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赞助商

为筹募本会活动经费，本会已征求到

征阳集团为本会年度赞助商 - 企业伙伴

（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赞助数额为

RM500,000。另外，中国银行则同意成为尊

贵赞助商（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赞助

数额为RM200,000。

本会商讯已分别于第359期及第360期刊

登年度企业伙伴征阳集团及本年度尊贵赞助

商中国银行之专访。

PETRONAS提供予本会会员之

汽油及柴油回扣优惠

本 会 与 马 来 西 亚 国 油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Petronas Dagangan Berhad）于2016年4月1
日正式签署一项合作协议，为本会会员提供

优惠汽油或柴油价格。有关优惠详情如下： 

本会会员申请为PETRONAS  Smart Pay
油卡会员，任何持卡人在该公司油站（全马

共1066间分行）添油，可享有每公升3仙（3 
sen）的回扣优惠。

此项优惠从2016年5月1日开始生效。有

关申请须经由马来西亚国油贸易有限公司作

最后批准。

董事与组员交流晚宴

本会于2016年4月21日（星期一）晚上7
时正在本会底楼成枫堂举行董事与组员交流

晚宴，邀请各工作组组员出席。同时，本会

也邀请到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副校长

叶世满、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校长王瑞芳

教授，以及马来西亚中资企业协会（中资企

业）会长王宏伟和理事们的出席。当晚有逾

100名组员出席这项交流晚宴。此活动的企业

伙伴为征阳集团。

本会会长拿督戴良业在致词时表示，随

总  务  组

着本会2015-2018年度董事会在去年6月成立

后，共有20个工作组也陆陆续续在极短时间

内组成，并且也根据本会的10大工作目标，

订下未来一年的活动项目。因此，他衷心感

谢本会董事与各工作组组员的配合，无私的

付出时间与贡献，促使本会会务活动顺利和

成功举行。同时，他也希望诸位能于往后继

续给予支持与协助，发挥本会群策群力的团

队精神。

他说，本会现阶段正积极推行广招会员

活动，以壮大本会现有的组织阵容。近几

年，本会的会员人数都在2千200名之间，他

希望在这一届董事会期满前能突破3千名的大

关，同时也希望青年组在拿督吴逸平的领导

下能够达到招揽1千位组员的目标。

提升现有宽带设施 

（Bandwidth Facility）

配合科技迅速发展趋势，本会于2016
年6月进行全面提升本会所属楼层之现有宽

带设施（Bandwidth Facility）与相关设备之

计划。本会也特此感谢此计划的合作伙伴

MyKRIS Asia Sdn. Bhd.同意给予3年免费宽带

设施。

与日本人商工会议所举行 

高尔夫球友谊交流

为促进彼此联系及加强双方合作关系，

本 会 6 位 代 表 在 会 长 拿 督 戴 良 业 率 领 下 ，

于2016年10月1日（星期六）与日本人商

工会议所（The Japanese Chamber of Trade 
& Industry, Malaysia, JACTIM）的代表假

Templer Park Country Club进行一场高尔夫球

友谊交流，很荣幸的邀请到日本驻马大使宫

川真喜雄博士（H. E. Dr. Makio Miyagawa）

也一起参与。JACTIM的参与代表包括会

长外処敏彦（Toshihiko Todokoro）、副会

长金子圭司（Keiji Kaneko）、副会长井水

启之（Hiroyuki Iruiza）、副会长河村雅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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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ahiko Kawamura）及顾问拿督毗隆

