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第70届常年会员代

表大会于2016年6月22日（星期三）上午9时
30分假彭亨关丹勒捷尼酒店三楼Cashmere厅

举行。大会一致通过40项提案，其中19项提

案是由本会单独或联合其他各州友会提出如

下：

A.	 国家社会经济课题

1. 提案	：	大会重申中总坚决反对在大马实

行伊斯兰刑事法的立场，并促请

朝野政党国会议员力阻这项建议

提呈国会，坚决维护各族人民奉

行不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益。

		 案由：	 中总尊重伊斯兰教作为我国的

官方宗教。但在大马实行伊斯兰

刑事法，违反了大马建国时的协

议及宪法内阐明大马世俗国的事

实，绝对不适宜多元种族多元宗

教的大马社会。如果落实两套不

同的刑事法，对穆斯林和非穆斯

林施予不同的刑法，是违反我国

联邦宪法第8条文下赋予所有人

民皆平等的精神，严重威胁国民

团结，阻碍国家继续前进。

2.	 提案	：	大会支持政府推行各项促进国民

团结与和谐的政策，并促请政府

采取行动严厉管制及遏止有损种

族和谐及国家安宁的极端言行等

举措，以巩固各族团结，促进国

家安定。

6.	 提案	：	大会吁请政府以更公平和透明的

方式公开招标处理政府采购或公

共工程计划，不分种族，让更多

企业参与其中，使国家政策更具

竞争性和透明度。

8.	 提案	：大会吁请政府重新检讨房屋土著

单位分配比例政策，并适时调整

有关配额机制，包括实行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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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土著产业固打配额自动释放机

制。此固打制应扣除外国购买后

计算，以鼓励促销予外国买家，

可兼顾发展商及购屋者双方利

益。与此同时，大会也促请大马

国家银行放宽第三间房产购买者

贷款顶额的限制，以及容许发展

商再推出承担利息计划，以带动

大马房产业发展。

	10.	 提案	：	大会呼吁政府撤除1.6%再生能

源基金。

		 案由：	 自2011年12月开始，消费者须

于每月的电费中，缴付1 %再

生能源基金的额外费用。有关

附加费于2014年1月1日调整至	

1 . 6 %。然而，随着热浪的增

加，开发太阳能的成本相比下

降，以致太阳能发电工业更具商

业可行性，缴付再生能源基金显

得不合情理。再说，撤除再生能

源基金也符合政府减少津贴的政

策。

11.	 提案	：	大会呼吁政府与国家能源公司	

（国能）降低电费率并提供非

繁忙时段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

公共假期优惠电费率予中小型企

业。

		 案由	：	国际原油、煤炭和液化天然气

价格大幅度下滑已超过1年，政

府与国能得以节省高额净燃料

成本，这些净利应与用户分享。

电费乃影响中小型企业生产成

本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小型企业

领域的用电量更是占了总成本的	

7%。那些采用机械化及全天候

运作机器的中小型企业，耗电

量及成本的百分比更高。在现阶

段，国能只提供商业用户及中高

电压工业用户在非繁忙时段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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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20%折扣。对于中小型企业用

户，也应享有电费的优惠辅助。

12.	 提案	：大会呼吁政府提高自动化资

本津贴（Automation Capital 
Allowance）及延长有关津贴期

限从2015年至2020年，并将可获

自动化资本津贴的开销数额提升

至1千万令吉，同时提供更多奖

励供提升生产力和自动化。

13.	 提案	：大会呼吁政府以至少30年使用权

租赁更多土地，以鼓励本地更持

续的农业生产。

		 案由	：	随着国家发展政策开始专注于工

业化，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率已从80年代逐渐下降。为了

确保国家减少对必需品进口的依

赖，政府须对粮食作物领域加以

重视以达致可持续性发展。与此

同时，给予农民奖励和保护，例

如开放更多土地供粮食生产和畜

牧业也是需要的。超过30年使用

权租赁土地，方能达致机械化投

资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以我国

的热带气候，大多数蔬菜和稻米

可望获得一年三造的收成，应予

鼓励。

14.	 提案	：	大会呼吁中小企业正面看待并

积极主动了解东盟经济一体化

（AEC）、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RCEP）、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TPPA）、一带一路

