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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带一路”与东盟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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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推出，正

式确定了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新模式。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出现超于预期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以及中国单方面投资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到

位，都反映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上的发展资金充裕。

伴随着东盟共同体，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甚至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

(RCEP)预计年底的协议达成，“一带一路”的战略模式对东盟是一种助力，还

是一种竞争，这还需留待执行效果与时间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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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的发布，中

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新模式正式被确定下来。“

一带一路”的概念，实际来自于中国古代两条对外建立

国威的外交与经贸路线；而这全新版本的“一带一路”

，则是在“习李时代”初期就开始构思的战略模式。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

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就首次提出了加

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

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随后在

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

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

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

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愿景与行动》，圈定了中国境

内18个省份，以及15个港口作为“一带一路”的推动重

点，当中，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带”的核心

区，而福建则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路”的核心

区。对外发展上，“一带”分为几条路线，即往中亚、俄

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往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

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与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确

定了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新模式。

而截至4月15日，中国积极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AIIB)确认将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当中东盟

10个国家都参与了亚投行的建设。亚投行与中国单方

面投资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都被视为是中国在“一

带一路”建设上的重要资金来源。

在“一带一路”的热议声中，2015年度的博鳌亚洲

论坛也确定了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的启动，看似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同时，根

据东盟领导层与市场人士的预估，以东盟作为核心的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料将在2015年底达成协

议，逐步印证着全球最大规模经济体的诞生。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大战略模式，即以两条路

线对外开拓的发展格局，能否在“习李时代”内取得重

大的成就，这无疑是市场更为关注的课题。毕竟，两条

路线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挑战与阻隔。而东

盟国家与中国在制造业上的红利结构与成本竞争等层

面都有重叠的趋势，“一带一路”对RCEP是否是一种

阻力，仍然需要经过更多的磨合与调整。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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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以及经东南亚往南亚、印度洋。“一路”的重点方

向则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过南中国海到印度洋，延伸

至欧洲；以及由沿线港口直到南太平洋区域。

虽然《愿景与行动》只是圈定18个重点省份与15

个港口，但相信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上，中国境内的各个

省份都依然将出台相关的发展政策，不仅是借助该趋

势发展各省份的经济，同时也将助力其他重点与核心

区域，让资源分配与分布更为均衡。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地域和国别范围也是开

放的，无论是古代陆海丝路上曾经过的国家将受惠其

中，当前在规划路线内或与中国的友好邻国都将从中得

到更多的合作机会。中亚、俄罗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

是当前的优先方向，作为海路与陆路潜在交汇点的欧

洲，在长期与正面的发展下，将可融入合作，让“一带一

路”尽显其开放性。

事实上，自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其改革

开放的发展步伐下，中国在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惊人

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2013年的对

外贸易总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市场，

而2014年以购买力平价（PPP）的方式计算，中国也超

越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当然，上述两组数

据仍引起许多学者与市场人士非议与质疑，但这也不能

否认中国在经贸上的突出表现。

而问题在于，中国在经贸上所取得的优异表现，实

际上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国在整体国力上的提升。随

手拈来的例子，中国近期在海外投资的失利与多番阻

挠，以及中国企业与人群在海外的负面印象，都一再地

凸显出中国的软实力，依然需要进行更多的努力与深

耕。

因此，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所需坚持

的是正确义利观，即道义为先、义利并举，向发展中国

家和友好邻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真心实意帮助发展

中国家加快发展。中国不仅要打造经济与贸易投资的升

级版，也要通过“一带一路”的途径打造中国对外开放

的升级版，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互利

合作。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肯定不是中国本身发展的

战略模式，以及利益独享的格局而已，对周边国家而

言，“一带一路”更是各国共同的事业，以及作为一个

利益共享的地带。尽管中国出台了《愿景与行动》，但就

目前的趋势而言，“一带一路”的规划依然处在开放的

状态。由此，东盟国家所需要做的是，不应该只是以地

理格局看待“一带一路”的发展，即只是发挥在海上丝

绸之路的合作模式，反之，应认清“一带一路”的整体

发展趋势，借助该战略所拥有的潜在优势，积极对外的

新市场与投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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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未谈论这一课题之前，不妨谈谈一个读者应该

不陌生的三国故事，即让人津津乐道的诸葛亮“隆中

对”（三分天下论）。根据小说《三国演义》，刘备在三

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在隆中的住所向刘备分析了当时

东汉末年的政治局势，并提出了“三分天下”的论调，

即曹操掌握北方，东吴的孙权掌握东南扬州之地，而建

议刘备应该取下荆州与益州之地，形成三分天下的格

局。

根据诸葛亮的部署，一旦时机成熟时，刘备军团可

以兵分两路，一边从益州进攻长安一带，一边则从荆州

进军洛阳等中原核心，届时就能击败曹操势力，从而完

成当时的大一统。

每每读到或看到这一段，似乎都会为读者带来震

撼与兴奋，姑且不论在正史上是否真的存在着。但事实

上，我们都知道，刘备的蜀汉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

荆州在短时间内也被孙权所夺去。因此，理论上的完

美，并不代表着能够经受到现实层面的发展。

兵分两路，在过去中国历史上都是险招，因为存在

着变数相当大。就以蜀汉而言，要兵分两路进攻，不仅

面对着资讯往来上的不便，也还需面对着兵力、粮食、

气候、路途等多方面的顾虑。

或许读者可能不太认同这“以古论今”的论调，毕

竟时代的不同，资讯掌握已变得迅速与多元化。然而，

不能否认的是，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发展，其在陆路上的

对外发展，表现还是较海路上来得强。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海

“一带一路”战略的可行性： 
是“左右逢源”？还是“蜡烛两头烧”？

资料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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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强国，更从来不是一个海洋帝国。很多人对此会以“

郑和下西洋”的例子来反证这个观点的“错误”。其

实，中国先人的几次远洋航行与海洋帝国毕竟是两码

事，一个重点在“航行”，一个重点在“帝国”；一个重

点在“技术”，一个重点在“制度”，因此不能纯粹用“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成就来证明中国是一个海洋帝

国。

无可否认的是，从1405年开始的28年间，郑和率

领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让郑和

堪称是世界历史上的最伟大航海家之一。郑和28年内

的七次远航，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

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

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

早114年。在世界航海史上，郑和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

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无论是规模还是实力，

都是当代无可比拟的。

郑和所在航海上所取得的壮举，主要还是反映了

明代官方在外交与贸易双重任务上的成就。毕竟，史书

上的记载，郑和的出使各国，主要还是宣谕明朝天威，

并对朝贡之国从优赏赐。然而，在郑和出使西洋诸国的

背后，官方实际上是禁止民间海商船队的。因此，明显

发现到，随着明成祖与郑和分别死后，中国船队便绝迹

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使得

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

从此，中国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

占据，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而随

后欧洲人对美洲的新开发，绕过非洲的航行等等，都给

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巨大市场空间，从而揭开

了西方海洋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形成真正的海

洋帝国时代。

当然，若所中国航海事迹，除了明代郑和外，仍有

先秦时代往日韩地区的交流，以及三国往南方贸易等

零碎史料与片段。但这些历史上偶然出现的航海成就

相比，中国在陆路上的贸易与对外交流则明显更长久，

并早早形成了机制化的普遍社会成就，从文化到艺术，

从科技到贸易，甚至国防和帝国制度，都与大陆贸易相

关。

因此，陆路贸易可被视为是推动组成、构成中国若

干帝国朝代的重要基业。其中，西汉出使西域、唐宋对

外交流的极其兴盛，无疑是路上丝绸之路所展现的辉

煌成就。尽管同样的，陆路自明代锁国政策后就出现

疲态，但至少千多年遗留下来的底蕴，依然有着巨大的

发挥空间。

从历史回归到现实。过去数十年改革开放后的经

济起飞，带动着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这确实

来自于海上贸易的成就。毕竟，自过去数百年来，海洋

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的重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的

发展格局上，中国还是需要在“一路”上发挥其所长。

但在这“一路”的规划，不能少了的是，适当的开放之

余，也还需保留适当的防御。这是因为，中国在“一路”

上仍需面向已在海洋积极进取的西方国家，而西方国

家皆仍拥有着强大的理论与海洋实力。换言之，中国对

待“一路”的开放性，无疑还是包含着积极进取与客观

防御两个层面的。

反之，“一带”的陆路发展，实际乃中国目前更有

意推进的市场。从2000年推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

后，中国就积极将东部沿岸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于

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其中，仅2014

年就有33项重点工程投入西部地区，投资总额高达

8353亿元人民币。中国境内在经济与发展上的逐步西

进，自然将反映在中国积极对待中国西部所能对接的

市场，即整个横跨欧亚的大陆上。可以预见的是，中国

将对“一带”采取积极扩张的战略，利用自己的市场优

势和产业优势，争取区域一体化发展，并在这一进程

中，谋求陆路贸易的主导权。

因此，“一带一路”究竟是“左右逢源”，还是“

蜡烛两头烧”，这取决于中国对外政策上的拿捏。事实

上，中国很明显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东南沿海适

于海洋贸易，广袤的西部则适于大陆贸易，两者不能偏

废，必须同步进行。中国未来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要

解决好大陆贸易和海洋贸易的冲突，这个问题如果处理

的好，实际可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发展典范，重构了一个

发展体系，中国有机会藉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核心

国家。

作为“一路”发展关键的东盟国家，尤其是马来西

亚，在这中国两路并进的战略格局上应该发挥怎样的

作用呢？简单而言，能否借助中国在海上贸易的攻防并

进，以及中美两国之间取得平衡，将是东盟国家另一左

右逢源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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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中，东盟地区是一个重

要的节点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

地。大多数东盟国家拥有地理位置的优势，从水路看，

它们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从陆路看，它们处

在全球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之间。

从中国的策略来看，未来随着“一带一路”落地，

中国对东盟国家将会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然而，正

是这片位于“海上丝绸之路”要冲地带的国家，有可能

成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强有力的竞争者。

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过去曾从

资源支撑、海权、地缘政治和出口竞争等角度，分析了

中国无法同时支撑“一带一路”两大战略。除此之外，

随着中国的要素成本不断抬升，从中国向东盟国家的产

业转移也在悄悄重构中国与东盟的未来关系。

澳新银行日前发布的分析认为，东南亚国家以其

廉价劳动力和战略位置吸引着全球制造企业。澳新银

行的经济学家预计，越南、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孟加拉等东盟国家将最终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

工厂”。这一预测展示了如下一些情景：到2030年，东

南亚国家6.5亿总人口之中，半数以上都是30岁以下的

年轻人，其中部分是消费水平高的新兴中产阶级。未

来10-15年，东南亚国家将夺走中国的“世界工厂”称

号。企业会涌入东南亚，利用这里充裕的廉价劳动力。

到2025年，东盟内部的贸易额可能增至1万亿美元，主

要经济体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可能增至1060亿美元。

这种预测并非毫无根据的猜测，而是有着现实的

支持。东盟国家取代中国地位的上述转变正在发生，

越南就是东盟国家中的佼佼者。在电子产业，仅仅十年

前，越南还仅是全球电子供应链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

环节，但越南在2013年的电子设备和零部件出口总额

已超过380亿美元，尽管这一数据同当今代工基地中

国5600亿美元的出口总额相较甚远，但越南在这一电

子设备和零部件出口榜单中的排名已经快速上升到了

如今的第12位。而且，越南的IT服务行业目前也正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韩国电子巨头三星集团已经在越南开

设了两家工厂，其中一家将雇佣8000名工人，每年可为

三星显示器公司生产4800万台设备显示器，投资规模

高达10亿美元。与此同时，包括英特尔、LG以及其他

一些电子厂商也均在越南地区砸下了八位到九位数的

投资金额。

不少跨国电子生产企业由于劳动力年龄增长、薪

资成本上升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而将自己的目光放在了

中国之外的地区，中国在低端生产和组装方面的竞争

优势已经开始逐渐流失。中国的这些趋势对于包括越

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这些亚洲东南地区的

国家来说尤为利好，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充足的廉价劳

动力来满足中国尚没有来得及吸纳的生产和代加工业

务。

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不可能马上完成，这

意味着中国在未来较长时期仍不能抛弃中低端制造，

仍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出口加工业。但来自中国的产业

转移和外商在东南亚加大投资显示，中国制造业与东

盟国家制造业将在不小的领域内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部的发展梯度有可能

形成更大的区域内部市场。如缅甸、柬埔寨，老挝的低

成本劳工，泰国、越南、印尼和菲律宾的高成本效益制

造商，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成熟生产商之间已经形

成互补，有预测称，截至2025年东南亚国家地区内贸

易可以提高到1万亿美元。如果东南亚国家在2015年

底之前如期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实现十个成员国之

间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工的自由流动，将对中国形成

一种“整体威胁”。

东盟国家已经展现出了“年轻的竞争者”的态势，

它在产业、投资、消费市场方面都会对中国的将来有影

响。在中国高举“一带一路”大旗的时候，真需要仔细

研究未来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竞争挑战。

除了“一带一路”上，东盟可能对中国带来的竞争

外，还需注意“一带一路”可能会面临的重要挑战。根

据中国安邦咨询公司的看法，目前在对外方面，“一带

一路”战略面临两个重大挑战。

东盟在“一带一路”上 
对中国的竞争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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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重大挑战是这个规划本身是

G2G的总思路，也就是“政府对政府”的

思路。这个“一带一路”的规划，带有要求

各国政府间规划协作的强烈意味，要求的

是协调一致的配合。比如类似的表述：“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

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这就是明确提

出要求，希望各国来对接“一带一路”。

不过要注意的是，G2G的合作方案重点

关注了政府（或者说执政党），但对各国

的市场、对各国老百姓的好处并未体现在

明处，容易遭遇各国反对党的狙击以及各

国社会层面的抵制。中国过去在缅甸、越

南、斯里兰卡都遭遇过类似的事件，中国

的许多重大投资项目都受到抵制甚至被

强行叫停。

第二个重大挑战是，“一带一路”战略中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项目。从项目的性质来看，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会消耗掉大

量的资本。可能参与这个规划的研究人员并未对阿富汗重建计划等

国际项目做过深入研究，安邦咨询的跟踪研究显示，自2002年起至

2014年，美国已对阿富汗提供了1040亿美元的援助，以支持数百个

阿富汗发展项目。虽然这一计划的投资额已超过了当初的“马歇尔

计划”（相当于现在的1030亿美元），但效果却很糟糕。援助资金或

物资“打水漂”的现象到处存在：尽管阿富汗收到76亿美元禁毒专

项资金，但近三年来阿富汗鸦片产量却逐步上升，并达到历史最高

水准；美国和欧盟斥资30亿美元建设阿富汗员警队伍，但如今仍有

5万4千名“幽灵员警”——每月领工资，却不见人影；市场和超市中

售卖大量过期货物；中上水准的私立小学校舍和设备可谓陈旧。

美国总结认为，阿富汗重建专案耗资巨大而成效不彰的重要原

因是“缺乏规划、豆腐渣工程、机械故障和监管不利”，阿富汗政府

的腐败和低效，以及阿富汗严峻的安全形势也是重建耗资巨大却效

果不佳的原因。像这类重在基础设施的资本计划，对老百姓的益处

同样难以体现在明处，而且这个类型的投资是最容易招致腐败的领

域，阿富汗重建计划的失败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一例。

“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展示了中国领导人重建丝绸之路的战略

构想，但这个战略规划有着比较强烈的输出中国经验的色彩，看着

似乎是大手笔，但实际与世界产业新潮流有些格格不入，对“一带一

路”各国的国情也是一种挑战，实现起来难度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一带一路”可能面对的竞争与挑战，绝

非是对该战略模式的冷待与漠视，反之，在认清相关的竞争与挑战

后，才能从中寻找更为合适的发展路线，从而在“一带一路”未来的

规划上，具备清晰的思维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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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今年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将在今年底

见证东盟共同体的诞生。同时，在刚结束的东盟峰会

上，马来西亚的相关领导层都预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协议(RCEP)也将能在今年底达成协议，逐步印证着全

球最大规模经济体的诞生。RCEP的参与国包括东盟

10国，中国，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与印度；涉及人

口达33亿，生产总值达17兆美元，并占全球贸易总量的

1/3，无疑将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集团(Trading Bloc)。

RCEP的诞生，意味着东盟与周边6个国家的经贸

与投资关系，将变得更为密切。同时，中国倡议的“一

带一路”，其对外发展路线几乎就涵盖了RCEP所包含

的区域与国家。换言之，两者之间乃存在着许多共通之

处。

当然，这当中更为重要的还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

系。今年恰巧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的5周年，如何

强化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也成为了双边重要的议

题。尽管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或许将面对来自于东

盟方面成本与人口红利等竞争，但当中仍有许多可以互

补的层面。

其一就是物流方面的提升。在2015年两会召开期

间，全国政协委员王亚君提交议案，建议在中国东盟

自贸区框架下设置跨境物流平台，进而降低物流成本，

以提升双边贸易。在中国正同东盟就自贸区升级版进

行谈判的同时，如何降低物流成本，进而达到“货畅其

流”便成为双边“互联互通”程度的重要指标。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双边贸易额出现喷

发式增长，由当年度(2010)的2927.8亿美元增长至

2014年的4803.9亿美元；然而，这一势头已出现趋缓

迹象。根据估计，2015年双边贸易额预估将落在5000

亿美元之间，较上年8.3%的增速显著放缓。

对于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内设置统一物流平台的提

议，要提醒的是，这一提议早在2010年底便由中方所提

出。迄今为止，这项提议迟迟无法进入验证阶段便说

明了“统一物流平台”概念背后极为复杂的问题。

物流是一项牵涉繁多的产业，而跨国物流所涉及

的行政程序更加重了这个平台的难度。相较于中国国

内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物流作业平台，在东盟区域内，

物流发展层次不一、物流观念差异大、物流标准不统

一，以及基础设施投资不足都是“统一物流平台”面临

的问题。

此外，政 府 部门间能否建立起 完善的服务链接

机制也与跨国物流平台的建立息息相关。2014年底，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正式 就东盟 海关 运输系统

(ACTS)展开设计并进行相关验证，预料将在接下来的

18个月内就关税、交通、金融等领域进行测试。

随着东盟国家开始就海关运输系统的运作进行协

商，东盟区域内物流效率可望进一步提高。然而，一

个“统一物流平台”的建立仍旧是一个中长期的目标。

东盟国家在接下来的十年将进入都市化加速阶段，年轻

劳动力结合移动电子商务将为东盟地区内需增长提供稳

健的支撑。消费品市场蓬勃发展势必将推动中国东盟间

统一物流平台的建立与逐步完善。

东盟共同体借力“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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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就是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在产品认证与

检验上的合作。中国与东盟的产品交易近年有长足

发展，但其中的产品检测检验及证书问题，并未很

好解决，而5月18日，相关工作取得进展。中国-东

盟检验检测认证高技术服务集聚区暨6个东盟检测

认证中心建设座谈会讨论了相关议题。

中国广西特检院院长郭凯就“中国特种设备

检测研究院东盟特种设备检测研究中心”的建立

表示，广西政府高度重视相关工作，国家质检总局

大力支持在广西建设质检、计量、特检、标准4个中

国东盟检验检测研究中心，并计划以四个东盟中心

为主要建设内容在广西打造建设中国-东盟检验检

测认证高技术服务集聚区。集聚区项目的建设对促

进东盟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中国-东盟未来经济发

展、引领国内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业发展有重要意

义。

中国-东盟认证合作方面，目前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东盟质量检测认证研究中心区别于其他中心的特

点是：推动中国与东盟之间质检认证技术交流与互

认，服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发展，实现质检

机构走出国门，服务东盟经济商圈，促进中国与东盟

各国技术贸易与科技创新发展，推动Made in China

向Made for China转变。

自2002年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中国与东盟在经

济贸易发展上缔造了“黄金10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

额从2002年的547.2亿美元，提升至2013年的4436

亿美元，取得7.1倍的惊人增幅。而马来西亚与中国的

双边贸易额在2013年创下1060亿美元的新高，虽然

2014年该数额微跌至1020亿美元，但仍突破1000亿

美元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马来西亚，还是东盟其他国

家，过去的经贸活动都集中在广东、福建等传统侨乡，

以及广西、云南、上海等中国长江以南的地区。就以

2014年的4803亿美元双边贸易额来看，约85%是来自

广东、上海、江苏、福建等长江以南的地区。

马中两国冀望能在2017年将双边贸易额推升至

1600亿美元，这意味着，从2015年开始的3年内，必须

提升接近600亿美元，相等于60%的增长，即平均每年

20%的增长。同时，中国与东盟则冀望能在2015年取

得5000亿美元的贸易目标，并设下2020年达致1万亿

美元的贸易水平。

要取得上述成果，若按照目前的趋势而言，其难度

则不言而喻。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份，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到1835亿美元，按年提升仅

0.3%。而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贸易额则为395亿美元，按

年还下跌0.1%。以目前的发展，以及外围疲弱的因素

马中关系与“钻石十年”的深度接轨

中国与东盟在产品认证与检验上已做出了一个推进的

步伐，虽然这仍算是中国单方面面向东盟的服务工作，但

相信长久的发展中，东盟国家的相关机构将能更好地与此

对接，并逐步与全球各地类似的机构展开更广泛的合作。

除了物流与认证方面的合作，实际上，中国与东盟的

经贸与投资活动，在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乃至“一带

一路”的倡议下，都仍有许多发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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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中国东盟的5000亿美元贸易额不仅难以达成，

甚至马中两国是否连续三年取得1000亿美元以上的贸

易额，无疑存在着挑战。

有鉴于此，马中未来的经贸与投资，必须以更多元

的层面去探讨。正如上文所提及的，无论是马来西亚还

是东盟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往来都过度集中在中国

长江以南的地区，尤其是传统侨乡区。这一发展格局，

可以称之为所谓的“边境贸易优势”，即相关地区的地

理环境与东盟毗邻，有着显著的贸易优势。

然而，当经济与贸易往来达到一定的程度后，类

似的边境贸易优势将会逐步淡去，其增长趋势将走向

温和。值得注意的是，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东盟

相对熟悉的贸易区块，其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40%。而黄河以北的地区，诸如京津冀经济圈、东北三

省、山东，乃至于西北6省（如新疆、甘肃等），这些地

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达到40%。

这意味着，过去东盟与中国的经贸所集中地所发挥

出来的经贸效益，基本上可以在中国黄河或以北的一带

复制其优势。毕竟，无论从国内生产总值，或是人口结构

（总体人口、年轻人口与大学背景人口），中国北方市场

都是一个值得东盟，尤其马来西亚去发展的地方。

事实上，在投资层面上，新加坡就已率先开拓了中

国北方的市场，当中显著的成就包括开发了中新天津生

态园，以及近期在山东济南省会开发的中新济南智慧

城等。相关的投资与发展也取得不错的回响。而马来西

亚方面，根据媒体的报导，就有发林控股在山东齐河县

的黄河国际生态城项目下，推动着占

地10平方公里的东盟国际生态城。

据悉，发林控股的东盟国际生态

城，就是以“一带一路”作为接轨中国

与东盟未来经贸发展，来推动其在山

东省的发展项目。该项目的推动，不

仅在于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更重要的

是透过东盟的主题，带动更多的东盟

中小企业与投资商，与中国北方的企

业对接，以投资带动贸易的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一带一

路”的发展下，东盟在与中国的合作与

发展建设上，并不能局限在海上丝绸

之路的建设，而是透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

也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上，发挥东盟市场应有的

影响力。

毕竟，以中国目前的发展格局下，似乎更重视其西

部大开发，以及京津冀一体化等与中国北方市场相关

的政策。其中，中国在2000年开始推动西部大开发的

政策，希望能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

于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仅2014年就

有33项重点工程投入西部地区，投资总额高达8353亿

元人民币。

在“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出台不久，即4月

30日，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也通过了《京津冀

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确定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

路线。尽管媒体传出财政部估计“6年投入42万亿元人

民币”的消息不属实，但肯定的是，将会有更多来自国

际或民间的资本投入其中，并以公私合作（PPP）的模

式进行。

同时，自去年8月推出《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

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后，截至2015年2月，

在东北三省以基础设施等为主的重大项目以累计完成

投资3820亿元人民币。

由此可见，在越来越多资金投入与中国北方市场的

趋势下，如果东盟相关企业能在该市场寻找新契机，这

对于未来“钻石10年”的发展，无疑将存在着更大的推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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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Towards “Diamond Decade”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and 
ASEAN’s RCEP: 

A new model of strategic development for the One Belt, One Road of China has been formally 

identifi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Vision and Actions on Jointly Buildi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The overwhelming number of nations confirmed as 

prospective founding members countries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plus 

the capability of China unilaterally invests USD40 billion in the Silk Road Fund, reflected that China 

has sufficient fund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Community, the upgrade of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zone, 

and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expected to reach agreement at the 

end of the year, whether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ic model will be a boost for ASEAN or a 

competitive force, the results following its implementation will tell.

Writer  l  Fung Vun Ket
Translator  l  Lee Ren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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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ch 28, 2015,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intly issued the 
“Vision and Actions on Jointly Buildi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which formally identified a new model 
of strategic development for the One Belt, One 
Road proposed by China.

As of April 15, 2015, 57 nations are confirmed 
as prospective founding members countries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actively promoted by China, of which 10 are 
ASEAN countries. Both the AIIB and the USD40-
billion Silk Road Fund unilaterally invested by 
China are considered to be important sources 
of fund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of China.

While the One Belt, One Road is being highly 
debated, this year’s Boao Forum has decided to officially 
launch the Year of ASEAN-China Maritime Cooperation, 
it seem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of the 21st centur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market. 
Meanwhile, according to estimations of ASEAN leaders 
and market analysts,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with ASEAN as its core 
region is expected to reach an agreement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and this marks a step closer to the birth of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Whether the strategic model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proposed by China, which is to open up and develop 
the Chinese economies via two routes, can mak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he Xi-Li era is undoubtedly an issue more 
concerned by the market. After all, the two routes each 
face their own inherent challenges and barriers. For ASEAN 
countries, which bonus structure, cost competitiveness 
and other aspect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show trend 
of overlapping with China, will the One Belt, One Road 
becomes as a resistance for the RCEP, this process still need 
to go through rounds of fine-tuning and adjustment.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ic model of China
With the issuance of the “Vision and Actions on 

Jointly Buildi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Vision and Actions), a new model 
of strategic development for the One Belt, One Road of 
China is now officially confirmed. The concept One Belt, 
One Road is founded based on the ancient prestigious 
Chinese foreign diplomatic and trade routes; and today’s 
modern version of One Belt, One Road is a strategic model 
incept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Xi-Li era.