（Datuk Takashi Hibi）。

本会代表也包括副会长拿督林建南、总

秘书拿督陈镇明、法律组主任陈嘉斌律师、

商业组副主任拿督廖俊亮及中小型企业及人

力资源发展组副主任曾茂旺。

商会领带及T-shirt

配合本会品牌与统一形象，本会已制

作商会领带及T-shirt，并备有3种不同颜色之

T-shirt（白、青、珊瑚红）。

商会领带及T-shirt开放给本会会员分别

以每条领带RM100及每件T-shirt为RM60（含

6%消费税）售卖。非会员也可以通过本会会

员购买，价格为每条RM100。

本会跟进雪州政府拨地事宜

本会于2016年继续跟进有关本会早前获

得雪州政府拨予位于Kundang之地段事宜。

鉴于此事宜暂无进展，本会也曾尝试通过多

方面管道，包括征求董事及建筑组成员协助

安排会见州务大臣。

会所管理报告

本 大 厦 管 理 委 员 会 （Wisma Chinese 

Chamber Management Corporation）于2016年

6月25日（星期六）上午9时30分召开第6次常

年大会。代表本会所属楼层出席会议的董事

分别为：颜文钦（B1, B2, B3）、邱维斌（底

楼）、陈嘉斌律师（1楼）及拿督陈镇明（7
楼）。大会也选出3位管理委员会董事，分

别为拿督陈镇明（7楼）、丹斯里拿督张昌国

（6楼）及陈嘉斌律师（1楼）。

上述管理委员会继续委托本会管

理本大厦的事务，条件照旧。

本会大厦共有8层办公楼面和3层

地下停车场，目前本会拥有3层楼面及

3层地下停车场。

本会秘书处设于7楼，其余2层楼

面出租作办公用途及餐厅。

除秘书处之外，本会另有礼堂

和研讨室。本会目前的活动大部分都

在会所举行，有关场地及设备也开放

给会员商家及公众租用 。 成 枫 堂 位 于 底 楼

（Ground Floor），面积6,526平方尺，设备

齐全，适合举办大型讲座、招商会及商展会

等。研讨室位于1楼，并拥有宽阔的空间及装

修新颖，面积4,063平方尺。

本会也同时探讨进行改善及提升整个大

厦由大路入口直到大厦内部的形象与设备以

确保与时并进，并达到各项主要目的（包括

提升本会及本大厦形象及底楼改造所将带来

的经济效应、吸引及提供会员交流之场所等

等）。

有关重整及美化大厦外观，本组原则上

建议重整计划由大厦外围做起，再逐步分阶

段进行至内部。

针对底楼整修一事，本会已于第11次董

事会（3-12-2016）设立“装修管理委员会”，

负责所有相关整修事宜。

总  务  组

2016年常年报告书34



地下停车场共有171个停车位，开放给

大厦各层业主、租户和他们的职员使用。收

费则分为业主优惠季票、普通季票、按小时

计和举办研讨会或特定活动时的 per entry 收

费。

日期 会议 出席代表（恕不称呼）

13-01-2016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2016雪州国际展筹委会会议 黄振兴、王顺诚

28-01-2016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2016雪州国际展筹委会会议 黄振兴、王顺诚

02-02-2016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2016雪州国际展筹委会会议 黄振兴

14-03-2016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2016雪州国际展筹委会会议 黄振兴

28-03-2016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2016雪州国际展筹委会会议 黄振兴

29-04-2016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2016雪州国际展筹委会会议 黄振兴、邓富文

26-05-2016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2016雪州国际展筹委会会议 黄振兴

29-06-2016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2016雪州国际展筹委会会议 蔡文洲、黄振兴

28-07-2016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2016雪州国际展筹委会会议 黄振兴、颜文钦

10-08-2016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2016雪州国际展筹委会会议 黄振兴、颜文钦

26-08-2016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2016雪州国际展筹委会会议 黄振兴

15-09-2016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2016雪州国际展筹委会会议 黄振兴

11-10-2016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2016雪州国际展筹委会会议 黄振兴、颜文钦

18-11-2016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2016雪州国际展筹委会检讨会议 黄振兴、颜文钦

19-02-2016 雪州投资、工商业及中小型工业委员会会议 颜文钦

29-07-2016 雪州投资、工商业及中小型工业委员会会议 颜文钦、王顺诚

出席各项官方会议

总  务  组

楼层 面积 

（平方尺）

用途 租户

7th Floor 9,592 秘书处 —

7th Floor 2,780 办公室 Guide Stone Consultancy S/B

7th Floor 2,179 办公室 Probid Resources S/B

1st Floor 3,720 办公室 Malaysia Steel Association
1st Floor 2,196 办公室 HBL (M) S/B
1st Floor 3,294 办公室 HBL (M) S/B
G. Floor 1,490 餐厅 Restoran Haji Sharin Low

本会所属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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