unfair 
economic treatment toward the minorities. Therefore, 
ASEAN member countries need to ensure that all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in their countries could enjoy a mor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Solving this problem is part 
of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On aviation safety issues, the ASEAN region is also facing 
a major test. After the Malaysia Airlines MH370 incident 
last March, the region was once again shaken by AirAsia’s 
QZ8501 crash. From the two incidents, we witnessed the 
lack of coordination among different aviation authorities in 
ASEAN and the limited rescue capabilities of a single country. 
On account of this, the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also addressed this problem by looking for different ways to 
strengthe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search and rescue 
work among the 10 member countries.

As for the AirAsia accident, the Indonesian military 
finally announced the results on January 27 and concluded 
the month-long search and recovery efforts for the crashed 
QZ8501. On that day, Indonesian Navy Western Fleet 
commander Rear Admiral Widodo announced aboard the 
warship KRI Banda Aceh that the search and recovery efforts 
had officially ended. The military had made a great effort, 
but unfortunately the bodies of more victims could not be 
found, and all participated military officers had return to 
their base and on standby.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Tatang Zaenudin of the Indonesian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Agency, said that the agency’s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will continue, and will mainly 
depend on the daily search operations by fishermen or 
local organizations near the coast in the future. Although 
investigators are analyzing the “black box” data to 
determine the cause of the plane crash, but a very large 
number of factors complicated the cause.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report submitted by the Indonesian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NTSC) to ICAO reported that 
Malaysia and Singapore respectively ended their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 on January 14 and January 19.
Overall, the goal of achieving harmonization of 

analytical work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mong countries 
had been unsuccessful. ANBOUND Consulting believes that 
ASEAN should seriously consider the call for one regional 
aviation regulator by AirAsia CEO Tony Fernandes. As a 
united aviation regulator, the agency may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upervision of aviation safety and coordination of air 
traffic control. This will not only reduce aviation accidents, 
but can also avoid casualties, and ultimately enhance 
passenger confidence in the airline industry. Moreover, 
the region’s airlines, such as AirAsia and Malaysia Airlines 
will also be better protected. More importantly, the united 
aviation regulator would facilitate uniformity in the aviation 
market,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ASEAN economies.

On the whole, considerations and actions taken by 
ASEAN member countries regarding these two new security 
issues reflected the response capabilities of the organization. 
Although the road of ASEAN integration is still relatively 
long, we cannot ignore the strong response capabilities of 
ASEAN in face of major thorny challenges. ASEAN should re-
unite as they did during the Cold War, as such IS terrorist 
threats, aviation security and other issues will inevitably 
strengthen ASEAN’s crisis response capabilities, and in turn 
further strengthen ASEAN unity.

New challenges facing ASEAN Community: 
Natural Disasters

When Indian Ocean tsunami marked its 10th 
anniversary and people have yet to stop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works, floods caused by heavy rain began to 
wantonly invad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Most recently, 
heavy rains in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 Indonesia, Malaysia 
and other places have forced ten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o 
leave their homes. People started to raise concern again: are 
these disaster-prone ASEAN countries prepared to speedily 
recover from floods and retur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was reported that last December 29 a tropical 
storm swept through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forced to evacuate; in Malaysia, people in 
rural areas were in need of urgent relief, such as water and 
electricity as well as supplies of food due to floods; most 
schools in Malaysia would reopen a week later; the number 
of victims across six state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totaled 
239,800. The number of victims in Kelantan once broke the 
160,000 mark, and was categorized as the worst hit state. 
The Kelantan flood relief committee chairman called on all 
Malaysians to give full relief response, Kelantan is urgently 
in need of drinking water, bread, rice, canned food and 
candles. Kelantan Government called on donors to donate 
these five essential item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tatus of roads in the East Coast 
states released by Malaysian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roads affected by flooding and landslides, leading to almost 
all roads connecting to Kelantan, Terengganu, Pahang and 
Perak, inaccessible with no alternative routes.

Malaysian Transport Minister Datuk Seri Liow Tiong 
Lai said the scale floods that hit Malaysia this time was 
unprecedented, and almost the whole of Kelantan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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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ed. In addition to continuous raining, rainfall did not 
slow in a few days as compared to the past, and water level 
did not subside for a long time. He believes that 2014 was a 
“troubled” year, and the people need to unite to overcome 
one difficulty after another. However, the Malaysian 
Transport Minister refuted complaints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unresponsive” in response to the East Coast flood, 
and he stress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taken immediate 
action.

Recently, people commemorated the Indian Ocean 
tsunami that occurred a decade ago.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a response system and disaster economic 
discussions was reviewed. On December 26, 2004, a 9.1 
earthquake occurred in Aceh, Indonesia, which triggered the 
rare Indian Ocean tsunami. This natural disaster affected 
countries in eastern Asia, South Asia and Africa, claimed lives 
of 230,000 people and left hundred of thousands homeless. 
The total economic losses amounted to about USD10 billion. 
The disaster also prompt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disaster prevention, improve 
tsunami wave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build the Indian 
Ocean tsunami warning system from scratch.

Some analysts pointed out that post-disaster economic 
recovery not only depended on materialistic factor and 
political system, but also society governance that include 
education. However, disaster management level remains a 
huge bottleneck in post-disaster economic recovery facing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Currently, there is huge gap in 
the level of social development between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and some disaster-prone countries—such as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the lack of mature management 
and response experience in disaster early warning and post-
disaster response, etc., and need improvement at multiple 
levels. As a result, the losses caused by various disasters 
repeatedly infec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rned countries.

After the Indian Ocean tsunami caused great harm 
to the Indonesian economy, floods in Thailand, floods in 
the Philippines, as well as the recent floods in Southeast 
Asia, it is apparent to us that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post-disaster 
economic recovery. Disaster economic management is 
imminent.

In view of this, Malaysia as ASEAN Chair should look 
into the subject of natural disasters. After all, the occurrence 
and response to natural disaster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an individual country, but rather a lesson that should be 
shared by the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ASEAN Community:  
Lack of public awareness and participation

If one asks a random person on the street, “Do you 
know what is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 Nine 
out of ten will answer “no.” Instead, if one asks, “Do you 
know that the prices of car will be cut in the future?” They will 
reply, “Oh, this was the pledge made by PR and BN before 
the elections, and the former promised to make a bigger 
cut, while the latter said the price would drop gradually.”

Two seemingly unrelated topics actually are associated 
to a critical issue—even though the ASEAN Community is 

around the corner, it still seems that the Malaysian people 
are not ready to welcome its arrival. More importantly, 
it remains unknown whether Malaysia can continue to 
actively advance on the ASEAN Community, as the country 
is shrouded by negative sentiments arisen from the GST, 
Anwar verdict, rising prices, pl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 faced by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These 
negative domestic emotions have deeply influenced the 
public sentiment and hence the public was unable to 
resonate with the topic of ASEAN Community.

In fact, the lack of resonation among the public is not 
only on the subject of the ASEAN Community. Let’s discuss 
about this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public unfamiliarity,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ivide, tariff and non-tariff barriers, 
neighbor competitiveness, protectionism, etc. And the 
easiest way would be to review Malaysian public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n the ASEAN Community. In fact, the 
“prosperous” image shown by data mostly reflected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trade and foreign policy, 
such as the reduction of tariffs and so on, and unfortunately 
the country’s efforts in promotion awareness on ASEAN 
integration failed to achieve significant progress for many 
years.

It must be noted that the public is still not clear about 
the concept of Southeast Asia and ASEAN, and this in fact 
will affect the progress of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This situation is similar to Europe and the EU, which is the 
different between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architecture. Nonetheless, it is interesting that in Southeast 
Asia, except for East Timor, the remaining 10 countries 
are members of ASEAN, and East Timor is also applying 
to join ASEAN. This is unlike the situation in Europe. At the 
same time, this situation may produce a false impression 
on the public that ASEAN is equivalent t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Now let us narrow the area down from ASEAN to 
Malaysia. Malaysia consists of Peninsular Malaysia and East 
Malaysia, and thanks to the past sessions of general elections, 
people of these two areas became more familiar with each 
other. 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incidents, such as oil tax, 
Lahad Datu, Sabah intrusion, IC, have raised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ninsular Malaysia and East Malaysia, but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the two. This unfamiliarity is mainly 
due to the many promotional efforts, such as educational 
promotion, media campaigns, policy promotion, failed to 
effectively achieve its goal.

The same situation will also appear in ASEAN. ASEAN,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so on, might seem to be merely modes of cooperation 
of various government-related units, despite the so-called 
tariff structure, infrastructure among ASEAN are seemingly 
ready, the private sector still see ASEAN as a geographical 
region. That is, Malaysian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see no 
difference in trade between ASEAN and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s there are no domestic or regional differences.

This basically raises a problem that: while the 
Government creates her own desirable data, the private 
sector or the public maintains their own attitudes and 
opinions. If this situation continues, the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will turn into a “dubious” organization, which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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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emingly tight but actually loose alliance. Therefore, to 
solve this problem, Malaysia, and even all of ASEAN member 
countries, must resolve internal unfamiliarity with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n turn form an organization that 
is truly shared by the entire nation.

This unfamiliarity also raises a second level of problems, 
namely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ivide, as well as tariff 
and non-tariff barriers. Above-mentioned data pointed out 
that the cargo tariffs among six more developed ASEAN 
member countries have abolished by 99.65%, which is quite 
encouraging.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although most tariffs 
of goods have been canceled, non-tariff barriers as a result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gap are the real obstruction of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It is an undeniable fact that almost the entire 
Southeast Asia experienced colonial histor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rriers among ASEAN 
member countries. For example, the recent intrusion by Sulu 
militants from southern Philippines into Malaysia reflected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refore, the Lahad Datu standoff can be considered as a 
diplomatic defect between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In 
fact, in addition to descendants of the sultan of Sulu, there 
is a separatist group known as the Moro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jointly admitted 
legitimacy of the Moro group last year and allowed them 
to proce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utonomous 
region, but this move has seemingly marginalized the Sulu 
descendants, and thus it is intuitive that this move caused 
the retaliation.

In addition, the disputes between Malaysia and 
southern Thailand, island sovereignty dispute betwee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the Nansha Islands (South China 
Sea) sovereignty dispute, the Indo-ethnic and military 
disputes and so on, if all these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issues did not receive proper resolution, undoubtedly they 
would severely impact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ASEAN. 
Although ASEAN governments have signed cooperation 
agreements on some specific issues, most of the time these 
agreements remained at government level and did reach 
down to the groups involved, and thus prompting ongoing 
disputes and conflicts. For example, series of explosions 
occurred in southern Thailand despite an agreement signed 
earlier this year.

The South Thailand insurgency, conflict between Sabah 
and the Philippines, island sovereignty dispute between 
Malaysia and Indonesia, these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issues 
currently seem innocuous and would not affect the overall 
trade between Malaysia and these countries, however 
they could be a potential stumbling block hindering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fter all, the integration concept is 
achieving unimpeded access, and these flaws cannot be 
tolerated.

In addition to non-tariff barriers resulted by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issues, non-tariff barriers, and even tariff 
barriers, also arise from competition between Malaysi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above-mentioned barriers 
may be indirect problems, but these will be key problems 
that directly impact on Malaysia’ participation in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utomotive, steel, cement, shipping, and other 
industries that have been covered by government 
protectionism will be the key reason Malaysia failed to 
fully open her economy. This is actually related to the 
competitiveness of Malaysian manufacturing sector. It must 
be noted that Malaysia is now caught in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nd Malaysian companies still could not compete in 
the high-end supply chain in terms of competitiveness.

Compared to other ASEAN member countries, 
Singapore and Brunei have reached high-income statue 
and bot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re moving toward high-
tech development; Thailand, Philippines, Indonesia, and 
the recently upcoming Vietnam still lag behind Malaysia. 
Malaysia seems to be number two in ASEAN. However, 
Malaysia’s advantages have been completely insignificant, 
especially with the rise of these neighboring countries’ 
competitiveness in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urthermore, Malaysia is also a lacking of the so-called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began to rely on foreign workers 
to maintain these middle and low manufacturing chain.

One factor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s that about 99%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ar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which contributed for about 30% of Malaysi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ut most of these companies are engaged 
in low-end or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Meanwhile, 
these companies are also the largest domestic employer 
of foreign workers. With the gradual implementation of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must also deregulate its protectionism policies. As a result, 
the domestic manufacturing sector will undoubtedly lose its 
competitive edge in terms of exports, and might even face 
the impact of imports from other ASEAN markets.