On September 7, 2013, when delivering a keynote 
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Nursultan Nazarbayev of 
Kazakhsta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the first time 
proposed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of jointly building the 
strategic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o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gration of road infrastructure, increas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broaden trade. Following on 
October 3, 2013, President Xi delivered an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Indonesian parliament and announced that 
China is committed to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connection with ASEAN countries, while expressing 
China’s willingness to develop a maritime partnership with 

ASEAN countries through establishment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ccording to the Vision and Actions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18 provinces in China, and 15 ports have be 
delineated as key focus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of which, 
Xinjiang will become a core area i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while Fujian will become a core area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Outwardly, the Belt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routes, that is, from Central Asia, Russia and to 
Europe (Baltic Sea); from Central Asia, West Asia and to the 
Persian Gul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rough Southeast 
Asia to South Asia, and the Indian Ocean. The Road will 
focus on starting from Chinese coastal ports,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toward the Indian Ocean, and extending 
into Europe; as well as moving from the ports along the 
Road toward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

Although the Vision and Actions only focuses on the 
delineated 18 provinces and 15 ports, it is believed that 
in future development plans, each province within China 
will introduce relevant development policies, not only to 
leverage on the trend to develop their own economies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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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to help other prioritized and core areas, so that a more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distribution can be 
achieved.

Furthermore, the regions and national scope 
proposed by the One Belt, One Road are open, to both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as well 
as countries that are on the route planned by China and 
neighboring friendly countries will benefit from it and 
enjoy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Countries in 
Central Asia, Russia,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are 
currently in the prioritized directions, while Europe as a 
potential meeting point between sea and land, over long 
term and positive development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cooperation, bringing greater openness to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 fact, since China began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late 
1970s, the pace of China’s development is astonishing and 
both it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performance are 
evident. It is noteworthy that in 2013 the total foreign trade 
of China surpassed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world’s largest 
trading market, and in 2014 China has surpassed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based on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Of course, the above two sets of data 
are still being criticized and questioned by many scholars 
and market analysts, but China’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trade is an undeniable fact.

Now, the problem is that China’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trade, as a matter of fact cannot be 
completely translated into the overall enhancement of its 
national strength. For example, China made losses and faced 
repeated obstructions in its recent overseas investments, 

plus the negative imag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its 
people abroad, all these highlight that China still need to put 
in a lot more effort to elevate its soft power.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China needs to adhere to the correct principles 
of ethic and profit, where ethic must come first, and 
then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ethic and profit, by 
means of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good neighbors, and offering sincere assistance 
to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speed up their growth. 
While upgrading its own economy, trade and investment, 
through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China must 
also upgrade its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by 
continuously expand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with all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us, the One Belt, One Road is more than a strategic 
model for China’s own development and to satisfy its own 
interest, but rather, One Belt, One Road is a common cause of 
all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as a region of shared interests. 
Although China has issued to the Vision and Actions, based 
on current trends, planning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is still 
open for discussion. Thus, ASEAN countries need to look 
beyond the geographical aspects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that is only looking at playing a cooperative role i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but on the contrary, they should 
recognize that One Belt, One Road is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rend, and hence they must leverage on the 
potential advantages of this strategy and have a more 
upbeat about the external markets and new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Best of both worlds”? Or “Candle burning at both ends?”

Let’s us look at the Zhuge Liang’s Longzhong Plan story 
from the Three Kingdoms that readers are familiar, before we 
start discussing about this subject.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fter Liu 
Bei visisted Zhuge Liang for three times at latter’s resident 
in Longzhong, Zhuge Liang analyzed to Liu Bei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t that moment, and 
proposed a “Three Kingdoms” argument, where Cao Cao 
would control the North China Plain, Sun Quan would hold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region, and it was proposed that 
Liu Bei should take over ake over Jing and Yi provinces, and 
hence the formation of a Three Kingdoms.

According to Zhuge Liang’s deployment, once the time 
is right, Liu Bei could deploy its army in two directions, one 
attacking Changan from Yizhou, while another group from 
Jingzhou toward the political centre of Luoyang and the 
surrounding plains. By then, Liu Bei would be able to defeat 
Cao Cao and thus reunifying the empire of the fallen Han 
Dynasty.

Often at this stage, readers would be impressed and 
excited, leaving aside the authenticity of such plan in ancient 
history. In fact, we all know that Liu Bei of Shu Han did not 
win the final victory, Jingzhou was taken away in a short time 
by Sun Quan. Therefore, even theoretically perfect, it does 
not mean that a plan is capable realistic implementation.

A two-pronged attack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has 
always been a risky move, because there are considerable 
variables. Take Shu Han for example, the two-pronged 
attack not only faces inconvenient information exchanges, 
but also facing many concerns such as strength of troops, 
food, weather, journey and so on.

Perhaps readers may not agree with applying ancient 
theory in today’s modern society, after all, times have 
changed and the means of grasping information have 
become faster and pluralistic. However, we cannot deny 
that China’s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thousands of years, 
its foreign development on land had been strong than on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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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who are familiar with Chinese history would 
know that China has never been a maritime power, and 
never a maritime empire. Of course, many will try to prove 
otherwise with the example of Zheng He. However, the 
several seafaring expeditions of Chinese ancestors are 
different from being a maritime empire, as the former 
focuses on expedition, while the latter on building an empire; 
one is technical, while the other is system. Therefore, we 
could not purely deduce China as a maritime empire based 
only on Zheng He nautical achievements.

Of course it is an undeniable fact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1405, Zheng He led more than 200 ships of 
the Ming Dynasty sailing in the waters of the world for 28 
years, which made Zheng He one of the greatest navigators 
in world history. During Zheng He’s seven voyages the 
28 years, he crossed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western 
Pacific, reaching West Asia and east coast of Africa; he 
passed through more than 30 countries and regions. His 
voyages began 87 years earlier before Columbus discovered 
America, 92 years earlier than Vasco da Gama, and 114 years 
ahead of Magellan. In the world history of navigation, Zheng 
He discovered many direct routes namely through the 
western Pacific to the Indian Ocean and others, and remains 
unparalleled until today in terms of scale and capability.

Zheng He’s seafaring achievement mainly reflects the 
Ming Dynasty official achievements in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fter all,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records, Zheng 
He’s objective to other countries was mainly to promote 
the Ming Dynasty and to reward countries that had been 
delivering favorably tributary to the Ming Dynasty. However, 
Zheng He’s expeditions to Western countries, civil and 
commercial fleets were banned from joining. As a result, 
after the decease of Yongle Emperor and Zheng He, Chinese 
fleets could no longer been seen 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Arabian Sea, causing sudden interruption to China’s 
maritime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ed ti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Since then, Chinese traditional overseas trading markets 
had been taken over by Europeans, and eventually China 
was completed ousted from the emerging global market. 
Meanwhile, the Europeans’ foray into the newly developed 
America and voyages around Africa and so on, had opened 
up a huge new market for the rising bourgeoisie, and this 
also opened up the prelude to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by western maritime countries and the start of the 
real era of maritime empire.

The Chinese seafaring, in addition to Zheng He of the 
Ming Dynasty, also involved exchanges with Japan and South 
Korea during the pre-Qin era, plus fragmented historical 
records of trading southward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 
era.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history of these occasional 
seafaring achievements, China boasted a significantly longer 
history of trade and foreign exchange on land, with early 
formation of a mechanism of universal social achievements, 
from culture to art, from technology to business, and even 

defense and the imperial system, all of which are related to 
on land trade.

Therefore, on land trade can be considered as a key 
foundation to promote trade, and crucial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several Chinese imperial dynasties. Among 
them, the Han Dynasty’s western expeditions as well as 
the extremely flourishing foreign exchange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undoubtedly showcase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the Silk Road. Although similarly, the on 
land trade was hindered by the closed-door policy since 
the Ming Dynasty, at least the legacy of a thousand years of 
heritage still has a huge room for development.

After examining the history, let’s return to reality. 
Economic take-off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leads to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along 
China’s coastal areas, and this actually comes from maritime 
trade. After all, maritime trad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global trade since the past few centuries. It is certain that in 
the future pattern of development, China still needs to exert 
its strengths on building the One Road. When planning the 
One Road initiative, adequate and opening up is necessary, 
but there is also the need to preserve appropriate degree 
of defensiveness. This is because in the One Road initiative, 
China is still facing competition from Western countries that 
have long been aggressive on maritime development, and 
furthermore, these Western countries still enjoy a strong 
theoretical and maritime power. In other words, China’s 
perception on the openness of its One Road initiative 
remains proactive and yet objectively defensive. 

On the contrary, China is now more interested to 
promote the One Belt development of on land markets. 
Since promoting the Go West policy in 2000, China has 
been actively channeling the exces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its eastern coastal region to boost the lev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Of 
which, the 33 key projects invested in the western region have 
a total investment of up to 835.3 billion yuan. This gradually 
westward-focus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naturally reflected China’s positive outlook on the markets 
that its western region is capable of connecting with, which 
is across the entire Eurasian continent. It is foreseeable that 
China is taking a more aggressive expansion strategy on 
the One Belt initiative, so to leverage its own market and 
industrial advantages, to achieve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n 
the process, seek dominance overland trade.

Thus, whether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s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or “a candle burning at both ends,” 
will depend on the moderation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fact, China is obviously both a land and sea country, where 
its southeast coast is suitable for maritime trade, while its 
western region is suitable for trade with the vast mainland, 
not one can be neglected and must be synchronously 
developed. One of the major future challenges facing 
China, is to 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mainland trade 
and maritime trade, if this conflict is handled wel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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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EAN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s facing China  
in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SEAN region is an important node in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of China, as region is strategically 
located along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Most 
ASEAN countries enjoy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on sea 
they are located in the confluence of the Pacific Ocean and 
Indian Ocean; on land, they are in between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ies, China and India.

From China’s strategic point of view, as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s being implemented in the future, 
China will also be investing more and more resources in 
ASEAN countries. However, as the region is located at the 
core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could 
become a strong competitor of China’s position as the 
“world factory.”

ANBOUND Chief Researcher Chen Gong has 
conducted analysis that concluded that China is incapable 
of supporting the two-pronged strategy of One Belt, 
One Road simultaneously,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resources support, maritime power, geopolitical issues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In addition, as factor costs in 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transfer of industry from China to 
ASEAN countries is indistinctly reconstructing the futur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 a recently released analysis of ANZ,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are attracting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ir cheap labor and strategic 
location. ANZ economists expected that Vietnam, India,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Bangladesh and other ASEAN 
countries will eventually replace China as the new “world 
factory.” This forecast shows the following scenarios: By 
2030, more than half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otal 

population of 650 million are young people under the age 
of 30, some of which are in 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with 
high level of consumption power. In the next 10 to 15 years,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ill overtake China as the “world 
factory.” Many enterprises will be moving into Southeast 
Asia, to tap on the abundance cheap labor. By 2025, intra-
ASEAN trade volume could rise to USD1 trillion, the direct 
investment of major economies in ASEAN could rise to 
USD106 billion.

This prediction is not groundless speculation, but has 
substantive basis. The aforementioned ASEAN replacing 
China is happening, and Vietnam is the leader among the 
ASEAN countries.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a decade ago, 
Vietnam played a very modest part in the global electronics 
supply chain, but in 2013 Vietnam’s total exports of electronic 
equipment and parts amounted to more than USD38 billion, 
although this figure is miniscule compared to China’s OEM 
base total exports of USD560 billion today, Vietnam has 
been rapidly moving up the world’s rankings of electronic 
equipment and auto parts exporters and now ranks at 12. 
Moreover, Vietnam’s IT services industry currently is in a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South Korean electronics giant 
Samsung Group has opened two factories in Vietnam, one 
of them will employ 8,000 workers, an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48 million sets of monitor display, and involved 
an investment of up to USD1 billion. At the same time, Intel, 
LG, and other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have injected eight 
to nine-figure worth of investment in Vietnam.

As a result of aging workforce, rising cost of wages 
and other reasons, many multinational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are eyeing on regions outside of China, 

would actually set a development model for the world, 
by reconstructing a development system, and this also 
gives China the opportunity to actually becoming a core 
country of the world in the true sense.

What role should ASEAN countries, as a key the One 
Belt, One Road development, especially Malaysia, play 

in this two-pronged strategy of China? In simple terms, 
are we capable of leveraging on China’s proactive yet 
defensive maritime trade strategy, an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ASEAN countries to enjoy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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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China is los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low-end 
manufacturing and assembly. Fo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Vietnam, Indones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this trend facing China is particularly favorable, 
because these countries have plenty of cheap labor to meet 
th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businesses that China fails 
to absorb.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can not be completed overnight, which means that China 
still cannot abandon the low-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oon and must rely on export processing industry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nd increasing investment made by foreign investors in 
Southeast Asia show that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to a 
great extent, are competing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internal growth gradients 
among ASEAN countries are likely to form larger internal 
market. For example the low-cost labor market in Myanmar, 
Cambodia and Laos, the highly cost-effective manufacturers 
in Thailand, Vietnam,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as well 
as mature manufacturer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have 
been complementary to one another. There is prediction that 
by 2025 trade with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could reach 
up to USD1 trillion. If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is 
established before the end of 2015 as scheduled, facilitating 
free movement of goods, services, capital and labor among 
the ten member states, this will definitely pose a “total 
threat” to China.

ASEAN countries have emerged as a “young 
competitor,” who will affect China in terms of industry,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market in the future. As 
China is raising the banner of One Belt, One Road, we 
should study carefully the future ASEAN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s facing China.

In addition to the possible ASEAN competition facing 
China in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China th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other important challenges the One 
Belt, One road may face. According to Chinese consulting 
firm Anbound, currently on the external front,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faces two major challenges.

The first major challenge is that this initiative focuses 
on G2G, which is an idea based on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cooperation.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requires collabo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concerted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he statement: One Belt, One 
Road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where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jointly trade, build and share, and actively 
promote mutual docking of growth policy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is is a clear request all relevant 
countries to dock with the One Belt, One Road.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G2G cooperation program focuses 
on the government (or ruling party), but its benefits to the 
market and the people are yet to clearly display, and hence 
it is vulnerable to the attacks from opposition party and 
boycott by all layers of the society. China has experienced 
similar incidents in the past in Myanmar, Vietnam and Sri 

Lanka, where a number of major investment projects of 
China have been boycotted and even been forcibly halted.

The second major challenge is that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includes excessive number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projects. Based on the nature of the projects, a 
lot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will entail large amounts of 
capital. This may be because that researchers involved in the 
planning of the strategy did not conduct in-depth study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projects. According to follow-up study of ANBOUND, from 
2002 to 2014,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vided USD104 billion 
in aid to support hundreds of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Afghanistan. Although the sum of investment of this 
program exceeded that of the Marshall Plan (equivalent 
to USD103 billion in current terms), the effect was far from 
satisfactory. Financial or material assistance was being 
misused: Although Afghanistan received USD7.6 billion 
of anti-drug special fund, Afghan opium production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reached 
a record hig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pent USD3 billion to establish the Afghan police force, but 
now there are 54,000 ghost police officers, who receive 
monthly paychecks, but never show up for duty; a large 
number of markets and supermarkets selling expired goods; 
many upper-class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s’ building and 
equipment can be considered obsolete .

The United States concluded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was costly and ineffective mainly due to “lack 
of planning, shabby construction, mechanical failures and 
unregulated,” corruption and inefficiency of the Afghan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 security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costly but ineffective 
reconstruction. Such capital program that focuses heavil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lso finds it hard to clearly 
reflect its benefits to the people, and this type of investment 
is most susceptible to corruption. China definitely can learn 
from the failure in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program.

The epitome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demonstrates the strategic vision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o rebuild the Silk Road, but the strategic 
plan has an intense of export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t is seemingly generous, but actually some what out 
of tune with the modern industrial trend of the world, 
furthermore, the geopolit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also 
poses as a challenge, elevating the difficultness of its 
accomplishmen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lthough One Belt, One 
Road may face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s, by no means 
should we disregard or ignore the strategic model, on 
the contrary, after gaining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t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s, we can then look for 
a more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roadmap, so to have a 
clear idea and perspective on the future planning on the 
One Belt, On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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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is the Chair of ASEAN this year, and we will 
witness the birth of the ASEAN Community by the end of 
the year. Meanwhile, in the just concluded ASEAN Summit, 
Malaysian leadership also expected that an agreement on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would also be sealed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and this a step 
closer to the birth of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RCEP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includes 10 ASEAN countries, China, 
Japan, Kore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India; involving a 
population of 3.3 billio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USD17 
trillion, and accounted for one third of total global trade, 
all of which will undoubtedly make it the world’s largest 
Trading Bloc.

The birth of RCEP signifies that investment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ASEAN and its neighboring six 
countries will become closer. Meanwhile, the two routes 
proposed by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covers roughly 
similar countries and regions as the RCEP.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much in common between the two.

Of course, the more important issu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This year also marks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and hence how 
to strengthen the upgraded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is another important bilateral issue. Although the Chinese 
policy of One Belt, One Road may be facing competition in 
terms of lower cost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 from the 
ASEAN side, but the two still complements each other in 
many aspects.

One of which is improvement in logistics. During the 
two sessions held in 2015, th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member Wang Yajun submitted a motion, proposing a 
cross-border logistics platform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thus reducing the cost of 

logistics and in turn enhancing bilateral trade. As China is 
negotiating with ASEAN on an ungraded free trade zone, 
how to reduce logistics costs and thus achieving “smooth 
flow of good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level of bilateral “interconnectivit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the bilateral trade volume demonstrated erupted 
growth from USD292.78 billion in 2010 to USD480.39 
billion in 2014; however, this trend has shown signs of 
slowing down. According to estimates, in 2015 bilateral 
trade volume is estimated to be around USD500 billion, a 
significant slowdown in the growth rate compared to 8.3% 
in the previous year.

In regard to the proposal of setting up a unified logistics 
platform in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this proposal 
had been put forward by the Chinese as early as the end 
of 2010, but until today this proposal had not been realized 
and this illustrated the extremely complex issues behind 
the “unified logistics platform.”

Logistics involved a variety of industrie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involved in cross-border 
logistics exacerbated the difficulty of implementing this 
platform. In comparison to the relatively perfect logistics 
platform already in place in China, the ASEAN region faces 
varying degrees of logistics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in 
logistics concepts and logistics standards, plus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are all issues facing the “unified 
logistics platform.” 

In addition, establishment of a sound inter-government 
service linking mechanism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tting 
up of a multinational logistics platform. By the end of 
2014, Malaysia, Singapore and Thailand will implement a 
pilot system of the ASEAN Customs Transit System (ACTS), 

ASEAN+6

The ASEAN Community to leverage on the  
One Belt, On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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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ning tests on tariffs, transportation, finance and other 
fields over the next 18 months.

As ASEAN countries have begun negotiations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ustoms transit system, efficiency of 
logistics within the ASEAN region is expected to further 
improve. Howev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logistics platform” is still a long-term goal. In the coming 
decade, ASEAN countries will enter a stage of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where young workers couple with mobile 
e-commerce will provide robust support for domestic 
demand growth in the ASEAN region. Booming consumer 
market is bound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ASEAN unified logistics platform and its gradually 
improvement.

Secondly, it is needed to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 terms of product certification 
and testing. Trade of good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but issues 
related to product inspection,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remain unresolved. On May 18, works related to this end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China-ASEAN Inspection,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High-tech Service Cluster cum six 
ASEAN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centers established a forum 
to discuss the related issu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Special Equipment 
Inspec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hina Special 
Equipment Inspectio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Guo Kai, the 
Head of Special Equipment Safe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Institute of Guangxi, China, said the Guangxi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related work, and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AQSIQ) strongly supports the construction of 
4 China-ASEAN Inspection and Testing research centers of 
quality inspection, quality measurement, special inspection 

and quality standard in Guangxi, and it is proposed to build 
a China-ASEAN Inspection,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High-
tech Service Cluster on the basis of four ASEAN centers. 
The Cluster construction projec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of ASE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upporting future China-AS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eading the domestic inspection 
certification service sector.

China-ASEAN cooperation in quality certification, 
currently the ASEAN Quality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Quality Certification Center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centers: promotion of technology 
exchange and mutual recognition in certification of quality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offering servic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hina -ASEAN Free Trade Area, assists 
and encourages quality inspection agencies to extend 
out of the country, to serving the ASEAN Economic Circle, 
while promoting trade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and 
in turn promoting the shift from Made in China to Made 
for China.

China and ASEAN have took a step forward in the 
product certification and testing area, though this is still 
considered a service extended unilaterally by China to 
ASEAN, over the long-term, it is believe that the relevant 
agencies of ASEAN countries will achieve seamless docking 
with China in this regard, and then gradually expand to 
more extensive cooperation with similar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n addition to cooperation in logistics and certification, 
in fact, China and ASEAN have plenty of room for cooperation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activities under the RCEP and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as well as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n-depth integration between Malaysia-China ties and the 
“Diamond Decade”

Since China and ASEAN leaders signed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2002, China and ASEAN had also created a Golden Decade 
of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where China-ASEAN 
trade volume rose from USD54.72 billion in 2002 to 

USD443.6 billion in 2013, an alarming increase of 7.1 folds. 
Th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reached 
a new high of USD106 billion in 2013, although in 2014 the 
amount dropped slightly to USD102 billion, but still over the 
mark of USD100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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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noteworthy that, whether it is in Malaysia or other 
ASEAN countries, economic and trade activities in the past 
concentrated in Guangdong, Fujian and other traditional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s, as well as area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Guangxi, Yunnan and Shanghai. For 
example, the USD480.3 billion worth of bilateral trade in 
2014, about 85% came from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such as Guangdong, Shanghai, Jiangsu and Fujian.

Malaysia and China look forward to pushing the 
bilateral trade volume to USD160 billion by 2017, which 
means that the growth in three years from 2015 must be 
raised by nearly USD60 billion, equivalent to a rise of 60%, 
or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of 20%. Meanwhile, China and 
ASEAN is hoping to achieve USD500 billion in trade in 2015, 
and target to reach USD 1 trillion by 2020.

If the current trends persist, the difficulty in achieving 
the abovementioned results is self-evident. According to 
Chinese customs data, as of May this year, China-ASEAN 
trade volume reached USD183.5 billion, only inched up by 
0.3% year-on-year. The trade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was USD39.5 billion, down by 0.1% year-on-year. 
Based on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and weak external 
factors, one can infer that not only the China-ASEAN 
trade volume of USD500 billion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even 
achieving an annual bilateral trade volume of over USD100 
billion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is undoubtedly challenging.

In view of this, the future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must be explored from 
multi facets and levels. As previously mentioned, both 
in Malaysia or other ASEAN countries, China’s trade is 
concentrated i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especially 
in the traditional hometowns of overseas Chinese. This 
development pattern, we can call it the “border trade 
advantage,” i.e. these areas are geographically adjacent 
to ASEAN region and hence enjoy significant trade 
advantage.

However, when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ached 
a certain extent, such border trade advantage will gradually 
diminish, it will move toward a moderate growth trend.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Guangdong, Jiangsu, Zhejiang and 
Fujian, which are trading blocks that ASEAN is familiar with, 
contributed to about 40% of GDP in 2014. The area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such as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economic 
circle,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Shandong, and 
even the northwestern 6 provinces (such as Xinjiang, Gansu, 
etc.), these areas also accounted for 40% of GDP.

This means that, the economic and trade benefits or 
advantages enjoyed by the concentrated areas of ASEAN-
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activities in the past, basically 
can be replicated in the Yellow River area or area up 
north. After all, in terms of GDP or population structure 
(general population, youth population and population 
with university background), northern China is a market 
worthy of investment by ASEAN, particularly Malaysia.

In fact, Singapore had pioneered in making investment 
in the markets in northern China, and among its notable 

achievements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
Singapore Tianjin Eco Park, and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a China-Singapore Smart City in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Related investments and developments are also 
well accepted. For Malaysia,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Farlim Holding is developing a 10-square kilometer ASEAN 
International Eco-City in Qihe County of Shandong, as part 
of the Yellow River International Eco-City project.

It is reported that Farlim Holding’s ASEAN International 
Eco-city leverages on the One Belt, One Road as a platform 
of future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ASEA, to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project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project will not only focus on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projects, but more importantly to match 
more ASEAN SMEs and investors with northern Chinese 
enterprise, under the ASEAN banner, and in turn promoting 
investment-driven growth in trade.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coop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but instead ASEAN should exert its potential 
influ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After all, China’s current development pattern shows 
that China seems to be emphasizing more on polic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 and the integration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mong them, China began 
promoting western development policy in 2000, in the hope 
that the remaining capac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can be channele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In 2014 alone, there were 33 key project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nvolving a total investment of up to RMB835.3 
billion.

Soon after the issuance of the Vision and Actions of 
One Belt, One Road, on April 30, Chinese Politburo meeting 
also approved the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Plan” to formalize the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roadmap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Despite the “RMB42 
trillion investment in 6 years” by China’s Ministry of Finance 
speculated by the media had been denied, but it is certain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capital injected by both international 
or private investors via a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At the same time,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State Council’s 
Opinions on Several Major Policy Initiatives Suppor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last August, as of 
February 2015, major projects that focus 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northeast provinces have an 
accumulated investment of RMB382 billion.