倡议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做好

准备，并善用政府提供的各项援

助计划和奖掖提升竞争力和生产

力，配合其他族群商家，借势取

利，抓住商机，开发新市场。

15.	 提案	：大会呼吁商家积极把握地球暖化

所带来的商机。

						 案由	：	全球暖化无疑是21世纪全球面临

的最关键问题之一。然而，气候

变化也创造了商业机会，例如环

保行业。

C.	 税务课题

19.	 提案	：大会吁请政府加速降低目前的公

司所得税至18%，并把中小企业

可征税收入首200万令吉只征收

15%的公司税，提高我国税制和

企业的竞争力，并吸引更多外来

直接投资。

24.	 提案	：大会吁请政府暂停征收人力资源

发展基金两年，以减轻业者的现

金流负担。

25.	 提案	：大会吁请政府给予月入高于3千
令吉者自由选择私人保险或社

险。

		 案由	：	月薪3千令吉或以下的员工须于

开始受雇时缴纳社险。根据“一

旦成为会员永远都是会员”的原

则，已投保的员工必需持续投

保。然而，投保者并不能针对同

一案件向私人保险和社险提出索

赔。因此，要求已购买私人保险

的人士于同一时间投保社险的做

法并不合理，政府应允许有购买

保险的员工自由选择私人保险或

社险。

D.	 人力资源发展课题

26.		 提案	：大会促请政府：

		 	 	 （一）	保持原有（2016年2月1
日前）的外劳人头税；

		 	 	 （二）	即刻解除所有领域的聘

请新外劳冻结令；

		 	 	 （三）	改善全面合法化我国现

有非法外劳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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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按各领域外劳供应与

需求情况作出检讨及衡

量，以制定适当的聘用

外劳的条件和指南；

		 	 	 （五）	将征收外劳人头税所得

收入用于辅助国内中小

型企业发展，成立特别

基金，拨款或提供津贴

予雇主进行培训、自动

化及现代化生产以提高

生产量，并委任私人界

代表参与该特别基金管

理委员会；

		 	 	 （六）	如有任何检讨外劳人头

税计划，须与雇主沟通

咨询，以便业者事先获

得通知，并有足够时间

对即将宣布的改变进行

规划和调整。

27.		 提案	：	大会呼吁政府早日全面承认华文

独中统考证书，以培育更多通晓

三语的本地人才，以及改善各源

流小学华文师资短缺的问题。

28.		 提案	：	大会呼吁中小企业和厂商委派拥

有技能却没有认证文凭的技工考

取认证，家长则鼓励年轻学子报

读技职教育，掌握一技之长，与

就业市场接轨。

31.		 提案	：	大会吁请教育部设立完善的师资

培育机制，以培训更多符合资格

的语文教师，尤其有效提升大专

生的英语应用水平，与此同时，

全面检讨SPM华文科议题，包

括探讨教育制度、师资、出题方

式、评分标准等，以配合国内外

就业市场的需求，培养更多精通

多语的本地人才。

E.	 交通、旅游、通讯

38.	 提案	：大会吁请政府提供中国游客无条

件免签证便利，加强力度发展旅

游业赚取更多外汇。

		 案由	：	我国应该免除中国游客签证的条

件。若不能提供无条件免签证便

利，我国也该提供中国游客直接

在我国办理落地签证（VOA）

便利。目前，中国游客入境我国

前，须先到新加玻或泰国后，才

能在我国申请7天的落地签证。

政府应检讨这项游客需要往其他

国家旅游消费后，才允许入境我

国旅游的措施。政府应允许他们

在我国直接办理落地签证，而不

须先经由其他国家入境我国。印

尼、日本、泰国等国家已免除多

个国家的签证要求，其中包括中

国，以赚取更多旅游外汇收入。

我国理应与时俱进提供此便利，

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前来大马。

	F.	 治安问题

40.		 提案	：大会吁请警方采取更有效步骤，

全面提升国内保安措施，积极防

范和打击罪案，改善社会治安，

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打造一个安全可靠的投资经

商和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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