Therefore, improving competitiveness is the only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but this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The same problem has long existed within the automotive 
sector, where the call on improving competitiveness is 
nothing new and has been propos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However, “addiction” to foreign workers, hesitation 
to transform toward high-end industrial chain due to cost 
factor, government protectionism policies over the years, 
etc. have all resulted in low morale of the lo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but rather choose 
to remain inside the comfort zone. Therefore, minimum wage 
system and other measures introduced by the Government 
had received strong objection from local enterprises. This 
is enough to prove that local enterprises are not ready to 
accept future challenges follow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factors, it can be deduced 
that Malaysia, whether the Government or private sector, 
is not ready to welcome a fully open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But fortunately, this is not a problem unique 
to Malaysia, as other ASEAN member countries are facing 
similar obstacles. In other words, without proper planning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birth of the ASEAN Community 
would only be considered as “induced,” and not really 
marking any actu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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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与马来商会组团赴117届广交会

联手抢滩东盟
中国与清真业三大新兴市场

第117届广交会媒体发布会 · 马中总商会总部三楼会议室 · 2015年2月11日

延续过去的成功经验，马中总

商会将再度与马来商人与企业

家协会(PERDASAMA)联手，

组团率领本地企业家前往即将

于4月29日至5月3日举行的中国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另称第117

届广交会）。

双方充满信心，这一趟经贸之

旅将有利本地企业家与国际市

场接 轨，进 一步抢滩东盟6 亿

人口，中国14亿人口及清真产

业20亿人口的三大新兴市场商

机。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前排右三）与马来商人与企业家协会副主席拿督纳
英（前排左二）握手为盟，联手组团参加第117届广交会。前排左起为马中总商会副
总会长刘俊光和秘书长卢国祥。后排左起为青年团团员黄祯辉、马来商人与企业家
协会企业传讯部副主席诺哈雅迪、中央理事张联兴、包久星、总财政拿督黄锡琦以
及发布会司仪小姐杰奎琳。

媒体发布会上，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表
示，随着马来商人的加盟，此次组团参与第117

届广交会将会出现新面貌而更富意义，可助广交会与马
中经贸更上一层楼。

“马来商人与企业家协会的领导层都是非常开明
和可信赖的，并秉持着中庸与和谐的理念经商。现代马
来商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文明所带来的社会繁荣。未来
世界的经济中心将会以中国为主，这一次（第117届广
交会）是带动本地各种族企业家面向中国一个非常好
的机会，不容错过。”

同时出席发布会的马来商人与企业家协会副主
席拿督纳英高度看好，在朝着马中两国定下的2017年
160 0亿美元（约50 0 0亿令吉）双边贸易额目标的进
程中，马中总商会扮演着关键角色。他补充，马来西亚
正在往先进国的愿景挺进，不可少了本地企业家的成
功。

“另外，拥有超过6亿人口的东盟与20亿消费者的
清真业市场的商机同样不容忽视。加上中国超过13亿
人口的庞大市场，汇聚商机，将成为全球商家不可忽视
的一环。”

纳英认为，与马中总商会的第二度合作组团参会，

可为年轻一代奠定基础，让马来西亚商会团体和中国
的机构紧紧联系起来。

“我们未来还会持续跟东盟的伙伴合作，为完成
东盟经济一体化而努力，繁荣与共。”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马来商人与企业家协会的全
力配合与协助，马中总商会在2014年底成功率领一支
包括180名马来企业在內的540人代表团，前往参与广
东省东莞市所举办的《广东21世纪海水丝绸之路国际
博览会》（简称海博会），顿时成为马来西亚展馆的一
大特色。

纳英在总结海博会的经验时指出，本地参展商与
中国市场建立了很多联系，前往参展的马来商家可谓是
满载而归。

他提醒，日后有意前往国际大型交易会参展的本
地企业家有必要准备好足够的产能规模。“因为有参展
商告诉我们，当时候在海博会，订单量是以大型集装箱
（containers）的单位来计算，对于马来商家而言真
是大开眼界啊！”

欲 知 更 多 有关 第117届广 交会 的 详 情，请 登 陆
www.cantonfair.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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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马来西亚与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架设马中企业家与中资金融机构

合作共荣之路

工银马来西亚与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 · 马来西亚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 · 2014年12月16日

为了向马中总商会会员以及广大的

马、中企业家在经商路上提供便利

与保障，马中总商会与工银马来西

亚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为马中企

业家与中资金融机构合作共荣的

康庄大道铺路。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合作备忘录签

署仪式邀请了官方代表——马来

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秘书长

Mohd Ridzal Sheriff莅临见证。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左二）与工银马来西亚总执行长袁斌（右二）签
署并互换合作备忘录，写下历史性的一页。

工银马来西亚于2010年1月28
日经监管当局批准成立，为

自1999年马来西亚首家获批新成立
的商业银行。2010年4月28日，工银
马来西亚由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揭
牌并正式对外营业，工银马来西亚拥
有全商业银行业务牌照。随着中马
合作关系的日益紧密，工银马来西亚
致力于对两地企业、跨国公司、金融
机构、个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金融产
品与服务。

重量级贵宾济济一堂：左起为马中总商会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永久荣誉
会长拿督杨天培、丹斯里林源德、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秘书长Mohd 
Ridzal Sheriff、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工银马来西亚总执行长袁斌、
马中总商会名誉会长丹斯里郑添利、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副总会长刘俊光以
及名誉顾问曾茂旺。

(左图)黄漢良总会长相信，拥有品质保证的中资金融机构
将会成为马中企业家互相涉足当地市场的桥梁。 
(右图)袁斌总执行看好，马来西亚与东盟市场活力蓬勃，
各领域企业家新秀辈出，未来充满不可忽视的庞大商机。

马中总商会领导、马来西亚官方人士与中资代表难得聚首；
左起为刘俊光、Mohd Ridzal Sheriff、包久星、黄漢良、
袁斌、林玉唐以及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兼沙巴州分会会长
拿督刘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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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磁场·海上丝绸之路》

关丹港口势成海上丝路枢纽

《文明磁场·海上丝绸之路》之“东盟共同体大时代：马中关系更上一层楼？”研讨会 · 马中总商会总部三楼会议室 · 2015年1月31日

配合东盟经济共同体（AEC）的诞生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思，马中总商会特地举办了一场《文明磁

场·海上丝绸之路》之“东盟共同体大时代：马中关系更上一层楼？”研讨会，成功吸引了来自各界的专业人士

与有识之士踊跃参与，引起轰动。

这场研讨会是一系列以不同主题为背景的研讨会的首炮。也是马中总商会2015年重头戏之一。研讨会提供一个

有效的交流平台，集思广益探讨马中关系对马来西亚华人，尤其是华裔中小企业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华

商如何赶搭中国提倡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列车，在东盟/AEC与中国的深化合作基础上占领先机，进行

区域战略布局。

廖中莱（左四）与嘉宾为《文明磁场·海上丝绸之路》系列研讨会主持推介，左起为胡禄铭、林玉唐及林恒毅，右起为陈凯
希及黄漢良。

这场研讨会有幸邀请到三位主讲嘉宾，从不同

视野和角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剖析有关议

题。这三名资历深厚的讲师包括拉曼大学会计与管理

学院助理教授兼会计系主任叶乃傑博士、马来西亚理

科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连惠慧博士以及马来西亚安邦智

库信息部门主管张倩烨硕士。

出席者 包括中国驻马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吴 政

平、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副总会长拿督林恒

毅、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及马

来西亚安邦智库首席代表胡禄铭。

另外，马中总商会也获得马来西亚安邦智库（AN-

BOUND Research Center）的鼎力支持，成为系列

研讨会的协办单位。安邦智库是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

机构，专注于宏观经济、财经和公共政策的信息研究和

分析，向中国政府和大型企业提供战略咨询服务。安邦

智库总部设在北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有分公司。

黄漢良：海丝路能形成共同体	
有助缓解南海危机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说，中国政府向来

秉持和平、友好及睦邻的原则，因此，他相信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够缓解

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尤其是南海危机。

“希望海上丝绸之路能使到沿海国家，特別是东

盟国家形成一个共同体，拥有共同的命运和市场，这

可缓和很多不必要的争论，对（化解）南海危机有所帮

助。”

黄漢良说，马来西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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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马六甲，我认为这计划非常创新，因为它不但可

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也为古代的丝绸之路注入现代內

涵，可说是“旧瓶装新酒”。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林恒毅说，马中总商会将举

办6场系列研讨会，接下来将在南马、中马、北马及东

马举行，另外，今年6月，研讨会也将移师到中国北京举

行。

他指出，该研讨会已获得北京侨办及马来西亚驻

北京大使馆商务处的初步同意，以便在北京举办同样

的研讨会，主办单位将邀请中国500强企业出席。

在研讨会上，马来西亚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

披露，政府将把已挖深的关丹港口打造成一个国际

港口，並建议把该港口提升为自由贸易区，成为“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停靠点。

廖中莱披露，他早前到中国会见中方交通部长杨

传堂时，特別提到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对方答应将对东

盟尤其是马来西亚提出具体的计划详情。

他说，他在会谈中提出两项要求，第一是邀请中国

投资提升马六甲港口的计划。早在古代，郑和下西洋

时，中国船只也曾停靠在马六甲。

“第二，我们将提升关丹港口为国际港口，除了货

轮能靠岸之外，我们也希望邮轮能把中国的游客，带到

关丹进入马来西亚。”

同时身任马华总会长一职的廖中莱在主题为“东

盟共同体大时代：马中关系更上一层楼？”的《文明磁

场·海上丝绸之路》系列研讨会上，发表上述的战略构

思。

探讨连接关丹钦州产业园
他继续透露，关丹港口的提升工程获得中方全力

主持，中国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已注入

40%的融资。

“关丹港口已挖深，轮船和货船都能靠岸，这将使

关丹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我们将探讨如何将马

中关丹及中马钦州的产业园连接，以及善用关丹港口，

使它成为国际港口。”

他指出，我国已有巴生自由贸易区，在未来政府也

建议把关丹港口提升为自由贸易区，甚至把它打造成

修理及造船的重要港口和基地，以提升该港口的竞爭

力。

吴政平：海上丝路利益共享
吴政平则指出，中国政府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已引

起关注，该计划也推进中国与东协发展。

他说，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路线或航线，也没有特

定的领域，而是中国延续与各国多种形式、互利友好的

平台。

吴政平说，虽然“海上丝绸之路”是由中国提出，

但这不是中国的单边行动，而是有关国家共同参与、相

互促进的共同行动，也是各国利益共享之路。

“这个战略构想，契合中国与东盟的共同需求，为

双方的优势互补和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也

有利於打造区域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他指出，中国希望能与马来西亚合作，共同推动海

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马来西亚作为中国打开邦交的东

南亚国家，中国希望与我国携手合作，把两国互利合作

及发展建立起来，取得丰硕的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他说，中国希望扩大双边贸易，并通过两国双园扩

大项目投资，将大马打造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东南亚的

起点。

黄漢良 廖中莱 吴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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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惠慧：盼中支持马来西亚建高铁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连惠慧博士说，

马中两国长期保持良好的建交关系，因此在马来西亚

的高铁 建设中也希望能获得中国更优惠的政策和支

持。

她以“东合―中国自由经济贸易升级：马来西亚的

商机与挑战”作为其主讲议题时指出，中国在未来对马

来西亚的投资将会保持在房地产业、信息技术行业及

教育产业。

她说，随著我国政府决定启动修建“马新高速铁

路计划”，並将吉隆坡和新加坡链接以实现“一日生活

圈”的双城概念，而且中国在高铁建设上有其独特的优

势，並成为世界高速铁路系统技术最全面、运行速度最

高及建构规模最大的国家，那么马来西亚也希望能得

到中国的支持。

叶乃杰：马来西亚有条件吸引外资
拉曼大学会计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兼会计系主任

叶乃杰博士说，马来西亚绝对可以成为一个“文明磁

场”以吸引更多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区域，因为马来西亚

是极少数结合中华、印度、马来群岛、伊斯兰及西方现

代文明的国家。

他说，随著中国已在数年前就成为世界最大经济

体、印度早於2011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印尼也被列为全球第十大经济体、至於中东经济也进

一步復甦，那么拥有独特多元文明优势的马来西亚也

应该要把握商机，积极进军海外。

“国內企业应该善用马来西亚独特的多元文明竞

爭优势――文明磁场並抓住新机遇，通过跨族群合作

及将危机转化为契机，将挑战转化为商机。”

叶乃杰主要从宏大的“东盟共同体”的视野和角度

进行解读。

张倩燁：马中须互信
马来西亚安邦智库信息部门主管张倩燁说，马中目

前的关系是两国在马航MH370客机事故中出现双向误

解。

她 表 示，有部份中国人民和 媒 体 就马 航在 处 理

MH370客机中因发佈消息较为缓慢，而影响马中两国

之间的关系，他们甚至质疑马航在发佈消息时是否存

有许多顾虑，或因为机上有很多中国籍乘客而不愿迅

速回应该起事件。

她说，马中两国必须抱有互信，而且中国需要瞭解

华裔之外的马来西亚，同时也必须重新将马来西亚华

商定位。

张倩燁主讲的议题为“重新定位马来西亚华商―

在AEC、中国新常態背景下”，並尝试以马来西亚华商

的定位剖析马中两国之间的关系。

《文明磁场·海上丝绸之路》
系列研讨会

主办单位：马中总商会
协办单位：马来西亚安邦智库

月份／主题：

1月／东盟共同体大时代： 
 　　马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3月／中国与海外华商的大中华经济圈： 
 　　马来西亚的商机与挑战

5月／中国崛起对马来西亚的影响： 
 　　华商构建马中丝绸之路

7月／跨出国界，关联公司与 
 　　中小企业携手闯中国

9月／21世纪亚洲盛世： 
 　　马中全盛时代的降临？

11月／马中共造文明磁场， 
　　　释放跨族群正能量

连惠慧 叶乃杰 张倩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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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乙未年新春联欢会

汇聚各族商家进军中国引中资

马中总商会乙未年新春联欢会 · 马来西亚吉隆坡联邦酒店 · 2015年２月２８日

结束了多风多雨的2014年，迎来全新的2015乙未年，马中总商会特地选在大年初十（2月28日）举办了一场盛大

的新春联欢会，成功号召了各种族商家人士在新春佳节齐聚共贺新岁，互道祝福。

这一次乙未年新春联欢会的主题为“发展马中经贸，构建和谐社会；挺中庸抗极端，促进各族团结”，非常贴切

地迎合了新时代的局势脉搏。

黄漢良（前排左五）率领马中总商会一众中央理事与贵宾向各界拜年。前排左起为陈友信、诺鲁查曼、杨天培、陈凯希、赵
舒美、黄惠康、阿兹敏、邓章钦、方贵伦、林源德、林玉唐、阿都玛吉以及纳因莫哈末。

新春联欢会上，本会不但邀请了雪兰莪州务大臣
阿兹敏阿里与马来西亚怀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

中莱，还邀得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阁下莅临，为联欢会
增添光彩。

出席嘉宾还包括中大使夫人赵舒美、领事参赞龚
春森、马中总商会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丹斯里林源
德、拿督杨天培、名誉会长拿督马吉德、丹斯里林玉
唐、拿督赛诺鲁查曼赛卡玛鲁查曼、雪兰莪州高级行政
议员拿督邓章钦、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
民主行动党全国副主席郭素沁、全国总财政方贵伦、教
总主席王超群、马中友好协会会长拿督阿都玛吉、马来
商人与企业家协会副主席拿督纳因莫哈末及马来西亚
粮食进出口商会总会长拿督蔡宝镪等等。