As more and more capital is flowing into the North 
China market, if the ASEAN-related enterprises can seek 
new opportunities in the market, this will undoubtedly 
conjure into a greater push factor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Diamond De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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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表示，为了进一步加强大马与中国的关系，马中双方应该继续展现魄力和决心， 

以确保两国的合作目标开花结果。「政府和政府、企业和企业、以及人民和人民，都可以进一步提高

马中两国关系。」纳吉说到，马中两国之间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正使得两国领导人的历史性的贡献得   

 以复兴。这一切也促使两国努力的将这段关系推向更高的层次。

首相纳吉是在IOI棕油园高尔夫球俱
乐部与各界商人及企业家参与「

第41届马中友好关系高尔夫球锦标赛」举
行开球礼时，这样指出。

其他出席这场活动的嘉宾，包括中国
驻马商务参讚吴政平以及大马马来商人
及企业家协会(Perdasama)主席拿督纳
英莫哈末依扎。

为赈灾基金筹款
由大马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举办

的这场高尔夫球锦标赛，主要是为了庆祝
和纪念马中两国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

纳吉表示，这场高尔夫球友谊赛也被
称之为「敦拉萨挑战杯」，而在中午举办
的商务午餐也将被视为是未来马中关系
的一个起步点。

此外，大马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副主席纳英表
示，本届马中友好关系高尔夫球锦标赛共有来自马中
两国官方及私人领域的120人参与。

他提到，在场比赛也皆在为大马賑灾基金筹募更
多的资金。

该友谊赛已经成为一项常年的体育活动。这项业

余体育活动，不但有益身心的健康，也拉近双方的感情
与认识，促进了马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马中关系巩固　合作开花结果
纳吉指出，我国及中国将继续充满热诚及决心进

一步巩固两国双边关系，确保两国期望达到的成果能
够落实。

他说，两国政府、商界及人民之间关系还能继续加
强。

“今年的庆祝活动也带出两国领袖历史贡献，让
我们继续把这关系再推到更高层次。”

此外，纳吉献词也提到，马中两国关系很贴近他的
心，因为其父亲已故敦拉萨在41年前采取大胆的外交
政策，让马来西亚成为第一个与中国邦交的东盟国家。

「中国和大马之间的双边关系，是一件接近我心意

的事。这是因为我父亲已故敦拉萨在41年前，採取大胆

的脚步，在俗称的冷战时期中，成为东盟国家中第一个

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赴马中建交41年高尔夫赛
纳吉挥杆盼两国关系更好

首相纳吉（右3）及中国驻马参讚吴政平（左3）出席「第41届马中友好关系
高尔夫球锦标赛」。左起为拿督三苏丁、大马中资企业协会代会长李中平、
砂拉越商人丹斯里布斯达里尤索以及拿督纳英。

纳吉（前排左五）出席第41届马中高尔夫球友谊赛后与一
众嘉宾合照。

中关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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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东盟地区论坛第四次救灾演习在马来西亚吉打州首府亚罗士打(Alor Setar，Kedah)闭幕，中国民政部

副部长窦玉沛出席闭幕式并代表中方致辞，马来西亚总理府部长沙希旦、国家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塔祖丁及27

个参演的东盟地区论坛成员、相关国际地区组织代表出席闭幕式。窦玉沛和沙希旦、

塔祖丁共同向参演代表颁发了证书。

东盟地区论坛第四次救灾演习
中国民政部：大规模，全面化，多形式，富特色

窦玉沛副部长在致辞中对东盟地区论坛第四次

救灾演习的成功举办给予高度评价，对马来西

亚政府及各个参演国家、相关国际地区组织为演习成功

举办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赞赏和感谢。他指

出，在中马两国政府和王勇国务委员、穆希丁副总理的

高度重视下，在中马双方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全体参

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东盟地区论坛第四次救灾演习取

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目标。

窦玉沛指出，本次救灾演习规模宏大、内容全面、形

式多样、富有特色，27个东盟地区论坛成员、相关国际

地区组织共4000多人，分别参加了6个陆上和2个海上演

习项目的演习，展示了全流程、全要素、规范化的灾害救

援救助场景。既有水陆空立体交叉救援的实兵演练，又

有运筹帷幄的桌面推演，还有客观独立的行动评估，融

合了传统救灾手段和现代高科技装备，彰显了军民合作、

携手应对的救灾理念，对推动打造符合本地区实际需要

的救灾合作机制，进一步提升各国共同应对自然灾害的

合作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窦玉沛强调，自然灾害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目

前，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去年5月形成的厄尔尼诺现

象已导致全球极端气候事件明显增多，此次尼泊尔发生

8.1级强震表明地球强烈地震活动已进入活跃期，未来

我们面对的灾害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进一步加强地区减

灾救灾合作、携手抵御自然灾害，符合当前各方的现实

需要，应当继续成为深化地区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

窦玉沛表示，中国和东盟地区论坛各成员国山水相

连、唇齿相依。过去，我们共同缔造了举世闻名的古代丝

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未来，我们还将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政府愿意与

各国继续加强减灾救灾合作，分享在灾害监测预警、应

急救助、灾后恢复重建、减灾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知识和

经验，为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提供相互援助。”

窦玉沛希望各方能进一步创新合作理念，改进合

作方式，丰富合作内涵，为减轻地区灾害损失、促进地

区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马来西亚总理府部长沙希旦在致辞中表示，本地区

容易受到地震、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合作应

对灾害并减少灾害损失十分重要，他对演习参与各方特

别是共同主办方中国的坚定支持表示感谢。

中关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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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游客逐渐成为带旺全球旅游业的新宠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全球都在竞相吸引中国游客。

6月10日，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一场问答环节中，旅游部长拿督斯里纳兹里率先披露，内政部将会向内阁提呈报

告，研究取消中国游客来马的签证措施，同时尝试实行1年，以观察落实该措施的可行性。

中国游客免签证试跑一年
马内阁研究可行性

纳兹里坦承，签证这一环繁文缛节是使到中国游

客减少到访大马的原因之一，而且到访我国的

中国旅客不比泰国及印尼来得多，因为这两国都给予中

国游客免签证的方便。

“泰国在今年首两个月就引来200万名中国游客。

但如果他们（中国游客）要获得访马签证，就必须交付

80元人民币，还需再另付120元人民币给一家公司，还

没加上机票就需付100令吉。”

“签证并非在我的管辖范围，若在我管辖范围，早

就推行中国游客免签证措施了。”

纳兹里指出，去年共有8000万中国人民出国旅行，

今年预计将增加至1亿1000万，全世界都落实各种便利

措施，致力吸引中国游客，英国及西班牙等国家甚至还

印刷中文宣传册子。

他说，全球各国包括西班牙、英国等都提供各种服

务予中国游客，包括百货商店都雇有懂得以中文沟通的

店员。

“以前，我也曾询问内政部为何不让中国旅客享有

免签证优惠，获得的答案是中国有许多人来马卖淫。”

纳兹里不苟同将中国游客与妓女挂钩的偏见与错误

观念，并强调“我们必须改变此观念。事实上，享有免签

待遇的东盟国家中，也有人涉及卖淫。”

另外，他披露，今年1至3月，到访大马的外国游客共

有650万人，与去年同时期的710万人相比，外国游客量

下跌了8.6%。

纳兹里也披露，马航MH370事件对大马旅游业影

响深远，同时也是使到游客不来我国，尤其是中国游

客。

而且，马航没有配合旅游部协助推广旅游，关闭许

多直飞航线，也是问题之一。因为推广旅游，也需要航空

公司的密切配合。

他说，去年大马旅游年无法达到2千800万游客人

次的目标，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游客减少。

不过，他强调，虽然去年只达到2千740万人的游客

人次，不过成绩仍然比2013年来得好。

访马人次最多的10个国家旅客统计：

国家2014年1月至3月2015年1月至3月同比

1. 新加坡354万8301人324万1651人-8.6%

2. 印尼67万6328人671万211人-0.8%

3. 中国52万0466人37万9265人-27.1%

4. 泰国33万3131人31万1064人-6.6%

5. 汶莱29万6119人30万5899人+3.2%

6. 印度17万2899人17万7196人+2.5%

7. 菲律宾14万4932人13万8803人-4.2%

8. 日本14万9859人12万5339人-16.4%

9. 韩国10万9014人12万1178人+11%

10. 澳洲15万6662人12万1037人-22.7%

中关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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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讲座会旨在让会员掌握有关货币与汇率走势
的财经知识，以掌握有关国际货币走势的市场资

讯，并即时采取应对的策略和行动。
该讲座会由财经与投资委员会主席罗章武主持，主

讲人为资深经济学家潘立克与知名经济评论员郭隆生，
分别讲解有关国际货币走势与马币贬值影响等热门课
题，协助本会会员与普罗大众掌握第一手信息。

主讲人：财经评论家潘立克
讲　题：国际货币走势

财经评论家潘立克说，政府从3月中至4月中，短短
一个月内总共举债70亿美元（约254亿令吉），包括国油
发售50亿美元（约184亿令吉）的债券，他指政府此举
有“以债还债”之嫌。

他说，今年我国有高达43亿美元（约156亿令吉）的
债券满期。

政府近期则发行了总值20亿美元的回教债券，向全

球举债，政府在这段期间，必须稳定令吉，以让外国投
资者有信心购买这些回教债券。

种种动作为信贷评级准备
“此外，政府甚至还提议延后雇员公积金的全额

提款年限。
“由于消费税在短短一两个月内无法为国家增加

太多税收，因此他认为，以上种种动作都是政府为了在
信贷评级前作最后准备，虽然政府指所筹得资金将供企
业用途，不过却有举债还债的嫌疑。”

美停止量宽致马币贬值
潘立克分析，在2013年5月21日起，令吉就开始软

弱，当时油价仍在上升，时任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宣
布美国要考虑收缩量化宽松（QE）政策，此话一出，热
钱就开始撤离我国，再加上国际油价下跌，令吉开始贬
值。

 

专家督促政府
关注举债问题
马中总商会财经与投资委员会和青年团於4月18日成功举办“如何应对货币战争讲座会”，让出席人士上了一堂

生动的金融知识课。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左二）赠送纪念品予两位主讲嘉宾潘立克（左）与郭隆生（中）。右起为青年团团长丁扬岗与罗章
武。

“如何应对货币战争讲座会”

马经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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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马币贬值主要是因为美国停止量化宽松政
策。

“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则是棕油价格因为供过于
求，加上油价牵连，而导致棕油价格下滑。”

他说，全球主要货币国如日本、欧洲等国都为了自
己的经济增长，应付内需瓶颈、刺激出口而把货币贬
值。

“美国明年将会举行总统选举，而美元也几乎到了
保护主义要抬头的情况。”

主讲人：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郭隆生
讲　题：马币汇率走势分析：
　　　　过去，现在与将来

经济危机或再现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郭隆生认为，汇率在短时间内

大幅变化是非常罕见，也不寻常，而每10年就有一次经
济大循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
机），近期的各种征兆似乎有些不妙。

他说，由于国内外的经济大环境并不乐观，再加上
原油价格介于每桶50美元至70美元，今年及明年令吉兑
美元预测是介于3令吉50仙到3令吉70仙之间（参考文
字表一）。

“从去年7月至今，令吉兑美元汇率跌幅高达15%，
是继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4.71令吉后，跌幅位列史上
第二严重的一次。”

他分析，令吉走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国际原油价格
猛泻。

“国际原油价格猛泻也导致我国史无前例地必须
修正出台后的财政预算案。”

油价狂跌不寻常
其他原因也包括人们对政府、政策缺乏信心及高品

价低等等（参考文字表二）。
“石油价格在短时间内狂跌，也是不寻常的。”
他说，我国大量进出口石油，而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也曾表示，大马已是石油净入口国。
此外，棕油、天然气价格不断下滑，再加上我国去

年旅游年遭受MH370及MH17两次空难的重击，严重影
响旅游业，他总结“3油1气”（原油、棕油、旅游及天然
气）是导致令吉汇率走软的原因。

国债每年增加
郭隆生说，我国国债问题严重，政府从1998年以

来，每一年都是入不敷出，必须得向外贷款，连本带利
导致国债每年增加。

去年，政 府在财政预算案时宣布把赤字从3. 5%
降到3.0%，在2020年达到收支平衡，惟他认为我国在
2020年时仍有赤字。

“修正后的2015财政预算案赤字从3.0%调整至
3.2%，换句话说，我们到了2020年时要达到收支平衡
看起来还是个梦。”

出口中国萎缩最大
他补充，我国对外贸易虽然是顺差，但我国近来的

进口额上升，反之出口额在下降，对我国经济成长并不
理想。

“大马连续2个月出口萎缩，2月中对中国出口按年
萎缩21.3%，出口至日本萎缩6.2%、印度13.8%、澳洲跌
了10.9%、欧盟跌3.2%，东盟也萎缩8.2%，只有对美国
出口增长8.2%。”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看准美国是否能带动全球经
济，但美国的就业人数没有那么理想，制造业也不理
想，那当然全球的经济也不怎么理想。”

他认为，令吉会否回升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取决于原
油价。而国际原油价格的未来走势则要视乎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预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都预测原油价格
将缓慢增长，但这一切只是预测。”

马币未来走势预测
2015年第二季 3.65

2015年第三季 3.71

2015年第四季 3.72

2016年第一季 3.73
资料来源：彭博社，渣打银行

货币贬值因素
1  通货膨账 2  贸易逆差

3  缺乏信心 4  成长缓慢

5  利率偏低 6  商品价低

7  投机活动 8  货币狙击

潘立克 郭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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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中提出，为了达成6大重点策略，政府祭出6大”改
变游戏规则”(Game-Changing Plan)：

第一：提高生产力

第二：透过创新生成财富

第三：增加中产阶级人数

第四：致力教育及技术训练

第五：执行绿色发展

第六：投资具竞争力城市

在未来5年（2016年至2020年），《第11大马计划》的发展
将由新的国家发展策略（Malaysian National Devel-
opment Strategy，简称MyNDS）引导，让有限资源发
挥最大作用，并达到以下6大目标：

实际GDP年均增长5%至6%（10MP=年均5.3%）i. 

劳工生产率年均增长3.7%（10MP=年均2.3%）ii. 

2020年人均收入1万5千690美元（5万4千100令吉）iii. 

2020年家庭平均收入增长19.7%至1万零540令吉iv. 

2020年员工薪金占GDP比重攀升至40%（2015年预v. 
期=34.9%）

大马幸福指数(Wellbeing index)指数年均上升1.7%vi. 

春江水暖鸭先知

点评第十一大马计划
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于2015年5月21日在国会

提呈《第11大马计划》(Eleventh Malaysia Plan，简称

11MP)。这是马来西亚定下在2020年晋升为高收入国

目标的最后一份发展蓝图，备受各界关注。

针对这一份刚出炉的《第11大马计划》，马中总商会财

经投资委员会肩负起研究与本会会员利益有关的各种

财经问题，并适时将资料传达予会员的义务，进行下

述重点点评。

1.	2020年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1万5千690美元(5万4千100令吉)

2030年人均收入将翻倍达11万7千260令吉。尽
管如此，原来同在起步点的韩国在2013年人均收入已
经达到2万5千920美元。

从1970年马来西亚家庭月均收入264令吉提升20
倍至2014年6千141令吉，2020年目标则订1万540令
吉。

中层阶级的定义是家庭收入介于3855至8135马

币。但是，收入增长跟不上生活成本上升，加上消费税

的推行，一般中层阶级家庭感觉不到有多余的钱。

另外，政府也要关注贫富鸿沟，因为还有270万家

庭属于最低收入群，家庭收入只有2500令吉。

2.	2020年人口达3240万
马来西亚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易受外来冲击

的意向。即使2030年人口预测达3600万，内需经济
也不大。

反观中国人口超过13亿，内需经济庞大，造就了

世界最大的银行、电商等大企业。

在东盟经济体成立后，马来西亚商家应善用东盟

6亿人口的红利。

3.	一马援助金：“授予鱼，不如授以渔。”
一个马来西亚人民援助金的发出，应该多多益善

吗？

马经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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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财务角度而言，这绝对不是明智的纾解民困

办法，反而助长人民期待政府派钱的欲望，也导致政府

必须承受越来越重的开销负担。

“授予鱼，不如授以渔。”正好反映了我国现况，政

府以惠民措施为名，派钱给人民，实是欸养之举，这会

令部份人生萌生惰性，变得不再勤奋，经常期待政府派

钱、给津贴；实际的办法是通过真正有效的方式，提高

技能，增进人民的收入、降低通货膨胀率，消除人民依

靠津贴、援助金的心态。

再者，国债高企，从目前的5亿8千280万令吉2020
年直飙7千740亿令吉（占国内生产总值43.5%）。

4.	减少石油依赖
过去大马政府重视发展石油及天然气，国际原油

价偏低，无法获得可观盈利，所以在第11大马计划下，
石油与天然气投资料将放缓，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于
2014年杪崩盘。国家石油也已表明将分别于今明两年
削减投资10%及15%。政府将减少依赖石油相关收入，

该收入将于2020年降低至15.5%。

5.	基建工程
2016至2020年的总发展开销为2600亿令吉。基

建工程工程占了1千420亿令吉。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
高铁，2239公路的泛婆罗洲公路，MRT2和LRT3个别
耗资300亿、280亿、250亿和9亿令吉，首先带动建筑

和建材行业。另外，既有技术和价格优势的中国高铁势
必大有斩获。

对马来西亚而言，提升城市交通系统仍然是关键
一环，因为预计到2020年马来西亚75%的人口将实现
城镇化。巴生谷快速交通系统(KVMRT)一号线从双溪
武落（Sungai Buloh）到加影（Kajang），全长51公
里，共31站。其中双溪段将于2016年竣工，加影段将于
2017年竣工。如该线路全线通车，预计每日运载乘客
将达40万人。同时，KVMRT 2号线工程将于明年启动，
由双溪武落至沙登（Serdang）至布城，预计2022年
竣工。轻轨三号线将于明年启动，从万达镇（Bandar 
Utama）至巴生，全长36公里，共计25站，预计2020
年竣工。

只要规划合理，交通建设将为经济帶來乘数效应

(multiplier effect)，也将为人民的收入和福祉带来正面

的影响。

6.	四个城市发展为成长催化城	
	 刺激经济提升周边城镇连通

根据第十一大马计划，国内4个主要城市，即吉隆
坡、新山、古晋及亚庇将发展为成长催化城(growth 
catalyst cities)，从而造惠地方社区及刺激国家发展。

这4个城市的获选条件，是取决于各别的人口、对

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现有的主要基本设施、集中了高

等教育学府，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

国内生产总值：1970，711亿令吉 i. 
　　　　　　  2014年，1.1兆令吉

1970年，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8% ii. 
2014年，制造业和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6.5%

家庭每月平均收入：1970年，264令吉；2014iii. 
年，6141令吉

截至第10大马计划，国内76.1%的家庭拥有自己的iv. 
房屋。

95.1%的国人获净水供应，97.6%的国人获电供。v. 

国民识字率从1970年的75%，提升至目前的98%vi. 

1980年，只有6%的劳工接受过高等教育，如今拥有vii. 
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工达27%。

失业率：1970年，7.4%；2014年，2.9%viii. 

企业的土著股权，从1970年的2.4%提高至2011年的ix. 
23.5%。

贫穷率：1970年，49.3%；2014年，0.6%x. 

致力落实大马计划

国家达致10项成果
落实马新高铁计划 Î

建造80所小学和中学 Î

郊区铺泊油路3000公里 Î

100亿增加郊区净水供应 Î

网速：城市100Mbps，郊区20Mbps Î

建造65万3000间各类型新房屋 Î

5大经济走廊计划：吸资2360亿，创造47万个工作 Î

建砂州木胶、老越机场；扩充哥打峇鲁机场 Î

新建6所及提升3所医院；建165间“一马诊所” Î

边佳兰石油综合大楼发展计划，耗资530亿令吉 Î

拨280亿建5所新发电厂，创造3万5000个工作 Î

30亿提升郊区电供 Î

郊区房屋装修提升工程：40万户受惠，每户获5000至1万令吉拨款 Î

地铁：双溪毛糯 - 加影、双溪毛糯 - 沙登 - 布城；3项轻快铁工程 Î

创建“大马宏愿谷”、涵盖汝莱、芙蓉和波德申 Î

第11大马计划下拨款2600亿令吉 
用作发展计划

source: www.facebook.com/ahjib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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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信念 —“穷不过三代”

熟悉林顺平的人，都听过他常挂在嘴边的座右铭，那就是“穷不过三代。”

所以，每当回忆起过去，林顺平一点也不掩饰昔日的贫穷。“我是大马的第二代华裔，当年7岁的父亲林水泉跟着

爷爷奶奶带着30元，从中国福建来到了马来西亚半岛的瓜拉雪兰莪渔村落脚。父亲长大后，因为渔村的贫困，又搬到

了也是雪州的巴生班丹马兰新村，靠养猪为生。”

林顺平说，“当时家中有12个兄弟姐妹，经济十分困难，因此，我小学5年级还没有毕业，就

被迫辍学到巴刹给当菜贩的亲戚打工，靠当时每个月赚取40令吉的工资贴补家用。”

17岁时，林顺平就转职到建筑工地工作，由于肯刻苦耐劳，对工程细心负责，22岁时成

了年轻但有经验的“包工头”，过后升任承包商。

在28岁那年，他大胆地接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发展工程。“那是在海拔1500米的马来

西亚福隆港高原建度假村，羊肠小道，崎岖山路，连车都上不去。可是我还是接下了这单工

程，现在想来，当初的决定就象一场赌注，但也让我学会了从危机中寻找生机，最终赚取

了我人生中第一桶金。”林顺平回忆道。靠着这笔资金，他开始踏足产业界，并正式在

巴生谷内发展和扩大第一成功集团的规模，继而成为马来西亚的知名发展商之一。

成功靠忍耐与等待
诚然，林顺平的成功事迹并不是一帆风顺。在风浪当中，如何面对危机、逆

境，成为决定成败的试金石。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南亚市场萎靡不振，商人纷纷从市场撤资退

守。林顺平反而逆流而上，凭着其富有战略性的眼光，选择了“进攻”，一举买下

了巴生谷多处黄金地段。于是，他在经济风暴的逆境中，闯出一条血路，危机过

后，他开始稳步扎根首都吉隆坡的地产界，并有更多空间大展拳脚。

林顺平不忘与奋斗中的后辈分享道：“忍耐是一种美德，包括等待，做任

何事情都必须有耐心，持之以恒，就能够坚持到底。”正是因为这句话，加上

他过人的胆量与苦干，成就了今时今日的“产业王国”，既为无数人建造了温

暖的家园，也带动了社会经济繁荣。

他是一位小学还没有毕业的寒门子弟，曾经在巴刹的豆芽摊当童工，也曾在建筑工地争取一天7令吉的工资。

可如今，他是知名发展企业——在大马交易所上市主板的第一成功集团（Titijaya Group Of Companies，简

称Titijaya）创办人兼董事经理，并获得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封赐丹斯里PSM勋衔。

这一位白手创造出多次商业奇迹的成功人士，就是丹斯里拿督林顺平。

丹斯里拿督林顺平
井水越提泉越涌

贸人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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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领第一成功集团冲出
巴生谷

第一成功集团的故事始于80

年代，草创时，只是一家规模非常

小的公司。

“一开始，第一成功集团可

说是一家没有本钱的公司，规模

非常小！”

他所谓非常小的规模，就是

整个公司只有一 个人在操作，是

家“一脚踢”的公司。

公司虽然创立于巴生，但它所

负责的第一项工程，却是位于彭

亨福隆港（Fraser ’s Hill）的一项别墅工程。林顺平解释 

说：“在福隆港兴建房屋并不简单，因为除了需要上下

山进行兴建工作，所有材料也必须自己运上山。所以工

程的竞争并不大。”

步入90年代，第一成功集团在巴生和吉隆坡地带，

发展小型的房屋计划；其中，蕉赖的武吉蕉赖花园（Ta-

man Bukit Cheras），是该公司在吉隆坡地区的首项

产业计划。

直至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该公司便开始发展规

模较大的房屋计划，并于20 0 0年正式进军八打灵市

场，随后更开始拓展到东马沙巴。

至今，第一成功集团已完成了多项房屋及商业产业

计划，成功兼顾到市场需求与业界口碑，如在梳邦再也

的e-tiara服务公寓（第一成功集团在梳邦再也的首项

产业计划）、Casa Tiara服务公寓及Tiara Square商

业中心以及在巴生的Klang Sentral、Mutiara Point

商业中心和Harbour Point商业中心等。

成功之道离不开慈善
在马来西亚，生性乐善好施的林顺平对慈善事业的

贡献更是不胜枚举，他本人更是将30%的时间都投入

到公益事业，造福社会人群。

近期，身为马来西亚林氏宗亲总会执行顾问的林

顺平在慈善行业又有一创举，即成功运用其组织能力

与号召力，在巴生区全面推动“免费餐车”计划。“在‘

免费餐车’计划下，有关单位每天会派出两辆餐车前往

各餐馆，收集符合卫生标准的厨余，一些超市也会提供

食物干粮，之后派发给500户贫户，作为一日三餐的食

粮。

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林顺平开始关心起社会

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成立一个养

老中心，让老人们在该中心里，得到物质与精神上的满

足。”

成功交棒儿女接班
在第一成功集团逐渐扩大规模、发展更大型的产

业，甚至计划往更多市场发展之际，林顺平也已经逐渐

将公司的业务运作交由其子女打理。

目前，林顺平的女儿林贝芳和儿子林保亿，已经分

别在第一成功集团担任董事和副董事经理职位。

他说：“接下来，第一成功集团的发展，特别是未

来寻机朝向国际化，将交由这些年轻人负责！”

谈到对儿女的期望，林顺平表示要求十分简单，即

每年扩大第一成功集团的规模，以及让公司有朝一日走

向国际化的道路上，取得非常卓越的表现！

林顺平（中）期望儿子林保亿（右）与女儿林贝芳（左）联手推进第一成功集团面
向国际化。

林顺平的成功信念
“ 穷人，一定要有梦想，生活才会改善。”

“ 能忍、能等，是修炼耐心的法则。”

“ 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

“ 人退我取。”

“ 穷人要跟成功企业家交朋友，

 当他们对你有信心，你就容易赚到第一桶金。”

“ 当成功后，你要走向弱势社群，辅助穷人。”

“ 赚钱要赚得心安理得。”

“ 找大钱要到城市去；做生意要坐上国际去。”

“ 经营事业与对待家人，就是用“心”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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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业一直以来都是马来西亚的支柱性产业之一。马来西亚地理位置优越，接近赤道，全年日照充足，发展

太阳能产业“先天条件”良好。近年来随着科技不断提升，投资在光伏业变得有利可图，并逐渐兴起成为一门热

门行业。就在5月尾，知名中企——晶科能源投资1亿美元的马来西亚槟城光伏电池制造项目举行了开工仪式。

据了解，这是晶科能源在海外的第三座工厂，以及其在中国以外地区的第一座光伏电池厂。该项目目前设备落实

到位，启动生产，计划在两个月内实现满产，从而达到年产能电池片500兆瓦和组件450兆瓦。

该厂位于马来西亚槟城工业区，厂区面积约
25000平方米。员工近1000人，采用当前世界

上最先进的电池和组件制造设备，以及晶科高效的制
作工艺，并配合全球主流的多晶硅技术，多晶电池平均
效率会在18.5%，该厂将进一步完善晶科在全球的电
池和组件生产网络。