当晚，为宴谢各界过去一年对商会的支持与贡献，
马中总商会筵开３０席，与国内外正经文教领袖以及国
外使节人员，共同欢庆乙未羊年。

作为新春联欢会主宾的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
率先透露，政府正在著手解决马中关丹产业园的基础

建设和土地问题。

马交通部长：中资需更大片土地	
拟扩大关丹产业园

“前者需要加快完成，尽快铲平1千2 0 0亩的土
地；后者则已鉴定或由森那美持有的500亩土地来扩
大产业园，因为中国投资者需要更大的土地。”

他透露，关丹港口将在2016年杪成为一个拥有深
海码头的国际港口，届时将能进一步为马来西亚带来
更多旅客和货柜。

廖中莱指出，随着首艘货轮“北部湾之星”号抵达
关丹港口，相信码头竣工后将有助吸引更多货轮与游
客来马。

“每十日就有一艘货轮入港，希望中国有更多船只
来关丹港口，也引来更多客船靠岸。”

他说，关丹港口距离中国和钦州很近，可用作转运
港，许多船只可在该港口转站，此外，交通部也策划在
关丹港口设立修船厂，朝向港口自由贸易区以及国际港
口定位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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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马大使：黄漢良受邀列席政协开幕
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在致词时带来令人鼓舞的好

消息。他宣佈，马中总商会会长拿督黄漢良受邀代表马
来西亚出席在中国北京所举行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黄漢良将有机会代表马来
西亚商家在会议中提出看法与立场。

“这两项会议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会议。”
有关第１２届中国人大第３次会议和政协第１２届

全国委员会第３次会议，分别于３月５日和３月３日在北
京开幕。

“黄漢良於３月１日启程，他会带著马来西亚广大
华人华侨华商的祝福和期待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並且
表达大马人加强中马友谊的心愿。”

此外，他也说，去年中国共有1亿1千万人次走出国
门到海外旅游，其中90%来到中国周边国家，5%去了
美国，3%去了欧洲，所以新的一年会有更多中国游客
到马来西亚旅游。

“大马是一个充满活力、山川秀丽、人民友好、非
常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中国人喜欢马来西亚，所以预
期有更多中国人到马来西亚旅游。”

他也说，未来5年，中国至少有5千亿美元的海外
投资，而马来西亚是中国企业家非常看好的市场。

“根据贸工部统计，中国企业家去年总共在马来西
亚投资了48亿令吉，首次超过了大马对中国投资，未来
也会有更多中国企业家来马投资。”

他认为，马中贸易近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必须归
功于马中总商会理事与企业会员作出的贡献，希望新的
一年里，马中关系更上一层楼，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雪州大臣：国内物价上涨勿怪华商
雪州大臣阿兹敏阿里致词时谨慎展望，今年将会

是经济备受挑战的一年，雪州政府将给予在州内经商
的商家支持，协助商家推动工业等领域活动。

另外，阿兹敏指出，我国是多元种族的国家，物品
价格上升，不应怪罪于华商。

“通货膨胀和物价是色盲的，不会分辨马来人、
华人、印度人、伊班人还是卡达山人，所以如果物价上
涨，物价太高，不能责怪华商。”

无论如何，他希望透过春节活动，促进各方团结，

包括州政府和商界的合作。
“我们将在今年面对经济挑战，我们都是马来西

亚人，我们需共同作战，如果我们要抗衡通货膨胀以
及降低物价，我们须以马来西亚人身份作战。”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带领巫裔往中国发展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在致词时指出，马

中两国在2014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000亿美元（约
3374亿令吉），因此马中总商会将在2015年继续推动
马中两国贸易的单位，以确保在2017年达到1600亿美
元（约5399亿令吉）双边贸易额的目标。

在这个新趋势的带动下，黄漢良希望巫裔商家也
有机会到中国发掘商机，分一杯羹。

“我国是多多文化和种族国家，希望各族种族商家
能与华商合作，吸引更多中国投资者前来我国，提高我
国的经济收入。”

他指出，各族群是共同体，希望国家保持中庸、和
谐和人民友好。

他希望在新一年再接再厉，马中两国关系更加巩
固及提升双边发展。马中总商会将继续引领巫裔同胞
进军中国市场，与政府单位紧密合作。

另外，他透露，今年重头戏——第五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MCEC 2015）将在雪兰莪州盛大举行，届时将
有庞大商机待发掘。

廖中莱 黄惠康 黄漢良 阿兹敏阿里

同场加映：推广中国广东旅游魅力

同时作为中国广东驻马来西亚旅游旅游合作推广中
心的马中总商会特地在新春联欢会上播放了一段介
绍广东旅游魅力的短片，以吸引更多马来西亚人前
往广东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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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醒狮伴舞下，马中总商会热烈欢迎雪州大臣阿兹敏阿里1. 
与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莅临。

马中总商会会员刘振宝（左起）与黄漢良总会长及中央理事2. 
包久星与贺岁醒狮合影。

马中总商会一众领导与会员在醒狮伴舞下大合照。3. 

在黄漢良总会长（右二）与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左二）的4. 
介绍下，雪州大臣阿兹敏阿里（右一）与马来西亚中国银行
执行总裁王宏伟（左一）互相认识，促进马中关系。

为表谢意，黄漢良总会长（右）赠送纪念品予作为联欢会主5. 
宾的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左）。

深受华社欢迎的雪州大臣阿兹敏阿里（左四）平易近人，与6. 
华商一起向读者拜年。

黄惠康大使（右三）与马中总商会两位元老——杨天培（左7. 
二）与陈凯希（左一）再度聚首，嘘寒问暖。右起为中央理
事包久星及黄漢良总会长。

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左三）与黄漢良总会长（左四）8. 
连同马中总商会总财政拿督黄锡琦（左起）、副总会长拿督
林恒毅、中央理事包久星及张联兴齐声祝贺各界！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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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漢良（中）、黄惠康（左六起）、廖中莱和阿兹敏阿里及嘉1. 
宾齐拜年进行捞生仪式，寓意新一年风生水起，吉祥如意。
左一起为陈友信、赛诺鲁查曼赛卡玛鲁查曼、杨天培、陈凯
希、赵舒美。右一起为纳因莫哈末、阿都玛吉、林玉唐、林
源德、方贵伦和邓章钦。

黄漢良总会长与阿兹敏阿里无所不谈，体现马来西亚多元2. 
种族融合的精神面貌。 

黄漢良（前排左七）与陈友信（前排左八）率领一众中央领3. 
事齐声高唱《大地回春》及《新年歌大家唱》。

黄漢良总会长（左）与旺阿兹莎（中）握手示好。右为雪州4. 
宣传主任拿拿汀巴杜卡陈仪乔。

旺阿兹莎（右三）与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与华商向各界拜5. 
年。

马来西亚融洽的多元种族特色，构成一幅美丽的人文风景6. 
线。

黄漢良总会长（前排左八）连同中央理事与马来商人与企7. 
业家协会成员祝贺各界新一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4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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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我国2014年末季与全年经济增长的媒体汇
报会上，马来西亚国家银行总裁丹斯里洁蒂博士

总结道，虽然去年下半年国际原油价格暴跌，但受益于
马来西亚近年来的经济多元化战略奏效，及强劲的私人
消费和投资成长带动，马来西亚经济得以持续增长。 

「即使面对油价暴跌的冲击，来自其他出口产品的
成长，將继续扶持整体的经济成长。」

她看好，即使在复杂的外部环境挑战下，马来西亚

经济将在多元经济结构、低通胀率、充分就业、低水平

外债、较充足外储、充分资本化的银行系统以及成熟发

展的金融市场等多项稳健基本点的支撑下，继续繁荣发

展。 　
根据国家银行报告显示，马来西亚末季公共投资按

年下跌2.1%，主要因为政府稍微降低固定资产开销所
致；而公共消费成长放缓，按年成长2.7%。 

在各领域供应方面，以建筑业和矿业的成长最显
著，末季分別按年成长8.7%和9.6%。建筑业主要是受到
住宅和非住宅次领域的扶持；而矿业则是因末季的原油
产量增加13.6%所扶持，每天平均产量为66万5000桶。
其他服务业和制造业分別成长6.4%和5.2%；而农业则
下滑2.8%，主要是受到去年12月中东海岸水灾的影响。 

「虽然，大马这期间的原油产量提高，但国际油价
下滑和美元走强，却对原油出口多少造成冲击。」

无论如何，2014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建
筑业、服务业、制造业、采矿采石业。目前，原油产品出口
收入占马来西亚财政收入比重已经从40%降至22%。

数据显示，2014年末季强劲的私人消费和投资成为

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引擎的主要成长动力，分別按年成长

7.8%和11.2%，高于同年第3季的6.7%和6.8%。私人投

资主要是受到来自制造业和服务领域的资本开销提振；

而在稳定的劳动市场则扶持私人消费成长。我国失业率

偏低在3.1%，加上国内逐渐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同样

成了国家未来发展的支柱。

另一方面，同年第四季通胀率降至2.8%，主要通胀
数据将因油价下跌而走低。同一季度的净外资直接投资
（FDI）为102亿令吉，净投资流出为204亿令吉。

值得一提的是，大马末季国际收支平衡的经常帐取
得61亿盈余，主要是因为金融帐出现244亿令吉的净流入
和国际外匯储备金降至114亿令吉。至于资本账户则取得
2亿8430万令吉净流入。大马2014年末季来往账项盈余
获得改善，回升到佔国民总收入（GNI）的4.8%比重，相
比第3季的3%。即便如此，洁蒂表示，在全球经济环境十
分波动和不稳定的因素，將使到2015年经常账收窄。

马来西亚2010年至2015年经济增长记录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马来西亚2014年经济增长（按季表现）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马来西亚2014年经济增长6%

稳创四年新高
在面对严峻的外围环境挑战下，马来西亚经济增长依然保持亮丽表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高
达6%，写下四年来最高纪录。

虽然2014年底国际油价急跌，但在强劲的私人消费内需和投资成长带动下，马来西亚2014年末季国内生产总值
持续增长，取得5.8%的良好表现，高于市场预期。同时，也推高了2014全年经济成长6%，领先经济学家普遍预
估的5.9%水平线上。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6.60%

6.40%

6.20%

6.00%

5.80%

5.60%

5.40%

5.2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00%

7.20%

5.10%
5.60%

4.70%

6.00%

6.20%

6.40%

5.60%

5.80%

马经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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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伟大的历史背景

构建海外和谐侨社，传播优秀中华文化，促进住
在国人民友谊，为住在国和祖籍国友好关系作

贡献乃是我们当代华侨华人的神圣任务。
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人民与

海外来往日益密切，1978年至2013年中国已经有350
万名留学生出国目前海外的新华侨已超过900万人，根
据国侨办的数字海外华人华侨约有6000万人。这些人
中呈现高学历，高技术，精英化的亮点，成了中国庞大
的海外人才资源储备。

这些新趋势改变了海外华人华侨的原生态。新老
华人之间已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在社团活动中发生不协
调，不合作的现象。这种情形在新加坡就常见。新华侨
创立自己的社团。与原有的老华团有所隔阂。马来西亚
也有类似情况，但是在马来西亚，中资机构和当地的华
团就一起活动保持合作关系，新华侨也参与老华团的
团体，成为会员。华人华侨建立和谐的侨社是重要的。
如果同为炎黄子孙的华人本身都不团结，如何去团结其
他的友族。

新华侨建立自己新的社团必要时是应该的，但有
同样性质的社团还是鼓励他们参与当地原有的华团，
才有利于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使新老华侨华人人并肩工
作共同推动居住国与祖籍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点马来
西亚中国总商会与马来西亚中资机构的合作与配合是
个好典范。

（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十八届三中全中后中国更迈开步伐全面步入深化

改革开放。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全国人民正向二个百年
目标而奋斗。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世界华人
华侨的中国梦。

习主席说的好，中国是大块头的国家，一举一动都
深爱世界各国人民的注意。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
海外华人华侨准备好了吗？(Are you ready？) 我们
要成为大国人民的典范就要自觉树立好守法，诚信，团
结，文明，爱国，友善的形象。良好展示在世人面前。

习近平主席说：“团结统一的中国是海外儿女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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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梦”。同根，同魂，同梦，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团结在一起
共同建设和谐的侨社呢？

邓小平把中国对外政策定为韬光养晦，如今在新
常态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敢于承担义务，对世界动态有
所作为。

（三）中庸是马来西亚华社指导思想
中庸是儒家待人处世的哲学，放在当今恐怖主义

盛行、宗教狂热频吹国际霸权主义横行的世界是有其
现实意义。古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
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篇说：“天命之

构建和谐侨社
力行中庸理念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列席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书面意见)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前排
左八）与政协副主席李海峰（前排左
九）列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黄漢良
28-01-2015

州观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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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
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
其所不闻。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
庸的意思是适度而得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所以中
庸思想符合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
社会，成为华人生存与发展的生活指导思想。

马来西亚华人是马中友谊和合作的亲历者，见证
者，也是推动者。1974年马中的建交是由民间橡胶公会
的华人领袖暗中联系和推动影响了当时马来执政者突
破重重困难在那个非常时期建立东盟第一个马中建交
国。40年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一直保持着参政议政，建
言献策的立场并以可持续性的理念来巩固和不断深化
马中友好关系。2014年12月马来西亚东海岸发生罕见
水灾，中国大使馆和中国政府出钱出力赈灾，中资机构
也积极捐献物资援助。中国政府捐助3000万人民币之
举深受广大人民的赞赏，体现了马中两国人民患难见真
情的效应。这些友好举措都值得点赞。

（四）马来西亚华社的特征
根据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统计截止2001年6月共

有华人社团下7,276个，现今约有近万间华人社团。
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基本上採用统筹兼顾的组织

形式，一般上都由属会联合起来成立全国总会。社团的
性质是非营利的社会团体，也叫公民组织或非政府组
织NGO

基本上以地缘，如广东，福建等为单位，血缘则以
姓氏为准，如黄氏江夏堂，陈氏公会等，学缘是以学生
联合会，教育团体如董总、教总等。业缘则如布疋百货
商公会，时装批发商公会，蔬菜公会，中华总商会等。这
些社团都有自己的章程，按期选举理事会。一般以会员
大会最高权利机构，设立青年团，妇女组，还有最高咨
询、文教福利委员会等，协助公会工作。