“晶科的槟城厂将会吸收晶科在电池和组件上积
累的领先技术和制造经验，它会成为我们全球工厂网
络中的骨干。同时它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响应北美和
亚太地区客户的需求。”晶科能源首席执行员陈康平如
此评价，“现在，无论是国家，还是中国的企业，我们都
有足够的累积和诚意，带着资本，带着技术和经验，甚
至带着中国的市场，去海外建厂，去海外投资。促进一
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在新能源生产和利用，光伏技术人
才培养，产业集群，经济和生态协同发展等方面的进
步。”

晶科能源全球新闻发言人钱晶表
示，“中国正主动走出去，并且影响别
人。这改变了中国的自我定位，将中国
从东亚国家，变成亚欧东边大国、亚洲
中心国家，毫无疑问中国对亚欧洲的重
要性、影响力将会上升。而从全球销售
到全球制造再到全球投资是晶科清晰
的发展战略。无论是在海外设厂（目前
晶科有3座海外工厂，南非，葡萄牙和马
来西亚），到海外电站开发，晶科的布局
思路与国家的大战略方向不谋而合”。

在钱晶看来，一带一路途径国家的

发展需要能源，需要基础建设，需要技

术，需要人才，需要资本，而中国已经累

积了这样的能力和实力。中国企业，特别

是作为王牌制造业代表的光伏企业，加

快走出去步伐，那些国家有需求，有市

场，有潜力，我们就要充分地利用可得的资源，以更开

放的心态大胆走出去。

“工业是国家的根本，这些沿路国家发展工业是
打底子的，而工业需要电力，很多国家没法大力发展工
业就是受限于电力短缺或昂贵的电价，比如印度，中东
等国家。所以，我们觉得投资电力设施建设，投资自给
自足的新能源是首要任务之一。”此外，钱晶表示，“正
如习总书记说的，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其他国
家的不安全上。而国家安全除了国防安全，未来最重要
的就是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首先要发展经济，发展
工业，有了自己的工业就有了国家的底气。其次，如果
能源过度依赖有限的传统能源，依赖进口是国家很大
的安全隐患。所以发展工业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国家
安全的任务之一。中国自己的经验已经足以说明了这一
点，并可以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示范”。

光伏业响应“一带一路” 

晶科能源马来西亚设厂

资天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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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协办：中国南博会暨昆交会在马推介会

中国云南省副省长高树勋率领政府及经贸团访马，在吉隆坡举办了第3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23届中国昆明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推介会，成功让本地企业家进一步了解中国南博会暨昆交会详情，掌握商机。

岀席中国·南亚博览会暨昆交会推介礼的贵宾份量十足，左起杨天培、陈凯希、邓章钦、黄惠康、高树勋、李志亮、黄漢良、
方天兴、林源德及林玉唐。

这项推介会由云南省人民政府举办，马来西亚-中

国总商会协办。席间，本地政府机构与中国驻

马大使馆高官、各商协会领导、马中企业家踊跃参与其

盛。出席的贵宾包括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拿督李

志亮以及中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黄惠康博士。

在场嘉宾包括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拿督李志

亮、云南省副省长高树勋、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

良、永长荣誉会长丹斯里林源德、拿督杨天培、陈凯

希、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

中总执行顾问丹斯里宋兆雄、马中友好协会会长拿督

马吉德、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NADI有限公

司主席丹斯里亚莫佐漢。

南博会是经中国国务院批 准的综合性国际博览

会，由中国国家商务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南

博会的前身是业已举办了5届的南亚国家商品展。

至于昆交会则是由中国商务部和云南省、四川省、

重庆市、贵州省、广西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及成都市人

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区域性国际商品交易会。

第3届南博会暨第23届昆交会将以“亲诚惠融，互

联互通，合作发展”为主题，于2015年6月12日—16日

在昆明举办。

黄惠康：增长47.5%至43亿
　　　  马有望成中最大投资国

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 博士说，中国于2 014 年对

大马的投资达13.6亿美元（约43亿5200万令吉），较

2013年同期增长47.5%，依此趋势，他预见在未来的数

年內，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大马的「最大」外资投资国。

他说，大马目前为中国对外第三大投资国。去年马

中双边贸易额超逾1000亿美元（约3200亿令吉），大

“亲诚惠融，互联互通，合作发展”

中国南博会暨昆交会在马推介会 · 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 · 2015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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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成为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国。

「大马是中国可靠的合作伙伴，我们对中马关系的

发展充满信心，中马关系在过去40年经历了全面的发

展，以及互信深化的黄金时期，今年则开始步入互利互

惠、命运与共的砖石时期。」

他进一步透露，已有越来越的中国企业把目光投

向大马，包括来马探索商机、考察项目以及洽询合作。

黄惠康说，中国2014年的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万

亿美元（约32万亿令吉），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

时取得7.4%的经济增长。

“中国也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去年对外直接投资

也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约3200亿令吉），成为对外

投资大国。”

他说，可喜的消息是2014年中马两国的投资，实

现双平衡。「第一个平衡是大马向中国及中国向大马投

资，取得平衡，第二个是中国去年向大马的投资，超越

了过去对大马投资的总和。」

来马中国客料再现增长
黄惠康继续指出，大马为中国人民喜爱旅游的目

的地，虽然去年来马旅游人数稍比前年减少，但去年10

月份来马的中国旅额却比前年同期增加，也可预见来马

的中国游客再现增长趋势。

他指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动力，也为各国

包括大马提供机会，特别大马还是中国可靠的合作伙

伴和可信赖的朋友。

展望马中建交今年入第41年，黄惠康看好在各领

域均取得长足发展，而且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来马寻求

商机。

马中贸易可达1600亿美元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拿 督李志亮

说，自2009起至2014年，中国一直都是大马的最大贸

易伙伴国，中国在我国制造业的投资也逐年增加。

他说，大马珍惜与中国的合作，期待未来将有更频

密的经济往来，而在共同的努力下，两国所设欲在2017

年之前让马中双边贸易增至1600亿美元（约5100亿令

吉）的目标，指日可待。

「中国在大马的投资，已经是相等于大马在中国的

投资，这已经达致平衡点。」  

他说，大马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必定会竭

尽所能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实现拥有超过6亿人口的

市场，而中方也可通过大马提供这样的平台，将业务发

展至东南亚区域。

中国云南省副省长高树勋说，中国·南亚博览会暨

昆交会期间，印度为第三届南博会主题国和第10届中

国-南亚商务论坛轮值国。

他提岀数项建议推动大马与云南的经贸合作：（1

）续 扩大 双方贸易规模；（2）积极扩大 双向投资 合

作；3）拓展双方产业合作；（4）促进人文交流。

黄惠康

拿督李志亮

高树勋

点活动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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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博会暨昆交会
　在马推介会庆功晚宴

马中总商会拿督黄漢良总会长上台表1. 
示感谢和欢迎高树勋副省长率领的政
府代表及经贸团访马，成功举办中国南
博会暨昆交会在马推介会。

黄惠康大使点名盛赞马中总商会在促2. 
进马来西亚与中国各省市的经贸往来
关系上，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

高树勋副省长表示，中国南博会暨昆交3. 
会在马推介会获得本地企业界热烈回
响，全力配合的马中总商会功不可没。

黄漢良总会长（左）赠送充满东南亚色4. 
彩的木屋模型纪念品予高树勋副省长（
右）。

黄漢良总会长（左）赠送《光辉四十5. 
载》图片集予高树勋副省长（右）。

礼尚往来，高树勋副省长（右）赠送黄6. 
漢良总会长（左）纪念品。

林玉唐（左起）、黄惠康、黄漢良、高树7. 
勋及陈凯希与马中总商会中央领事敬
酒示意。

酒逢知己千杯少，干杯！8. 

q

w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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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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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中国和平崛起

《文明磁场·海上丝绸之路》系列研讨会二·中国和平崛起：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商机及挑战 · 马华大厦13楼会议厅 · 2015年4月11日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马中总商会）、安邦智库及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华）于4月11日联手举办的《文明磁

场.海上丝绸之路系列研讨会》之二：“中国和平崛起：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商机与挑战”再次获得民众的热烈

响应。

魏家祥（中）翻阅黄漢良（左二）赠予的《光辉四十载》图片集。左为林玉唐、陈凯希；右起为林恒毅、陈友信及吴政平。

该研讨会是一系列以不同主题为背景的研讨会，

也是马中总商会今年的重头戏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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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盟与中国的深化合作基础上占领先

机，进行区域战略布局。

这场研讨会邀请来自本地和中国的学者，以深入

浅出的方式，剖析有关议题。

研讨会邀请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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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马来西亚安邦智库信

息部门主管张倩燁作为研讨会主讲嘉宾，为与会者讲

解大马中小企业者在中国崛起的时刻面临的商机及挑

战。

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也从实战角度，分

享本身的企业战略。

出席嘉宾包括马中总商会永久名誉会长陈凯希、荣

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总会长拿督黄漢良、第一副总会

长陈友信、副总会长拿督林恒毅及中国驻马使馆经济

商务处参赞吴政平。

探讨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
商机及挑战

点活动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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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内阁承认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马来西亚首相署部长拿督魏家祥博士在研讨会上率先透露，内阁已

于会议里核准教育部与中国孔子学院签署承认大马教育文凭（SPM）华

文科与中国漢办的漢语水平考试（HSK）处同等水平的了解备忘录，以落

实我国华文教育与中国漢语课程接轨的目标。

他解释，此举犹如让报考大马教育文凭英文科，可获得1119剑桥O

水准(GCE O Level)认可一样，考生只需要考取一张文凭就可以同时获

得两个水平认证，即国内和国际认证，对本地为数不少的华裔学子不失

为喜讯。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指出，中国政府为未来发展趋势制定

了全面的政策，且贯彻到底的精神，前景非常庞大，因此大马中小型企业

者必须积极充实自我，选择适合的行业与中国商家合作，缔造更好的企业

发展。

“根据我在两会上获得的情报，中国将在2016年採取高进高出的路

线，即进出口有高利润的物品，因此大马商家应该避免再向中国进行一些

利润较低的物品贸易如鞋子、衣物等。”

黄漢良在分享其代表我国华人出席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体会时建议，中国政协应该多加大马代表的名额。

此外，他也建议，他们也关注中国在鼓励走出去的当儿，要了解住在

国的国情，多做对当地经济有贡献的事业，不能大小通吃，抢夺当地人饭

碗。

“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构建和谐互惠友好关系。”

最后，黄漢良表示“经过两个星期在北京列席两会后，我的观察和学

习体验，当今的中国今非昔比。他们在执行“四个全面”策略。以我们的

话说，也可以用“四个全面”来表达，那就是全面发展，全面落实，全面动

员，全面成功。但愿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日到来。”

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提醒，马中合作的纠纷起因主要是

来自沟通误解，尽管大马华裔和中国人是“同文同种”，但由于国情习惯

的差异，容易产生误会。

“就好像中国人说的‘问题不大’，你或许会以为没有问题，但他说

的其实是问题不大，但还是有问题。”

另外，法制、国情不一、再学习能力及固守原有认知，也对马中合作

有所影响。

善用移动网络
他说，我国中小企业若有意前往中国经商，应该把企业经营本土

化，建立健全关系网络、专注熟悉行业，谨记“手不到不为财”。

陈友信也指出，大马中小企业与中资企业具有互补性的强项包括国

际营销网络、跨国双语人才、大马是东盟窗口、在地优势及多元文化背

景。

随着全民电商概念及移动网络的普及，陈友信也提醒商家关注微信

魏家祥

黄漢良

吴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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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力，因为许多人都预测微时代、微营

销时代将取代淘宝时代。

“目前，微信已有超过9亿用户，1.5

亿用户同时在线。

数行业或产能过剩，投资须谨

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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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马来西亚

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最大的合作伙伴，

佔了所有东盟国家的4分之一，是不可逆

转的优势。

“世界的经济中心已开始从西方转

向东方，而马中关系正处在一个最好的时期，大马商家

们应该掌握语言文化的优势，突围而出。”

他说，随着中国进行产业升级及转型，一些领域如

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大马商家及投资者

必须小心谨慎行事。

“在制造业中，水泥、玻璃、粗钢、电解铝及船舶

制造设备等面对产能过剩问题。

此外，涉及化学业的橡胶、酒等的使用率也在70%

以下，这些行业必须谨慎投资。”

他指出，中国的服务贸易则出现产能不足情况，因

此运输、旅游、计算机、广告、通讯服务等领域则有较

大的发展潜力。

他总结时指出，中国经济对全世界产生关键影响，

有不可估量的潜能，因此大马商家必须“软硬兼施”，

提升软实力及硬实力，才是发展业务的王道。

互联网及环保是中国未来核心行业
来自中国的张倩燁指出，根据安邦智库的情报，互

联网行业及环保产业将会是中国未来的核心产业，因此

大马商家必须追赶互联网商业的普及率，同时发展绿

色科技及产品，才能迎合中国经济的崛起。

“至於挑战方面，由於中国政策随着领导人的更

换而出现巨大的变化，因此大马商家必须对中国的政

策有深入的瞭解及认知，选择对的行业及对的地区，才

能避免业务被政策拖累。”

她说，中国东西部省份对外资的待遇有所差异，如

西部有15%减税但软件不足、而东部没有减税却有完

善的软体设备。

她总结时指出，马来西亚需要类似日本贸易振兴

会（JETRO）的机构，来协助大马商家振兴海外贸易关

系。

问答环节，共寻思路： 
“一带一路”是投资互利平台

针对现场观众提问“一带一路”可以给我国带来

什么好处，马来西亚安邦智库信息部门主管张倩烨提

醒，“一带一路”现阶段只是一个单方面倡议，目前没

有人说它是一个战略，中国非常积极想要周边国家包括

大马的支持。

“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心态是，你可能认为中国

是个金主，中国是个有钱佬，来散钱了，但实际上不一

定是这样的，而是双方合作，有个机会出更多的政策平

台，彼此互利。

“中国也希望来赚钱，不只是希望来投钱的。”

和平发展　共创繁荣
中国驻马大使馆商务参赞吴政平强调，“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展开多种形式、多种

层次、多个领域互利友好合作的开放式平台，主张和平

发展、共创繁荣。

“倘若马来西亚未来的发展战略，能够与“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有效对接，相信将可进一步激

发中马经贸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对于大马中小企业

来说，是难得可贵的机遇。”

为此，他提出了两项建议予我国中小企业。一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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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创新，实现业务转型和升级，因为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在

进行，像是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新材料等领域的革命性突破随时可

能出现。

此外，智慧型工厂、互联网金融、分布式能源、远程教育和医疗等新型

业态也会不断涌现。

以互联网结合传统行业
他以互联网为例，指中国的“互联网+”战略就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和信

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在新的

领域创造一种新的业态。

他认为，大马中小企业也应该融入产业革命的大趋势，积极进取和创

新以抓住机遇，或者借中国互联网的东风，大力发展国际营销和跨境电子

商务，推动信息技术企业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科技创新的领跑者

和重要参与者，从而实现自身发展的突破。

第二项建议则是优势互补，挖掘贸易新增长点，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

实现包容共进。譬如马中农业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应立足各自优势，寻找

利益共同点和交汇点，在农产品种植、生产和贸易领域加大合作力度。

“中国农业部副部长近期访马，马来西亚农业部长也将访华，相信双

方通过加强沟通，一定能制定扩大互利合作的具体措施。”

此外，大马在清真认证体系标准、生产安全监管品质、以及市场拓展

等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中小企业可以考虑与中国发展势头强劲的清真产

业相结合，在平等共赢的基础上，促进清真产品认证和管理经验的交流，

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开拓第三方清真产品市场。

强有力的融资支持
吴政平强调，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离不开大马的大力参与，

中国希望能与大马携手合作，把两国互利合作与各自发展战略更加有力地

结合起来，为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活力，更好地造福两国

人民。

资料显示，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建设给予强有力的融资支持，

拟设立的“丝路基金”总额达400亿美元，首期出资100亿美元。中国倡导

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头行）”规模将达1千亿美元，中国愿

出资500亿美元。

海上丝绸之路银行业在拟议中，拟注册资金为50亿元人民币，私募1

千亿元人民币。拟设立的金砖国家开放银行，规模1千亿美元，5个成员国

平均出资，还有“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行、建行、农行等政策性银行和

商业金融机构也正在出台各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配套金融方案。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发展意义重大。

这个战略构想契合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需求，为双方优势互补、开放发

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也有利于打造区域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张倩烨

叶乃杰

陈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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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与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联手

破天荒组团参加广交会

马中总商会及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组团参加广交会记者会 · 马中总商会总部4楼会议室 · 2015年4月22日

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PERDASAMA）破天荒组团参加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以期

在中国庞大市场中获取商机，并促进马中双边贸易。

逾90人的代表团在马中总商会领导人的率领下，于4月29日至5月3日赴中国参加2015年第117届春季广交会；团

员主要为马来商家，少数为马中总商会领导人及秘书处职员。

部分参加广交会的马来商家岀席“马中总商会及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组团参加广交会记者会”。前排左起为卡鲁比亚、
刘俊光、莫哈末法乌兹、纳英、黄漢良、张联兴、黄锡琦、卢国祥和包久星。

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拿督纳因莫哈末
说，虽然该协会去年已组团参加在广东省东莞

举行的海上丝绸博览会，但组团参加广交会却是破天
荒的第一次。此前，该协会只有少数会员以个人名义参
加。

他说，大马华裔商家对于广交会已不陌生，自10多
年前就开始参加，许多大马华商都拥有自己的管道自行
前去参加，反之巫裔及印裔商家的接触较少，而这次三
大种族是第一次有上述合作，希望可以协助本地巫裔
及印裔商家在中国制造商机。

纳英还透露，本年度春季广交会后，该会准备于11
月再组团参加秋季广交会。

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春季，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
举办。

无论如何，纳英寄望，上述广交会将能让该协会会
员大开眼界。毕竟，除了中国的商家，也有许多来自海
外的买家参与。

另外，询及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放缓的看法，他说，
虽然中国经济放缓，但是依然有6.5至7%的经济成长，
相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则是负成长，虽然只是6.5至7%经
济成长，但是其数量依然巨大，而中国也有庞大的购买
力。

他指出，马来西亚企业家要与中国商家进行贸易
合作，对方都会提出要求需达到一定的供应条件，例如
一个货柜的供应量，而本地方面可以集合商家的力量
达成有关供应量。

纳英认为，为了在3年內达致马中双边贸易额1600
亿美元（约5810亿令吉）目标，商家需积极开拓视野，
发掘商机，一步步提高利润。

提到与马中总商会的合作，纳英表示两个组织一
直以来互相信任，彼此配合、协商、容忍与谅解。

“我们将可从参加广交会中学习到很多东西，会员
们应按步就班地做，小心经商、逐步寻求发展以赚取
利润，不要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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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记者会在场者包括马来人工商业协会理事拿督
莫哈末法乌兹、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副总会
长兼代表团团长刘俊光、秘书长卢国祥、总财政黄锡
琦、中央理事包久星、张联兴，以及印度人餐馆经营者
协会（PRIMAS）执行秘书卡鲁比亚。

黄漢良总会长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蛋糕正
不断扩大，大马各族商家应当携手进军中国，从中受
惠。

他说，过去数十年来，大马一直都主要是裔商家参
加广交会，其他种族商家对中国理解得较慢。“因此，
马中总商会愿意协助一把，何况我会也属于多元民族
的商会。”

黄漢良说，印度人餐馆经营者协会等印裔商会，也
将会另外组团参加广交会。

黄漢良指出，希望我国各族人民都能从中国崛起受
惠，並透过此行让马来商家接触中国市场，除了经商，

也更有机会了解中国文化，促进两国人民友好交流。
“马中总商会是个涵盖跨族群商会，不只是纯粹协

助华裔企业家；华商对广交会已非常熟悉，他们大多数
都有自行管道参加广交会，相对的巫裔商家对中国市场
较慢热，需要我们带动和帮忙。”

参展提升贸易额
他在记者会上也向马来人工商业协会说，马中总

將时刻支持他们，他们並不孤单，同时希望巫裔商家到
中国找到生意合作伙伴，促进马中经贸。

刘俊光指出，该团于本月29日至5月3日前往广州，
届时会有91名商家赴会，包括61名巫裔商家、16名大马
印裔餐馆业者协会商家代表，其余则是商会代表。

他认为，商家不但可从此行开拓视野，运用良好平
台出口本地商品，商家未来也可考虑参展，提升双边贸
易额。

黄漢良（左）与纳英（左二）紧紧握手，首次合作带领各种族商人参与“中国第
一展”——广交会。右起为莫哈末法乌兹、卡鲁比亚以及刘俊光。

黄漢良总会长：各族商家携手进军中国。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则在会上向
各种族商家代表讲解中国的发展情况、
此行旅程详情，以及必须注意的各个事
项等。

纳英促马来商家把包罗万象且价格廉宜
的中国产品带入本地市场并赚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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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组华巫印采购团赴广交会

一个马来西亚绽放光辉！
文｜周美馨

缔造和谐共赢的“一个马来西亚”合作模式在第

117届广交会绽放光辉！20多年来为推动马中

双边经贸合作不遗馀力的马中总商会，在这次的春交

会，组织了由华、巫、印商家组成的91人考察采购团，

浩浩荡荡的实地体验广交会盛况。

马中总商会联同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

（PERDASAMA）和马来西亚印度餐馆业主公会（PRI-

MAS），于2015年4月29日至5月3日以三大民族心连心

的姿态进军广交会。

广交会是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展览会，作

为广交会的忠实支持者，马中总商会希望通过与友族

企业的合作，共同推动马来西亚与中国的经贸更上一

层楼。

这也是马中总商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贡

献，结合各方面资源，开辟国际商贸蓝天碧海。

采购团由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率领，团员包

括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总财政拿督黄锡

琦、青年团团长兼中央理事丁扬岗、中央理事包久星、

首席执行秘书周美馨和项目经理许诗云，马来西亚马来

商人及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拿督纳英、马来西亚印度餐

馆业主公会荣誉主席拿督拉玛林甘比莱等。

广交会共分为三期举行，这次的采购团，是参加第

三期交易会，展出的产品包括男女时装、运动服及休闲

服、童装、服装饰物及配件、裘革皮羽绒及制品、家用

纺织品、纺织原料面料、地毯及挂毯、鞋子、办公、箱

包及休闲用品、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食品、医药及医

疗保健。

团员们在参会期间，获得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礼

待，五天四夜精彩丰富的活动安排，让参会者大有崭

获，满载而归。

马来西亚采购团在广交会的琶洲展馆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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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重点活动的摘录：

广东旅游局盛情赞助夜游珠江
在广东旅游局盛情赞助下，考察团在抵达广州

的第一天，就安排了夜游珠江的环节。这是一场人

造景观的盛宴，沿途各高楼建筑以各色灯光争奇斗

艳，600米高的广州塔-“小蛮腰”璀灿娇媚，更是引

人入胜。

珠江全长2214公里，是中国第四大河，其名来

自“海珠石”。当千里珠江流经广州城下时，江有一

巨大的石岛，石岛长期被江水冲刷，变得圆滑光润，

形如珍珠，称“海珠石”。由此，坐落该石的河流便

称之为“珠江”。

珠江的名称还有另一个说法。传说有一位波斯

商人，偷了他们国家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来到广州

拍卖，由于此珠是镇国之宝，所以波斯国王派人携

巨款来广州，把宝珠买了下来。当他们乘船回国时，

拿出宝珠 来欣赏。突然，宝珠飞起，坠入江中。后

来宝珠化为巨石，熠熠生辉，人们便将其称为海珠

岛，“珠江”也因此得名。

珠江包括东江、西江和北江等支流，汇合至广州

河段，入夜，碧水潋艳，华灯璀璨，景色十分迷人。

沿江可观赏到珠江丹心、广州塔、珠江秋月等羊城

美景，还有南方大厦、爱群大厦、广州宾馆、华厦大

酒店、江湾大酒店、二沙海珠广场花园、沙面洋房

建筑等多个文化历史景点，广州的风土人情尽在眼

前。

罗浮宫家具展馆令人大开眼界
在广州跨采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穿针引线下，

考察团于4月30日上午前往佛山参观罗浮宫家居集

团的“罗浮宫国际家具博览中心”。

罗浮宫家居集团是中国家居行业的龙头企业，

创立于2000年，位于“中国产、家具商贸之都—顺德

乐从”。2010年，集团再次斥资人民币16亿元建造

罗浮宫国际家居总部大厦，与罗浮宫国际家具博览

中心合并构成当前全球最高、占地面积最大的地标

性家居主题建筑群。

罗浮宫国际家具博览中心与罗浮宫国际家居总

部大厦无缝对接，建筑面积达36万平方米。该中心

汇集近千家商户，逾2000个国内一线品牌及数十个

欧美顶级奢华家具品牌。从具有深厚文化艺术底蕴

的红木家具，致欧美经典风格、新古典、现代实木、

睡眠家具、办公家具、儿童青少年家具、卫浴橱柜等

数10万款家具精品荟萃，囊括全球家居文明精粹，

并被誉为“不收门票的家居文化博物馆”。

2010 年1月，“罗浮宫”获认 定为“中国驰名

商 标 ”；2 012 年 被 评 定 为国家 A A A A 级 旅 游 景

区；2012-2013年，连续两年入选“广东省500强企

业”和“亚洲品牌500强”。

该集团每年接待国内外社会名流、政府政要、

商务考察团的参观、访问与购物达180万人次，声名

远播。

这 座 超 大的展馆内部设 计 独 具一格，富丽堂

皇，加上展品精致丰富，令人大开眼界，流连忘返。

考察团在参访时，获得罗浮宫家居集团市场推广部

副经理高丹的热情接待，除了安排免费翻译，还招待

丰盛美味的清真午餐。

珠江国际纺织城主办“马来西亚商团采购对接会”及“
珠江时尚之夜”，本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中）赠送
纪念品给纺织城项目运营公司总经理陈祝全（左）和广
州跨采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洪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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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国际纺织城办采购对接会
在结束罗浮宫的参观行程后，一行人于4月30日