由于历史悠久一些会馆拥有庞大的资产和现金。他
们也从事文化教育的福利工作。这些社团有盈余也常
年向政府缴税。

社团领导人一般都是义务性质，而且出钱出力，对
会务发展还是还是蛮拼的。马来西亚华团领导基本上
对国事，家事，天下事都採取中庸的态度。

（五）新老华人应融合为一体
在新常态下，建构和谐侨社是要双向互动的。新老

华人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互相包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大家自然会和谐共存。共同发
展。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思想教育，不断提高
文化素质和道德品格，积极提倡中庸思想。发扬中华文

化，弘扬礼义廉耻，信义和平的精神，以仁义礼智信为
座右铭。

构建和谐侨社也是海外华人长期共存与发展的需
要。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激烈的新常态下。

华人除了发扬本身文化价值观之外也应该恪守当
地法律，尊重当地民族与当地人民建立和谐共存关系
推广共同利益乃是华人生存发展之道。挺中庸(We are 
moderate)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抗极端的主要手段
和策略。我们力保中庸治国为主流。中庸是来自优秀中
华文化，中庸者乃不偏不倚，凡事考虑各方面利益和观
点。以和为贵，求同存异。它适合多元种族，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的马来西亚社会，马来西亚政府领导人主张中
庸治国理念获得当地华人华侨普遍支持。

构建和谐侨社也符合中国推动和谐世界的努力，
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社会有利于人类的
进步事业的发展。弘扬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的责无旁贷
任务也是海外华侨时代的使命。使中华文化的精髓融
入当地的文化是重要的工作之一。我们努力融入住在国
主流社会。参政议政已是海外华人的重要抉择。对外华
侨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加注意遵守所在国法律法
规。尊重当地社会风俗习惯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互助
友爱，建立命运共同体，平等互惠，合作共赢，为当地
经济社会作出可见的贡献。华人华侨应防止潜伏百年之
久的“黄祸”思想遗毒而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华民族是爱
好和平的群体。

（六）和谐侨社有利于一带一路的建设宏愿
习近平主席倡议的建设丝绸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落实海外华社的作用不能忽视，华团可作
为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桥梁和纽带。中国企业到海外发
展，有一批精通所在国的政治，法律，条规和市场状况
又能诠释中国文化和企业需求的华社商协会咨询肯定
省走弯路，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应。海外华人商协会
有独特的优势和资源为中国企业落户和发展发挥积极
作用。海外华团可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公共的外交
官，海外华人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扮演着中国驻外民间大
使角色讲好的中国故事。海外华团通过融合主流社会
展开公共外发推动住在国与祖籍国的了解与互信。

如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每年都举办国际性的马中
企业家大会，今年重点更放在东盟和中国的商业活动
上。华团除了可作为共外交之外也能促进民间沟通扮
演民间外交使者，在所在国以跨越国界范围形式通过
活动发挥影响，促进合作，减少分歧，构建和谐东盟
区。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在以“饮水思源·共创未来”为题的中马建
交40週年答谢晚宴上致词时表示对中马两国关系的前景充满信心，

並表示中马必将迎来互利共贏、繁荣发展的“钻石四十年”！
黄惠康说，中国有句老话叫“饮水思源”，也正是举行这场晚宴的意义，

向长期以来为中马友好做出突出贡献的各界代表赠送中马建交40週年友谊
纪念章，表达中方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133人获“友好之星”纪念章
当晚，一共有133人对马中友好关系作出贡献的各界代表获得表扬，並

获赠“中马友好之星”纪念章。
所有获得“中马友好之星”纪念章的人士和伴侣将能享有5年內多次入

境中国的签证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扮演马中经贸发展桥梁角色的马中总商会的领导皆

获颁纪念章表扬。当中包括总会长拿督黄漢良、永久荣誉会长丹斯里林源德
和陈凯希、永久名誉会长拿督杨忠礼、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丹斯里古润
金、拿督耶谷东高沙甘以及副总会长宋兆棠。

“今天中国赠送‘中马友好之星’一枚小小的纪念章，虽然不足以表达中
国对获得纪念章者的感激和敬佩之情，但礼轻情义重。希望各位继续支持中
马关系的发展，继续致力於中马友好。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中马关系的未来
40年乃至世代友好贡献力量。”

黄惠康说，这些获得纪念章的人士多年来奔走於两国之间，为双边贸易
与投资做出重要贡献；充当文化、教育、体育等各领域的友好使者，大大推进
了两国人文交流。

“从政府到民间，从议会到社团，从政党到个人，无数人为中马友好注
入不竭的动力。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力量匯聚成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匯聚成
中马世代交好的友谊之海。你们是中马友好最大的力量和最可信赖的依托，
你们的功勋将永远铭记在两国人民心中。”

饮水思源·共创未来
马中总商会领导获表扬

“展望未来，风好正扬帆；中方愿与马方一道，把两国互利合作与各自发展战略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让进

入第二个40年的中马关系不断收获纍纍硕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右）
获颁“中马友好之星”纪念章。

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左）获颁“中
马友好之星”纪念章。

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左）获颁“
中马友好之星”纪念章。

一个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精神：黄漢良（左二）与林玉唐（
右一）同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总会长拿督默哈
末伊萨益慕（左一）与副主席拿督纳英（右二）齐获表扬，
合影留念。

中关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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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来马摆摊创出一片天，
立志成为大马阿里巴巴

Pearl Harbour得以成为马来西亚著名的马来服装
品牌，秉持着上述的一个信念，其创办人兼董事经

理谭天良（Adam Tan）从一位对马来服装完全陌生、
不晓得半句马来语，远渡重洋，从中国拖着一个皮箱，
到今天成功创立Pearl Harbour品牌，拥有10家批发马
来女装店面。

谭天良的方向坚定不移：为马来女性提供物美价廉
的潮流服饰。经过7年多的发展，Pearl Harbour拥有
私人仓库、产品设计及电子商务团队，约有60名雇员。

2005年携带约1万令吉来马创业的谭天良，从夫妻
两人，夜市小贩开始，曾经推销珍珠、饰品、手袋、时尚
女装，直至2009年，锁定销售马来女装作为主业。2014
年，销售渠道多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建立电子商务网购
平台，才一年的时间，业绩成长势如破竹，增长10倍，相
当于2到3间店面的营业额。

对于多数人争取赴中国寻商机，谭天良却
逆行且取得成功，如他所言，“每一处

都有对的商机，每个行业经过改革创
新，都有新的机会，怎么做比做什么重
要。”

究竟他怎么做，以在这相对陌生
的行业大放异彩？

首先，选择比努力重要。近年国际
服装品牌相续进军大马，直接

冲击本地品牌，市场竞争相
对倍数提升。绝处能逢生，
他从中看到隙缝，我国第一
大人口是马来人，其中马来
女性钟情于马来女装，喜欢
为衣橱添购新款式，但这些
国际品牌不专注开发马来

服饰。马来女装市场缺乏国际品牌，竞争较小，他即时
抓住机会，补足这个缺口，专注批发马来女装。

补足缺口主打快时尚
其次，主打现代马来女装。偏离传统服装路线，为

服装注入时尚元素，以快时尚业为依据，在战略上采取
了快速、多品类、质优、价廉的竞争模式，以时髦设计为
马来女装注入潮流与现代感。

旗下设计队伍将样板运往中国生产，每周推出3至5
款新款式，销往全马、新加坡，汶莱，未来计划进军印尼
市场。谭天良坚持物超所值，以市场上最低廉价格最新
款式打动客户芳心，且多数款式是均码（Free size），
适合大多数人穿着的设计，一并解决了不同尺寸存货大
量堆积问题。

全情投入电子商务平台
勇于改变、创新、分享，让Pearl Harbour奋勇向

前，根据市场变化、消费需求，改变产品与商业模式，与
时俱进，提升企业竞争力。

谭天良经已拟定下一个作战计划。这是一个科技
时代，Pearl Harbour甫投入电子商务网购平台即取得
傲人佳绩，大大增添他的信心，他决定顺势而行，再次
改变商业模式，大力发展电子商务，3年内转以全网购
模式零售马来女装，预计投资约百万令吉于广告宣传，
提升网购品牌知名度。

“届时将保留2、3间店面作为展示厅。我看好马来
西亚的网购热潮即将爆发，Pearl Harbour蓄势待发，
以成为大马第一网上时尚购物平台为目标，放眼成为大
马的阿里巴巴，甚至是东南亚的阿里巴巴。”同时他表
示：”传统行业加上互联网推广才是一片蓝海，否则将
会被淘汰！欢迎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商家把产品放在我
们公司的网站上销售，共同开拓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市
场！”

在时尚界，“快时尚”标榜着“时尚设计、优质平价、限量发售、快速流通”的突破点，往往能在市场上出奇制

胜，突围而出。

珍珠港工业私人有限公司抓住市场的缺口，以快时尚模式批发现代马来女装，并搭建网购平台，业绩成长势如

破竹。

珍珠港创办人谭天良：

立志打造大马阿里巴巴

公司创办人Adam谭天良

业人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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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在以“经济新常态、亚洲新机遇”为主题的“
亚洲财富论坛第五届年会”上，许景南凭借在推

动匹克品牌及市场国际化方面的卓越表现，摘下“亚洲
国际化影响力人物”的殊荣。

与此，在新华网举行的“寻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
国品牌”大型活动颁奖盛典中，匹克体育作为中国体
育用品行业唯一代表，获得“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品
牌”称号。

对许景南来说，无论是“亚洲国际化影响力人物”
，还是“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品牌”，都显示出社会
对匹克的认可。

谈品牌：“国际化是一种信念。”
在许景南看来，殊荣背后是所有匹克人20多年来

对品牌国际化的坚持和不懈努力。匹克的国际化并不
是一蹴而就的，现在看来，一切有迹可循。　　

从品牌创立之初，许景南便定下了做国际品牌的
目标，果断 地舍弃“丰登”牌子，大胆 启用了全 新品
牌名称— — 匹克。寓意不断攀越高峰自我挑战的山
峰“PEAK”，在发音上契合了奥林匹克体育精神的“匹

克”，成功实现了名堂国际化的象征意义。　　
“品牌国际化不是说有个洋气的名字就够了。”许

景南说，“品牌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产品，产品要走向国

际市场，在各项标准上就必须同国际接轨”。从最初的

ISO9001的管理体系认证，到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再到OHSAS18001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匹克不断完善着管理标准与产品质量标准的国际

化。

与此同时，在看过太多知名商标被抢注的案例之
后，许景南意识到匹克的国际化道路必须要有各国法
律的保驾护航，此后，匹克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都进行了商标注册，完成了商标的国际化。 　　

在做好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匹克开始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你要成为国际品牌，没有同国际高端组
织、明星合作，让他为你的品牌做背书，就无法体现品
牌影响力。”许景南介绍说，匹克目前同FIBA(国际篮
联)、WTA(国际女子职业网联)等国际性体育组织均达
成合作伙伴关系,还同6个国家奥委会及8个国家篮球队
进行合作，以此借助各项赛事扩大品牌影响力。除了赛
事资源外，匹克还积极争取优质体育明星资源，“目前
已经有20多名NBA（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明星同
匹克签约，这些球员穿着我们的球鞋参加比赛，并取得
好成绩，便是对匹克品牌专业性和实力的最好背书。”
许景南表示。 　　

2009年，匹克在香港成功上市，这标志这匹克资本
国际化的完成。在许景南看来，资本国际化不是品牌实
现国际化的决定性因素，但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保障，它
将大大加快品牌国际化的步伐。  　　

如今，匹克的国际化战略已卓见成效，为社会各界
所津津乐道。但许景南并不仅满足于此，“未来，匹克
所做的工作都将在全球市场框架下进行。我们将进一
步加速市场的国际化，努力实现‘三个100’目标中的另
外‘两个100’即‘匹克产品进入100个以上国家、地区
销售’、‘未来10年内海外销售收入达到100亿元’。”

当谈起运动球鞋，相信大部份的消费者都会直接联想到

欧美品牌耐克（Nike）阿迪达斯（adidas）。

长期来，欧美体育用品企业无孔不入地型塑品牌形象，影

响全球，逐渐形成一种双寡头或多寡头垄断市场。

面对先来者占据的先发优势，来自中国的一位青年企业

家却十分有信心的喊出一句：“阿迪达斯和耐克能做的，

我们也可以！”

这番话正是出自被誉为“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品牌”的

中国体育用品匹克(PEAK)创办人——许景南董事长。

匹克“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品牌”

许景南：创中国的世界品牌

诚如许景南所言，一直以来，创国际品牌都是每个匹克人的
梦想。“有了这个信念的支持，所有匹克人都保持着高度的
热情和十足的信心，这也让匹克团队始终保持着高效的运
转。有了这多方面优势做保障，匹克完全有可能在品牌国
际化道路上后来居上，成功逆袭!”