下午返回广州，前往珠江国际纺织城考察及参加“马

来西亚商团采购对接会”及“珠江时尚之夜”。

珠江国际纺织城位广州市海珠区逸景西路，总

投资人民币40多亿元，总建筑面积90万平方米，其

中包括40万平方米的轻纺旗舰展示中心，50万平方

米的写字楼、酒店、商务公寓、商铺等综合商业配

套。2011年9月29日正式对外试业，珠江国际纺织城

已被列为海珠区“十二五”重点商业项目，是中大布

市之“世界布都”的最核心组成部分。

珠江国际纺织城特地为本代表团的莅访，举办“

马来西亚商团采购对接会”。近200人出席这场对接

会，该活动以马来西亚商家为主，部份来自欧美国家

的采购团亦受邀出席。

该纺织城项目运营公司总经理陈祝全、本会第

一副总会长陈友信、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

会副会长拿督纳英，以及中国纺织公司的代表皆在

对接会上发言。

过后，出席者参观现场展示的布料与服饰，进

行接洽及采购。

当晚，主办单位悉心安排“珠江时尚之夜”，让

出席者尽情享受美食与欣赏优美的音乐。

广交会展品多样化买家添商机
5月1日与2日连续两天，考察团都在琶洲展馆浏

览，参观广交会展出的各类最新产品，并实地与卖

家洽淡。许多参会者表示，多样化的展品令人目不暇

给，也给他们带来新商机，有些马来商家有意引进新

产品，有者则物色供应商，打算开分店。

第117届广 交会共 吸引216 个 国家 及 区 域 的

184,801名商家前往采购，其中，亚洲国家采购商共

达105,074名(56.86%)；欧洲30,383名(16.44%)；

美国27,397名(14.83%)；非洲15,469名(8.37%)以及

大洋洲6,478名(3.21%)。其中，52,735人已参加广

交会超过10次。

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采购商计有80,954名，

比上届上升0.8%，并占总人数的43.81%。值得一提

的是，马来西亚采购商人数高居广交会十大排行榜，

位居第六。排序为香港、印度、美国、台湾、韩国、马

来西亚、泰国、澳洲、俄罗斯与印尼。

本届广交会的累积出口成交额高达280亿美元

（人民币约1千720亿元）。在五天四夜的行程中，代

表团还到电子城、服装城、精品城、夜市场等地采购

及消费。大部分参会的马来同胞，是第一次到广州。

除了迷人的旅游景点引人入胜之外，广交会大规模

与丰富的展品、广州价廉物美的商品以及多种选择

的清真食品，也令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行人乘坐邮轮夜游珠江，沿途各高楼建筑以各色灯光争
奇斗艳，600米高的广州塔-“小蛮腰”璀灿娇媚，更是引
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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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增见闻　马商乐开怀

偌大的珠江国际纺织城热烈欢迎马来西亚1. 
采购团莅访。
第117届广交会共吸引216个国家及区域的2. 
184,801名商家前往采购，马来西亚客商排
名第六。
一行人走进广交会的历史隧道，看到过去的3. 
奋斗与现在的辉煌。
代表团在富丽堂皇的罗浮宫欧美家居集团4. 
大厅合照。
马中总商会与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5. 
协会领导在珠江豪华游轮上留影。

本会总财政拿督黄锡琦（右3）赠送纪念品予罗浮宫家居集团市场6. 
推广部副经理高丹（右4）。左起为本会首席执行秘书周美馨和中
央理事包久星、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拿督纳
英、TERRA FIRMA ASIA私人有限公司的HO FONG LEE、马
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协会国际事务组主席拿督莫哈末弗兹。
马来西亚馆门庭若市，人潮络绎不绝。7. 
马来西亚采购对接会的出席者参观现场展示的布料与服饰，并直接8. 
与厂商洽谈。
珠江碧水潋艳，华灯璀璨，景色十分迷人。9. 
罗浮宫国际家具博览中心汇集近千家商户，逾2000个中国国内一10. 
线品牌及数十个欧美顶级奢华家具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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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总会长：

 海博会“一展定未来”

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马来西亚推介会 · 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 · 2015年5月13日

第二届中国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正式来马推广，获得国际贸易及工

业部鼓励本地商家参与类似活动，以开拓两国的贸易合作关系。

吴政平（左五）和希丝娃妮（左六）由贵宾陪同，共同为“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推介会”主持开幕。左起为
刘俊光、罗夫、苏茜拉及陈仲球；右起为蔡国治、纳英、林建忆、林锦胜、吴军、黄漢良和刘晓捷。

当晚，贵宾云集。出席嘉宾包括中国驻马来西亚大
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吴政平、马中总商会副总会

长刘俊光、中总副总会长丹斯里林锦胜、马来西亚马来
商人及企业家协会（PERDASAMA）副主席拿督纳英、
马中商务理事会董事拿督蔡国治、大马五金机械建材
总商会总会长罗夫、大马外贸易发展局副总执行长苏茜
拉及大马旅游促进局国际推广处（东亚/北亚）首席旅
游事务官林建忆等。

中国嘉宾有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晓捷、海
博会组委会执行秘书长陈仲球及广东省外经贸厅副厅
长吴军等。

马来西亚贸工部副秘书长希丝娃妮指出，从2009
年起，中国是大马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马中双边贸易
额1020亿美元，同比增长2.2%。

“在大马及中国总贸易额中，单单是广东与我国的
贸易额来往就占大约25%。”

她说，我国政府和中国在2013年签署了合作协议，
协议在2017年双边贸易额要达到1600亿美元的目标。

她认为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是一

个最好的平台来协助我国达致有关目标，她坚信广东
与大马的贸易额有望冲破现有双边贸易总额的25%。

黄汉良：利惠各国，海博会“一展定未来”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致词时指出，中国

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发表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倡议，形成一个共同发展的共创双赢模式，获得本区域
国家普遍支持。

他指出，广东于去年举办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国际博览会，反应良好，此博览会有利于丝绸之路的周
边国家，提供平台来共同合作。

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从10月31日
至11月2日，于中国广东省东莞举行；至今，已吸引42个
沿线国家与非沿线国家报名参展。

吴政平参赞在致辞中指出，“一带一路”致力于建
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通过全方位、多
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
的对接与契合，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
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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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参赞特别针对“一带一路”的一个命运共同体目标，“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双翼发展，共商、共建、共享三项基
本原则，造福亚欧大陆40亿人口宏愿，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项主要内容，陆上六大走廊和海上重点方向，七
个资金支持平台，八个重点建设领域，九个新表述，十个国内合作平台
等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

吴参赞表示，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中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

家，目前中马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两国政治、经贸、文化、教

育、旅游等领域合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广东省与马来西亚经贸关系密

切，双边贸易额占中马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双向投资速度不断加快，省

州合作逐步深化。希望马来西亚的企业家们积极参与第二届广东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深挖合作潜力，为海丝合作及中马经贸合作

做出更大贡献。

刘晓捷：贯彻“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晓捷指出，广东省將继续以实际行

动，贯彻落实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將海博会打造成广东与沿线国
家包括大马合作的最佳平台。

刘晓捷率领海博会组委会秘书处一行人，前来我国举行2015海博
会第三场推介会。2015海博会將在10月29至31日在东莞厚街广东现代
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展会设置一个主题展和6个专业展两大展区。

据介绍，主题展区主要包括四大块板，一是成果展示区，展出近年
来与海丝沿线国家经贸交流合作成果；二是商机展示区，展示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投资和经贸合作商机；三是跨境电商物流展示区，推介跨
境电商平台，推动线上与线下互动，动员沿线国家建设虚擬展馆，实现“
永不落幕”的展会目的；四是信息技术產品展示区，展示广东省信息技
术类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

至於专业展区，主要根据海丝沿线国家发展需求及海丝贸易传统特
色进行规划设置六大专业展，即海上丝绸之路特色食品及农產品展、国
际茶文化精品展、国际陶瓷文化精品展、国际丝绸文化精品展、海上丝
绸之路旅游文化展及国际建材及工程展。

推介会结束后，黄漢良总会长（左三）赠送木屋模型纪念品予刘晓捷副秘书
长（右三）以作留念。左起为刘俊光及吴军；右起为陈仲球及林恒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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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倡导：中小企业须转型

争取拓中国市场

2015年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暨义乌进口商品馆推介说明会（马来西亚） · 吉隆坡万丽酒店 · 2015年4月17日

目前，全中国80%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落户在义乌，博览会当局

目标定向在该会邀请约2万5000家，包括中国著名百货公司、进

出口企业、品牌经销代理批发商等买家。

陈友信（左四）、胡衍虎（中）与纳英（右五）为2015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暨义乌进口商品馆主持推介礼。左起为罗维
坚、沈永平与刘俊光；右起为胡志龙、卢国祥、包久星与林恆毅。

2015年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于6月4至7
日在中国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展开，该博

览会展位、当地交通及食宿可获全免，大马商家特别是
中小企业受促抓紧机会参与，扩大海外商机。

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指出，大马中小型
企业必须转型，积极参与中国开放海外的各项商机活
动，把产品推销到世界各地，否则中小企业会失去整个
市场。

他说，大马中小型企业是国家主要经济动脉，配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访马与首相纳吉订下2017年
达到1千6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因此所有企业特別是
中小型企业务必爭取机会与中国交流，开启商机。

应参与义乌博览会
“碰巧这次中国义乌欲举办进口商品博览会，而且

义乌最适合中小型企业，有各类价格廉宜商品，加上中
国是世界工厂，本地中小型企业无需对本地难以制造
的产品感到担忧，应爭取机会参与义乌进口商品博览

会。”
陈友信为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推介会致词时

也提及，马中总商会將举办第五届企业大会（MCEC 
2015），共同探讨合作策划，实现互惠互利双贏局面。

“届时我们也会寻找中国企业家与大马企业家分
享个人经历，提供本地企业家更多机会拓展业务。”

马中总商会组团参与
陈友信强调，本地商家若不转型就会被淘汰，他

鼓励商家们参与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分一杯羹。
他致词时说，义乌是经商好地方，马中总商会也会组团
参与上述博览会。

他指马中这几年来关系非常密切，中国对大马的重
视不只在于经济活动，也包括地缘政治，中国的一带一
路都需大马参与及配合。

大马是义乌第9大出口国，2014年义乌自营企业对
大马出口达6亿4400万美元，同比增长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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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衍虎：义乌马商逾200人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

衍虎披露，目前在义乌市场经营的大马客商已有200多
人，当中大马的食品、工艺品与橡胶制品等在义乌进口
商品馆很受欢迎。

他称，参与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的参展商逐年增
加，该集团放眼今年博览会有1200个参展商参与。

“这次举办的博览会將着重开设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如大马、韩日、美洲及大洋州等。”

出席者尚有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拿督林恆毅、刘俊
光、秘书长卢国祥、中央理事包久星、马来西亚中小型
企业中央委员拿督沈永平、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
家协会副会长拿督纳英、乐家环球（北京）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罗维坚，以及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份行公司总经理胡志龙。

标准展位四大特色
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是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及中国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办。

2015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暨义乌进口商品馆
推介说明会（马来西亚）主要向本地商家说明这博览会
的优势。说明会协办单位为马中总商会。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
衍虎在会上说，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展出规模超过
4万平方米，参展范围包括进口家居用品、食品及饮料、
工艺品饰品、服饰及配件、跨境电商及国际贸易服务。

他指该博览会呈现四大特色，包括活动丰富规模
大，标准展位为1200个，当局考虑把它扩展至1500个。

商品展半年免费中介服务
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参展商家另一好处是，当

局将在博览会结束后根据授权协议，再把产品安排到
进口商品馆延展厅展览不超过6个月，免费提供配对中
国区总代理商的中介服务，协助境外企业在义乌市场
寻找代理。

胡衍虎说，当局也设计了参展企业轻松对接义乌进
口商品馆，协助商家寻找中国地区代理商市场渠道，这
些渠道为要求在进口馆自营的参展企业提供场地及为
参展企业授权代理。

义乌位于中国浙江省中部，距离上海约280公里。
义乌市场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及摩根史丹利认定全球
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现有营业面积达约550万平方
米，经营26个类别约180万种商品，日客流量达22万人
次，商品出口到219个国家和地区。

陈友信（右四）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胡衍虎（左四）。左起为胡志龙、林恆毅与刘俊光；右起为周美馨、罗维坚及 
卢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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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 · 中国义乌 · 2015年6月4日至7日

马来西亚乡村工业企业发展局（Dewan Usahawan Industri Desa Malaysia）妇女事务局主席Datin Umi Kalsom 
Tulos（左起）、马中总商会财政拿督黄锡琦、秘书长卢国祥、副总会长刘俊光、马来西亚驻沪总领事陈扬泰、马来商人及
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拿督纳因莫哈末、马来人工商业协会理事拿督莫哈末法乌兹等等出席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马来西
亚活动仪式。

初夏商城，喜迎盛会。盛况空前，马商活跃。
配合6月4日至7日盛大举办的2015中国义

乌进口商品博览会，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简称马中总
商会）与马来西亚商人及企业家协会（PERDASAMA）
率领126名马来西亚企业家赴会。其中，包括有44家本
地企业参展商企业。此举体现了马中总商会长期来以
实际行动贯彻的多元种族商会精神。

根据本地参展企业家的意见回馈，马来西亚的产

品获得非常好的反应。特别是本地食品和用品非常畅

销。

据悉，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共有100多个世界各
国参展、2000个展位、5万平方米展区面积。1500家参
展企业分别来自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意
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担纲主角，企业数、展位数占
80%以上。

本届展会以境外日用消费品为主，展览范围包括进
口家居用品、进口食品及饮料、进口工艺品饰品、进口
服饰及配件、跨境电商及国际贸易服务等五大类，展览
规模位居全国同类展会前列。大批国内知名百货公司、
大型超市、进出口企业、贸易公司、品牌经销代理商、
电子商务企业和境外商贸机构参会，预计专业采购商
达到10万人次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共有160多个展位、成为

第三多展位的国家。

马来西亚国家馆日活动启动仪式在国际博览中心
序幕大厅举行。一直以来，义乌与马来西亚保持着密切
往来。义乌与马来西亚巴生市在2012年结为友好城市，
并在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比如义乌巴生经贸采购对接会等。

借助2015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这个平台，马来
西亚向中国人民展示秀美多姿的风光、丰富多彩的产

2015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

马中总商会与
马来商会率百人企业家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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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别具一格的文化。
“国家馆日”活动的举办，有助于推动义乌与马来

西亚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
友好合作与交流，在更大空间、更广领域实现共赢。

期间，马中总商会 领导 与官方机构 代 表 — —马
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贸易专员曼苏
（Mansor Shah Wahid）以及马来西亚大使馆农业
顾问阿兹米（Aszmy Mahmood Yusof）前往马来西
亚参展商展位区巡视。

到了娱兴环节，舞台表演的拉茶及充满东南亚文
化色彩的马来名摇歌曲得到出席人士热烈的掌声，有
望加深中国与全球人士对马来西亚的了解与好感。

另一方面，2015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展会同期
举办首届义乌进口贸易大会，搭建一个以进口贸易为主
题的品牌化、国际化沟通交流平台，并组织举办“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商品及政策环境推介会、进口贸易
知识产权讲座、全国专业市场进口商品流通研讨会、“
义乌世界商人之家”成立大会、进口跨境电商供需对接
会等经贸活动，以及义乌迷你万国音乐节、进口国国家
馆日活动、“义新欧”中班列图片展、慕尼黑德国啤酒
等文化活动，为与会客商创造更多的商机，营造浓厚的
展会氛围。

6月4日，2015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在国际博
览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开幕当日，中国有关部委领导、国内一流经济学
家、知名企业高管等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进口
贸易发展大计。

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张志刚，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程渭山，商务部原部长助理、商务部内贸专家委
员会主任黄海，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尹宗华，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金华市及我市领导暨军民、王
国强、市长盛秋平等出席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中国和浙江省有关部门领导，清
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台湾中华经济文化发
展促进会主席许水树，马来西亚驻沪总领事陈扬泰，葡
萄牙国会议员费雷西安诺，中国—东盟中心贸易投资
部主任李元，加拿大魁北克瓦雷纳市市长马丁·丹普斯
等中外嘉宾。

随后，市委书记李一飞和市长盛秋平分别会见了前
来参加进出商品博览会的部分参展商和外宾，就加强
多国之间的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盛秋平表示，义乌发展进口贸易，具有无可比拟的
市场网络、全国领先的电子商务、高度便利的体制机
制、功能齐全的平台等优势。

马来西亚驻沪总领事陈扬泰则代表外宾发言。他
说，很高兴能来义乌参加展会。进口商品博览会对世界
上很多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展销平台，为各国商
品进入中国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他衷心希望双方能
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经贸合作
提档升级。

到了6月7日，2015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落幕。

在为期4天的展会期间，本届博览会累计到会参观者、

采购商17.6万人次，达成意向代理协议逾万项，意向总

成交额达11.79亿元。

4天展会期间，吸引了来自义乌、上海、重庆、天

津、湖北等地的大批采购商，累计到会专业采购商团

队42个，参观者、采购商17.6万人次，其中专业采购商

4.41万人，其中国内采购商4.24万人，境外采购商1698

人。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左二）与义乌市委常委兼人
民政府副市长熊韬（右二）合照。左起为马中总商会秘书长
卢国祥与财政拿督黄锡琦。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右二）率领青年团吴亦升（左
起）、秘书长卢国祥与财政拿督黄锡琦巡视马来西亚参展
商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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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两国代表在对接会上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加强两国的建材企业合
作。左起为杨征陆、孙向远、刘俊光以及罗夫。

中国-马来西亚建材装备、产能合作与投资项目对接会 · 吉隆坡万丽酒店 · 2015年6月8日

对接会当日，中国建材联合会率领了当地30多家

大型建材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涉及到建材行

业投资、产业园区建设、成套技术装备出口等内容，行

业领域包括水泥、玻璃、陶瓷、混凝土、集成建筑、建

材机械装备等。

同时，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表示出诚邀马来西亚

投资发展局、地方有关政府部门、相关投资机构、金

融机构合作，共绘中马来西亚建材发展蓝图的浓厚兴

趣。

出席见证 这一项对 接 会的中国驻马大使馆经济

商务 参 赞 吴 政平说，“一 带 一 路”理 念 的英语简写

obor（one belt one road），在马来文里是“火炬”

的意思。

“我想我们中国和马来西亚可以共同地举起‘一

带一路’的火炬，为中国和亚洲国家开展‘一带一路’战

略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榜样和范例。”

他说，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在未来8到10年

内，亚洲每年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将达到730 0亿美

元，且中国目前正在和周边国家开展“一带一路”的合

作。

“马来西亚领袖包括首相、交通部长、旅游部长等

都多次提出对‘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支持态度。我认为，这给中国和马来西亚企业在开

展‘一带一路’合作开展非常多合作机遇。”

他促请中国建材企业加强和大马的合作，并表示

中马企业在产能合作方面能有非常好的前景。

大马占地缘优势
对接会出席者包括中国建筑材料联合 会秘书长

孙向远、中国国家建筑材料展贸中心常务副主任屈交

胜、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执行董事祖卡菲里、

马中总商会副会长刘俊光、大马建筑材料代理商公会

资深经理颜天敏、大马建筑材料代理商公会会长杨征

陆、大马五金机械建材总商会总会长罗夫以及马来亚

银行全球银行企业金融部董事经理张妙芝等。

吴政平说，大马政府在实施经济转型计划后，推出

一系列投资优惠政策，为中国企业来马投资提供很好

的环境，在一系列经商环境的国际排名里皆有很好的

马中总商会看好大型基建续增

进口中国建材需求增

为了增强马中两国建材同行间的了解，搭

建合作的桥梁和平台，并且为中国建材企

业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寻找合作伙伴，马来

西亚-中国总商会与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联手举办了中国-马来西亚建材装备、产能

合作与投资项目对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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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来西亚建材装备、产能合作与投资项目对接会顺利举行，为未来马中同行合作奠定基础。前排左六起为杨征陆、孙
向远、刘俊光、罗夫以及丁立忠。

名次。

他说，大马地处东南亚中心，扼守马六甲海峡，辐

射东盟、印度和中东市场，地处一带一路的支点，具有

独特的地缘优势。

马中出口建材仍具潜力
吴政平进一步补充，2014年中国建材产品进出口

总额为825亿美元，出口额361亿美元、进口额为463亿

美元，中国在建材产品进出口方面存在100亿美元的逆

差。

分享5成功合作案例
“这意味着马来西亚企业对中国出口建材方面仍

有潜力。”

他说，中国去年的建材总规模大概在7万亿人民币

左右，但在建材产品的进出口处在逆差的地位。

他说，中马两国在产能合作和制造业合作领域有

很多项目已建成，或者在拟定当中，他也分享了5个中马

两国在建材行业成功合作的案例。

“去年中马两国最大的投资项目是在关丹工业园

（MCKIP），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投资的一个年产量

达350万吨的钢铁厂，投资额达14亿美元。”

此外，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国南

车）在霹雳投资1亿3000万美元，建立机车制造厂。

“第三，中国信义玻璃准备在马六甲投资4亿美元

建设玻璃厂。

第四，2周以前在槟城，晶科能源将投资2亿美元

建设的太阳能板生产厂。”

他说，第五则是中国旗滨玻璃准备在森美兰投资

建设玻璃生产线，投资额达1亿9000万美元。

大马优惠政策吸引 去年中国投资增
大马投资发展局执行董事祖卡菲里说，我国有许

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其中去年，中国制造业在我国的

投资额就比2013年增加了47%，达13亿6000万美元。

他说，外资企业来马投资时，可以申请“领域先

驱”（pioneer status）、投资税务津贴（Investment 

Tax Allowance）、再投资优惠（Reinvestment Al-

lowance）及豁免进口税和销售税当中的其中一项的

投资优惠。

“大马也给予建材生产投资者非常好的优惠条件，

例如，若该生产器材或原材料无法在大马寻获，从中国

进口该器材及原材料的话，可获减免进口税。”

“若你引进大马没有的高端技术的建材，政府将给

予你非常优惠的条件，尤其是税务方面。”

孙向远说，中国作为建筑材料生产大国，拥有先进

装配及优势产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发展策略，与

东南亚国家共享资源及发展成果。

他举例，道路建设及港口建设等发展工程，是马中

企业合作的切入点。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简称联合会）由原国家建材

局改组而成，承担着协助政府对建材行业进行管理的

职能，致力于引领中国建材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

场。下属包括国家建筑材料展贸中心等十家直属单位，

代管中国水泥协会、中国石材协会、中国混凝土与水泥

制品协会等35个全国性行业协会及分会组织，并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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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质量检测与认证机构。拥有直接和间接会员单位1.5

万余家，覆盖水泥、玻璃、陶瓷、混凝土与水泥制品、

墙体材料、房建材料等建材方面最具实力的企业。

马中总商会副会长刘俊光表示欢迎各位领导前来

马来西亚考察，与本地企业家进行面对面对话。

他 正面展望，一旦“中马来西亚建材工业园”落

成，中马来西亚建材工业园将成为中国建材企业开拓“

一带一路”市场，植根马来西亚，辐射东盟的建材集散

地。

减少依赖欧盟日韩 大马进口中国建材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材料生产国。水

泥、平板玻璃、建筑卫生陶瓷、石材和墙体材料等产量

稳居世界第一位。不但如此，中国建材产品质量还不断

提高，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逐年下降，新型建材不断涌

现，产品不断升级换代，建材同类产品在价格和质量等

方面的优势日益明显。”

刘俊光指出，马来西亚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现处在

寻求新经济增长点的发展时期，正在积极兴建多项大型

基建，需要大量建材原料。

“除了公用的基建设施之外，随着马来西亚人民

生活水准提高，民用住宅建设等建筑业强劲增长，对

建筑材料需求水涨船高，对钢筋、水泥、陶瓷、五金等

必需建材的需求量逐渐增大，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现

象。”

目前，马来西亚已上升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从原来只进口中国粮油、仪器、纺织产品到近年来进

口中国机电产品和成套建材产品、设备和技术等。“在

建材产品上，马来西亚从原来依靠进口美国、日本、德

国等发达国家产品转化为现在大批进口中国的建材产

品。这正是归功于中国经济开放后，中国提倡目标市场

多元化、层次化，所以逐渐将当地相对优势的产品渗透

到东南亚各国。”

刘俊光认为，马来西亚也被视为踏足更庞大的东

祖卡菲里：只要中国企业能带入高端的建材材料或科技，
将能在投资的税务上得到理想的优惠。

孙向远：先进装配产能优势，籍“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共
享成果。

吴政平参赞：合作提供良好榜样，马中共举“一带一路”
火炬。

刘俊光：乐见马中共同在马来西亚打造“中马来西亚建材
工业园”，吸引富于科技含量的中国建材企业到园区投资、
建厂，建立生产、加工、物流集散、销售、电子商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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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市场的一个有效管道。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

建材产品对东盟出口规模不断扩大。20 02-2011

年，中国与东盟建材贸易额保持年均两位数的增

长。

东盟各国是建材需求的重要市场，在建材需求

方面高度依赖于进口，每年各国建材进口需求额已

经超过100亿美元。

“中国建筑材料价格和质量优势明显，建材企

业开拓东盟市场占尽天时地利。”

东盟国家的中产阶层正在扩大，估计有1.5亿

人，占东盟总人口四分之一。“这显示出，建材需求

将随着东盟中产阶级的民用住宅的需求量上扬而稳

步提升。”

展望 未 来，东 盟将继 续 成为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东盟成员大部分是发展

中国家，正处在加快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起步阶

段，各方面需求迅速增长。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全面启动，拥有超过6亿人口的东盟市场无疑

将为中国出口企业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成为最具

开发潜力的市场。”

“无论如何，建材行业已成为中国面对东盟国

际市场最具竞争力的市场之一，把建材生意做到东

盟去，已成为更多中国商人的目标。”

最后，刘俊光相信，马来西亚可善用东盟十国

成员之一的定位与影响力，助优质的中国建材企业

一臂之力。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秘书长孙向远（左）与马中总商
会副会长刘俊光（右）签署并交换合约。

勾勒中的“中马来西亚建材工业园”是以新型

建筑材料和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建筑材料为主导产业

的新型工业园区，并涵盖相关配套产业。主要行业

领域包括水泥、玻璃及玻璃深加工、门窗、建筑卫生

陶瓷、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墙体材料、复合材料、各

种房建材料、装饰装修材料、暖通、太阳能与风能产

业相关原材料等。既包括产品生产，也包括深加工。

该园区将成为中国建材企业开拓“一带一路”