国品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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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水兴国际投资联盟创办人兼主席拿督斯里郑水兴
在其以“房市战春秋，策略定成败”为醒目标题的第8届房
地产市场预测讲座记者会上表示，东南亚国家如缅甸丶寮
国丶柬埔寨丶印尼丶菲律宾等国家经济起飞所引发的“东盟
效应”，使东南亚这个拥有巨大升值潜力的国家有望一跃
成为房地产投资的首选地点。他将这个时代称为“大东南
亚时代”的降临，并预测马来西亚从2015年开始迎接“房
地产钻石8年”。

外国人来马置产好时机
郑水兴表示，尽管落实中国到访大马免费签证措施让

我国在各个领域的经济发展直接受惠，但是如果马来西亚
能够为中国旅客提供落地签证更为理想。“马来西亚和其
他东盟邻国在旅游业上互相竞争吸取更多外汇，我们需要
更多的外资，无论是在旅游业、或房地产领域，教育及医
疗旅游也一样”。

面对国际石油价格及马币汇率狂跌的双重打击，郑水
兴指出，从国外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投资马来西亚的时机

已经到来。“外国投资者目前应该要着手研究及参与跨境
投资，我相信马来西亚作为一个集合众多优势的地方绝对
是适合及值得外国投资者将其纳入跨境投资的国家的考
量。

另一边厢，即将在今年4月全面落实的消费税（GST）
，间接促使建筑材料、运输等成本提升，加上银 行发放
贷款 及审批机制严谨，2 015年的市场可说是充满挑战
性。“2015年房市处处充满生机/机会，但也有不少“陷
阱”。投资者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必须加以谨慎，以免错失
投资的良好时机，也只有最强大的机构才能够继续屹立不
倒。

提及过去几年房地产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郑水
兴解释，在特定地区房地产的价格其实相对便宜，这些地
方主要针对外国买家；而海外房地产经纪营销收取较高的
佣金、市场行销费用、海外代理或承包商推高产业价格等
因素，价格甚至可以上涨将近10%，这都是导致我国房地
产价格上涨的原因。

他举例，一些海外经纪叠高价钱享受或采取包销或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浪潮，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兴起。预计在2015年能够正式成立的

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将吸引各国转向更加重视东盟市场，特别是在投资方面，将有更多的生产基

地迁移至东盟。如今东盟10个成员国实施开放政策，尽管全球经济增长相对放缓，大多数企业也决定

削减成本并搬迁到相对便宜的地方继续营业，促使东盟国家很有机会成为最大受益者。

大马房产著名顾问郑水兴呼吁政府开放政策 

从“东盟效应”
大马房产著名顾问郑水兴呼吁政府开放政策

从“东盟效应”

素有马来西亚房产教父称号的拿督斯里郑水兴（中）连同4大专家——张益凡（右起）、黄祯祥、孔令龙及萧慧洁为2015年马来西
亚房地产未来局势把脉。

投资钻石8年房地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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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模式，之后再以高价转售导致有关项目价格超贵，一些
房价因此高涨。无论如何，这些案例在房地产只是占非常
小的部分，并不会影响整个市场，但这种情况给人一种房
地产价位上涨幅度非常大的想法。对国人而言，我国的房
地产价格过高，但是对国外买家而言，稍微高的价格相对
性差别不大。

本地中低价位房产价格继续攀升
至于2015年房价是否会下跌，郑水兴表示，我国今年

的房产价格，尤其是一些价格被炒高或盈利度高的高档产
业，价格将重新调整，而中低价位的房屋，因需求量将持续
增加，成本的提升将直接影响房价，估计中低价房产的价
格会继续攀升。但郑水兴预测一些房地产项目，包括旅游
房地产，医疗项目，制造业工厂等则会从“大东南亚”效应
受益而大受欢迎，价格有望创新高。

政府政策应该针对特定产业类型
郑水兴表示，我国需要在政策上积极做出调整及设定

机制，从中刺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竞争，迎合东盟一体化，
这样一来我国方能在具有挑战性的房地产投资领域与东
盟邻国竞争。例如，一些酒店服务式公寓主要针对外国买

家，政府没有必要设定100万令吉最低
门槛，因为这不会影响中低收入群体的
权益。 

相反的，最 低 价格10 0万令吉门
槛，迫使产业持 有人 必须以10 0万令
吉或以上的价格把产业出售予国外买
家。

另外，他促政府关注一些重要发展
或有经济效益的地区，就好比如依斯
干达美迪尼(Medini)概念的特区，让
有关地区的产业买家豁免产业盈利税，
公司税务及豁免国外买家置产最低门
槛等优惠。

4大专家　独到见解探讨外国投资者对 
大马房地产的影响

除了郑水兴之外，大会特别邀请4位在房地产领域的
资深投资顾问从自己的专业领域角度，在特备国际论坛环
节中，提出独到的见解，其中包括：

作为本地资深会计及税务专家的孔令龙主要探讨政府
今年4月即将实施的消费税GST是否让房地产价格“一定
看涨”；

来自台湾号称华人知识经济教父— —黄祯祥则透露
台湾投资者近期到海外投资所采用的投资模式；

身兼谢&吴办事处合伙人的萧慧洁律师是一位拥有
丰富经验的律师，将从专业法律角度分享外国投资对马来
西亚投资者带来的机会及影响；

贵为中国红太阳集团副总裁的张益凡通过各种管道推
广马来西亚房地产，使中国投资人成功投资在东南亚的产
业总值超过一亿令吉。他也在场分析中国人来马投资属意
产业类型及地点。

这项备受好评讲座记者会主要由Swhengtee国际投
资联盟主办，协办单位为《大马房地产》杂志。《马中经
贸》财经杂志则是本次活动的媒体伙伴。

第八届郑水兴年度房地产预测讲座《房市战春秋 策略定成败》获得大批房产投资者踊跃出席，现场座无虚席。

拿督斯里郑水兴（中）与四位论坛嘉宾畅谈“外国投资者对大马房地产的影响”，与参
会者分享专业看法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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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政协一次列席，一生荣誉

2015年，我有幸受邀代表马来西亚华社列席中国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

在北京举行，从3月3日至13日不间断运作。从3月3日俞正声主席开幕到分组讨论，听报

告，闭幕共13天。今年共有来自五大洲的27个国家38位海外列席代表出席。这些从去年7月开

始甄选工作而经过5次淘汰后而被邀的代表是极大的荣幸和难能可贵。他们是6,000万海外

华人华侨的幸运儿，所以被誉为一次列席一生荣耀。

来自27国38名列席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三次全体会议海外华侨华人代表有东盟国家马来

西亚的我，泰国的林国鑫、蔡荣庄，菲律宾的许中荣、洪文棋。其他国家代表包括阿联酋：余

时立，巴基斯坦：陈宗东，韩国：李忠宪，土耳其：萨比尔、博格达，纳米比亚：林金淡，南非：

庄斌宾，比利时：博旭海、博伯弟，波兰：韩宗华，丹麦：林燕标，德国顾裕华，俄罗斯：原毅、

秦子诰，法国：池万升，卢森堡：朱培华，罗马尼亚：陈健，瑞典：王建荣，匈牙利：余美明，意

大利：王建、项进光，英国：林道明，加拿大：欧阳元森、杨静，墨西哥：包容林，澳洲：田飞，

纽西兰：陈金明，巴拿马：唐金水，美国：萧泓、鹿强、黄根弟、陈守仁、吴建民、何如意。

召集人是何如意医生及杨静女士。38名列席代表中绝大部分是新侨。负责照顾和安排接

待我们的是徐光华局长，吴芳副局长，方云龙处长及邓卫星处长。列席代表对他们的服务表

示衷心感激。

列席代表特别重视此次机会，紧随日程安排，在小组讨论会上积极争取发言，建言献策。

不迟到早退。个别还接受记者采访。

中
国
人
民
政
协
︱ 
东
方
民
主

黄汉良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

201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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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总会长黄漢良（左）在会议上发表谈话。右为韩国代表李忠宪。

今年在中央8大规定下，会风、文风都与往年不一

样。会议开得简朴扎实。会场摆的全是人造花草。会场

也没有设茶点。食堂食物也一般以饱为主。白酒绝迹无

踪。以茶水代之。

二，人民政协的伟大历史纪录
中国人民政协相当于我国的上议院，委员是委任

的，有咨询权、发言权，参政议政，但设立法权。中国人

民政协成立于1949年9月21日。这次政协会议代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北京为中国

首都，五星红旗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采用公

元为纪年。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国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是第一届政协主席，周恩来是

第二、第三、第四的三届主席。邓小平为政协第五届全

国委员会主席。后来是邓颖超、李先念。在世的还有李

瑞环、贾庆林以及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

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俞正声。

三，人民政协组织特征
人民政协的构成是由中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

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各界代表、香港澳门台湾

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政

协全国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设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县都有

分布全国各地。人民政协是个统一战线组织。第十二届

全国委员会共设34个界别。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

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

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政公党，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无党派人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青年

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合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文化艺术界，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经济界，农业

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对外友好界，社

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少数民族界，宗教界，特邀香港

人士，特邀澳门人士以及其他特别邀请人士。此外有民

营企业家，律师等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还有其他方

面对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有功人士。其中共产党

员893人，非共委员1344人，妇女委员399名，少数民族

258名，一共2237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四，人民政协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
人民政协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

重要形式。

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

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

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之一。

人民政协作为实行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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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通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

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多种形式的实践，努力做到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与决策之前和决

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的实效性，

人民政协是实行中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

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重

要性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人民政府是国家

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管理国家事务的行政机关；人

民政协是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机构。人大，政府，政协

统一在中共的领导下，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负责，协调

一致地开展工作。各司其职，相辅相成。

五，人民政协落实四个全面战略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发生了极大变

化，经济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在习近平为首领

导集体作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动作。中国经济进入新常

态，精神处于新状态。GDP以7%左右的中高度发展，

企业转型升级，产品亦向中高端水平发展形成两个中高

取向。行政上大力反腐创廉，老虎苍蝇一齐打，获得全

面百姓普遍拥护。外交上以新型大国处世，成为世界上

负责任的大国。今年中国的外交以“一带一路”为一个

要点，和平发展共同繁荣为两个方向，积极开展外交活

动。

现在的中国正致动四个全面战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理论指导，实践

指南。全国人民正为二个百年目标而奋斗。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期待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

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也在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和参政议政，一年之计在于春，政协大会一般在3月初

和人民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又称两会。

两会分开各别举办，但间中也有交融，互通，列席

之举。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今年日程是开幕会，大会发言

会界别联组讨论和分组讨论，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及闭

幕会通过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

草案）及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六，人民政协广泛凝聚共识
会议前还有列席组全体预备会议。局领导介绍会

议筹备会议情况，会议要求。列席者自我介绍。

开幕由俞正声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包括2014年工作回顾，2015

年工作部署，共16面。人民政协拓展协商民主广度与深

度，民主广开言路，协商凝聚共识。此外，政协副主席

满族齐续春也作了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二次会

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本届大会发言分别有3月9日下午16位（包括李稻

葵委员、李河君委员演讲最精彩），3月10日下午16位（

包括牛有成委员）及3月11日下午15位发言，其中代表

九三学社中央发言的，杨佳委员最受感动和精彩。她

发言题目是“点赞正能量，厚爱正能量，弘扬正能量”

。不能看稿，一字不漏，一段不少讲完3面演辞，应给盲

人点赞。界别讨论，分组讨论都有各自的会场综合情况

简报。政协新闻处共出版58期。列席全国人大会议是

听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回顾2014年工

作和2015年工作总体部署。全文共34页，费时1时45分

钟。李总理表示，2014年中国经济爬坡过坑，成绩来之

不易，并警惕大家有权也不要任性。在民主领域提升鼓

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展现对中国发展信心。

在国家发展进步正程中，强调让百姓有“获得感”

的重要。

会后几天各地委员各小组分批对俞正声的政协工

作报告及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展开深入广泛的

讨论和发表感言。有的形成提案，呈交当局处理。可说

影响广泛深入。

结语：东方民主羡美西方民主
民主的真谛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人民美好生活。但

施行方式有所不同。人民政协制度是中国式的民主方

式，行使了60多年看来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需要。

人民政协属于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是通过协商包

容与中庸理念产生人选，再由人民代表甄选领导人。在

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是重要的选举程序。所谓一人一票恐

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列席人民政协会议是学习的好机会，了解中国国情

的好场所，也是窥探国际形势发展的好平台。

中国是东方大国，中国式民主也可说是东方民主。

西方民主已深入一般人的心中。东方民主能否让人类在

前进的道路上有多一个民主模式的选择，就让我们拭目

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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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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年
的
愚
人
节

今年的愚人节，4月1日，马来西亚税制将开启新的页章，进入消费税的时代。对

马来西亚人来说，可能希望消费税在当日实施，这不是恶搞，也不是政府对

人民开的玩笑。 

依据政府最后注册消费税的期限统计，注册公司达到34万939家，单单在最后

一天注册的公司就有1万7000家。据知，政府之前曾发函给5万家符合资格但没有注

册消费税的公司，提醒他们需注册消费税，由于当中只有约1万家公司回应，因此关

税局将在过后向毫无反应的4万家公司采取行动。 

从那么多公司已经注册了消费税来看，已显示了市场上已接受消费税的到来。

然而，从以上的数据来看，尚有部分公司对消费税仍然是不闻不问的态度。

为了让更多人对消费税有所了解，我在机缘巧合下和《老夫子》星马版结缘，于

今年1月与其合作出版《老夫子@消费税》，并分别在吉隆坡与槟城的星洲日报讲堂

举行盛大推介仪式。《老夫子@消费税》的内容也将在星洲日报连载。 

《老夫子》在华人社区里是非常著名的漫画，尤其诙谐幽默的对白，往往让人忍

俊不禁，而其反映现实与社会环境的功能，也常让人们在看漫画时开心大笑的当儿，

也能有所体悟。 

当《老夫子》冲出香港，飘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并找我合作出版《老夫子@消

费税》漫画，我当然十分兴奋！主要原因是我对《老夫子》漫画一向来都是喜爱有

加。但是要出版《老夫子与消费税》漫画，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毕竟

消费税是一项严肃的课题，其机制繁琐复杂，仅用三言两语的漫画对白，就要将其

概念表达出来，十分困难。不过正因为困难，才有挑战性！而克服挑战更是推动人往

前进的动力。

秉持着我一向以来希望以简单、易懂并幽默的方式，向群众与业者传播消费税

知识的信念，再加上出版社同仁的通力协助与尽心努力下，《老夫子@消费税》漫画

才能如期印刷出版，并推出市场。希望通过《老夫子@消费税》漫画，读者可以从里

面这些逗趣及生活化的情节与对白，对消费税的观念更为深刻与正确。

然而，当我在推介《老夫子@消费税》当儿，仍然还有好多出席的商家，还在问

是否年度应纳税营业额超过五十万令吉就必须注册?

其实来到这个时候，商家不应该对这个课题还存有疑问。因为，消费税法令已经

是规定只要超过规定的门槛，商家就必须注册。

反而，在消费税即将到来的过渡期内，对我来说那些尚未注册的商家，尤其是没

有超过规定门槛的商家，此刻更应该关心的是，您的企业是否应该进行自愿注册。 

市场上甚至还有错误的观念，认为千万别注册消费税，并想尽种种办法避开成为消

费税注册商家。有些人甚至利用开关新旧公司，来企图浑水摸鱼。这些行为，万一被

相关当局发现，其后果反而将会让商家得不偿失。 

非注册消费税商家的售价可能较高
消费税的其中各个特色是自我监控，只要商家已经注册，他就能够凭税务发票

索回进项税及征收销项税。 

但是，没有注册消费税商家无法索回进项税，而必须自我吸纳进项税，他可能将

这笔钱视为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或下游商家。因此价钱可能会与已注册消费税商家

不一样。

然而，商家除了应胥视无法索回进项税所带来的成本，也必须考虑若因此成为消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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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税注册商家，商家必须面对接踵而来为了遵照消费

税规定的，所引起的诸多费用，包括雇用人员专司处理

消费税账目、购买电脑会计软件与硬件以及聘请消费

税专家来为公司账目进行复审。此外，在处理消费税时

的任何差错而导致面对罚款等，都将会增加商家的营

运成本。 

因此，建 议 那些 还 未符 合资格成为注 册消费 税

的商家，此刻应该为您的企业进行“成本与效益分析

(Cost and Benefits Analysis)”，以衡量贵企业是否

应成为消费税注册商家。 

必须使用税务发票
在成为了注册消费税商家后，也有人开始问，那些

还没有使用完的发票是否可以继续使用呢？其实，只要

已经注册消费税商家的发票，符合消费税的规定，相关

发票仍旧可以继续使用。其中最重要的几点，包括商家

可以自行做盖章把税务发票应有的资料盖在还没有使

用完的发票上，并确保相关发票上必须显示消费税注

册号码、“税务发票Tax Invoice”的字眼，以及商家的

名称及地址。 

在消费税制度下，税务发票的作用不仅是记录购

买者该缴交的税率及税额，也代表着商家作为消费税

注册商家的身份。

若商家想在4月1日顺利迎接

消费税的来临，笔者这里可尝试给

大家一些建议与忠告，希望大家能

有所获益：

1. 商家在消费税的来临后，

必 须 时 时 警 惕 自己 在 进 行 采 购

时，必须向对方索取税务发票(Tax  

Invoice)，以便在之后能抵消其销

项税(Output Tax)，并索回进项税

(Input Tax)。

2. 在销售物品时，若物品为标准税率6%，在税务

发票上所显示的售价及其标价，必须包含消费税额。 

3. 商家除了可利用电脑会计软件来协助处理 账

目，也可在消费税来临后的6月内，考虑另外维持一套

进项税与销项税的手工记录，作为与电脑记录的对比

与审查，以防间中发生出入。 

4. 商家在未来消费税实施后的几个月内，必须更

加留心关注消费税的最新发展。任何疑问，应尽快咨询

关税局，以避免犯了不必要的错误。 

5. 商家也必须确认公司的应纳税期限(Taxable 

Period)为1个月或3个月，并严格规定在期限内缴付及

呈报消费税。 

消费税的来临，对商家最主要的影响以及必须谨

慎应对的，就是现金流量的问题了。若小心严控，并做

到以上笔者建议的几点，相信将协助商家顺利应对消

费税，并不陷入现金流量呆滞状况。 

我们也知道马来西亚目前面对原油价的不稳，令吉

的疲弱以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下调的低迷大环境。

因此，4月1日的到来，我们一定要能站得住阵脚，以迎

战及应付未来几个月的这些挑战。

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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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天
登尼特集团董事经理

2014年接近尾声，2015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登尼特的企业资本增值运作顾

问团队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机遇大于挑战，未来三年，即2015-2017年，是

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在探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之前，有必要从全局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发展

趋势。不难看出，随着近期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美国经济在2015年将持续扩张；

欧洲债务危机基本结束，欧洲央行继续宽松，应当考虑的是提振市场需求加大对

外投资；亚洲日本经济乏力，恐将进入“第三个10年经济困境”；印度、墨西哥等发

展中经济体在2015年预计出现经济加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局面。 

至于中国经济，随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大刀阔斧的加快改革，中国经济将步

入新常态，至少进入经济新旧常态过渡期，经济增长步伐逐步放缓，经济结构调

整更加趋于平衡。但也存在诸如劳动力增长放缓、信贷及房地产过剩等不确定因

素。

中国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

深圳前海新区改革试点探索转型新路、内外合作新模式；上海自贸区，进一步

开放中国市场经济，逐步实现全国自由贸易；沪港通为实现国内外股票交易互联互

通奠定基础；拟建福建自贸区旨在辐射台湾自由经济区，厦门自贸区筹建或正在筹

建中，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在有序推进……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

的步伐正在以全所未有的速度有序推进。

中国经济改革领域与趋势

中国的经济改革重点在八个领域，分别是：改变和突出政府服务型职能，放权

公开，简化投资行政审批制度；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国企盖尔，打破垄断，公平竞

争，开放铁路、电力等基础产业；建立健全土地所有制制度、提高增值使用率、产

权制度及市场开放准则；降低金融领域投资准入标准，调整转型结构、优化治理；

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国有资产资本管理及改造、鼓励发展国企与

私营、民企间的混合所有制；扶持产业创新、绿色发展；提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环

境及优化外国企业对中国市场准入。

中国2015年货币政策

2015年，中国货币政策总体框架仍然相对稳定，降准降息以定向宽松为主，受

外汇占款下降以及资金外流压力推动，政策调控结果将呈现出资金市场价格相对

平稳、流动性保持相对宽裕，从而有助于引导社会融资成本的继续下降，尤其是实

体经济融资成本回落，为中国国内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提供有利的货币环境。

中国财政政策与投资趋势

中国财政政策总体仍然是以稳定增长、促进改革为主导。投资仍是中国稳定

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财政政策格局将以基建投资为重要发力点。财政支出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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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向会偏向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三农、中小微企

业扶持等领域，尤其是信息消费、养老消费、绿色消

费。

另外，中国铁路、新能源汽车、核电、特高压等也

是2015年财政政策发力的重点之一。

中国房地产政策与市场趋势

预计中国央行在2015年将继续放松货币政策，基

准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同步下调，以阻挡中国房地产

市场的下滑态势或者说为研究调整房地产结构政策赢

得时间。

穆迪公司在其《2015年中国房地产前景报告》中

也提到：“包括最近降息在内的一系列支持性政策公

布后，抵押贷款申请将更加容易、房地产市场人气将改

善，因此房屋销售量将开始企稳。”但是，高库存水平

将继续挤压房地产开发商的营运资本和利润，并削弱

定价能力。开发商不得不进行打折促销以增加销售量

和流动性，因此2015年中国房地产虽有政策支持，但

房价将继续下跌。

中国国企改革与投资机遇

中国国企改革或将成为2015年最重要的投资线

索，以国企改革为代表的全面激发中国资本市场潜力。

早在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对国企改革提出

系列要求，其中包括完善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

以此同时，国企发布改革计划文件，提出吸引国内

民间资本，鼓励政企分离，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鼓励

国企向财务投资者和民间投资者出售股权，特别是竞

争激烈的行业。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使所有企业

平等竞争。

尽管存在投资限制，但有多少外国私募股权基金

和直接投资者在关注国企改革发展中的投资机遇。谁

知道呢？

中国产业政策与转型

以高铁等为代表的高端新兴产业的加快发展，积

极推动和促进着中国国内产能向国际市场转移，东亚

及俄罗斯大战略平衡之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更具战

略意义。以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领域投入将成为下一

年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因素。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为代表，配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为中国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内外部市场条件。

不难看出，中国在2015年乃至未来的至少五年，

对于基础设施产业领域的投资于政策倾向是非常明确

的，一方面国家层面支持，另一方面，放开民间资本的

准入投资领域。从近期投资成效及发展指数来看，基

础设施产业有望冲击中国房地产及银行业在中国的传

统支柱产业地位，也将有力与中国经济转型的优化、

平衡。

中国当前的经济局面处于危而不破，中国对经济

体制改革措施采取保守兼顾平稳策略，致使中国资本

市场没有太大的波动和起伏。但在未来，中国经济改

革成效一旦落地，给市场带来的投资机会更加明显和

突出。或许中国经济增长率会降低，但经济增长质量

确会更的好，更加平衡、稳健和持久。这将是外商进入

中国的一个良机。

同时，令外国投资者忌惮的政策法律方面的一些

阻碍，也将得到改善。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

上，已经把民主法治改革列为今后的重大事项，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这将给 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外

国企业带来更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企业创造更稳

定的创业发展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您在中国做生意

办企业，以前遭遇政府或者其他单位无理的要求，今

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请拿出法律依据，如果你的要

求不合法，对不起，我拒绝接受！您只需要聘请一位

企业法律顾问就可以。如您需要聘请中国企业法律顾

问，请拔打马来西亚登尼特电话：603-21418908，或

Email:mytanne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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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签订合同之前，认真审查相对方的真实身份和履约能力。

在马来西亚，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因此，要求签订合同的双
方都必须具有签约资格。否则，即使签订合同，也是无效的合同。在签

约时，要调查对方的信资情况，应该要求当事人相互提供有关法律文件，证明
其合法资格。文件包括：国名身份证、护照、授权委托书，详细记录其身份证号
码、住址（地址）、电话等。

一般来讲，重要的谈判、签约人应是董事长或总经理。如果签署人是代表
有关公司，必须要求对方提供有关董事会决议书(Directors’Resolution)。
如合同牵涉公司重要资产或一些公司章程及组织大纲(Memorandum and  
Article of Association)所提到的特别事项，那应当要求当事人提供有关股东
会决议书(Members’Resolution)。有时，出现签约的不是上述人员，但也要
检查签约人的资格。如了解对方提交的法人开具的正式书面授权证明，常见的
有授权书(Letter of Authorization)、委托书(Power of Attorney)等。了解对
方的合法身分和权限范围，以保证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如果签署人是代表自己个人或自然人(Natural Person)，则须确保有关自
然人不是一名破产人士。切记，除了某些特别情况，马来西亚法律是不承认任何
由破产人士所签署的合同。

此外，不要轻易相信对方的名片，名片不能代替证书，有的人名片头衔很
大，实际上是空的。

(2) 选择合同的签订形式。

关于合同的形式问题，马来西亚法律是认可合同可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
式和其他形式。但有句古话：恐后无凭、立字为据，这是为了日后解决争议提供
依据，防范可能存在的风险。

必须指出的是，在实践中有些公司之间的合同以双方之间互发传真或电
子邮件的方式订立，虽然法律对这些形式的合同也予以认可，但是一旦发生争
议后，因这些形式容易伪造而导致承担败诉的风险。因此，建议企业在签订合
同时，尽量采用正式的书面形式，如果在交易之初未来得及制定正式的书面合
同，也要在事后及时补签。

对于时间紧迫达成的口头协议应在事后补签合同，避免出现纠纷。如双方
身处异地可考虑录音或传真固定证据。总之“口说无凭、立字为据”是合同形式
的基本原则。

(3) 签订合同时应当严格审查合同的各项条款，比较重要的合同建议请律师帮助

审查。

为避免合同履行中的纠纷，公司或自然人应当严格审查合同各项条款以便
使合同权利义务关系规范、明确，便于履行。对于合同的主要条款，例如交受货
地点、交受货方式、货物价格、质量标准、付款方式、验收条款、争议解决方式、
履约担保的约定更要力求表达的清晰、明确、完整，决不能含混不清或者模棱
两可，给合同以后的履行埋下隐患。 

现实中大多数情况下，在合同签署之后，双方普遍上并不太关注合同文本的

具体内容，甚至可以说在正常交易是，合同文本通常没人去看。只有发生纠

纷了，双方才会关注，才会想到去仔细地了解合同条款、咬文爵字。在这种

意义上，可以说，“合同只有在发生纠纷时才有用”。正是因为这样，笔者认

为签署双方应该至少在签署任何商业合同之前，应该至少注意以下事项，

以确保合同的可执行性: -

签
署
商
业
合
同
之
前
的

七
大
应
当
注
意
事
项

黄祯辉律师
中国法律服务办事处总监

李素桦律师
马中总商会

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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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同文本的起草。

当谈判双方就交易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后，
就进入合同签约阶段，自然，就提出了由谁起草合同文
本的问题，一般来讲，文本由谁起草，谁就掌握主动。
因为口头上商议的东西要形成文字，还有一个过程，有
时，仅仅是一字之差，意思则有很大区别。起草一方的
主动性在于可以根据双方协商的内容，认真考虑写入合
同中的每一条款。而对方则毫无思想准备，有些时候，
即使认真审议了合同中的各项条款，但由于文化上的差
异，对词意的理解也会不同，难以发现于己不利之处。

所以，我方在谈判中，应重视合同文本的起草，尽
量争取起草合同文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要与对方
共同起草合同文本。有些公司或自然人在谈判中，往往
是由对方一开始就提出一份完整的合同文本，迫使我
方按照合同文本的内容讨论每项条款。这种作法会使
我方在谈判中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一方面由于思想
准备不足，容易让对方塞进一些对我不利的条款或遗
漏一些对方必须承担义务的条款；另一方面，按一方事
先拟好的合同文本进行谈判，极大地限制了我方谈判
策略和技巧的发挥，并且很难对合同进行比较大的修
改或补充，甚至有的只是在对方的合同上签字。

因此，在谈判中，我方应该争取拟就合同谈判的草
稿。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形势就会有利于我方。起草
合同文本，不仅要提出双方协商的合同条款，以及双方
应承担的责任、义务，而且我方要对所提出的条款进行
全面细致地讨论和研究，明确哪些条款不能让步，哪
些条款可作适当让步、让步到什么程度。这样，当双方
就合同的草稿进行实质性谈判时，我们就掌握了主动
权。

(5) 合同中的条款应表述准确、具体详细、协调一致。

合同条款太笼统不利于合同的履行。例如，某家马
来西亚制造厂从中国引进一套造压力容器设备，合同有
这样一条款：“某设备必须符合国际标准”。没有具体
指明其国际标准的定义。结果，在合同履行中，中方认
为其设备是符合国际标准，马方则认为不然，但由于合
同没能写明，也无从交涉，干吃哑巴亏。