市场，以马来西亚为核心，辐射东盟地区的建材集

散地和生产、加工基地。预计用地5000亩，包括生

产厂房、办公楼、物流集散场地、展示场地、配套商

业用地等。

在该工业园区内，中方引领技术、资本输出，

组织建材企业、经销商入驻工业园。园区建设包括

投资建厂和提供从工厂设计研发、技术提供、装备

生产供应、厂房施工、设备安装、运营调试、生产加

工、销售、物流等。并逐步完善行政事务区、电子商

务区、商务办公区间、餐饮酒店等配套设施，提升园

区功能。

展望未来，建立园区能够实现建材产品的系统

性，从产品生产、深加工到工程应用的产业链系统

工程。以项目的节能化、工艺的先进化、建设的规范

化和园区的可持续发展为主攻方向，加大节能减排

力度，推进建材产品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全面推进

新型建材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

马中双方致力将“中马来西亚建材工业园”项

目打造成为推动中马来西亚建材共同发展的巨擘。

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这种合作

对于发展两国经济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也会为双

方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中国富余的优质产能和

马来西亚基础设施的缺口结合在一起，势必会擦出

新的合作火花。

双方相信两国合作共建“中马来西亚建材工业

园”，共绘中马来西亚建材发展蓝图，对彼此都是难

得的机遇，能够实现互利双赢的美好愿景。

“中马来西亚建材工业园” 知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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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向远秘书长（左）赠送水墨画纪念品予1. 
刘俊光副会长（中）。右为丁立忠主任。

孙向远秘书长（左）与大马五金机械建材2. 
总商会总会长罗夫（右）交换合约。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执行董事3. 
祖卡菲里（左）与中国驻马大使馆经济商
务参赞吴政平（右）互换名片。

孙向远秘书长（左）赠送水墨画纪念品予4. 
大马建筑材料代理商公会会长杨征陆。
右为丁立忠主任。

孙向远秘书长（左）赠送水墨画纪念品予5. 
罗夫会长。右为丁立忠主任。

祖卡菲里（左起）、吴政平参赞、孙向远6. 
秘书长以及刘俊光副总会长专注聆听嘉
宾发言。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国际合作部主任丁7. 
立忠主持对接会。

大马建筑材料代理商公会资深经理颜天8. 
敏解说该商会在马扮演的重要角色。

大马五金机械建材总商会总会长罗夫说9. 
明马来西亚 五金机 械 建 材产业发 展潜
能。

中国国家建筑材料展贸中心常务副主任10. 
屈交胜与马来西亚企业家分享中国材料
展贸中心资讯。

马来亚银行全球银行企业金融部董事经11. 
理张妙芝详细讲解外资企业家来马企业
家向银行借贷的程序细节。

马来西亚巴生港自贸区代表说明该自贸区12. 
规模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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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识 到 中 小 型 企 业（ S M E s ）需 要 更 显 突 出 及
更 具 竞 争 力 的 重 要 性 ，马 来 西 亚 对 外 贸 易 发 展 局 
（Matrade）持续跟企业与企业（B2B）批发贸易平台领
头羊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com）携手合作。自从去年
6月份启动了「eTrade」计划至今，两家机构之间的合作已
迈入了连续第二个年头。

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副总执行长朱基菲里马目表
示，“「eTrade」计划将允许中小型企业以更优惠的价格，
在电子商务交易市场中展示商品。我们瞄准2015年2000
家中小型企业参与其中。展望2020年，预计共有2万家中
小型企业参与「eTrade」计划。

阿里巴巴集团方面，主要由其全球业务开发主任梁季
笙参与「eTrade」计划。

在这一项合作机制下，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将发
送总值2500令吉的电子优惠券给合格的中小型企业，让
后者兑换后支付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全球金牌供应商软件包
部分订阅费。

作为数码大马大蓝图的一份子，牵头执行「eTrade」
计划的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希望该计划有助中小型企
业增加出口量，并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

以下为可参与「eTrade」计划的马来西亚公司的合格
标准：-
 1）属于中小型企业；
 2）至少持有6成马来西亚股权；
 3）在1965年公司法下注册成立；
 4）出口马来西亚本土制成产品与服务；
 5）根据马来西亚出口商登记册向马来西亚对外贸易

发展局申请注册；
 6）至少在中小企业增强竞争评级取得4星级评价，以

及在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的准备情况评估认
定为“已做好出口准备”或“正在从事出口”。

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

加速中小型企业出口

Accelerating  SMEs Exports Via Matrade - 

Alibaba.Com Strategic Partnership

Realising the importance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to be more visible and competitive, Malaysia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MATRADE) continue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leading business-to-business (B2B) 
platform for wholesale trade, Alibaba.com. This collaboration is 
for the second consecutive year, an initiative under the eTRADE 
programme launched in June 2014. 

Dato’ Dzulkifli Mahmud, Deput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MATRADE said, “eTRADE will allow SMEs to be listed with 
e-commerce marketplaces at a preferred rate. A total of 20,000 
SMEs are expected to take part in eTRADE programme until the 

year 2020, with 2,000 SMEs targeted for this year.”, MATRADE 
was represented by Dato’ Dzulkifli Mahmud and Alibaba.com 
was represented by Timothy Leung, Head of Global Business 
Development, Alibaba.

Under the collaboration, MATRADE will issue an e-voucher 
worth RM2,500 to qualified SMEs which can be redeemed to pay 
part of the subscription fees for  an Alibaba.com Global Gold 
Supplier Package. eTRADE is a project under Digital Malaysia 
and as the lead implementing agency, MATRADE hopes that the 
programme could assist SMEs in increasing their export and 
expand their market share globally. 

Among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for Malaysian compan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TRADE Programme are:
 1.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2. At least 60% Malaysian equity;
 3.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Act 1965;
 4. Exporting made in Malaysia products and/or services;
 5. Registered with MATRADE under the Malaysia Exporters 

Registry (MER);
 6. Minimum Rating of 4 Star under SME Competitiveness 

Rating for Enhancement (SCORE), AND Export Ready 
as qualified by MATRADE’s Readiness Assessment, OR 
Currently Exporting.



(一) 中国中部博览会的盛名
马中总商会于2015年5月17日组团

参加第九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
该代表团由我总会长率领，随团的

还有副总会长刘俊光、会所管理委员会
主席包久星局绅、彭亨分会筹委会主席
拿督吴彩凤以及会员刘振宝、唐南松以
及陈法成等一行9人经曼谷直飞武汉。
受到湖北民政厅王星汉局长及杜晓玲
科长的接机欢迎。当晚入住武汉威斯汀
五星级大酒店。马来西亚湖北同乡会张
麒麟总会长即时赶来酒店，全程陪伴代
表团，深情厚谊，铭记心中。当晚，湖北
侨联谢主席宴请本团。

(二) 中部博览会的活动
18日早上9时，博览会暨主旨论坛开

幕仪式举行。有中国商务部高虎城部长
作主题演讲，充份反映中国中部发展的
大机遇及重视深化改革开放的问题，主
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握“一带一
路”对中国中部地区的良机。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出席开幕式，
省长王国生作了省情介绍，湖北近年
来发展日新月异。很多大型企业在此创
立。中部6省的城市将打造成中国中部
城市群。这些城市群众不分大小，互相
配合，各展才华，各自发挥优势。

中部博览会共办了9届，早期每年
举办一次，18届三中全会后为了深化改
革，做了调整，现在每两年才举办一次，
分别在6个省市中轮流举办。下届将在
安徽的合肥举行。中部六省为湖北、山
西、安徽、江西、河南及湖南。

中部博览会——

开放合作，转型发展，
振兴崛起

(三) 游览武汉名胜区
18日下午，大伙参观了武汉市的著名旅游景点黄鹤楼及东

湖风景区。其中黄鹤楼登楼门票80元，对平时节省而又到过
的朋友就不再愿意登楼了。张麒麟总会长说，深化改革旅游点
还不到位，试想农民到来怎样付高昂门票？

19日大队出席博览馆的展出，买了很多特产名产。下午又
到了东湖。东湖大过西湖好几倍，湖中央正建着一条东到西的
湖底隧道呢！武汉东湖虽然大，但其文化底蕴不如杭州西湖深
厚。所以说马中总商会不求最大，但求最好是最好的道理。

(四) 受邀参观中国一冶集团
马中总商会代表团还受到武汉中国一冶集团的邀请，董事

长宋占江亲自接待。
一冶是最早走出去的国企公司，势力庞大，全球多个大城

市都有项目。在马来西亚是由赵海作老总，一冶刘一鸣总经理
和一冶海外公司经理张仲文带我们参观正在兴建中的高速公
路工程项目。他们用钢板当洋灰作高架公路，省时省事，效果
奇佳。

(五) 天门茶经楼盛况
一冶总经理邀请午餐后，我们在张麒麟总会长的安排下

由天门市外事侨务旅游局副局长侨联主席俞前忠带领，到天

门市参观访问。天门市市长吴锦前来接待。天门因天门山而得

名，是棉花盛产地，目前拥有中国国内最大的棉花交易所。天

门三乡即侨乡、棉乡及文化之乡。

天门另一个特色是海外侨乡。张总会长就是天门的精英，

生长在马来西亚。据说海外天门人有30万。另一个特色，她

还是茶乡，是茶圣陆羽的故乡。耗资二亿人民币建有十层茶经

楼。

天门出了好多精英，如小米创办人雷军是天门人，而泰康

保险董事长毛泽东外甥女的夫婿陈东昇也是天门人。天门市

名副其实是人杰地灵的地方。天门可说是神韵鏗鏘五千年，青

山不老，天门长盛，古老天门，复发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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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道教养生，复兴在望
20日，天门市领导吴锦市长、汪

发良副书记、刘艺新统战部长、沈爽

秘书长及余前忠侨联主席设晚宴招待

我会代表团。席间，杨道长给大伙讲

解道家的保健运动。

武当山是中国湖北的道教圣地。

道教传授天人合一的养生术。随着

中国社会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人民多

注重保健养生，预计道家的养生术将

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全面发展之

后，人民将更注重健康。有关保健事

业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壮大。道教是

否会在社会的改变而兴旺，让我们拭

目以待。武当山是世界遗产，中国名

牌，问道武当山，养生太极湖，湖北是

好地方。

习近平主席说打铁要自身硬。修

练好身体，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的到来是中华儿女的必

备功夫。

中国中部博览会是值得大家关注

的好平台。希望今后马中总商会每展

都能组团参观学习。

马来西亚湖北同乡会张麒麟总会长（右五）热情接待马中总商会代表团；
左起为陈法成、唐南松、包久星、刘俊光、黄漢良以及吴彩凤。

马中总商会代表团拜访中国一冶集团管理层；左起为张仲文、陈法成、 
吴彩凤、包久星、齐琳、刘俊光、黄漢良、宋占江、刘一鸣、张麒麟、 
唐南松以及郭继舟。

黄漢良（右五）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刘一鸣（右四）；左一起为吴
彩凤、刘俊光以及郭继舟；右起为张麒麟、张仲文以及包久星。

在中国一冶集团管理层带领下，马中总商会代表团参观兴建中的高速公路工
程项目。左一起为张麒麟、刘俊光、郭继舟、黄漢良、包久星、唐南松、吴彩
凤、陈法成以及张仲文。

黄漢良总会长受邀列席中部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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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推介礼鸣锣

瞄准中国东盟19亿人口

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兼2015年第五届马中

企业家大会工委会主席陈友信说，本届大会瞄

准中国和东盟国家19亿人口市场，将本届大会主题订

为“拓展现代海丝路，构建和谐东盟区”。

“ 根 据 往 届 经 验，初 步 预 计 本 届 大 会 参 与 者

中，500人来自中国、另500人来自东盟之外，还有全球

其他国家与会。”

谈到本届大会的自我期待与马中经贸发展的永续

性，陈友信指出，日后有需要从三方面推动，即：第一，

双方应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如高科技项目，农业加工及

生物科技等；第二，为双方经贸新对象搭造舞台，如协

助本地不谙中文的巫印裔进入新的市场，或向中国二

三线城市的企业家招商引资进入马来西亚市场；第三，

落实马中国家家级合作工程如马中工业园及参与泛亚

铁路工程。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正面展望，一年一度

的马中企业家大会可作为联系世界各地企业家的建设性

平台。“大会除了瞄准马中企业家，也希望东盟各商协会

踊跃与会，因为后者发挥着各国对口商会的影响力，举

足轻重。这些都标志着马中企业家大会的功能经已升格

为国际结合平台。”

大会推介礼的出席贵宾还包括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副部长拿督李志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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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荣誉会长陈

凯希、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中国工商银行马来西亚

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春海、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

协会副会长拿督纳英、场地赞助商合成置地总经理黄

志强及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主席拿督邱财加等。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显示，2015年1月至5月，马中贸

易额395亿美元（约1461亿令吉）同比下降0.1%，基本

“咚咚咚…”伴随着响亮的鸣锣声响起，标志着各界引颈期盼的2015年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进入倒数阶

段，正式向11月7日正式举办日挺进。

届时，预计将有1500名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及东盟国家的工商界名流、国际知名企业家及政府高官参与其

盛，携手共创新商机。

李志亮（左五）为2015年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主持鸣锣推介礼。左起为陈凯希、林玉唐、陈友信及吴政平；右起王春
海、邱财加、黄志强及黄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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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扯平。其中，中国向马来西亚岀口价值为187.3亿美元

（约697亿令吉），同比增长7%；中国自马来西亚进口

207.8亿美元（约836亿令吉），同比下降5.7%。

无论如何，吴政平参赞强调，马中贸易的增长还得

看其它因素，例如发挥人民币清算行优势，可为两国贸

易与相互投资提供便利。

“两国之间也在积极商讨一页建设项目，包括马新

高铁、双轨铁路等，都会对贸易产生好的影响，前景还

是看好的。”

“中马两国之间也在商讨如何扭转两国贸易趋势

下跌的现象，并成立专门的机构和委员会，来促进两国

的贸易，相信贸易额下跌的趋势将会减缓。”

他预料，马中双边贸易肯定将持续增加，即使至

2017年未能达到两国设下的1600亿美元（约5280亿令

吉）的目标，也能增至1100亿美元（约4170亿令吉）至

1200亿美元（约3960亿令吉）之间。

吴政平参赞说，亚洲产业链已使中国与亚洲各国连

成“命运共同体”。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给世界各国，特

别是周边国家带来发展机遇。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采取切实举措，加

陈友信工委会主席详细
讲解第五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主题“拓展现代海
丝路，构建和谐东盟区”
的缘起与本届大会的自
我期待。

黄漢良总会长认为，中国领
导人配合“一带一路”战略
构想提出综合“政策沟通、
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
流通和民心相通”的“五
通”目标中，“民心相通”的
挑战性最大。“希望马来西
亚和东盟跟中国的企业家善
用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构
建出的平台，加强联系。”

王春海总裁指出，配合马中
之间日渐活跃的投资贸易活
动，中国工商银行马来西亚
有限公司将持续为两国企业
家提供高效务实优质的融资
配套，为企业家提供更多元
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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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政策沟通的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也将给本区带

来利益。

吴 政平 参 赞 说，中国与东 盟自由贸易区已 经 于

2010年正式建成。

回顾1991年中国东盟贸易额只有8 4亿美元（约

310亿令吉），1993年突破100亿美元（约370亿令吉）

，2004年突破1000亿美元（约3700亿令吉），2007年

突破2000亿美元（约7400亿令吉）。

至2011年突破3000亿美元（约1万1100亿令吉）

，2012年达到4000亿美元（约1万4800亿令吉）。

到2014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4804亿美元（约1

万7775亿令吉）的历史纪录。

此外，吴政平参赞认为，马币继续下跌的可能性

不高，因为他看好马来西亚的经济基本面稳健，去年的

经济发展达到6%，因此马币下跌的势头应该会有所扭

转。

李志亮副部长高度肯定马中总商会将持续扮演马中

经贸发展的“桥梁”角色，务求提升两国的贸易交流。

李志亮副部长说，尽管马币令吉近期汇率波动大，

但马中双边贸易仍将持续增长，并表示马中政府有关

单位 正 加强合 作，以 期增加两国的相互投资与贸易

额。

他举例，中国山东正与我国计划在吉打州开发金枪

鱼码头的海产项目，投资额料超过1亿美元，不过具体

数额还在探讨中。

“吉州政府已经鉴定一块地作为加工厂，到时捕捉

鱼后就直接在吉打州加工，而金枪鱼加工后，就会外销

到国外，尤其中国。”

李志亮副部长补充，马来西亚贸工部为促进马中双

边贸易与投资的对接合作做了很多努力，金枪鱼码头

是其中一个项目。

“还有其它许多投资项目仍在洽谈中，因此，马中

相互投资与相互贸易将不断增加是预料中事。”

须两国企业配合达标
“若两国贸易额因受汇率波动影响，世界经济状

况，两国经济成长放缓，以及原产品价格下跌等因素影

响而未能大幅度增加，跌势乃是暂时的，我很有信心马

中双边贸易将会稳定增长。”

不过，他说，只靠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努力还不够，

还须两国企业界的共同努力，在大家的密切配合下将能

达到目标。

原产品价跌致马币走软
另一方面，李志亮副部长大派定心丸，马中贸易额

下降主要因素来自原产品价格下跌，而不是马币与美元

汇率所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正面成长，虽然比去

年下跌些许，但是下跌只是暂时性，相信一些日子会回

扬。”

“比起2013年，2014年的双边贸易虽稍微下降，

今年第一 季贸易额也比起同期下降，但 还是 维持 在

1000亿令吉的范围。”

吴政平参赞：“马中贸易
2015年首5月持平，未来可
借人民币清算行提供投资便
利。”

李志亮副部长：“马中将加
强合作投资，短期汇率波动
无碍贸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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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礼未正式开始前，马中政商界知名人士聚1.	
在贵宾房畅谈天下事。左起为黄漢良、李志亮、
林玉唐、杨天德、邱财加、王春海以及纳英。

黄漢良总会长（前左）与合成置地首席营运员2.	
许思明（前右）交换名片。后左起为李志亮副部
长、林玉唐名誉会长以及刘俊光副总长。

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推介礼汇聚政商精英人3.	
士。左起为邱财加、黄志强、王春海、黄漢良、李
志亮、吴政平、陈友信、陈凯希、林玉唐以及纳
英。

纳英（左）不忘拿出其中国制造的华为智能手4.	
机，与黄漢良（左一起）、陈友信以及王春海来
张“Selfie”（自拍照）。

各界人士踊跃出席推介礼，座无虚席。5.	

黄漢良总会长（右）赠送水果礼蓝予李志亮副6.	
部长（中）。左为吴政平参赞。

黄漢良总会长（中）赠送水果礼蓝予吴政平参赞7.	
（右）。左为李志亮副部长。

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推介礼受到马来西亚媒8.	
体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报道。

大会推介礼幕后工作人员高举“5”手势，象征9.	
着马中企业家大会正式进入“第五届”：左起为
大会项目助理李晨光、马中总商会首席执行秘书
周美馨、秘书助理卫蒙蒙、中央理事戴振标、秘
书长卢国祥、青年团第一副团长张柏垣、大会项
目助理李佳黛、《马中经贸》主编朱国滨、大会
项目经理许诗云以及助理潘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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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简称马中总商会）诚意

举办的年度重头戏——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MCEC2015）远赴中国推介“热身”期间，深获中资

企业与全球投资者高度关注，有望成为打造出衔接和凝

聚东盟、亚洲以及全球商机的大平台。

MCEC2015在第117届广交会第三期举行的推介
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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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MCEC2015为响应中国
主席习近平倡导的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实践现代区域
发展的意义。“配合并善用马来西亚作为东盟轮值主席
国的优势，大会将有助加强东盟自贸区与中国的经贸发
展。”

近两年，马中双边贸易额连续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陈友信相信，MCEC2015有利于积极推动实现2017年
贸易额达1600亿美元目标。

“大会还致力于提高与促进各大小企业相互学习
的机会，达到共享资源的效果，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多边
贸易商机与外来投资机会。”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刘建军则代表中国人民，
热烈欢迎MCEC2015在广州进行隆重的海外推介活
动。刘建军表示，马中建交40周年是一项里程碑，两国
是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双边贸易额可望逐年向上
提升。“展望未来，双边关系将会越来越好，马来西亚

将持续发挥中国企业往东盟国家拓展业务的重要桥头
堡角色。”

MCEC2015在广交会推介期间，观众踊跃询问两
国的贸易经商课题，当中的中企代表人士都表示有意
组团参与在10月尾至11月7日举行的第五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

另外，这次负责与马中总商会合作率领约80名马
来商家前往广交会参会的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业家
协会（PERDASAMA）副主席拿督纳英表示，这一趟商
务之旅将有助以实际行动促进马中双边贸易。“马来西
亚政府非常鼓励外来商家与国内商家合作，投资生意，
互惠互利。”

代表官方发言的马来西亚驻广州总领事木三利强
调，政府没有制定特定条律以管制市场投资。“政府十
分欢迎中资以及国际企业来马，深入了解马来西亚的投
资潜能。”

无论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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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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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友信（右五）赠送纪念品予刘建军（右四）。左起为PERDASAMA国际事务组拿督法兹、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包久星、
马来西亚驻广州商务领事苏莱士、马中总商会总财政拿督黄锡琦、拿督纳英、木三利；右起为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王耀辉、
青年团团长丁扬岗以及副总会长刘俊光。

MCEC2015在广交会推介礼，深获国内外企业家和各种族人士踊跃出席。

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赴广交会推介

中资企业与全球投资者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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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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书长卢国祥，中央理事包久星与青年团团长丁
扬岗拜访中国国际商会对外合作部筹备负责
人韩梅青部长。

交流期间，双方都一致看好国际大型基
建如泛亚铁路，加上马中关丹产业园(MCKIP)
及其姐妹园区中马钦州产业园(QIP)、马新稿
铁、巴生港自由贸易区(PKFZ)等基建的前景。

无论如何，中国国际商会表示，需要更多
深入的数据以确定马来西亚各热门领域如食
品、清真食品及新兴产业如电子商务的合作潜
能。“中方的进出口商对此深感兴趣。”

其它轻工业领域如贸易、生产、商务和医
药旅游、中医药保健产业，同样备受瞩目。

中国国际商会是在中国从事国际商事活
动的企业、团体和其他组织组成的国家级、国
际性会员制商会组织。

拜访中国国际商会

探索对接马来西亚各热门行业
马中总商会诚意举办的年度重头戏——第五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大会工委会代表特别前往中国北京拜访了中国国际商
会(CCOIC)，以诚意邀请汇聚中国与全球企业家的中国国
际商会踊跃来马参与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进一步推动
2017年马中双边贸易额达到1600亿美元大关的目标。

陈友信（左四）接受韩梅青（右四）赠送的纪念品。
左起为MCEC	 2015项目经理许诗云、包久星与卢国祥；右为王婧、
彭婷婷以及丁扬岗。

拜访中马企业发展交流协会

探讨马中“软实力”服务、文化领域交流
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兼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工委

会主席陈友信率领秘书长卢国祥拜访了中马企业发展
交流协会的代表中国奢侈品协会会长蔡苏建。

蔡苏建答应，将会与中国奢侈品协会内部跟进，详谈组团
来马参与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初步估计可组成30人代表
团来马。

她补充，中马尚有很多“软实力”领域值得开发，包括食品
发展、食品网购、服装服饰高级制定、宣传广告、国际书画院、
中国金融文化等等。可合作单位除了中国奢侈品协会，还有赏
石协会、国际旅游社、高尔夫联赛组织等等。

中马企业发展交流协会提倡在学习中进步；在实践中总结
经验，为中资提交更好资讯、更多的商机。中马企业发展交流
协会为中资在马经商投资架起友谊的桥梁，搭起共同发展共赢
的商机平台，为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为个人到马来西亚投资地
产、开办公司、第二家园10年签证申请、家庭移居、孩子择校留
学、助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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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工委会代表特别
前往中国北京拜访了中马企业发展交流协
会，以探讨马中在“软实力”产业，如服务业
与文化领域的合作共赢商机。

陈友信（右二）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中马
企业发展交流（中国北京-马来西亚）协会常芃（左
二）。左起为中国奢侈品协会会长蔡苏建以及卢国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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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探讨马中医药保健品同业对接
随着传统中药与保健品的药用价值在全球各地渐受认
可，推动市场全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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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工委会特别前往中国北
京拜访了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陈友信（左三）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刘张林（左四）。左起
为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中药部副主任于志斌、包久星、右为
MCEC	2015项目经理许诗云、丁扬岗以及卢国祥。

陈友信（左三）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江辉（左四）。左
起为丁扬岗与包久星；右为MCEC	 2015项目经理许诗云、张
锡安秘书长以及卢国祥。

拜访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

携手编织马中纺织业合作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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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

卢国祥，中央理事包久星与青年团团长丁扬岗拜
访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刘张林时，
双方一致看好中国医药保健品的商机前景可观。

刘张林副会长表示对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
会深感兴趣，并 答应不但会亲自出席大会，还
会设法组团实现马中医药保健品同业的商务对
接。

“我们预料将会在早上时段参与大会的主
讲时段，到了下午，就会带领商团参与企业以及
官方机构之间的对接。”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是商务部下属的
六大进出口商会之一，目的是建立由政府的行政
管理、企业的业务经营、商会的协调服务三部分组
成的外贸新体制。 　　

该商会现有会员企业240 0多家，遍布全国
各地，国内大部分有影响的医药保健品生产和进
出口贸易企业都已加入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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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率领秘书长卢国祥，中央理事包久星与青年团团长丁扬岗拜访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会长江辉。
江辉表示，对于跟手艺设计上充满东南亚独特风味的马来西亚纺织

业同行进行对接充满期待。
对此，陈友信，在回国后将会尽早确定跟马来西亚马来企业家及企

业家协会（PERDASAMA）确定马来商人参加第117届广交会的名单，以
便设法让马来纺织领域企业家与中国同行会面进行对接。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隶属于商务部，成立于1988年10月18日，是
中国乃至全球纺织服装进出口行业最大的全国
性中介组织。拥有会员企业12000多家，遍及全
国34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从事各种纺织
纤维、纱线、面料、服装、家用纺织品、产业纺
织品及辅料的生产和进出口业务。

纺织商会会员涵盖全中国大多数纺织服装
进出口企业、生产企业和三资企业，年度贸易总
额占中国纺织服装进出口额的7成比重。  

纺织商会的宗旨是：维护行业和会员企业
的利益，促进中国纺织服装进出口贸易的可持
续发展。其职能可归纳为“协调、指导、咨询、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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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工委会代表特别前往中国北京
拜访了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期盼以实际行动联系起马中纺织
业同行，携手编织两国纺织业合
作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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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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书长卢国祥，中央理事包久星与青年团团长丁
扬岗拜访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翁忠义参赞。