同时，也应注意合同中的条款不能重复，更不能前
后出现矛盾。例如，我一公司与外商签订了一份合同，
在价格条款中有这样一条规定：“上述价格包括卖方装
到船舱的一切费用。”而在交货条款中却又出现了这样
的规定：“买方负担装船费用的2/5，凭卖方费用单据
支付。”这种前后矛盾的现象，最容易被人钻空子，并
影响合同的执行度。

另外，合同文字如果含糊不清，模棱两两，在执行
过程中，也会争议纷纷，扯皮不断，甚至遗祸无穷。 

因此，应对合同内容进行整体把握，形成一份用词
严谨、表述准确、权利义务对等的合同文书。

(6) 应当约定合同双方的责任和违约条款。

许多合同只规定双方交易的主要条款，却忽略了
双方各自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违约应承担的责
任。这样，无形中等于为双方解除了应负的责任，架空
了合同或削减了合同的约束力，

违约条款是明确约定违约的责任，为将来可能的
诉讼与维权打下良好的基础。违约条款中可以明确约
定违约金或欠款的利息。如：甲公司未按期完工的，必
须向乙公司方支付违约金马币100万元。

在约定违约金时，双方可写明赔偿了违约金后，其
中一方是否可以保留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权利，不让
违约金变成解约金的性质；此外，在约定违约责任时，
双方最好也列明哪些损失属于违约赔偿的范围，合同
法虽然规定了直接损失可以作为赔偿范围，这个也容
易理解。但是，合同法同时也规定可预见损失也属于
违约赔偿范围，但什么是可预见损失，这个问题就比较
复杂，诉讼时也难已证明，所以我们在约定违约责任时
最好列明哪些损失属于对违约赔偿范围。

(7) 约定争议管辖权条款。
有些公司或自然人在其所在地经营了良好的社会

关系，在发生纠纷后，往往利用地方保护主义逃避法律
制裁。因此，一般应约定由自己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双
方实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应当约定双方所在地的
法院都有管辖权。

当 然 也 可 以 选 择 一 个 公 信 力 高 的 仲 裁 机 构 
(Arbitration Centre)进行裁决。然而，建议非特别原
因（如保护机密信息），尽量避免选择仲裁机构作为争
议解决的方式，一来收费比法院高，二来仲裁是一裁终
裁，一旦裁决生效双方都要执行，而法院则是几审终审
制，对一审不服的，可以向更高法院上诉。

总结
各方投资企业不管是在马来西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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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这能为你的公司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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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任何关于马来西亚或或中国的法律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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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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的欢迎宴上，举办当

局颁发成就奖予14名杰出领袖。

最高成就奖由前印尼总统苏西洛荣获，马来西亚

首相纳吉亦曾于4年前获得。同时也是马中总商会第

一副总会长的陈友信获此殊荣，根源于其几十年如

一日的拼搏奉献。

与此，他还身体力行宣扬已故爱国侨领陈嘉庚的

办学与服务精神，身兼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信托人、

陈嘉庚文化中心联合主席。

目前，陈氏还是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第34

届会长。

多年来，陈氏用心经营教育事业的态度与成就有

目共睹，因此被誉为马来西亚教育国际化的开拓者。

整个学院集团在校生超过1.5万人，接纳来自超

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与美、加、英、澳等20

多个国家300余所著名大学开展学分转移及双联办

课程。在马来西亚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英迪源源不

断地输送了大量高质量人才，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

誉。

由于管理完善、信誉卓越，

英迪大学的课程皆获得马来西亚

教育部的批准，学位受中国教育

部、中国驻马大使馆认证。在英

迪大学，已有逾千名中国留学生。

与此，英迪大学还与不少中国大

学进行合作办学，如上海财经大

学、厦门理工大学等。

展望未来，陈友信深 信，其

所创办的英迪不会满足于成为学

生去英美等发达国家的跳板，也

要成为培养中国与东盟未来经贸

人才的培训基地，致力于把中国

优质的大学资源引进马来西亚，

以便促进两国的人才交流。

从2009年举办至今，世界华

人经济论坛已成为马来西亚最具

影响力的全球性经济论坛之一，

得到各国政 府的高度 重 视与支

持。

多年来，该论坛汇集来自东西方的政府领导人、

全球华侨圈的政经尖端、企业家、业内人士、投资

者、学者和研究人员，以商讨关键性挑战和战略课

题，评估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商业和投资机会等热

门课题。

2014年由亚洲策略及领导研究院(Asli)与中国贸

促会联办的第六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平

衡增长，共享繁荣”，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

界代表近500人参加。

第六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于2014年12月4日至6日

开幕期间，国际知名领袖如马来西副首相慕尤丁、柬

埔寨副首相贺南洪与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希洛等人

皆有亮相。中国领导则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

市委书记孙政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

李源潮出席开幕式。

至于在闭幕式上，主办方也正式宣布，下届论坛

将于2015年10月份移师至英国伦敦举办。届时，当有

另一番盛况。

第六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

陈友信获颁教育创业及
社区服务终身成就奖

在中国重庆市隆重举办的第六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上，马来西亚教育界领
军人物——英迪国际教育集团(INTI)创办人兼董事长陈友信荣获教育创业
及社区服务终身成就奖，多年来为教育界付出的贡献获肯定。

马来西亚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右二）颁赠第六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教育创业及社
区服务终身成就奖予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左二）。左起为世界华人经
济论坛创始人李金友与世界华人经济论坛首席执行官杨元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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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2015年新春感恩晚宴

响应现代海丝路  汇聚东盟大商机

踏入2015年送旧迎新之际，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不忘履行感恩晚宴年年办的诺言与饮水思源的精神，举办了
一场简单而隆重的新春感恩晚宴，以宴谢商会创办人与元老过去一年来为商会作出的贡献与宝贵意见。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致辞时表示，本商
会过去一年总算会务畅顺，未来将朝着两大目

标迈进：第一，响应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第二，巩固东盟国家之间各
商协会的联系。

“我们还要感谢本会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和一班
领导创会时奠定的明确路线，即成为跨越种族背景的
民间商业团体。”

他指出，马中总商会在去年成功带领马中总商会将
再度与马来商人与企业家协会(PERDASAMA)踊跃参
与海博会，让参展的马来商家满载而归，并奠定了今年
内双方再度组团前往第117届广交会的机缘。

“当我们协助马来商家，也在帮助华裔商家。因为
华商若一味孤立起来，力量只会变得薄弱；唯有全民共
同努力和合作，不分种族，方能大力推动马中关系。”

此外，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正面展望，
马来西亚作为东盟的“窗口”，十分有利于促进感兴趣
的中国企业家进一步认识东盟商家。

也是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5)工委会
主席的陈友信强调，本届大会将更加重视洽谈会与对
接会的实际成果。

“马中企业家大会已然成为本商会的一个品牌。
而马中之间双 边贸易额 要从千 亿美 元，大幅 提 升至
1600亿美元，其“弦外之音”就是要鼓励非华裔商家加
入，创造更富意义的经济效益成果。”

感恩宴出席者包括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名誉会
长丹斯里林玉唐、丹斯里郑添利、会务顾问陈金锭、丁
锦清、杨天德博士、名誉顾问吴立洋硕士、曾茂旺以及
副总会长宋兆棠硕士、刘俊光、郭隆生以及一众中央理
事。

黄漢良总会长与马中总商会一众前辈、领导与中央理事举起酒杯，高喊饮胜！

丁锦清（左起）、郑添利、林玉唐、黄漢良、陈凯希、陈
金锭和一众领导高举长筷齐“捞生”。

马中总商会一众领导喜相聚。前排左起为丁锦清、郑添利、林玉
唐、黄漢良、陈凯希、陈金锭、陈友信；后排左起为吴立洋硕士、
宋兆棠以及曾茂旺。

60 2015/04-06

会动态本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率领该商
会中央理事与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5)筹委会代表日前拜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亚
大使馆时，亲自接待有关拜访活动的中国驻马特命全
权大使黄惠康博士作出有关表述。

踏入2015年，黄漢良对马中贸易往来的前景充满
信心。“虽然马币有所滑落，希望这个情况有所改善。
不过，正面来看，马中双边投资额却已经超过1000亿
美金。”

另一方面，黄惠康大使非常认同来临的与第五届马

中企业家大会在提倡“拓展现代海丝路，构建和谐东
盟区”口号下的充实和多元化的内容与宗旨，并表示大
力支持。

他也对马中总商会2014年首次跨出国门，往中国
厦门盛 大举办第四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的成果表示赞
赏。

谈到马中关系的前景，双方展望能够在2014年马
中建交40周年的稳健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譬如，促进
更多中国人士前来马来西亚从事投资活动、加强中小型
企业之间的投资联系以及放宽签证等等。

马中总商会访中国驻马大使馆

黄惠康大使：建议马币和人民币结算  可节省两国成本

马中总商会拜访中国驻马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盛邀中方企业家与领导单位  会师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兼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
会工委会主席陈友信率领中央理事与相关人士

拜访中国驻马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吴政平时，深获
后者的赞扬，并表示会一如既往全面支持第五届马中
企业家大会。中国驻马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在过去几年，
持续成为马中企业家大会的认可单位。

吴政平指出，将会尽全力全面配合，并为来临的第
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给予最大协助。

趁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他进一步指出，
将会盛情邀请中方企业家及领导单位特地来马参与第
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黄漢良（左五）赠送新春礼篮予黄惠康大使（左六）。左起为马中总商会首席执行秘书周美
馨、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李素桦、会讯出版委员会主席陈云祥、副总会长刘俊光；右起为马中
总商会总财政拿督黄锡琦、女企业家委员会主席刘雪俪、会所管理委员会主席包久星太平局
绅、秘书长卢国祥以及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

展望未来，中国大使十
分鼓励马来西亚与中
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往
来之间，实行以马来西
亚马币与中国人民币
作为 结 算 单位，以 发
挥节省两国商家的外
汇结算成本负担的正
面效益。

由马中总商会诚意举办的
年度重头戏— —第五届马
中企业家大会在获得中国
驻马大使馆经济 商务处的
鼎力协助下，将盛邀来自中
国的企业家及领导单位，一
呼百应参与预定在11月7日
至8日隆重举行的第五届马
中企业家大会。

陈友信（左四）率领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与相关人士拜访吴政平参赞（中）；左起为中央
理事包久星太平局绅、副总会长郭隆生、刘俊光、中央理事李素桦、杨子威、青年团团员
黄祯辉以及MCEC 2015项目经理许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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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与第一副总会长兼
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会主席陈友信率领

副总会长刘俊光及中央理事谢中正拜访雪兰莪州高级
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时，双方建立了基本共识，即雪州
政府将全面与马中总商会配合，同时间举办2015年雪
州国际商展会及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第五届马中企
业家大会目前初步暂定在莎阿南室内体育馆(IDCC)，
于11月7日至8日期间隆重举行。

届时，在场将设有1000个展位，以便为国内外企业

家与采购商，直接选购来自本地与东盟，甚至远至美欧
市场的优质产品。

邓章钦正面展望，此举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雪州成
为主要的商务交易集中站，助本地各大中小型商家与世
界接轨，打开更庞大的东盟与全球自由市场商机。

大会期间，举办当局也将同时举办各种活动，如企
业家研讨会、中小型商家对接会、商展会、各类商品展
览会等等。

马中总商会拜访雪州政府 

互相全面配合  举办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以及2015年雪州国际商展会

由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诚意举办的年度重
头戏— —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有望获得
雪州政府的全面配合，将在国内基建最发达
的州属举办拥有千个展览单位规模的大型盛
会。

与此同时，以“拓展现代海丝路，构建和谐东
盟区”为口号的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预计
将会吸引超过1000名来自马来西亚、东盟国
家与中国周边邻国的大、小、中型企业家与商
家共襄盛举，支持我国在今年正式成为东盟
轮值主席国的重要使命。

黄漢良（右二）赠送礼篮予邓章钦（中）。左起为谢中正、陈友信以及
刘俊光。

马中总商会访工银马来西亚 

双方互相配合宣传MCEC 2015  
实现互惠互利

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率领该商会中央
理事与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筹委会代表日前

礼貌拜会工银马来西亚时，得出上述的正面结论。
其间，双方代表言谈甚欢，并非常认同来临的与第

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在提倡“拓展现代海丝路，构建和

谐东盟区”口号下的充实和多元化的内容与宗旨。
工银马来西亚副总裁王春海希望，借此机会进一

步探讨双方如何互惠互利，讨论双方合作策划的可行
性，包括在宣传、推广或赞助方面的前期筹备活动。“
我们将尽全力全面参与并积极配合。”

陈友信（左七）率领马中总商会代表与王春海及工银马来西亚同事大合照。左起为马中
总商会会讯出版委员会主席陈云祥、资讯工艺委员会主席丘洁光、交易考察委员会主席
张联兴、会所管理委员会主席包久星太平局绅、总财政拿督黄锡琦、副总会长刘俊光；
右起为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团员黄祯辉、工商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谢中正、工银马来西亚个
人金融部主任刘婷婷、公司业务二部叶耀光、马中总商会会员服务委员会主席李国源、工
银马来西亚投资银行部主任林国雄。

马中总商会与中国工商银
行马来西 亚 有 限 公司（简
称“工银马来西亚”）将进
一步探讨在来临的第五届
马中企业家大会上探讨合
作 策 划，从而实 现 互 惠互
利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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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第十一届文博会海外海外推介活动，主要由
深圳市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专职主任王

跃军同志率团，文化部外联局李江颐副调研员、市委
宣传部、市文体旅游局、报业集团、文博会公司等有关
单位负责人随团出访。推介团先后抵达马来西亚首都
吉隆坡、泰国首都曼谷，在当地举办招商推介会、座谈
会，拜访了政府相关部门、当地知名商协会、机构及企
业，均取得丰硕的成果。