翁参赞高度认可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大会将能发挥的正面效应。不过，学富五车
的翁参赞建议，大会主题可注入更多年轻化
色 彩，如改 成“拓展新 海丝路，构建和谐东
盟。”

此外，翁参赞也当场邀请陈友信参与马来
西亚巴生港自贸区国际贸易与清真产业中心项
目中国区启动仪式。

无论如何，翁参赞表示将对工委会代表
提供鼎力协助，如可与相关官方单位获取各领
域资料与数据，或把大会册子资料电邮至相
关单位，以不时更新对方。

马中总商会诚意举办的年度重头戏——第五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大会工委会代表特别前往中国北京拜访了马来西亚驻
华大使馆，以向后者报告进展。

拜访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

肯定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大会功能

翁参赞（前排左三）与陈友信（前排左四）率领前来拜访的工委会成
员相见欢。前排左起为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代表SIMON	
Lee以及Rohaiza	Haris；前排右起为包久星和丁扬岗。

马中总商会秘书长卢国祥率领青年团团
长丁扬岗拜访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办

公室副主任任刘庆锋。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成

立，由商务部主管的、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
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非营利专业社
会团体。

该促进会旨在根据中国的经贸战略，充
分发挥社团组织的作用，整合全国的投资促
进资源和力量，建立全国性的经贸投资促进
平台；促进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
实施，实施中国政府制定的投资促进战略；
协助各级 政 府改善 投资环 境、扩大 对外宣
传，提高吸收外商投资的质量；推广多元化
投资促进产品，为促进外商来中国投资和我
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提供有效服务；实现资源共享，协调发展，为
繁荣经济、促进社会进步服务。

马中总商会诚意举办的年度重头戏——第五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大会工委会代表特别前往中国北京拜访了中国国际投
资促进会，希望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吸引落户马
来西亚。

拜访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

配合中企“走出去”趋势

卢国祥（中）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刘庆锋（左二）。左起为中
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办公室接洽人杜淑惠、丁扬岗以及MCEC	 2015
项目经理许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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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秘书长卢国祥率领中央理事
包久星与青年团团长丁扬岗拜访中国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副会长郑维东。
交谈期间，双方对于各行各业的跨国合

作都充满兴趣。谈及的产业包括轻工工艺纺
织品、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产业园计划、
电子商务、商务与医药旅游、食品（原产品，
半加工品，制成品）、水产养殖业、加工与冷
冻食品、教育业、媒体业以及自由贸易区的成
立等等。

无论如何，双方一致认同，全球生产线（
人力或物力）未来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产能
陆续向外转移，尤其会流向东盟国家，实现全
球产能平衡。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以全中
国进出口企业为服务主体，吸收企业家、专家、
学者参加，从事外经贸行业的研究与发展，维
护进出口企业权益的全国性行业组织。

拜访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

探讨“一带一路”提振货运业
马中总商会诚意举办的年度重头戏——第五届马中企
业家大会大会工委会代表特别前往中国北京拜访了中
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探讨“一带一路”如何为沿路
线的运输业带来机遇。

卢国祥（右二）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刘学德（中）。左起
为丁扬岗、MCEC 2015项目经理许诗云以及中国国际货运代
理协会副主任方勇。

马中总商会诚意举办的年度重头戏——第五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大会工委会代表特别前往中国北京拜访了中国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企业协会，以探寻马中在轻工工艺纺织品、水产养
殖业以及加工食品等商业领域的合作潜能。

卢国祥（右三）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郑维东（中）。左起为中
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办公室联系人刘建萍、副主任张飚以
及包久星；右起为MCEC	2015项目经理许诗云以及丁扬岗。

拜访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探寻马中各行各业合作潜能

马中总商会秘书长卢国祥率领青年团团长丁扬岗
拜访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秘书长刘学德。

为了更深入及有效探讨上述课题，双方建立起
共识，设法在大会期间举办关于相关专项论坛与对接
会，预料规模定在60至80人。

双方寄望，透过专项论坛，将有充足时间研究贸
易与运输的双向关系。“期间，可以聆听业内知名企
业的心声，再融合他们一路走来的宝贵意见。”

至于对接会的功能，则是让东盟国家内的货运企
业有机会聚首，构建沟通合作大平台。“课题可以从
港口设施，延伸至中国货运的经营模式，如何在当地
经营一站式货运服务。”对接会也有助业者调查当地
需求，跟同行建立起联系，从而在海上与陆上的丝绸
之路分一杯羹。

目前，中国国际货运代 理协会拥有会员近70 0
家，其中理事会成员89家，各省市团体会员27家。包
括各省市协会会员计6000多家。代表着整个货运代
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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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总商会秘书长卢国祥率领中央理
事包久星与青年团团长丁扬岗拜访中

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刘贻南。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有会员60 0 0

多家，集中了本行业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企业。
会员的经营 范围涵盖了黑色金 属、有色金
属、非金属矿产及制品、煤炭及制品、建材制
品、五金制品、石油及制品、化工原料、塑料
及制品、精细化工品、农用化工品和橡胶及
制品等五矿化工商品。

会员企业每年进出口总额在本行业中
占据了近30%的比重，每年约有250多家会
员企业进入全中国进出口额500强之列，基
本代表了中国五矿化工行业的整体实力和水
平。

马中总商会诚意举办的年度重头戏——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
会大会工委会代表特别前往中国北京拜访了中国五矿化工进
出口商会，共寻矿产资源产业合作之路。

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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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受各界关注，大会工委会特别前往中
国拜访了会员规模多达6600个企业
的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拜访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共寻矿产资源产业合作之路

拜访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探寻与大马鸡肉出口商家对接商机

卢国祥（右四）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刘贻南（左四）。左起为
MCEC	 2015项目经理许诗云、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代表张爱荣以
丁扬岗；右起为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代表李永强、郭洪军以及包久
星。

陈友信（右四）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于露（右五）。左起为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职员瞿、赵鹏主任、包久星、卢国祥；右为
MCEC	2015项目经理许诗云、丁扬岗以及李岩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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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友信率领秘书长卢国祥，中央理事包久星与青年团团长丁

扬岗拜访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会长于露时，双方一致看好马中
的食品土畜业深具有待发掘的可观商机。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拥有180家畜肉出口商。
因此，于露副会长要求马中总商会透过马中企业家大会，协助物

色马来西亚的进口商家以进行商业对接。“中国市场尤其青睐在马来
西亚受认证的清真鸡肉对口商家。”

“我们对马来西亚的肉类与加工食品业深感
兴趣。”

她进一步举例，这些受青睐的对口商家对象包
括连锁超市、客户、进口商，并有兴趣了解马来西
亚鸡肉商贩的出口量等等。

此外，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也答应考虑组
织20人代表团来马参与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希
望大会提供洽谈会平台。

所以，双方大力呼吁马来西亚从事鸡肉进出口
产业的商家踊跃向马中总商会联系，以通过报名第

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的方式，亲身参与大会提供的
上述商业对接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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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马来西亚马来企业家及企业家协会妇女组

促进马中妇女企业家经贸往来

交流期间，双方一致同意务求提高大马妇女与女

性们在社会，家庭与经济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透过认可女性企业家的地位，将有助提高马来西亚与

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因此，有必要多加表扬女性企业

家在促进国际多边经贸往来的贡献。

刘雪俪展望，今后应设法将尤其以本地妇女与女性

常用的马来西亚产品，打入中国庞大的市场。

刘雪俪表示，在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周

美芬的极力争取下，政府以实际行动协助待在家中或

待业女性参与官方机构提供的妇女培训课程，以助后

者重新融入就业环境。“此举确实能够帮助女性积极

回到中高层职位就业。奈何，僧多粥少，许多妇女的申

请都被驳回，所以政府应作出更周全的准备，以应付这

个问题。”

她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政府提出的各个领域

达到至少30%以上妇女就业率的理念，从而降低失业

率及提高生产率。

马中总商会女企业家委员会顾问李素桦指出，马来

西亚三大民族长期来和睦共处，积极发挥互相守望，

互助的精神。“尤其是在经济、贸易等各大领域方面的

成就，更是弥足珍贵。”

李素桦表示，马中总商会与马来企业家及企业家

协会都在积极响应协助女性企业家的理念。

“我们将继续让有兴趣的参与者加入我们，并为

大家打开更广阔的康庄大道。趁着第五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举行在即，大会工委会奖筹办一系列对谈、对接活

动，借此发挥引导和提倡女企业家力量等一连串的后

续努力。”

由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简称马中总商会）诚意举办的年度重头戏——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5)大会延续并贯彻以往重视女性企业家的传统，马中总商会女企业家委员会主席刘雪俪率领代表团特别
前往拜访马来西亚马来企业家及企业家协会(PERDASAMA)妇女组，建立跨种族女性企业家交流管道。

以刘雪俪（左六）与李素桦（左五）为首的代表团拜访马来企业家及企业家协会妇女组，向后者介绍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
会。左起为黄祯辉、邓佩美、傅嫦娥、郑淑娟；右起为吴彩凤、颜海钅仑、Faradiva	 binti	 Zainal、Datin	 Umi	 Kalsom	
Tulos以及Junaidah	Moh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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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

探讨建立长期合作
实现B2B双赢

马中总商会秘书长卢国祥率领马中总商会中央理
事陈云祥以及青年团团员黄祯辉拜访马来西

亚医疗及旅游理事会东亚区总监黄伟权。双方积极探
寻运用彼此优势，建立起长期的合作机制。其中一项
建议是，为有兴趣成立诊所、医院或医疗设备的商会
会员提供优惠，实现商家对商家(B2B)双赢局面。

黄伟权表示，医疗旅游持续不断地蓬勃发展，中
国的相关产业增长了15%。在马来西亚，目前最热门
的医疗产业包括癌症治疗、心脏科、骨科以及妇产科
等。

另外，专为吸引海外人士来马而设的“马来西亚-
我的第二家园计划”(MM2H)，也带动了本地医疗旅游
业的成长。

黄伟权指出，未来还会跟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
局(Matrade)进行开发东盟市场的旅游业合作。

无论如何，双方一致看好银发市场的开发潜能。
因为老年人士追求退休后的安逸生活，同时在投资房
地产之余，享受四处旅游的悠闲幸福感。

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MHTC)是马来西亚卫
生部属下部门之一，除了汇集国家”好客热情”和”医
疗创新”的双重遗产并推广马来西亚成为亚洲区域医
疗旅游目的地的首选国家，最终目标是推广并将马来
西亚定位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医疗服务目的地。

谈到两方国家的文化交流，郭隆生指出，马来西
亚与越南素来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展望未来，

马越两国之间还有很多发展的机会。
这一趟拜访之旅也以实际行动支持我国在今年

正式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重要使命。
郭隆生表示，他已拜访过越南两次，接下来还会

拜访越中商会，以宣传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此外，郭隆生也诚意邀请越南大使Pham Cao 

Phong出席马中总商会创会二十五周年会庆晚宴。
根 据 越 南 驻马来西亚 大使 馆 商务处 的资 料显

示，2015年1月，越南与马来西亚双边贸易额达6.716
亿美元，同比增长11.9%。

越南对马来西亚市场出口额逾3.18亿美元，环比
下降0.3%，自马来西亚进口额达3.536亿美元，环比
增长25.9%。

越南各家企业向马来西亚出口原油、手机及零配
件、电脑、橡胶、钢铁各类、运输工具及零配件、玻璃
及玻璃制品等主要商品。

拜访越南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马越互动佳
发展机会多

郭隆生副总会长（左）赠送纪念品予越南驻马来西亚大
使Pham	 Cao	 Phong（中）。右为越南贸易办事处商务
参赞主任Nguyen	Son	Ha。

卢国祥（右二）与黄伟权（左二）手持第五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宣传册子，双方看好本届大会再接再厉，为医疗旅游
业创造更多商机。左起为陈云祥以及黄祯辉。

为了促进东盟各国之间的良好关系，马中总商会
副总会长郭隆生特地前往越南驻马来西亚大使
馆，拜访了越南驻马大使Pham Cao P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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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特大型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截至2014年

年底，海信集团电视销量已连续12年位居国内

第一;4K（4096×2160像素分辨率超高清）电视全球销

量第三;冰箱、空调分别居国内第二和第四位;智能交通

和光接入模块产品全球第一。

过去3年里，海信集团销售收入从716亿元上升到

千亿规模，增幅近40%。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国家形

象全球调查报告2014》显示，海信名列海外民众最熟

悉的中国品牌第七位。

冲破垄断，打造中国版“梦幻显示器”
2015年1月，在世界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美国“

国际消费电子展”上，由海信自主研发的“ULED”显示

技术获得了“年度显示技术金奖”，令业界瞩目。

实现技术反超，一直是海信的梦想。从开发出自主

知识产权的芯片“信芯”，到国产第一条液晶模组生产

线，再到牵头LED背光国际标准制定，海信一直在努力

打破电视核心部件由日、韩企业垄断的局面。2011年日

韩企业相继推出OLED样机，技术上刚刚取得“平行身

位”的海信绝不落伍。

“OLED技术是每个像素点自发光，不需要模

组。”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建伟介绍，“

虽然被称为‘梦幻显示器’，但OLED产品工艺不成熟、

成品率低、价格居高不下，致使产业化过程比预期慢，

但这是个巨大的威胁。”

面对挑战，周厚健向技术团队下了攻坚的死命

“没有技术，成不了名牌;没有核

心技术，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没有知识产权这个DNA，百年海

信就只能是个梦想!”

青岛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常

用“木桶理论”来强调技术创

新对于海信的重要意义，“核心

技术是桶底，其他进步因素是桶

帮。没有桶底，桶帮再高也存不

住水。”

核心技术 + 知识产权DNA = 百年海信

海信: 核心技术
 成就全球品牌

国品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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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一定要趁着OLED现阶段尚存可靠性不足和高成

本的劣势，尽快研发出一款比OLED显示效果更好的电

视。”

2013年，海信成功推出了自己的ULED电视，以较

OLED更低的成本，把液晶屏幕的画质效果提升到世

界一流水平，其第二代量子点曲面ULED在画面颜色表

现力、清晰度、亮场表现力和画面流畅性等方面均优于

OLED。开启“无屏”时代的海信激光显示技术，更是

让韩国媒体惊呼“海信走在了前面”。

开拓海外，到主流市场做主流品牌
“眼前的饭碗在国内市场，长远的发展在海外市

场。如果发展无望，后续是没有饭碗的。”谈到开拓国

际市场，周厚健非常笃定。

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海信“走出去”战略水到渠

成。2014年，海信集团出口额达26亿美元，7年品牌

收入增长18倍。在美国，海信是唯一以自有品牌进入

Costco、BestBuy、沃尔玛等主流销售渠道的中国彩

电品牌;在欧洲，海信销售收入3年增长7倍;在澳大利

亚，海信电视排名第二。海信产品已经遍布全球130多

个国家和地区。

但在海信国际营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雪玉

眼里，从贴牌到创牌，从“正名”到扬名，海信20年的

国际化之路并非坦途。

“我们在国际市场开拓阶段遇到了很多困难和

阻力。”方雪玉回忆，“常常几个人开着车，载着产品，

天不亮就出门;有时候好不容易约见了商场的产品经

理，留下了样机就没有了回音，我们就不停地致电联

络……”2010年年底，经过9个多月的努力，方雪玉和

她的同事终于在德国拿到了第一个200万欧元的订单，

这对全面打开欧洲市场意义重大。

目前，海信已经在美国、欧洲等地设立了研发中

心，在南非、墨西哥、捷克等国家建设了生产基地，初步

奠定了国际化发展的基础格局。

对技术的信仰，已经成为海信人的文化基因。多年

来技术创新的沉淀和积累，使得海信远远超出家电企业

的范畴，成为一家电子信息产业的高科技公司。

在海信新产品展示厅里，海信集团副总裁程开训

介绍一套Higemi计算机辅助手术模拟演示器。“这套

系统，可以帮助医生借助3D图像观察脏器、肿瘤与血

管的关系，并在计算机上采取虚拟手术的方法，帮助确

定最佳手术方案，降低了诊疗风险和费用，这是全球首

创。”程开训介绍，“海信显示器的超高分辨率和对比

度是Higemi系统的技术支撑。目前该系统已经进入各

大医疗机构。”

很少有人了解，海信集团在中国智能交通系统的

创新也成绩斐然。目前，海信智能交通系统已应用于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50多个城市，市场占有率连续

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快速公交(BRT)系统更是以70%的

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

“2010年，海信云服务平台上线运营，为智能电

视、智能手机、智能OTT盒子提供服务支持。”程开训

说，“目前海信智能电视用户数已达1000万，2017年将

达3000万规模，海信已经形成了‘终端+服务’的完整

生态链。”

“随着‘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制定、实施，中国

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期待并相信，海信能够

在世界舞台上脱颖而出，成为影响全球的一流品牌。”

周厚健对未来充满信心。

对比度效果对比

普通LED电视 U-LED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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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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团忙乱以及市场尚对消费税的制度仍然一知半解下，许多商家

已经在5月30日的截止日期前，呈交了他们的第一次消费税报表 

（GST-03）。然而，据关税局的数据，许多商家还没呈报，在考量到商家可

能尚不能适应消费税的制度下，关税局因此再给予商家宽限期至6月15日。

从推行到现在，消费税法令与制度还存在许多不明确之处，而一些新

措施甚至对商家来说可谓是“不近人情”的，导致商家至今无法适从的最重

要原因。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的消费税税务专案小组，为此特别进行“

实行消费税调查”，以更进一步了解消费税对企业的影响，已注册成为消费

税商家的有多少、商家在投入硬软体的准备成本、是否进行消费税培训？他

们所面对问题，包括税务发票、物价是否调整、给予客户的帐期，以及价格

控制及反暴利法令（Price Control and Anti-Profiteering Act）所带来

的影响。

其实各种组织与商团，是最能向政府传达商家面对各种消费税课题与

困难的管道。其中经常与相关的政府部门进行对话的组织，除了中总，马来

西亚特许税务师协会（Chartered Tax Institute of Malaysia, CTIM），这

个马来西亚最具权威性的税务组织协会，也在其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第23届马来西亚特许税务师协会于2015年6月13日召开会全国会员大

会，并遴选理事，笔者以第2高票数当选全国中央理事。 

小
心
别
掉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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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特许税务师协会，于1991年在马来西

亚特许会计师协会的旗帜下成立。自成立以来，该

协会积极带领及引导会员，维护税收法律法规及规

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正确实施，遵守职业道德，

认真履行义务，做到让注册税务师行业自律管理，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笔者现成为马来西亚特许税务师协会理事，将

积极深入参与理事会工作，发挥马来西亚税务师协

会的建设性作用，也将推动更多与政府相关机构的

对话，关注时下业界最关注的各种消费税实施后，

并通过这个管道将中小企业在面对消费税上，其

生意以及运作上的难处与难题，配合中总向政府反

映。 

特别是关税局近期采取严厉审查、起诉及逮捕

未能完全遵从消费税法令的商家。因此商家有必要

更加小心慎防消费税的陷阱，一刻的不小心或无

心之过，都有可能让商家损失严重甚至遭受牢狱之

灾。 

这里列下几点，希望大家谨慎处理消费税： 

不能发出预印手写税务发票及单据
关税局在实施消费税后，突然宣布在今年9月

30日以后，6大零售行业包括娱乐场所、药剂店、书

店、五金店、杂货店及咖啡店等，不能发出预印手写

（Pre-Printed）的税务发票及单据，并必须在10月

1日开始实行电脑打印或收银机系统（Computer 

Generated/P.O.S System）。这对小型商家，尤

其是小商店或小杂货店等，这类业者造成一定的冲

击。这类业者必须投资更多金购买消费税软件，以

及电脑收银机系统，方能打印出税务发票。

小心消费税稽查
政府实行消费税后可从两个管道侦测商家是

否有逃税及揪出“地下经济”商家。一是对照商家

卖货及卖货量，二是比对商家向内陆税收局及关税

局呈报的税务报表。 

过去只有税收局单方面展开税务稽查或调查，

现在政府也可从消费税制度中揪出漏税商家。在对

照税收局及关税局的税务报表之后，漏税商家将无

所遁形，例如一些公司没在税收局的记录当中，却

又向关税局索取进项税，那么有关商家就有漏税之

嫌，值得怀疑。 

漏税商家将面对严重惩罚，欠税者必须交还所

有拖欠的税款，外加罚款。而调查的追溯期更是无

止境的。例如漏报8年就调查8年，10年就调查10

年，没有设限。 

商家被禁使用“我们吸纳消费税”  

(GST We Absorb)等促销字眼
许多商家为了吸引顾客而推出“我们吸纳消费

税”等促销标语。当局前天宣布严禁商家这么做，因

为这将导致民众认为所购买的商品或服务无需缴纳

消费税。不被使用的促销字眼还包括“不起价，我

们付消费税”或“你购物、我付消费税”等。 

消费税是购物和使用服务时必须缴纳的税务，

因此，所有的税务发票上必须显示征收消费税。违

例商家必须改进，以免被取缔。

错误呈报及索回进项税
不了解及未掌握哪些进项税可索回，哪一些不

可索回，而犯下错误，复杂行业如门市销售及进口

商。不可索回的进项税包括缴付的一些银行的费

用、政府费用、员工薪金、应酬费、购买车辆、发出

不正确的税务发票、产业租金及买卖产业等。 

其实有意或无意漏税是主观的问题，因此当局

应该以个案方式处理每宗漏税案件，而非一口咬定

商家蓄意逃税。

然而前提是商家必须遵守消费税法令，确保清

楚记录每项交易，摸清消费税的实际操作程序，并

做好货品存货管理，进货与卖货的记录要相等，账

目清楚，在面对关税局的审查，便能解释并出示所

有的记录与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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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底，中国国务院审议通过《中国制造2025》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制

造强国建设三个十年“三步走”发展战略，在建国一百周年之际实现中国制

造强国梦。该规划的提出也给处在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指明方

向。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美国通过地缘政治战略，在中东地区利用伊斯兰宗教矛

盾延续在中东影响，且时刻不忘重返亚洲，挑唆中国周边国家间矛盾，遏制中国崛

起……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影响力逐步减弱，美国在不断透支着它的国

家公信力，而中国经济即将开始崛起加速，中国梦传遍全球各个角落。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于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的区域化平台合作理念，致力于构建以亚洲、

欧洲、非洲等国家为主体的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沿

用古称，秉承古代先辈们一样奋勇促进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一带一路实施将覆

盖全球人口44亿，经济总规模达21万亿美元，沿线26个国家。

“一带一路”传承着具有2000多年历史古丝绸之路精神，中国将继续把这条

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的路走下去，并且让它焕发新的时代光芒。同时”一

带一路”诞生于经济全球化时代，它是中国经济友好开放、合作共赢的必然产物，

绝不是某些国家发挥地缘政治的工具。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
世界银行作为美国二战后的一大工具，美国在世界银行的股权占比达17.3%，

为了保证自身在关键时能一票否决，世界银行的重大事必须85%以上投票权，美国

不支持最多支持票也不过82.7%。这也就意味着凡是不利于或者不符合美国利益

的经济行为都将被美国否定，其他国家也无权维护自身利益和有话语权。

为了真正达到共赢经济和多边交流合作，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建立命运共同

体，由中国倡导发起的亚投行应运而生，亚投行发起国中国的持股比例或将低于

30%，亚洲国家总持股75%，亚洲区域外25%，真正做到亚洲国家主导经济事务。

中国无意坐拥否决权，目的在于创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开发机构，致力于与

亚洲兄弟国家乃至全球各界伙伴国家共同走向强国之路。中国不仅愿意与现成的

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也愿意对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家开放。亚投行是中国“一

带一路”战略布局重要组成部分，面向全球开放。

马来西亚作为亚投行的初创成员国家，一直引导东盟全力协助亚投行建设。马

来西亚自然资源和旅游业都是亚投行重点合作领域，而中国越来越开放的市场和

IT技术及金融产业也将给马来西亚同步扩张的智慧服务业提供绝佳机会。另外，亚

投行的筹建将为欧洲国家解决经济产能过剩的大难题，真正打通亚欧经济交流合

作任督二脉。

中国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指在主权国家或地区的关境内外，划出特定区域，准许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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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中国对外投资经济开放力度

持续扩大,目前内地已经相继设立四大经济自由贸易

试验区，分别包括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

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四大自贸区的设立将成为中国开展对外经贸关系

的重要基础及内容，承担着内外衔接“引进来”及“走

出去”的双向流通角色，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奠

定实际操作基础。

另外，自贸区的设立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意

义重大，在巩固沿海发达地点的领先优势后，将有助

于促进内陆地区的开发和增强对境外和地区（东南

亚、台湾、日本韩国、俄罗斯）的辐射能力，并促成内

外联接以协调内部及对外经济的发展。

《中国制造2025》强国战略
中国版“工业4.0”规划--《中国制造2025》正式

落地，由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5月份签批发布，《中国

制造2025》成为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

行动纲领。

《中国制造2025》规划指出，制造业作为国家经

济主体，是各国都重视和大力发展的，只有强大的制

造业才能实现中国民族复兴和民族强盛。当前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

成历史性交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必须

紧抓历史机遇，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强统筹规划和

前瞻部署，力争通过三个十年的努力，到新中国成立

一百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

造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打下坚实基

础。

《中国制造2025》是信息化与工业的深度融合，

当中国提高劳动力质量时，对各个发展中国家也是重

大机遇，培训和提升的高素质劳动力带来的高密度产

业必能为周边及其他国家进口带来突破性帮助。

2015年9月，中国也将进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阅兵，以彰显中国力量，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的伙伴

以信心和安全感。中国自古以来都不是侵略国家，这与

中国自古至今的儒家思想以和为贵、中华民族地大物

博的民族情节有关，我们秉承宽容和共赢发展，我们

从来都不首先使用武力，强大的军事也只是为维护中

华民族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也为经济稳定发展保驾

护航。

在全球经济低迷、国家争端从未停止的世界局势

中，中国坚守和平共处的国家战略观，不争霸，不掠

夺，不搞军备竞赛，不发动侵略战争。在国际关系中坚

持平等、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国家间相处策略。

将中国发展壮大的依靠力量放在全国人民的肩上，这

与有些国家通过不断打压敌对势力，谋求他国资源的

做法存在天壤之别。

刚果（布）政府新闻部部长比安维努•奥吉米在接

受中国《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到，“对于很多发展

中国家来说，中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功的典范。中

国勾画出了一条发展路线，成为第三世界的榜样，多亏

中国，非洲人不再对明天感到害怕。”