文博会海外招商推介团成员包括文化部外联局副

调研员李江颐、深圳市文体旅游局调研员何国伟、深圳
市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主任科员夏添、深圳市
文体旅游局主任科员冯霞、深圳报业集团总经理刘明、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叶
建强以及深圳市灵狮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
官刘勇利。

马中总商会出席人士则有副总会长宋兆棠、秘书
长卢国祥、中央理事包久星、中央理事李国源及槟城州
分会会长准拿督郑荣兴等等。

第十一届文博会海外招商推介团访马

推动第十一届文博会海外招商工作

中国氯碱行业协会代表团访马

探讨氯碱行业广而深合作空间

在接待会上，双方一致认同，马中之间的氯碱行业
充满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空间。今后将探讨做

出进一步的同业交流与洽商。
中国氯碱行业协会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中国土壤学

会生态专业委员会兼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主任
和研究员董元华、中国纯碱工业协会秘书长程霖、江苏

化工华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郁健、江苏华昌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汉卿以及张家港市华昌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王鱼刚。

马中总商会出席人士则有中央理事张联兴、青年团
团长丁扬岗、青年团团员黄祯辉以及有关企业会员。

为探讨马来西亚与中国氯
碱行业之间广阔而深入的
合 作 空间，中国纯碱 工 业
协会会长王锡岭率领6人代
表团拜访马中总商会，并由
卢国祥秘书长接待。

卢国祥秘书长（前排左五）赠送《光辉四十年》图片集予中国纯碱工业协会会长王锡岭
（前排左四）。

2014年12月中旬，第十一届文博会海外招商推介团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办了
首场招商推介活动，会上，文博会公司董事总经理叶建强（前排左）与黄漢良总会
长（前排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为了进一步推动第十一届文博会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的海外招商工作，第十
一届文博会海外招商推介团于
2014年12月15日启程，赴马来西
亚、泰国、印度三国招商推介。

在马来西亚的招商推介会上，马
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率领
本地30多名马来西亚文化界人士
踊跃参会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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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会长拿督黄漢良接待山东省贸促会代
表团后说，山东省以生产机械五金商品为主，

並指山东省贸促会经已接洽我国机械五金业者及提供
一站式出口服务，越过中介商向我国业者直接提供货
源。

“这项措施能够有效减低本地商家的成本开销，
这对机械五金行业及消费者是个好消息。”

他指出，山东省贸促会代表早前已与国际贸易及工
业副部长拿督李志亮会面，而后者则建议山东机械五
金出口企业在我国设立一个庞大的五金生产工厂，从而
直接向本地商家提供货源及节省资源。

“虽然去年中国经济放缓及马航发生2起不幸事
件，唯去年大马仍是中国最大的东盟伙伴国及双边贸

易额达致1千亿美元，显示马中贸易关系仍可持续上
升。”

山东省贸促会副会长连佳军表示，从山东省输至
大马的机械五金商品极为畅销，故将会直接与大马五
金企业接洽直接提供货源，以省下部份成本。

马中总商会出席代表包括中央理事拿督沈哲初、
包久星、张志聪及星洲企业有限公司代表拿督戴将有
等等。

来自中国山东的代表包括山东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副会长吴肇明、山东时风集团国贸总经理李源诗、山东
五征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丁鹏及邹城市特力机械
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召文。

中国山东省贸促会访马

黄汉良： 省成本越过中介商
 山东机械五金直输马

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统战部代表团访马

加强与东南亚华人社团联系

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吕力男率领4人
代表团拜访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并由副总会

长郭隆生将负责接待。

会上，滨海新区侨务办公

室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侨

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

法规，研究拟定侨务工作的实

施细则、配套政策，制定侨务

工作规划。该办公室也调查研

究国内外侨情和滨海新区侨

务工作情况。

代表团此次拜访马中总
商会，涵养侨务资源、疏通海
外联络渠道、加强天津滨海

新区侨务部门与东南亚华人社团的联系与交往，以及
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黄漢良（前排左六）移交纪念品给连佳军（前排左五）。前排左起为程召文、李渊诗、丁鹏
及吴肇明。前排右起为马中总商会会员拿汀吴彩凤、拿汀方淑华、沈哲初、戴将有、张志聪
及包久星。

中国山东 省 将 越 过 机 械
五金中介商，直接向大马
业者提供出口，从而减低
我国的入口成本，惠及本
地五金业者与消费群。

吕力男副部长（左四）赠送纪念品予郭隆生副总会长（左五）。

66 2015/04-06

会动态本



他感到欣慰，大马能为中国提供免签证费，这是展
示良好友谊的一面，同时也会鼓励更多中国人

来马。
杨文泉率领代表团与马中总商会交流时说，这项

新措施对民间交流，会激起更大的回应。
是项交流会由马中总商会副会长宋兆棠主持。

杨文泉指出，中马两国建立
良 好关系，而且有源 远 流长的
历史，从抗日时期到中国改革开
放，大马华侨和华人都在不同的
时期给予协助，同时把现代化
管理、经验和资金，带到中国。
他希望中马两国继续维持良好
关系，在 未来更多的领域寻 找
新机会。

宋兆棠说，大马保留良好的
中华文化，同时珍藏许多历史资
料和文物。他希望马中两国在经
济建立互动外，在 文化上也建
立更密切的互动。

出席交流会者尚有中国云
南省玉溪市侨联主席何国光、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侨联副主席刀忠祥、金平县侨联主
席马晓明、昌宁县侨联主席杜永琴；马中总商会中央理
事张联兴、包久星、青年团会员黄祯辉、丰泉汽车有限
公司董事刘振宝、会员林章藤、陆秭融及马中总商会首
席执行秘书周美馨。

中国云南省侨联代表团访马

巩固中马互访基础  免签证费是突破

中国河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访马

为打造成重量级地区  河南招募外资人才

河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孔祥敬与马
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交流时说，河南已和

河北及山西等区域被归纳为中央经济区建设及重点发
展，郑州也正在积极发展航空业及打造400多平方公里
的“航空大都市”，这需要引入先进管理经验及人才进
行建设。

“在考察时我们积极推介
河南在中国及世界发展的定位，
以吸引海外华人关注，引入外资
及网罗人才。”

他 指 出，河 南 拥 有 1亿 零
800万人口及属於粮食核心区，
每 年生 产 约1千10 0 多 亿斤 粮
食，这也成为中国粮食战略的发
展“重省”。

他说，河 南省 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是负责湖南省行政
管理体制、机构改革及编制的
日常管理工作的省政府单位，这
次委派代表前往大马、新加坡
及印尼三地进行考察。

河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出席者包括河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人事处
处长黑云龙、河南省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人事处处长
李新章、平顶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杜伟及
滑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好方。

河南省政府正积极从世界各地招募外资及网罗人才包括华裔菁英，以把该省
打造成中国境内的重量级地区。

孔祥敬（左三）赠送纪念书册给刘俊光（右三）。左起为李新章及黑云龙，右起为马中
总商会首席执行秘书周美馨及刘好方。

宋兆棠（右五）和杨文泉（左四）交换纪念品。左一起为杜永琴、刀忠祥、何国光；右
一起为林章藤、刘振宝、黄禎辉及包久星。

中国云南省侨联外联处处长杨文泉在来访马来西亚时正面评价，大马落实中
国免签证费，是一项突破，为中马两国未来互访建立更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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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漢良认为，越南作为东盟的一份子，而马来西亚
今年正式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两国人民和商

会之间应加强联系。
“趁着今年尾由本商会隆重举办的第五届马中企

业家大会(MCEC 2015)，我们希望Pham Cao 
Phong阁下把这个讯息带回去，让越南企业家
来马参会；本商会也将不时组团走访包括越南
在内的东盟国家，增进联系。”

Pham Cao Phong阁下则建议，日后应致
力于促进马来西亚、中国和越南三方合作。他举
例，马来西亚商家到越南发展工业区，此举可吸
引地里位置相近的中国商家。“而且，如果马来
西亚经商团拜访越南，我们还可以介绍和安排
经商团到毗邻的中国云南省续访。”

黄漢良指出，外界或会对越南不甚了解，经
过马来西亚的穿针引线，能使到投资者更有信
心。“中国进入“新常态”。我相信，趁着中企有
意把过剩产能外移，越南凭着地理位置和文化
上的优势，有实力跟东盟邻国竞争。”

Pham Cao Phong阁下指出，随着中国技
术门槛提高，推升各种经商成本，中国企业已逐

渐把产线转至越南等周边国家。“一旦马中越三国合作
成真，可望发挥各有优势，互相合作。”

越南驻马大使访马中总商会

探讨共创马中越“三国合作”

大马中小型企业机构访马中总商会

拟合作备忘录  未来策略伙伴

该机构经济与政 策规 划部副主任莫哈末阿丹希
望，马中总商会以广大的企业会员网络优势，广

传有关活动的讯息。“我们还在物色着具影响力的中资
企业参与这项会议以现身说法，相信马中总商会可以
协助介绍和牵线。”

负 责 接 待 的 马 中 总 商
会 第 一 副 总 会 长 陈 友 信 指
出，2015年东盟中小型企业
展览会与会议以及第五届马
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5)
的主 题有异曲同工之妙。他
希望，两项活动可以互相支
持，而在长期的未来，两项大
会举办方可考虑通过拟定和
签署合作备忘录，成为彼此
的策略伙伴。 

陈 友信正面展 望，中小
型企业势必成为未来推动东
盟经济发展的引擎。“马中总
商会大部分企业会员也是由
中小型企业组成。”

据悉，2015年东盟中小
型企业展览会与会议瞄准吸引1000个参会者以及设立
500个展位，目前展位订购率已达56%。会议期间，举
办方还会设立商务交流平台，可望实现高达4亿令吉的
商业对接成果。

配合即将于5月26日至28日，假吉隆坡著名地标——吉隆坡会展中心隆重举办的
2015年东盟中小型企业展览会与会议(ASEAN SME Showcase & Conference 
2015), 大马中小型企业机构(SME Corp)拜访马中总商会，以探讨未来联手合作
的可行性。

陈友信（左五）赠送《光辉四十年》图片集予莫哈末阿丹（左四）。左起为摩根、大马中小
型企业机构国际合作秘书处经理诺苏哈达以及副主任蔡信宏；右起为马中总商会青年
团团员黄祯辉、首席执行秘书周美馨、李素桦律师事务所代表、中央理事王耀辉、戴炳
煌以及李国源。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左四）赠送《光辉四十年》图片集予
越南大使Pham Cao Phong阁下（左三）。左起为MCEC 2015项
目经理许诗云及大使助理Vu Thu Thuy；右起为马中总商会青年团
团员黄祯辉、中央理事包久星以及副总会长刘俊光。

为了探讨进一步提升马来西亚与越南企业家的合作机会，越南
大使Pham Cao Phong阁下专程莅临马中总商会总部，并由马中
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亲自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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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看好，马来西亚拥有丰富的独有原
产料，若加上鞍山市的加工经验辅

助，将能互相发挥优势，相得益彰。“我们十
分看好马来西亚的木材加工、清真产业以及
基建工程。”

他补充，在互相投资方面，马中还有许
多待发掘的商机。“马来西亚企业百盛控股
(Parkson)在鞍山市的投资成功经验，就是
证明。”

宋兆棠则展望，随着马中双边贸易额近
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辽宁省鞍山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代表团访马

善用矿产原材料加工技术  来马探讨合作机会

马中总商会宴请中国成都市外办副主任钟来招

探讨未来再赴神州举办马中企业家大会可能性
2015年2月份春暖花开之际，马中总商会
总会长拿督黄汉良率领商会领导与秘书
处人员，于中餐馆湘满清设宴接待中国成

都市外办副主任钟来招。

席上，钟来招感谢马中总商会的盛情款
待，并表示来马后感受到浓浓的人

情味，倍感窝心。
双方用餐期间，还探讨了往后由马中总

商会举办的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其中一
届移师至成都市举办的可能性。

早在2014年，马中总商会率先跨出国
门，往中国厦门盛大举办了第四届马中企业
家大会(MCEC 2014)，取得圆满成功。

宋兆棠（右五）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王昊（左五）。左起为鞍山市外
经贸局亚洲处处长赵迎雪、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李素桦、鞍山市服务业委
处长李传来以及经济开发区副主任宋威；右起为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张联
兴、拿督沈哲初、副秘书长李志贤、中央理事包久星。

为开拓中国辽宁省鞍山市与马来西亚的经贸合作商机，鞍山市经贸
局副局长王昊率领4人代表团拜访马中总商会，并由副总会长宋兆
棠接待。

黄漢良（左五）赠送纪念品予钟来招（左四）左起为马中总商会首席执行
秘书周美馨、副总会长拿督林恒毅以及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经济
及贸易关系副主任Kiew Chia Meng；右起为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团员黄
祯辉、《马中经贸》财经杂志主编朱国滨、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戴振标、
张联兴、刘雪俪以及李素桦。

马来西亚贸工部长高度赞赏马中总商会

“勇于创新，联系多元种族商会，赴神州拓商机”
3月3日，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举办

了一场与私人领域代表聚首的交流会暨
新春茶会。在茶会之前的圆桌会议上，各跨
种族商会交流期间，马来西亚商人及企业家
协会(PERDASMA)总会长拿督莫哈末伊萨
益慕向贸工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汇报指
出，与马中总商会的数度合作都非常愉快且
满载而归。“经过多番的交涉与共事经历，
我们真切感受到马中总商会领导的诚意与
专业效率，并衷心期望与马中总商会永续性
的合作下去，直到永远。”

慕斯达法则高度赞赏在马中总商会与
马来西亚商人及企业家协会的牵线下，在联
系跨种族商家，组织商贸团前往中国抢滩商
机方面，所付出的杰出贡献。

2015年2月份春暖花开之际，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率领商
会领导与秘书处人员，于中餐馆湘满清设宴接待中国成都市外办副
主任钟来招。

贸工部与私人领域代表交流会暨新春茶会上，大马贸工部长慕斯达法（
左四）与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阁下（右三）和马中总商会领导合照。左起
为中央理事李国源、罗章武以及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右起为马中总商会
吉兰丹州分会会长拿督陈春华以及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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