““中国梦”成为一个现实，成为一种自豪的榜

样。”巴基斯坦政策研究所所长哈立德•拉赫曼确信，

中国梦将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积极影响。中国向来强

调在经济上的合作共赢模式，无论是促进地区经济发

展方面，还是在解决全球经济危机方面，中国总是将

自身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相结合，为世界经济发

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谋求人类发展的文明价值。中国梦在追求自身经

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生态文明的同时，坚持

将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

发展融为一体。中国梦的实现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类

社会进步和文明进程的总体趋势，即从一部分人的幸

福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从民族国家之间的分裂与

对抗到共存、共赢、共生，从一个国家文明发展到整个

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中国梦从某一层面代表着人类

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因此，必然能够成为引领人类

社会不断走向未来的精神信仰。（上述资讯由登尼特

集团政策调研中心整编撰写）。

登尼特 集团致 力于为中国 —东 盟企业家、创投

个人提供一站式的双向企业流程 服务，涵盖企业经

营、管 理、投 资的咨询、辅导、策 划、实 施等，详情

可致电东盟马来西亚登尼特电话：603-21418908，

或Emai l:mytannet@gmai l .com.中国登尼特电

话：86-0755-8214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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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风险(Legal Risk)，意味着争议或者损失的可能性。但很多企业狭

义地把法律风险理解为造成实际损失的纠纷。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法律

风险首先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必然发生争议或者造成实际损失。

不论结果如何，一旦企业负责人不能把法律风险处理得妥善，这必然

会导致争议发生。姑且不说因争议而可能带来的财物损失，争议往往都会

间接影响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往来合作关系，从而有阻各企业的长远与持续

发展。

因此，对于可能导致发生争议之法律风险，企业们亦应当予以重视。本

文会探讨一些企业经常会面对的法律风险及给予些建议，希望能够帮助企

业进行必要法律风险的防范：－

风险之一：

没完全了解自身企业组织结构的性质 
跟自己的个人财产有什么关系

很多中小企业家和他的家族都有这样的观念：企业是我的，所以企业的资

产就是我的资产，我的资产也随时可以作为企业的资产。这种观念是十分错误

的。公司是具有法人人格的，是独立的法律主体，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公司有限

责任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

举例说明一：
自以为设立和经营的是有限公司(Sdn Bhd)，实际上是合伙企业(Partnership)

，导致合伙人之间对权利认知错位，合伙人不知道自己要对企业对外承担无限

责任，也就是会追索到自己的个人财产。

举例说明二：
没仔细彻底了解自己有限公司(Sdn Bhd)的《组织大纲及章程》(Memoran-

dum & Articles of Association)。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宪法”，很多企业往

往不重视公司章程设计，不重视公司治理结构，经营中往往出现小股东权益得

不到保护，或者大股东良好的公司管理意图得不到贯彻，导致公司陷入僵局。

例如，其中公司股东不幸去世，该股东股权如何转让及转让给谁、又或者对外

担保(Company Guarantee)、股权激励等重要决议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董事

会，导致无法实施。

防范措施：
建议所有合伙人或公司股东共同探讨企业治理法律风险制度体系，选择最适

合大家的企业组织结构。合适的企业组织结构能确保企业的控制权和决策的

有效性，也意味着公司的创业动力。

再者，进一步建议所有合伙人或公司股东做好个人财富传承机制或人寿

保险合同架构设计，这样做能确保假设有任何合伙人或公司股东不幸去世了，

个人财产能充分地受法律保护，而有关企业则能不受任何负面法律影响而继续

正常运作，进而达到双赢的局面。

马
来
西
亚
中
小
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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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
见
法
律
风
险
与
防
范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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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论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

风险之二：

投资、合作、合伙协议处理 
不当，轻则企业会遭遇金钱 
损失,重则公司会失去竞争力 
致最后被市场淘汰。

企业在从事外部商业合作时，也是最

容易泄露商业秘密的时候，关键在于保密

意识不强，保密制度不健全的原因。往往

只重视商业合作本身，而对相关的商业秘

密缺少保护手段或措施。

举例说明：
企业经常需要把产品、零部件、材料、生

产设备或工艺的某些机密透露给供应商

和客户，而这些人往往也要与该企业的竞

争对手或潜在的竞争对手从事商贸往来。

即使是最讲信用的供应商，也可能是泄露

商业秘密的危险源，尤其是关键环节的供

应商。

防范措施：
只要企业认为是需要保密的，在商谈前就

必须签订保密协议，接后如有必要，在合

同中再次加入保密条款，要求合作对方在

任何时候都不得将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或

履行的内容向任何第三方披露。否则，当

对方对外泄露与本企业有关的合同内容，

将不视为是侵犯本企业的商业秘密。

风险之三：

不知道如何有效地控制企业欠款状况

在企业发展和合作中，总会遭遇到一些不讲诚信的合作者，因

为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双方的合同结束之后相应的资金却不

能到位，这就是常见的企业拖欠款现象，在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如

果有签订的合同还好说，如果因为企业法律意识不强，或者是因为

讲人情爱面子，没有签订相关的书面合同，对拖欠款处理起来就比

较棘手。

举例说明：
2012年03月，企业甲向企业乙提供了一批市值马币50万元的货物，

没签订任何正式合同，只有采购订单(Purchase Order)。碍于

朋友面子，企业甲负责人三年后才向企业乙追讨剩余的马币10万

元。2015年07月，企业甲每天给企业乙负责人打电话催要欠款，他

们总是说公司现金周转不灵，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

防范措施：
在双方未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企业甲该需准备和运用哪些证据来证

明自己的主张。就以上案例来说，企业甲需要提供有关采购订单，并

通过该采购订单证明双方要约、承诺过程以及双方的交易条件。

接着，企业甲需要警惕着欠款纠纷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是指

当事人（企业甲）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若不主张自己的权利，则将

丧失胜诉权。对于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而未主张权利的，其补救措施

是要设法与债务方（企业乙）重新达成还债协议，以摆脱不利。就以

上的欠款纠纷而言，诉讼时效是从还款日期的次日起计算六年。但

必须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如果被控方是政府单位，诉讼时效则是三

年。

法律实践中的问题错综复杂，各种类型交错在一起，难免面临各种难题，在不知如何处理时可以向马

中总商会法律事务委员进行咨询。俗语说：“谨慎能捕千秋蝉，小心驶得万年船”。私人订制的企业

法务外包服务能为企业提供强大后台保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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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提升企业的

安全稳健高效发展速度。

马中总商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可根据对企业具体情况的了解，针对企业的人员规模、注册资本金规模、

主要业务领域、经营情况、营业规模等具体因素，在收费合理基础上，由企业与有关法律事务委员双

方平等协商予以确定，为企业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致力做到事情预防、事中控制、事后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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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补充，尽管商会成立之初，会员与领导层以华

商居多。不过，随着商会 积极招揽其他 种族

企业家参与，目前在中央理事层面已经基本包含了华、

巫、印三大民族人士。

“基本上，所有种族的企业家人士都可参与马中

总商会。即使是本会近年举办的活动或海外博览会，本

会也积极推荐本地非华裔人士成为主讲嘉宾。”

他补充，马中总商会近期与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及企

业家协会（PERDASAMA）合作带领巫裔企业家前往

中国参与数个展会活动，就是种族融合，共同进步的具

体证明。

陈友信指出，未来十年至二十年的马中经贸活动将

会愈加频繁，应该让各种族人士参与其中，共享红利。

“我相信，马中在2017年实现1600亿美元贸易额

目标，只是繁荣进步的第一步。”

陈友信鼓励更多穆斯林企业家参与到与中国的经

贸活动中，毕竟中国尤其是西安、银川等部分省市拥有

的庞大穆斯林人口所凝聚的商机不容小视。

Malindo商业与文化中心副总裁拿督斯里哈吉阿

末巴里则诚邀马中总商会派员参加6月尾举行的马印

与东盟文化经济论坛（Forum Budaya & Ekonomi 

Malaysia-Indonesia Se-Asean），以让更多本地商

家认识到南苏门答腊投资与经商的机会。

据悉，从2008年至2013年，Malindo商业与文化

中心成功促成马来西亚企业家到印尼南苏门答腊投资

2.5兆令吉。

哈吉阿末巴里介绍，苏门答腊蕴含丰富的天然资

源，值得考虑的投资领域包括油棕业、水产渔业、旅游

观光业等等。“此外，我们还建议马企业家来印探讨以

合资联营的方式，发展房地产或建设商业中心；对于有

兴趣的外资，我们可在准证申请方面，提供充分的配合

和协助。”

马印与东盟文化经济论坛于6月26日正式开幕，共

成功邀请到11个东盟国家参与其盛。

另一方面，陈友信邀请Malindo商业与文化中心

组团带领更多南苏门答腊的穆斯林企业家前来参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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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EC 2015）。

出席接待会人士还包括Malindo商业与文化中心

理事长拿督斯里Alex Ong博士、马中总商会中央理事

包久星以及吉兰丹州分会理事拿督斯里黄识修等等。

Malindo商业与文化中心代表团访马中总商会

巩固马中企业家与印尼合作关系

哈吉阿末巴里（左六）赠送Malindo商业与文化中心刊物予陈友信（右四）。马中总商会与Malindo商业与文化中心领导相
见欢，并建立起初步的联系，为未来更进一步的跨族群合作铺路。

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接待Malindo商业与文化中心代表团，进行跨族群交流时说，马中总商会成立

25年来，一直秉持着扮演多元种族的民间商业团体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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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了解中国法律，可助马来西亚企业家融入一带

一路，乘势分享机遇。

马中总商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罗章武律师在接待
中国法律研究学会及香港华侨华人总会代表团时，发
表上述言论。

罗章武律师表示马中关系密切，两国投资贸易活动
剧增，两国的法律制度不同，难免产生法律摩擦，中国
法律研究学会的访问正合时宜，可以让大马商家了解中
国法律，减少法律纠纷。

他也建议两国企业家融入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战
略，乘势分享中国梦、世界梦的百年机遇。

罗章武律师不忘引用韩非子名言：国无常强，无常

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他赞扬中国商

业法律已经和世界接轨，在中国推行全面依法治国，大

力反腐，中国未来会更强大。

中国法律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梁宝俭表示，中国的
司法制度目前正朝着阳光司法、正规渠道、解决问题的
方式前进。

中国法律研究学会罗志坚秘书长举例，曾经有一
位印尼投资者在中国打输了官司，采用过激手段，在报
章刊登大幅广告，想借此引起关注。经该会研究，发现
有关投资者其实被误导，导致败诉。他表示大马商家如
果在中投资时面对法律问题，可以寻求中国法律研究
协会的协助，以解决法律上的问题。

同时也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一等法官的梁宝俭为
接待会的出席者讲解中国近期的司法改革，推行同步

告知，同步查询，同步监督，同步直播的阳光司法，以
减少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杜绝金钱案、
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

香港华侨华人总会组团
赴2015马中企业家会

另一方面，香港华侨华人总会副会长黄惠山响应罗
章武的邀请，将组团参加11月7日举行的2015年马中企
业家大会（MCEC 2015）。

黄惠山也表示，在“港泸通”的带动下，香港资本
市场发展蓬勃，他建议马来西亚公司把握时机前往香
港资本市场上市筹资。

此外，罗志坚秘书长倡议借2015年马中企业家会
期间，邀请中国法律资深律师与专家来马主办中国法
律座谈会，以让马来西亚企业家进一步掌握中国司法制
度。

中国法律研究学会及香港华侨华人总会代表团希
望可在大会普及宣传中国法律，因为了解到很多海外企
业有兴趣往中国拓展业务。

接待会出席者还包括中方代表中国企业联合会副
会长刘是龙、中国法律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张辉汉以及
理事吴家义。马方代表则有Vibrant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严飚、Ricky Tan & Co拿督陈行昌、马中总商会财经
投资委员会委员陈孝伟以及微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林引玉、马来西亚中国南车集团朱丽珍等。

罗章武律师（右五）赠送《光辉四十载》纪念册予罗志坚（左五）。左起为吴家义、黄惠山、刘是龙、梁宝俭；右起为陈孝伟、
严飚、拿督陈行昌以及林引玉。

中国法律研究学会及香港华侨
华人总会将组团参与2015年
马中企业家会(MCEC 2015)
；前排坐者左起为黄惠山、刘
是龙、梁宝俭、罗志坚以及罗
章武律师。

了解中国法律	 融入一带一路

马中总商会：马企业宜乘势共享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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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吉林省侨办副主任李建华与侨办处人员详
细介绍当地的发展概况与投资潜能。

黄漢良总会长则诚邀吉林省侨办组团来马参与第
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MCEC 2015），以与本地企业家
建立起联系，为未来更深入的经贸与投资活动铺路。

会后，黄漢良总会长代表马中总商会诚意宴请该

代表团享用湘菜，席间双方言谈甚欢，无所不谈。
出席者包括吉林省侨办侨务处处长黄丽华、侨办

处长越国帅、副处长于再勇、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宋兆
棠、拿督林恒毅、中央理事包久星、李素桦以及首席执
行秘书周美馨。

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访马

机械钢铁业中企拟“走出去”	马来西亚可成落户点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拿督林恒毅在接待广西投资
促进局副局长蒋名斌时，蒋名斌分享广西欲“走

出去”的中企对象以及当地的发展潜能。同时，马来西
亚凭着各项优惠政策，还能成为特定产业如太阳能发
电与生物制药的外资落户点。

广西作为丝绸路的始发点，蒋名斌表示，日后还会
积极电子信息、不锈钢、生物智能等高技术与创新产
业。

“这次来马一路实地考察，收获甚丰；相信中企在
马来西亚的基建产业如高路、码头等设施，都有参与的

意愿与机会。”
林恒毅指出，在马来西亚生活的广西籍人士十分

多，对马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我们也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组团率

领企业界人士来马参与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只要踏
出第一步，广西的企业家将会接触到很多潜在的合作
对象。”

林恒毅表示，马中企业家大会每年有1000至1500
名参会者，参与该大会相等于“交了一年的企业界”朋
友，不失为建立人脉的重要平台。

李建华（左四）赠送剪纸纪念品予黄漢良总会长（右五）。左起为于再勇、越国帅以及包
久星。右起为拿汀吴彩凤、李素桦、林恒毅以及宋兆棠。

吉林省侨办代表团率领
4人代表团拜访马中总商
会，并由总会长拿督黄汉
良亲自接待。

来自中国广西的企业家持
续不断来马投资，预料当
地技术完善的机械钢铁
业中企将会是未来“走出
去”的重点领域之一。

林恒毅（右五）赠送《光辉四十载》纪念集予蒋名斌（左四）。左起为何开旺、班克运以
及李树生；右起为周美馨、张彬、李干林以及吴能彬博士。

吉林省侨办代表团访马

组团参马中企业家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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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青年团常年大会

倡导领导与独立思考风气

又来到一年一度的2015年青年团常年大会，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团员积极出席，密切关心团务和会务的永续发
展。

大会上，青年团顾问颜登逸不忘勉励，参加青年

团的目的和意义是要培养个人的领导和独立

思考能力，以及如何分析问题的根源。他说，如今的教

育制度跟以往的不一样，现在因为功课太多而不能训

练学生如何思考，如果学生在班上提问太多问题时也

会招到惩罚。“以以前的教育制度会比现在的良好，因

为那时候的孩子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及阅读。”

他强调，现代人必须了解及掌握两方面的学识。第

一是知识，但是知识并不是要懂得越多越好，在现在的

电脑资讯时代，知识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取，非常方便。

第二是智慧，它是思考、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每个

人都各有长短，我们必须发挥个人长处，而修补个人的

短处，或者寻求其他人来弥补那个缺口。领导者必须充

分发挥团体内每一个成员的能力。在青年团里，大家可

以互相学习及吸取其他人的意见进行反思。”

另外，颜登逸也分享其自身对时局的观察心得。他

认为，如今世界的中心由美国转向中国，中国又在亚洲

为中心，它在这个区域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中国在去

年推出了“一带一路”的观念，如果这个概念成功实行

的话，它将会给我们带来良好的影响。“中国也建立了

亚股行，美元的霸权地位也招到打击，中国日复一日变

得强大。马中总商会在此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

我们直接和中国联系，并且也拥有手上第一手的资料，

我们更能在这个社团里面获益不浅。最后，参加马中总

商会是为了培养大家的领导能力及寻找更广阔的商业

平台。”

最后，青年团团长丁扬岗呼吁青年团的理事们多

加联系和接触。青年团在这些日子里除了举办分享晚宴

（SALA DINNER）、参与接待会之外，也和中国各商

务处保持紧密接洽。“中国的企业也在转型中，随着中

国的经济市场开放，年轻一代想在中国创业非常方便，

而且门栏也比较低。希望大家一起把握机会参与各项

活动，一起学习及成长。”

同时，这一场大会还通过了批准新团员，为青年团

注入更多新动力，形成健康的良性循环。

马中总商会青年团充满朝气，备受看好是支撑起商会和社会未来的栋梁。坐者左起为青年团副秘书谢文英、副团长杨碧
珊、顾问颜登逸、团长丁扬岗、第一副团长张柏垣、副团长林励肯以及财政王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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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与中国各商协会保持着良好关系的马中总
商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浙江省委员会

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务求加强马来西亚与中国浙江
省的经济贸易合作。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礼貌拜访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浙江省委员会张青山副会长时，本着友
好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后，拟出一份合作协

议书。
该合作协议书旨在促进双方保持经常密

切联系、互相提供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和经
济合作等方面的信息、交换各自的出版物（马
中总商会定期每一季度出版《马中经贸》财经
杂志）。同时，利用各自网络为平台，开展信息
交流，实现资源共享。

而且，双方将探讨相互推荐、介绍贸易、
投资等合作机会和伙伴，鼓励并协助双方企
业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以促进浙江省与
马来西亚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此举特别为双
方会员及对口合作企业提供服务。

此外，该协议书也为双方机构和组织之间
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牵线搭桥。

展望未来，双方还会不时组织经贸代表
团、项目考察团、经贸界人士互访，相互为对方提供支
持和方便。

另一方面，马中总商会诚意邀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浙江省委员会组织当地参展商经贸团来马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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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EC 2015）。

日前，马中总商会还前往拜访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广西作为丝绸路的始发点，蒋名斌表示，日后还会积极拜会期间，

马中总商会拜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浙江省委员会

签署合作协议书	共同实现友好平等互利

马中总商会拜访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承诺组团出席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国外侨务处副处长吴鸿煒（左四）赠送山水画予刘俊
光（左三）；右起为阿联酋温州同乡会会长林时永、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文
化新闻处副调研员童鸿鸣，马中总商会副财政拿督黄锡琦以及秘书长卢国祥。

刘俊光（右二）与张青山（左二）签署签约本。左起为马中总商会秘
书长卢国祥与财政拿督黄锡琦。

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刘俊光
诚邀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侨
务出席即将于11月举行的第
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阿联
酋温州同乡会会长林时永表
示，将会带领企业或投资者
来马参会。

另外，双方都提到女企
业家的影响力与重要性，女
性与生俱来的管理和细心特
性，融入到企业文化中，有助
把企业推上另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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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会访马

马来西亚华商支持海上丝绸之路

来马期间，中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会主任杨崇汇特
别呼吁马来西亚华商支持中国倡议的“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计划。
杨崇汇指出，“一带一路”等策略表明中国未来的

发展和世界紧密相连，且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发
展对世界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他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迄今中国经济
的发展已融入世界。

到2025年，按专家预测，以中国目前的状况发展，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5年达到29兆美元（约107
兆令吉），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无论如何，他指出，中国目前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
海外华侨，包括马来西亚华人在中国过去数十年来的经
济发展贡献，拥有巨大功劳。

杨崇汇也赞扬马来西亚华商，对中国与马来西亚两
国的经贸往来和合作，作出实际贡献。

他说，这次访问马来西亚是代表中国政府，了解马
来西亚华社、华团和乡亲的情况；同时也为了推进海上
丝绸之路的经贸合作，并听取海外华侨或华人的宝贵
意见。

黄汉良：马来西亚华社关注中国动向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向杨崇汇主任指出，

国内华社密切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对“一带一路”尤
其关注。

“我们认为一带一路是历史性的战略思维，百年
大局，和中国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他说，目前中国从上到下都在积极落实“四个全
面”，这将对全世界造成影响。

黄漢良也希望马中两国在各层面上能达到密切交
流与合作关系，两国应派出更多青年代表互相交流。

陈友信：1600亿美元贸易难达成
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指出，马中两国领

导人希望在2017年达到1600亿美元（约5920亿令吉）
的双边贸易额，惟目前两国双边贸易额刚突破1000亿
美元，他认为，双边贸易额在2、3年内增加600亿并不
是容易的事。

他认为，目前很多中国的投资项目，或者到中国投
资或经商的马来西亚人，主要由会讲华语或普通话的
华商或中小企业组成。

马中总商会将积极鼓励更多非华裔到中国投资，
以便促成马来西亚与中国在2017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
1600亿美元目标。

马中总商会宴请来马考察的中国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会代表团。前排左起为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宋兆棠、侨委会办公室巡
视员徐光华、马中总商会永久荣誉会长拿督杨天培、中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会主任杨崇汇、马中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漢良、
中国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会政协常委童世平、马中总商会永久荣誉会长陈凯希、中国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会委员赵阳以及
马中总商会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后排左起为马中总商会财政拿督黄锡琦、副总会长拿督林恒毅以及刘俊光。

中国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会6人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了解我国中华文化和华教发展，代表团与华总、华团和华

青领袖，并受到马中总商会宴请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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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东盟华商会吸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500余名政要、知名侨领、华商领袖、著

名专家学者相聚昆明，共谋“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机遇

与华商事业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三届东盟华商会期间，马来西

亚-中国总商会（简称马中总商会）也举办了推介由马中

总商会举办的年度重头戏——2015年第五届马中企业

家大会（MCEC 2015）的专场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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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本届华商会的主题为“一带一路、合 作共

赢”。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表示，东盟国家聚

集着数千万华侨华人，他们是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友

好合作的天然力量，也是云南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快发

展建设的借助力量。选择在南亚博览会框架内举办东

盟华商会，就是为了发挥侨务资源优势，服务区域发展

战略，促进中国与东盟和南亚友好交流，借助广大华商

事业发展，实现各方合作共赢。

裘援平表示，东盟华商会已成功举办十二届，在云

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下，在广大华商积极参与下，

这项活动已成为重要的区域性经贸盛会，成为中国西

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深化与东盟合作

的重要平台。

裘援平希望大家充分利用好这一平台，把云南的区

位优势与华商的丰富资源结合起来，把打造中国—东

盟自贸区升级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与南亚

地区合作同云南向西南开放战略结合起来，谋篇布局、

投棋布子，为国家战略的实施、云南发展规划的推进、

华商事业的发展、区域合作的深化发挥出更大作用。

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介绍，云南地处中国经济圈、

东南亚经济圈和南亚经济圈结合部，是中国连接南亚、

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是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两大战略实施的连接交汇点，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云南是中国第五大侨乡省份，广大华侨华人为推动云南

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云南与海外的交流合作发挥了重

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自２００３年以来，东盟华商会已在昆明举办１２

届，成功组织了近３０场项目推介会，累计达成引资项

目合同、协议近１００个，实际到位资金超过５０亿美

元，并引进了一批世界华商５００强企业。

马中总商会一众领导积极出席第十三届东盟华商会招待会；左四起为马中总商会会务顾问楊耀才博士，副总会长宋兆棠，
第一副总会长陈友信，总会长拿督黄漢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刘
俊光，中央理事包久星局绅，登嘉楼州分会会长施明玉以及吉兰丹州分会会长拿督陈春华。

马中总商会领导踊跃参与第十三届东盟华商会

共谋“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机遇与华商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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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昆明　畅想未来

马中总商会与昆明联想科技城签署华商战略合约

在第十三届东盟华商会华商战略签约仪式暨联

想科技城红酒品鉴会上，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

刘俊光看好，这项活动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

带一路”发展战略，以拓展经贸合作伙伴配对为目的，

为海外华人企业以及云南企业、中国企业，提供一个交

流平台、构建一座合作枢纽。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平崛起，马来西亚中国

总商会作为马中双边贸易发展所扮演的桥梁角色，应

运而生、相随而固。马中建交已经走过和谐美好40周

年，两国无论在经贸、文化方面都是非常友好与融洽

的。”

云南融科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彭迪

先生发言表示，融科智地作为联想控股布局云南的排

头兵，在云南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以助力“一带一

路”建设、推动昆明产业升级为目标，成功落户昆明。

昆明联想科技城作为融科智地落户昆明后的首发

项目，是集“五大产业园、六大服务平台”于一体的智

慧型产业综合体项目，未来将成为昆明乃至西南地区

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价值高地和城市形象中心。

“昆明联想科技城项目抢抓“互联网+”行动计划

实施，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热潮来临的机遇时期，通过

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载体以及服务，整合各级资

源，吸引国内外创业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知名龙头企

业进驻，助力城市建设发展，带动产业转型、促进产业

升级与产业聚集。”

与此同时，刘俊光不忘向中方人士报告，由马中总

商会举办的年度重头戏——2015年第五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MCEC 2015）的筹备工作已经在积极滚动，这

一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仍然沿袭习近平主席倡导的现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经贸战略，从上一届的“扬帆

起航赴神州、共建海上丝绸路”，迈向“拓展现代海丝

路、构建和谐东盟区”，实践现代东盟区域与中国的经

贸持续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届马中企业家大会除了着

重东盟企业家专题研讨会，也将特设女企业家专题论

坛！”

云南融科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彭迪（左）与马来西亚-中国
总商会副会长刘俊光（右）签署并交换合约。

为贯彻第十三届东盟华商大会“机

遇、合作、发展、共赢”的主题，延续

2014年的双方合作协议，长期扮演着

马中经贸发展桥梁角色的马来西亚-

中国总商会（简称马中总商会）与中国

云南融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旗下的

昆明联想科技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马中总商会与云南融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

商，双方同意在业务合作、信息交流、

双方互访等方面开展长期卓有成效的

组团与战略合作关系。

通过战略合作，借助联想科技城的平

台，将海内外的企业家联动在一起，帮

助中国国内的企业走出去，将海外的

华商企业吸引进入中国，合作共赢，共

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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